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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沪版贺岁书单出炉

近 50 本好书伴你过新春
作为上海出版界一年一度的全民阅读品牌活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官方微信“书香上海”
已连续 5 年在春节期间邀请沪上出版社社长、总编为广大读者度身定制沪版贺岁书单。日
前，2018 年新春贺岁书单已经出炉，本书单涵盖社科、文学、艺术、科普、少儿等多个门类，愿
这近 50 本好书伴你度过一个有“书香”的新年。

《中国传奇：
浦东开发史》
谢国平 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
一间房”，这句耳熟能详的俗语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几乎所有
上海人的共识。而在短短几十年
后的今天，浦东早已脱胎换骨，迅
速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变得
寸土寸金、举世瞩目，成为一张
“国家名片”
。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

《创水记》
（美）赛斯·西格尔 著
陈晓霜 叶宪允 译
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到 2025 年，世界上三分之一
的人将面临水危机。在水资源方
面“先天不足”的以色列却已是一
个可将盈余用水出口到邻国的水
资源强国。这个 60%的国土是沙
漠的国家在尚未独立之前就已经
意识到：缺水，将是他们面临的第
一难题。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的《创水记：以色列的治水之道》记

《造梦人》
（法）让-克里斯托夫·吕芬 著
龙云 译
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造梦人》是上海译文出版
社出版的第二部让-克里斯托
夫·吕芬作品，2015 年出版的《不
朽的远行》是一部随笔，讲述了
作者徒步 900 公里、远赴圣地亚
哥的朝圣之旅，获得了不俗的反
响。

让-克里斯托夫·吕芬最著
名的身份当属法兰西学院院
士。2008 年他入选法兰西学院
院士，成为最年轻的“不朽者”；
他同时还是事业有成的外交官，
曾任法国驻塞内加尔和冈比亚
大 使 ，领 导 过 多 家 人 道 主 义 机
构，如“无国界医生”
“ 反饥饿行
动”。多重身份赋予他的写作以
独特的视角和口吻，使得他两度
斩获龚古尔文学奖，成为法国当
代首屈一指的作家。
《造梦人》是一部史诗，一部
展现梦想力量的回忆录，以流亡

录了一个小国如何从水独立走向
国家独立。
治水贯穿了以色列的建国史
和发展史。在以色列发展的每一
阶段，水在其国家意识中占有绝对
优先的地位。滴灌、海水淡化、污
水净化，以色列拥有领先世界的治
水技术，但在逆境中养成的忧患意
识和创新远见才是其成功的根本。
《创水记》中提到，以色列有一
种特有的双面性：犹太民族有着悠
久的历史，以色列却是一个新生的
国家。当水资源问题和国家的存亡
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年轻与古
老的双面性也充分体现在了这个国

家的治水之道上——在意识上推崇
传统文化，在技术上支持积极创
新。漫长的苦难铸就了这个民族的
高
“逆商”
，
面对气候严酷、
地形恶劣
的故土，重生的以色列不断尝试突
破性的新技术，
于险中求转机。
技术可以引进，而让技术转化
为价值的，是由忧患意识、创新意
识和逆商格局共同引导的执行
力。这些意识的形成不在一朝一
夕，我们不缺少这样的传统氛围，
年轻人也应当在人格养成的过程
中有意识地接触这类文化。在此，
尤其要将《创水记》推荐给青少年
朋友们。

希俄斯岛的雅克·科尔的口吻，
讲述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雅
克·科尔是第一个将目光投向东
方的法兰西商人、国王查理七世
的御用监总管，他生活在十五世
纪初期，见证了这个承上启下的
时代和中世纪让位于文艺复兴
的 变 革 。 在《造 梦 人》中 ，作 者
让-克里斯托夫·吕芬在权力与
算计之外，还塑造了雅克·科尔
作为自由而野性的冒险者的美
丽形象，在书中，我们仿佛听到
他的声音就在耳边，娓娓讲述着
自己的故事。

《才女之累》
（美）艾朗诺 著
夏丽丽 赵惠俊 译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书作者艾朗诺对李清照进
行了全新解读，他援引大量文献，
展示了李清照的形象是如何在中
国宋代以降被建构和改造的，并
且认为性别建构的观念是解读李
清照的关键因素。他主要关注的
是，李清照作为女性词人如何在
男性文学世界取得一席之地的，
还特别指出，李清照的词学名篇
《词论》不但表达了女性词人奋力

克服性别偏见（这也是充满抱负
的李清照一直遭遇到的），而且也
是为了“她的作品能够赢得某些
文学品味和文学成就裁断者的认
可”。这种解读完全不同于传统
对李清照《词论》的解读。
艾朗诺对李清照生平、创作
及接受史的研究，没有故作惊人
之语，却颇具颠覆性，他试图破除
古往今来人们对李清照的种种先
入之见。正如厦门大学钱建状教
授所说：
“ 清晰的思路、缜密的论
证、情文并茂的叙事，体现著作者
深厚的西学积淀；而材料搜罗之
丰富、辨析之精微、取舍之有度，
又昭示著作者精深的汉学功底。
书中新见迭出而持之有故，议论

海
出

版

界

2018

岁

贺
春

新

●《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 推荐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长王为松
●《家书——青年时期写给父亲母亲》 推荐人：上海文艺
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徵
●《创水记》 推荐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
●《造梦人》 推荐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
●《才女之累》 推荐人：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
●《宗子维城》 推荐人：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吕健
●《敦煌乐舞：经变乐舞》 推荐人：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兼
总编辑费维耀
●《风雪那年》 推荐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党委书记兼
社长冯杰
●《中华经典诗词 2000 首》 推荐人：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
兼总编辑缪宏才
●《她们开启了核时代》 推荐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
长张莉琴
●《创世 138 亿年》 推荐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
辑匡志强
●“世界前沿科技探索丛书”
（青少版） 推荐人：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社长温泽远
●“中国绘画名品”丛书 推荐人：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兼
总编辑王立翔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绘本系列”推荐

浓缩在 40 多万字中，不仅真实地
记录下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动
案例，更让后代、让那些没有亲身
经历这一传奇的年轻一辈，能够
读懂浦东、读懂中国，发自肺腑地
用满腔热情和知识才干继续书写
这一中国传奇。
《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得
到各方好评，入选了“中国好书”
2017 年 8 月榜。本书通过历史与
现实的对照，把浦东开发的地位
与意义做了有说服力的研究，对
现阶段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着力推进改革开放有着重大
的现实意义。

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
关键选择。浦东的开发开放始终
紧跟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成为
此中一束璀璨的光芒。浦东开发
不仅是改革开放走向深层次的转
折点，也是改革开放模式由特区
转向新区的成功探索，浦东开发
不再是单一区域的发展，而是带
动整个上海发展乃至全国改革开
放推进的引擎，它所提供的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对于全国的发
展都具有全局意义。
《中国传奇：
浦东开发史》从一个浦东开发开
放的亲历者、长期驻扎浦东的新
闻记者的视角，将这个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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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锋芒却不咄咄逼人。”李清照的
一生好比一名女子不断遭遇挑战
并做出艰难抉择的故事，这一点
意义非凡：如果我们能将个体生
命的内涵从笼统的文化史符号中
抽离出来，那么李清照的个案显
然有其独特之处。这并非源于她
的传奇身世，尽管亲历如此多的
磨 难 也 实 属 罕 见 —— 如 避 难 南
渡，丧夫守寡，年近五十而膝下无
子，守护几成累赘的书画藏品，陷
入一场投机性的再嫁风波，遭受
继任丈夫的虐待，她的反抗及随
后的审判与拘禁，最终蒙受羞辱、
沦为笑柄——但真正使之独一无
二的是她用文字记下了自身经历
和感受。

人：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顾伟
●《上海地区馆藏未刊中医钞本提要》
（四卷） 推荐人：上
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社长梅雪林
●“书画巨匠艺库”
（全四册） 推荐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总编辑邱孟瑜
●《戴敦邦画说三国演义·群雄逐鹿》 推荐人：上海辞书出
版社社长秦志华
●《武士刀与柳叶刀》
（增订本） 推荐人：中西书局副总编
辑陈闵梁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推荐人：
世纪文景总经理姚映然
●《吃剩有语》 推荐人：
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许仲毅
●《中国财政制度史》 推荐人：
格致出版社社长范蔚文
●《日月楼中日月长》 推荐人：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姜
逸青
●《唐诗简史》 推荐人：上海学林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尹
利欣
●《大战略——论中国和平崛起与两岸关系》 推荐人：上
海远东出版社副总编辑计斌
●“中华民族文化大系”推荐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副总编辑杨婷
●《今天让科学做什么？
》 推荐人：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王卫东
●《漫条思理》推荐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阮光页
●《论巴赫》 推荐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
●《中俄诗选》 推荐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辑孙玉
●
“星球大战”
系列 推荐人：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张辉
●《中国页岩气地质》 推荐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总编
辑周永斌
●《说园》
（典藏版） 推荐人：
同济大学出版社社长华春荣
●《把美好带回家》推荐人：
同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姚建中
●《布鲁姆文学地图》 推荐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兼总编辑刘佩英
●《科学、文化与社会》 推荐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常务
副总编辑李广良
●《城市的未来》推荐人：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金福林
●《新战国》 推荐人：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黄磊
●“科创之光”书系（第一辑） 推荐人：上海科学普及出版
社社长张弘
●《我是演员——忆父亲魏鹤龄》 推荐人：文汇出版社社
长桂国强
●《赏心乐事谁家院》
（三册） 推荐人：
文汇出版社总编辑周
伯军
●《秩序的重构》 推荐人：
上海大学出版社社长戴骏豪
●《会计之道——会计的逻辑与情怀》 推荐人：立信会计
出版社社长窦瀚修
●《时髦实惠百变穿搭术》 推荐人：东华大学出版社总编
辑王克斌
●“音乐上海学丛书”推荐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主编
洛秦
●《二十四节气》推荐人：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社长袁林新
●《跟着圣经去考古》推荐人：
上海三联书店总经理陈启甸
●《孤独之间》 推荐人：
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
●《少儿知识世界地图集》 推荐人：中华地图学社总经理
兼总编辑张向阳
●《大小大》 推荐人：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社长余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