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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习近平著 外文出版社 2022

 

东方出版社 2022 年 02 月  

 

为了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团结奋斗、勇毅前行，为了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

这一重要思想的最新发展，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

功的认识，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

的理解，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出版发行

事业局，编辑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本书收入的是习近平在 2020

2022 年 5 月 10 日期间的重要著作

话、演讲、致辞、指示、贺信等

21 个专题，每个专题内容按时间顺序编排

便于读者阅读，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注释

本书还收入习近平2020 年 1月以来的图片

以时间为线，以事系年

三件重要事件，在每年事件的选取上作者独具

匠心，将党史和国史糅为有机整体

  近代以后，中国外有西方列强入侵

封建统治腐败，军阀割据，

所未有的苦难。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解读了党的历史各个阶段的重要事件和重要

人物，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治党

丰富经验，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从萌芽发育到发

展壮大的过程，全景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苦难辉

煌的 100 年。 

 

种推荐阅读书目 1 

2022 年 06 月     

为了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深刻领会“两个确

四个意识”、坚定“四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为了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

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

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

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谈

贺信等 109 篇。全书分为

每个专题内容按时间顺序编排。为了

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注释，附在篇末。

月以来的图片45幅。 

以事系年，每一年选取一至

在每年事件的选取上作者独具

将党史和国史糅为有机整体。 

中国外有西方列强入侵，内则

，中华民族遭受了前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本书全面

解读了党的历史各个阶段的重要事件和重要

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理政的

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从萌芽发育到发

全景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苦难辉



3. 《德教释疑》刘东 著 译林出版社

 

 

4. 《乱局、变局和格局》乔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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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出版社 2022 年 05 月 

 

乔依德 著 中译出版社 2022 年 03 月

 

借着为《德育鉴》撰写题解的机缘

本书中一气呵成又多所发明

一系列极为关键且迄今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

如有无公德与私德之分、

而是成己之学、心学比理学强在哪里

人的区别何在、道德要不要形上预设

是知行合一，等等。本书既承袭了梁启超从

民说》到《德育鉴》的转向

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

而在“有限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上

际学界有关世俗主义的蕞新论辩

在轴心时代就已提出的最独特又蕞具普遍意义

的“人生解决方案”。 

 

当前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内经济金融局势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本书集合了多位国内外财经领域著名的专

家学者的专业见解，从“

济”“货币和货币政策”“

代货币理论”“国际风云变幻

治理”“重建世界经济”

析我国在发展新阶段下进行的发展新格局

战略，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以及对

疫情后经济重建路径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

审视，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及相关配套政策

的设计提供了合理性的解读

种推荐阅读书目 2 

月  

撰写题解的机缘，作者在

本书中一气呵成又多所发明、自成一体地解答了

一系列极为关键且迄今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比

、“为己之学”为什么反

心学比理学强在哪里、修己与待

道德要不要形上预设、怎样才算

本书既承袭了梁启超从《新

的转向，也发挥了作者在《天

儒学与存在主义》中的主张，从

的思想基础上，回应着国

际学界有关世俗主义的蕞新论辩，重返了孔子早

在轴心时代就已提出的最独特又蕞具普遍意义

 

当前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

内经济金融局势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本书集合了多位国内外财经领域著名的专

“破冰先行的中国经

”“赤字货币化和现

国际风云变幻”“全球金融

”六个方面，深入分

析我国在发展新阶段下进行的发展新格局

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以及对

疫情后经济重建路径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

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及相关配套政策

合理性的解读。 



5. 《智能交通：影响人类未来

2021 年 12 月  

 

 

6. 《科学时代：引领未来的关键技术

蒂芬·霍金 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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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类未来 10—40 年的重大变革》李彦宏

 

引领未来的关键技术》（西）阿尔韦特·卡纳格尔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 年 05 月 

 

交通是经济行稳致远的压舱石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以新一代智能技术为核心

的智能交通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

突破?可以给全球提供怎样的

  作者基于百度在人工智能领域十年的投入

及在无人驾驶及智能交通领域九年的探索

阐述了智能交通的社会价值

能交通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智能交通运营商

路协同、智能信控、自动驾驶

应用。同时，作者在书中全面展望未来十年如何实

现人机共生，以及在碳达峰背景下交通

业如何转型，助力城市治理

和丰富的实践展现了智能交通的发展图景

《科学时代：引领未来的关键技术

由《时代周刊》特别授权，

芬·霍金的相对论作品，系统梳理了

太空探索、核能开发、化学应用

和通信等各科技领域的发展脉络及重要突

破，展示了天文学、物理学

等学科的杰出成果，为未来的科技发展指明

了方向。 

  书中包含大量珍贵的历史和科学照片以

及示意图，从火箭、探测器

成电路照片到核能发电原理图

地展示了 20 世纪的科学成就

塑料污染等人类发展必须要解决的环境问

题。 

种推荐阅读书目 3 

李彦宏 著 人民出版社 

卡纳格尔、（英） 斯

交通是经济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也承载着人民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以新一代智能技术为核心

的智能交通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有哪些创新

可以给全球提供怎样的“中国方案”？ 

作者基于百度在人工智能领域十年的投入，以

及在无人驾驶及智能交通领域九年的探索，体系化

阐述了智能交通的社会价值，综合对比了国内外智

系统梳理了智能交通运营商、车

自动驾驶、MaaS、地图等技术

作者在书中全面展望未来十年如何实

以及在碳达峰背景下交通、基建等产

助力城市治理。全书通过系统的理论

和丰富的实践展现了智能交通的发展图景。 

引领未来的关键技术》，

，完整收录了斯蒂

系统梳理了 20 世纪

化学应用、生命科学

和通信等各科技领域的发展脉络及重要突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

为未来的科技发展指明

书中包含大量珍贵的历史和科学照片以

探测器、医疗设备、集

成电路照片到核能发电原理图，向我们直观

世纪的科学成就，同时也指出了

塑料污染等人类发展必须要解决的环境问



7. 《历史：现代中国的形成

年 02月  

 

 

8. 《好奇心的秘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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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里奥·利维奥 著 中信出版社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

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

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国家

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

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

持“既大且强”的格局？本书令人信服地回

答了以上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新见迭出的中国

近现代史著作。全书主要围绕对现代中国形

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以及中国近代史的

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两方面展开研

究。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着眼于地缘政治

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个要素，

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

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

好奇心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缩小理想和现

实的差距？什么样的大脑机制控制着好奇心的

触发与释放？好奇心与人类的进化有什么样的

联系？好奇心如何成就“跨领域人才

  好奇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类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

过好奇心来自哪里，如何产生？

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但人们无法忽略的是

了解好奇心是开始好奇的最初步骤

  当人们通过科学的视角研究好奇心时

论往往使人大吃一惊：“多动症

与多巴胺的水平有关；好奇心赋予了人类最初

的进化优势；爱是 3/4 的好奇心

跨多个学科，揭示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

的精妙机制。 

  

种推荐阅读书目 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2022 年 05 月 

？现代中国何

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建

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国家？其疆域

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

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

本书令人信服地回

 

新见迭出的中国

全书主要围绕对现代中国形

以及中国近代史的

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两方面展开研

着眼于地缘政治、

，全面论述十

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在世界

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

好奇心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缩小理想和现

什么样的大脑机制控制着好奇心的

好奇心与人类的进化有什么样的

跨领域人才”？ 

好奇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它在推动人

然而，你是否想

？也许很少有人

但人们无法忽略的是，

了解好奇心是开始好奇的最初步骤。 

当人们通过科学的视角研究好奇心时，结

多动症”和好奇心都

好奇心赋予了人类最初

的好奇心……这本书横

揭示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



9. 《艺术史的另一半：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

版社 2022 年 06 月 

 

 

10. 《 千里江山图》孙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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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李君棠 著

 

孙甘露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04 月

 

《艺术史的另一半》从女艺术家的视角出

发进行艺术史科普，不仅介绍艺术史上的重要

事件与流派，还通过 23 位女艺术家的故事

带你一览从洞穴绘画到现代主义雕塑的艺术

史。这本书也尝试回答艺术史上一个著名的蠢

问题：“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

没有，原因是什么？如果有

与个人生活的限制，使得她们在艺术史叙事中

被遮蔽？本书从历史上伟大的女艺术家的生

平与成就的视角出发进行艺术史科普

看艺术史上的重要事件和流派

和生动的漫画讲解艺术史基本知识

伟大的女艺术家们如何突破社会及个人生活

中的限制，改变艺术史的进程

叹的作品，让阅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艺术史的真

1933 年，腊月十五，乌云笼罩着上海

秘密会议突然被冲，一半与会者被抓

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

睽之下，一场事先张扬的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作家孙甘露的全新长篇小说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

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它的过

程。作者捏土为骨，化泥为肉

埃中的理想主义者，重新聚起他们的精神和血

肉，于焦灼乱世中躬身入局。

人，是兄弟，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

测的航程。孤寂的至暗时刻，

愿意看到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种推荐阅读书目 5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

月  

从女艺术家的视角出

不仅介绍艺术史上的重要

位女艺术家的故事，

带你一览从洞穴绘画到现代主义雕塑的艺术

这本书也尝试回答艺术史上一个著名的蠢

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如果

如果有，是什么样的社会

使得她们在艺术史叙事中

本书从历史上伟大的女艺术家的生

平与成就的视角出发进行艺术史科普，重新观

看艺术史上的重要事件和流派，以幽默的语言

和生动的漫画讲解艺术史基本知识，同时展现

伟大的女艺术家们如何突破社会及个人生活

改变艺术史的进程、创作出令人惊

让阅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艺术史的真

乌云笼罩着上海，一场

一半与会者被抓。陈千里临

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众目睽

一场事先张扬的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作家孙甘露的全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

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

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它的过

化泥为肉，将散落于历史尘

重新聚起他们的精神和血

。他们是父亲，是爱

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

，一个人看到什么，

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11. 《悠悠岁月》（法） 安妮

 

 

 

12. 《阅读的方法》罗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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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埃尔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罗振宇 著 新星出版社 2022 年 04 月  

 

202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发过作家安

妮·埃尔诺代表作。 

《悠悠岁月》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法国当年

的“杜拉斯文学大奖”。采用

的方式，实际上是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

人回忆，以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演

变，从而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

风云，小到饮食服装，家庭聚会

私，无不简洁生动。通过个人的经历来反映世

界的进程，实际上写出了集体的记忆

小说的时间跨度有六十年

年龄段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最熟悉的内

容和最清晰的记忆。 

 

我们发明梯子，来补足人所欠缺的登

我们发明绳子，来补足人所欠缺的牵引能力

发明书籍，则是为了赋予一 个

知识和阅历，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

们证明，阅读就是一种自我完善的利器

档有 4000 万读者收听的读书节目

他在 7 届“跨年演 讲”和超过

中凝聚成形的共识；他与一群写书人

共事，创建了著名知识服务品牌得到

  在这本《阅读的方法》里，罗振宇梳理出了

条风景壮丽的阅读道路，并在途中悉心为你解答

如何通过阅读修炼强劲的头脑？

达远方的风物？ 如何通过阅读参与往圣先贤们的

奇妙创新？ 如何通过阅读汇入人类共同体的情感

江河？ 让你爱上阅读的方法，

邀请你即刻启程，并告诉后来者

过了美好的一生。 

 

种推荐阅读书目 6 

2021 年 05 月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发过作家安

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法国当年

采用“无人称自传”

实际上是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

以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演

从而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大到国际

家庭聚会，乃至个人隐

通过个人的经历来反映世

实际上写出了集体的记忆。 

小说的时间跨度有六十年，因此无论什么

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最熟悉的内

来补足人所欠缺的登高能力；

来补足人所欠缺的牵引能力；我们

个“未完成的人”以

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 罗振宇向我

阅读就是一种自我完善的利器。他主理一

万读者收听的读书节目“罗辑思维”；

和超过 1 亿观众分享书

他与一群写书人、阅读者合作

创建了著名知识服务品牌得到。 

罗振宇梳理出了 24 

并在途中悉心为你解答： 

？ 如何通过阅读抵

如何通过阅读参与往圣先贤们的

如何通过阅读汇入人类共同体的情感

，这一路俯首皆是。

并告诉后来者：我在阅读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