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最美书评”征集评选活动100种优质新书书目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光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逄先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2019.07

2
中国巨变：地球上最伟大的变
革

[英] 休·佩曼 著；万宏
瑜 译

人民出版社
2019.09

3 人，或所有的士兵  邓一光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07

4 人类的终极问题  袁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9.10

5
1918年之疫: 被流感改变的世
界

[英]凯瑟琳•阿诺德 著；
田奥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03

6 张岪与木心 陈丹青
理想国 | 中国美术学院
出版社

2019.09

7 埃郡往事
[加] 杰夫·勒米尔 著；
汪洋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0.01

8 安德鲁不想孤独终老
[英]理查德·罗珀 著；王
颖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04

9 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许纪霖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19.08

10 空巢 薛忆沩 后浪丨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9.11

11 不存在的女孩 [美] 露丝·尾关 著；袁
田 译

文治图书|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20.03



12
巴比伦: 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
诞生

 [英]保罗·克里瓦切克 
著； 陈沅 译

甲骨文丨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20.01

13 月落荒寺 格非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09

14 柏林传说 [德] 莱因哈特·克莱斯特 
著；王晓芳 译

后浪丨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06

15
拜占庭的新生: 从拉丁世界到东
方帝国

 [英]约翰·尤里乌斯·诺里
奇 著；李达 译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20.04

16 一切皆有可能
[美]伊丽莎白·斯特劳特 
著；张芸/贾晓光 译

新经典文化丨南海出版
公司

2019.08

17 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 口述；顾春芳 
撰写 

译林出版社
2019.10

18
被算法操控的生活: 重新定义精
准广告、大数据和AI

[瑞典]大卫•萨普特 著；
易文波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01

19 你好，安娜 蒋韵 花城出版社 2019.09

20 太阳系度假指南
[美] 奥莉维亚·科斯
基 / [美] 加纳·格鲁
赛维克 著；秦鹏 译

未读·探索家|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

2019.08

21
禅与饮茶的艺术: 安然度日的哲
学

[美]威廉·斯科特·威尔逊 
著；傅彦瑶 译

浦睿文化 | 湖南人民出
版社

2020.01

22 蝉
 [澳] 陈志勇  著； 常立 
译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9.10

23 陈寅恪家史 张求会 东方出版社 2019.11

24 闯入者
 [美] 阿德里安·远峰 
著； 来兹 译

后浪丨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9.09



25 岛屿书 [德] 朱迪丝·莎兰斯基  
著； 晏文玲 译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
社

2019.09

26 到婚礼去
 [英] 约翰·伯格  著；  
郑远涛  译

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9.10

27 汉字的故事 王铁钧 好读文化丨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

2019.07

28 动物帝国
 [法] 恩基·比拉  著； 王
秀慧 译

 后浪丨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0.01

29 对杰克·奥克尼的考验
 [英] 多丽丝·莱辛 著； 
裘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08

30
放下心中的尺子——《庄子》
哲学50讲

林光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08

31 飞向宇宙深处
[英]阿普丽尔•马登 编
著；李诗聪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9.09

32 抱住我崩溃的大脑
[日] 知念实希人  
著； 王路漫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20.03

33 废墟阅读者
[法] 大卫·博沙尔 著；
周金 译

后浪丨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03

34 人间情书 沈颢 
浦睿文化丨湖南文艺出
版社

2019.09

35 汉娜·阿伦特：活在黑暗时代
[美]安妮·C·海勒 著；张
乐腾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02

36 36岁，人生半熟 宽宽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04



37 如果人类是整个宇宙的大脑
[美]丹·刘易斯 著；陈亚
萍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08

38 所有罕见的鸟 栗鹿
牧神文化丨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

2019.12

39 黑色睡莲
[法]米歇尔·普西 著；刘
天爽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03

40 呼吸
[美]特德·姜 著；Ent 等 
译

译林出版社
2019.12

41 胡同里的江湖  邵燕祥 北京出版社 2020.04

42 护士的故事: 善良的语言
[英] 克里斯蒂·沃森 
著；王扬 译

浦睿文化 | 湖南人民出
版社

2020.04

43 花冠病毒 毕淑敏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20.03

44 惠比寿花园广场 黑孩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02

45 活在你手机里的我
 [俄]德米特里·戈鲁霍夫
斯基 著； 李新梅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09

46 活着，不着急 苏童 中信出版社 2019.10

47 失败者的春秋 刘勃 读库丨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9.06

48 火光之色
[法] 皮耶尔·勒迈特  
著； 余中先  译

文汇出版社
2020.01

49 记忆北京 陈平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20.02



50 江河旋律 王鼎钧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02

51 江南繁荒录 徐风 译林出版社 2020.03

52 旧日的静定 张怡微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9.08

53 旅行之道: 来自路上的启示 保罗·索鲁 著；张芸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20.03

54 送行 袁哲生 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08

55 名画中的猫
[英]安格斯·海兰 / [英]
卡罗琳·罗伯茨  著； 许
言 著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
版社

2019.10

56 母亲的英雄之旅 云上 上海三联书店 2020.01

57 南方 张抗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08

58 女俘爱玛
[阿根廷]塞萨尔·艾拉 
著；赵德明 译

世纪文景×楚尘文化丨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09

59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美] 塔拉·韦斯特弗 
著；任爱红 译

新经典文化丨南海出版
公司

2019.10

60 渺小一生
[美]柳原汉雅 著；尤传
莉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9.06

61 北上 徐则臣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12

62 建筑师
[美]大卫·马祖凯利 著；
艾琦 译

后浪 |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9.03



63 云中记 阿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04

64 浮生二十一章 任晓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05

65 庆历四年秋 夏坚勇 译林出版社 2019.04

66 北京古建筑物语（套装3册） 张克群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9.05

67
地图中的历史：改变世界的58
幅地图

[英]约翰·O.E.克拉克 
著；王兢 译

未读 |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8.07

68 宋人丘壑 : 宋代绘画思想史 高木森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01

69 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
课

周濂 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 2019.04

70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
史

[美]斯文·贝克特 著；徐
轶杰/杨燕 译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
社

2019.04

71 地球气候演化小史 叶谦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03

72 十问：霍金沉思录 [英]史蒂芬·霍金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03

73
1分钟物理：“中科院物理所”
趣味科普专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未读 |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9.03

74
人类起源的故事 :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美]大卫·赖克 著；叶凯
雄/胡正飞 译

湛庐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06

75
驯化：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
世界

[英]艾丽丝·罗伯茨 著；
李文涛 译

新经典文化丨读者出版
公司

2019.05

76 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
[英]菲奥娜·斯塔福德 
著；王晨/王位婷 译

未读 |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9.05



77
时光中的倒影：艺术史中的伟
大园林

周文翰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北
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9.05

78 童年
[法]让·雅克·桑贝 著；黄
荭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05

79 雾行者 路内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 2020.01

80
往事住的房间: 陈丹燕的博物馆
旅行

陈丹燕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01

81 遗恨 钟晓阳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09

82 微物之神
 [印]阿兰达蒂·洛伊 
著； 吴美真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
版社

2020.01

83
唯有孤独恒常如新: 伊丽莎白·
毕肖普诗选

 [美]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包慧怡  译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
版社

2019.10

84 味蕾深处是故乡 沈燕妮 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01

85 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 曹可凡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01

86 无伤时代 童伟格 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09

87 小行星掉在下午 沈大成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20.01

88 心！ 陈希我 新经典文化|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

2020.03

89 已无人为我哭泣
 [尼加拉瓜]塞尔希奥
·拉米雷斯 著； 李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10

90 一百万亿首诗
[法] 雷蒙·格诺 著；吴
燕南 译

 湖岸｜中信出版集团
2020.03



91 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俄]符拉季米尔·加拉克
齐昂诺维奇·柯罗连科 
著 丰子恺、丰一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03

92 我的原野盛宴 张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01

93 我和于是之这一生 李曼宜 作家出版社 2019.10

94 我将独自前行
[日]若竹千佐子 著；杜
海玲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04

95 首都  [奥]罗伯特·梅纳瑟 
著； 付天海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10

96 书店日记
[英]肖恩·白塞尔 著；顾
真 译

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9.09

97
人生十二法则: 现代人应对混乱
生活的一剂良药

[加拿大] 乔丹•彼得森 
著；史秀雄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11

98 群星 七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11

99 机器情人 : 当情感被算法操控
(美)理查德·扬克 ； 布
晚译 

文汇出版社 2020.04

100 女儿的选择 丛虫 中信出版集团 2019.07



第五届“最美书评”征集评选活动100种经典图书
书目序号 书名 作者

1 论语 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

2 孟子 孟子

3 诗经
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
孔子编订

4 道德经 老子

5 史记 [汉]司马迁

6 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

7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吴调侯

8 红楼梦 [清]曹雪芹 著、高鹗 续

9 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

10 西游记 [明]吴承恩

11 水浒传 [明]施耐庵、罗贯中 

12 西厢记 [元]王实甫

13 孙子兵法 [春秋]孙武

14 人间词话 [清]王国维

15 说文解字 [汉]许慎

16 唐诗三百首 [清]蘅塘退士 编选

17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

18 初刻拍案惊奇 [明]冯梦龙

19 老残游记 [清]刘鹗

20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

21 儒林外史 [明]吴敬梓

22 牡丹亭 [明]汤显祖

23 闲情偶寄 [清]李渔

24 朝花夕拾 鲁迅

25 子夜 茅盾

26 四世同堂 老舍

27 家 巴金

28 雷雨 曹禺

29 傅雷家书 傅雷

30 城南旧事 林海音

31 倾城之恋 张爱玲

32 边城 沈从文

33 京华烟云 林语堂

34 呼兰河传 萧红

35 国史大纲 钱穆



36 围城 钱锺书

37 笑傲江湖 金庸

38 芙蓉镇 古华

39 平凡的世界 路遥

40 王小波《时代三部曲》 王小波 

41 活着 余华

42 白鹿原 陈忠实

43 红高粱 莫言

44 美的历程 李泽厚

4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

46 苦难辉煌 金一南

47 长征 王树增

48 地球的红飘带 魏巍

49 青春之歌 杨沫

50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英]威廉·莎士比亚

51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

52 基督山伯爵 [法]大仲马

53 傲慢与偏见 [英]简·奥斯丁

54 红字 [美]纳撒尼尔·霍桑

55 安娜·卡列琳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

56 包法利夫人 [法]福楼拜

57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 

58 瓦尔登湖 [美]亨利·戴维·梭罗

59 变形记 [奥]卡夫卡

60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歌德

61 双城记 [英]查尔斯・狄更斯

62 唐吉珂德 [西班牙]塞万提斯

63 追忆似水年华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64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

65 海底两万里 [法]儒尔·凡尔纳 

66 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罗曼·罗兰

67 小王子 [法]圣埃克苏佩里 

68 人类的故事 [美]房龙

69 雪国 [日]川端康成

70 资本论 [德]马克思

71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

72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
究

[法]古斯塔夫·勒庞

73 红与黑 [法]司汤达

74 国富论 [英]亚当·斯密

75 梦的解析 [奥地利]弗洛伊德 

76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77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英]柯南·道尔 

78 月亮与六便士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79 飘 [美国]玛格丽特·米切尔
 

80 麦田里的守望者 [美]J.D.塞林格

81 飞鸟集
[印]罗宾德拉纳德·泰戈
尔

82 荆棘鸟 [澳]考琳·麦卡洛

83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捷克]米兰·昆德拉 

84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

85 物种起源 [英]达尔文



86 生命是什么 [奥]埃尔温·薛定谔

87 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

斯

88 追寻生命的意义 [奥]维克多·弗兰克

89 寂静的春天 [美]蕾切尔·卡森

90 富兰克林自传 [美]本杰明·富兰克林

91 爱的教育 [意]亚米契斯

92 时间简史 [英]史蒂芬·霍金 

93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著；冯克利 译

94 如何阅读一本书
[美] 莫提默·J. 艾德勒、
查尔斯·范多伦

95 人类群星闪耀时 [奥]斯蒂芬·茨威格

96 所罗门王的指环 [奥]康拉德•洛伦茨 

97 安徒生童话 [丹麦]汉·克·安徒生

98 柳林风声 [英]肯尼斯·格雷厄姆

99 昆虫记 [法]J.H.法布尔

100 哈利·波特 [英] J. K. 罗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