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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
“上海图书奖”
揭晓
展近两年沪版出版精品

第 15 届上海图书奖评选结果日前揭晓，
沪上共 108 种图书获奖。出版物题材涵盖社科、
文艺、
科技、
少儿等领域，
体现了
近两年上海出版在坚持专业、
学术、
精品的指导思想下，
围绕弘扬时代精神风貌、
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等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辞书出版社《大辞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布罗镇的邮递员》、上海科技教
育出版社《竺可桢全集》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字发展史》等获得过国家级最高出版奖项的作品被授予荣誉奖；上海
人民出版社《章太炎全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古生物研究丛书”、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华民族文化大系”
（第一辑）和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中国能源新战略——页岩气出版工程”获特等奖；另有 27 种图书获一等奖、39 种图书获二等奖、33 种
图书获提名奖。本期
“阅读”
，
小编甄选了本届图书奖部分获奖作品，
以飨读者。

《章太炎全集》
作者：章太炎
整理：王仲荦、姜亮夫、徐
复、
章念驰、王宁、马勇等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章太炎全集》共二十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王仲荦、姜亮夫、徐复、章念驰、王宁、马勇
等整理。包含章太炎一生的著作、书信、演讲、
谈话、翻译、年谱等共计 680 余万字，涉及经学、
文字音韵学、诸子学、西学、医学等各个领域，
全面呈现章太炎治学论政的面貌。不仅有助
于全面了解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思想，对
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与学术史也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章太炎，1869 年生，浙江余杭人，近代著
名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一代国学大师。早
岁入诂经精舍，后从事革命，奔走海内外，晚
年讲学，以传承中华文化自任，1936 年逝世。

《日本新中产阶级》
作者：
（美）傅高义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变革，过去的日
本如此，当今的中国亦然。同日本新中产阶级
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成为社会尤其是城
市发展的中坚力量。
《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读
来有种“时空错置”感，它像一面镜子，藉由日
本观照了我国在关键发展时期的变迁，涵括家

布罗镇是个很小很小的镇子，在地图上
就是一个小小的黑点。阿洛是个没爹没娘的
孩子，长得瘦瘦弱弱。到了邮局之后，阿洛就
在邮局里面守着柜台，
整天呆呆地坐着。
日 子 久 了 ，阿 洛 羡 慕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
不 过 他 最 羡 慕 的 ，还 是 邮 局 里 真 正 的 邮 递
员 。 什 么 时 候 ，他 也 能 成 为 一 个 真 正 的 邮
递员呢……
这是一个充满浪漫温暖温柔想象的童话
作品，讲述了孤儿阿洛如何以自己的善良，赢
得小镇居民的信任和尊重，而成为一名出色
的邮递员，并且用自己的力量，拯救了面临洪
水的小镇，化解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居民的宿
怨，重新互相帮助，成为和谐共处的一个大家
庭。本书除了有好看的故事，其蕴含的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也让作品有了更深的思
想内涵，是小学生打开想象之门，学习纯美文
字表达、感受自然生机的童话佳作。
郭姜燕，曾在《儿童文学》
《少年文艺》等
杂志发表作品数十万字，多篇作品入选《中国
年度儿童文学》
《中国儿童文学精选》等，已出
版《看了蚂蚁又看云》
《我们的秘密》等系列小

章太炎学贯经、史、子、集、西学，是中国传统
学术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章太炎
一生经历了中国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
法运动-北伐战争这段历史中所有重大的爱
国救亡运动，他的大量著述反映了他各个时
期的政治主张，从中可以看到章太炎赤诚的
爱国情怀。章太炎同时又是蜚声海内外的杰
出学者，学术界对他推崇备至，一致公认他是
中国近现代史上学问最渊博的学者之一。章
太炎在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各个领
域均有重要建树，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
生涯里，留下了大量的著作，这些著作已成为
宝贵的学术文化遗产。

庭、经济、社会生活、教育与文化等。
傅高义，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
并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
学者。傅高义在学术生涯之初被斥为“乡下
人”后，意识到一个社会学家如果从未在另一
种文化中生活过，何谈理解这个社会？1958 年
至 1960 年，他来到东京市郊的 M 町展开田野
研究，深描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的“新中产
阶级”——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基于这项研
究，傅高义于 1963 年出版了《日本新中产阶
级》。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傅高义的成名之作，
其主体研究耗时两年，但傅高义夫妇此后一直
坚持研究对象的跟踪随访，研究成果实则跨越
30 年。傅高义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
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
对工薪族生活方式的描述丰富而微妙。该书
在当时具有高度前瞻性，而此后的不断修订则
保证了其现实性，堪称文化人类学的典范。有
别于当时传统的民族志，本书奠定了此后日本
研究的主流方向，近几十年来关于日本的文化
人类学研究几乎都建立在该书基础上，直至今
日仍是诸多学者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

《布罗镇的邮递员》
作者：
郭姜燕
出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

说。作者以其或幽默生动，或奇幻温暖的多
变风格，
成为极具特点的实力作家。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主编：
张希清、
毛佩琦、
李世愉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由近十位学者历时 6
年完成，是国内第一部通史性质、专论科举制
度的巨著。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人才
选拔制度。从隋唐起，
直至清末，
科举制度在中
国延续了 1300 余年，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多

肖像画，作为中国人物画的一个重要门
类，
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用当事人的书画风
格塑造当事人肖像以求更加丰满传神则是画
家邓明的一种创意。为在中国美术史上卓有
建树的美术大家画像，留下他们的真切神态，
也传下他们的迷人笔墨，
并作评传。邓明的这
一创作计划，
选择的是 500 年来，
在中国美术史
上留下重要一笔的人物。
《守望丹青》的创作历时 7 年，完成了为晚
明以来 100 位文人书画大家造像。可以说，这
是一项惠及后人、
抢救性的文化工程。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绘画进入明代以后，
加速了风格化的发展进程，名家辈出，流派纷
呈，
也使得用当事人笔墨为当事人造像成为可
能。同时这些造像又可以从一个侧面向读者
展示一种
“另类的”
绘画史图像，
为中国美术史
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一种新颖、独特而直观、
生动的呈现方式，
帮助人们在认识这些书画大
家容貌形象的同时认识他们的绘画风格或笔
墨形象，
了解他们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守望丹青》是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
资助项目。它的出版，
可说是当代画家对中国

《家书：
青年时期写给父亲母亲》
作者：
裘山山
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作家裘山山的非虚构作品。作者
从父母留下的几百封家书入手，在记忆回放中
勾连起了一个四口之家镌刻在书信中的时代
印记。
作者谈到创作缘起时表示：
“2013 年 8 月，

方面的深刻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要全面深
刻地研究古代中国、
传承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
离不开对科举制度的研究。而在此之前，学术
界还缺少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科举制度历
史，
剖析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多重影响，
并
详细介绍科举制度在各个朝代如何运作的大型
通史。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是由张希清、毛佩
琦、
李世愉三位专家主编领衔，
由所在领域学有
专攻的学者撰写的大型项目。
本丛书包括 5 卷、
452 万字。总论部分从宏
观层面综论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远影
响、研究科举制度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在各个
时期的不同特点。然后分隋唐五代卷、
宋代卷、
辽金元代卷、
明代卷和清代卷五卷，
以大量资料
和扎实研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科举制度产
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深刻剖析了科举制度对
每个时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
风俗等方面的多重影响，并根据每个时代的特
点对当时科举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独特性和
后果等予以生动细致的叙述与分析。

《守望丹青》
作者：
邓明
出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美术的贡献。
邓明，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上
海画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2 年获颁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和我们相濡以沫 50 多年的父亲离开了我们。
一个完整的家破碎了。很长时间，我都走不出
内心的伤痛。父亲走了两年后，我和姐姐才去
彻底整理他的房间。在一个很旧的樟木箱里，
我们发现了满满一箱信件。这些信件用报纸
包着，细绳子捆着，上面贴着小纸条，注明了是
谁的信，哪一年到哪一年。全都是父亲的笔
迹。”
作者表示：
“ 我从来都知道父亲是个生活
很有规律、喜欢收藏的人。我常说他是我们家
的档案管理员。他甚至收藏了我小学一年级
到初中所得的奖状，最早的一张是 1965 年的，
薄如蝉翼，还是学校老师自己油印的。我发表
作品的所有剪报，和关于我的各种消息，他也
都一一剪下，归类放好。还有姐姐小时候画的
画，姐姐当知青、当工人时得的各种奖状，姐姐
发表每一篇文章的报纸和杂志……。”
在没有现代通讯和网络的年代，一封封书
信将一个家分散在四面八方的格局连成了一
个整体，并在若干年后的重新检视中，发现了
许多一度被忽视，却很重要的细节。本书图文
并茂，配原汁原味的老照片若干，立体地展现
了一段记录在书信中的家庭历史，也以点带面
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