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评奖结果的通知 

 

中版协发字[2019]第 032号 

 

各省（区、市）出版协会，全国各图书、音像、电子和游戏出版

单位：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宣传部文件批复精神，

由中国出版协会举办的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评选揭晓，获奖名单已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公示，现已生效。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设图书奖、

音像电子游戏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三个子项奖，

本届获奖图书 100 种、提名奖 100 种；获奖音像电子游戏出版物

30 种、提名奖 70 种；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 30 篇。现予公布。 

 

 

中国出版协会 

2019 年 12 月 30 日 

 

 

抄报：中央宣传部出版局 

抄送：各省（区、市）新闻出版局、中央在京出版单位主管部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 

中国出版协会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共 800 份 



2 

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奖名单 

 

  一、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一）图书获奖作品（100种） 

序号 书名 出版单位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现代出版社 

2 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 重庆出版社 

4 老一辈革命家风采（第一辑）（6 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华文出版社 

6 新发展理念案例选.脱贫攻坚 党建读物出版社 

7 共和国日记（1950-1959）（10 册） 河南人民出版社 

8 卡尔·马克思 学习出版社 

9 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 中共党史出版社 

10 徘徊与觉醒：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 河北人民出版社 

11 马克思主义大辞典 崇文书局 

12 大战略：论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两岸关系 上海远东出版社 

13 当代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丛书（5 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4 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 浙江大学出版社 

15 现代经济学大典：全 2 册 经济科学出版社 

16 世界是部金融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 

1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纲 广东经济出版社 

18 中国城市空间统计模型方法及应用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 新常态时期的粮食安全战略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 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 黄山书社 

21 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3 册）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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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考古陕西（10 册） 陕西人民出版社 

23 政治哲学史（7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4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28 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25 全宋笔记.第 7 编（10 册） 大象出版社 

26 台湾古籍丛编（10 册) 福建教育出版社 

27 英国通史（6 卷 11 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 

28 肩水金关汉简（壹—伍）（15 册） 中西书局 

29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上下册） 上海书画出版社 

30 先秦城邑考古（上下编） 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 

31 秦简牍研究（5 册） 武汉大学出版社 

32 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 辽宁人民出版社 

33 新疆图志（附索引）（5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34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33 卷） 长春出版社 

35 中国古城墙（6 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 

36 高考制度变革与实践研究（8 册） 浙江教育出版社 

37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4 册） 广西人民出版社 

38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第一辑（10 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39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2 卷） 广东教育出版社 

40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八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41 岑家梧文集（4 卷） 海南出版社 

42 中国民间游戏总汇（8 卷） 湖南文艺出版社 

43 中国阅读通史（10 册） 安徽教育出版社 

44 章太炎全集（20 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45 国医大师巴·吉格木德学术著作选集（9 册）（蒙古文）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46 延安文艺大事编年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47 重庆之眼 重庆出版社 

48 身份共同体·70 后作家大系（42 册） 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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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大国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疫情纪实 时代文艺出版社 

50 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51 中国史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52 好诗不厌百回读 北京出版社 

53 中关村笔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54 寻找张展 春风文艺出版社 

55 试飞英雄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文艺出版社 

56 人世间（3 卷） 中国青年出版社 

57 遥远的向日葵地 花城出版社 

58 新编宋才子传笺证 辽海出版社 

59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60 傅山全书（20 册） 山西人民出版社 

61 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 文化艺术出版社 

62 中国话剧艺术史（9 卷）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63 中国历代画论大观（10 册）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64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22 册） 湖南美术出版社 

65 中国工尺谱集成（10 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66 《华乐大典》系列（第一期，6 卷 18 册） 上海音乐出版社 

67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精品大系（13 册） 万卷出版公司 

68 中国全景画全集（4 卷） 辽宁美术出版社 

69 新中国年画宣传画（上下卷） 河北美术出版社 

70 云冈石窟全集（20 卷） 青岛出版社 

71 中国古代名窑（16 册） 江西美术出版社 

72 一诺的家风 希望出版社 

73 吉祥时光 作家出版社 

74 童话山海经（3 册） 明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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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故宫里的大怪兽（第一辑）（3 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76 大中华寻宝系列第一季（20 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77 刘兴诗爷爷讲地球（5 册） 海燕出版社 

78 豆子地里的童话（3 册）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79 中国绘·诗韵童年系列（6 册） 新世纪出版社 

80 阿莲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81 数星星的孩子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82 居民楼里的时光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83 拯救天才 大连出版社 

84 给孩子讲宇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85 先进燃气轮机设计制造基础专著系列（7 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86 闽南传统建筑 厦门大学出版社 

87 怪波及其数学理论（中、英文版）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88 中国近代建筑史（5 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89 中国蜘蛛生态大图鉴 重庆大学出版社 

90 中华大典·生物学典（8 册） 云南教育出版社 

91 祖冲之科学著作校释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92 中国古代制陶工程技术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 

93 
中国矿产地质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床成矿系列图（1:150

万） 
地质出版社 

94 中国能源新战略：页岩气出版工程（15 册）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95 鲁班绳墨：中国乡土建筑测绘图集（8 册）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96 火星科学概论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97 长江巨型水库群防洪兴利综合调度研究 长江出版社 

98 中国金鱼图鉴 海峡书局 

99 人工智能简史 人民邮电出版社 

100 心血管疾病规范化防治——从指南到实践丛书（7 册）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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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图书提名奖作品（100种） 

序号 书名 出版单位 

1 魂：延安精神的力量与时代价值 太白文艺出版社 

2 董必武家书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3 袁隆平传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4 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5 入党：40 个人的信仰选择 四川人民出版社 

6 华为创新 机械工业出版社 

7 中国抗日战争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8 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9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 军事科学出版社 

10 中共党史资政专题史书系（民主革命时期）（6 册） 济南出版社 

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 经济科学出版社 

12 历史的标识：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动产统一登记概览 中国大地出版社 

13 中国经济发展史（1840-1949）（3 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4 支撑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机制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5 
生态智慧 活力乡村：西部村落生态智慧承传与乡村治理结构

多元模式研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 

16 财政制度国际比较 立信会计出版社 

17 南海更路簿：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 海南出版社 

18 清朝前史（5 卷）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19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全 2 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民国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1 徽学文库（9 册） 安徽大学出版社 

22 契丹小字再研究：全 3 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3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稿钞校本汇刊（全 123 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4 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 年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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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初编（全十函）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6 国粹：人文传承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7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中华书局 

28 庄子哲学讲记 广西人民出版社 

29 这样爱你刚刚好（19 册） 湖南教育出版社 

30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大全（上下卷） 辽宁民族出版社 

31 法史钩沉话智库 中国法制出版社 

32 郑成思知识产权文集（8 册） 知识产权出版社 

33 中国文化遗产丛书（6 卷）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34 毛泽东军事箴言（上下册） 辽宁人民出版社 

35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17 册） 云南人民出版社 

36 广西铜鼓（上下卷） 广西民族出版社 

37 古藏文苯教手抄珍本文献（藏文版） 青海民族出版社 

38 妹方 四川文艺出版社 

39 詹锳全集（6 册） 河北教育出版社 

40 美在天真：新凤霞自述 山东画报出版社 

41 北鸢 人民文学出版社 

42 我们（2 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43 梦与真：许渊冲自述 河南文艺出版社 

44 望春风 译林出版社 

45 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 广东人民出版社 

46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12 卷） 重庆出版社 

47 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 

48 维扬明式家具 故宫出版社 

49 古乐之美 人民音乐出版社 

50 殷墟甲骨文书体分类萃编（16 册） 河南美术出版社 

51 国宝星散复寻踪：清宫散佚文物调查研究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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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西域美术全集（12 卷）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53 “广东美术百年”书系（4 册） 岭南美术出版社 

54 邓散木全集（52 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55 清古典袍服结构与纹章规制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56 中国京剧史：1790-1949（插图本） 中国戏剧出版社 

57 藏族服饰研究（2 册） 东华大学出版社 

58 中国戏曲画脸全谱（3 册）（汉英对照） 朝华出版社 

59 海底隧道 天天出版社 

60 天青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61 永远第一喜欢你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62 梦想是生命里的光 少年儿童出版社 

63 外婆变成了老娃娃 接力出版社 

64 纸飞机 新蕾出版社 

65 金角鹿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66 独龙花开 我们的民族小学 晨光出版社 

67 桃花鱼婆婆 贵州人民出版社 

68 南飞的苜蓿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69 阿 U 漫说诺贝尔获奖者故事：屠呦呦与青蒿素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70 中国气象百科全书（6 卷） 气象出版社 

71 生灭过程与 Markov 链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72 大连地区常见昆虫图鉴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73 中国西北地区奥陶系达瑞威尔阶至凯迪阶的笔石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74 中国桑树栽培品种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75 中国高速铁路隧道 中国铁道出版社 

76 海岸带生物活性地质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77 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名录（第一卷） 天津大学出版社 

78 羌塘地质 地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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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中国主要农作物生育期图集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80 中国工程师史 同济大学出版社 

81 中国蔬菜育种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82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毒理学原理、方法与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83 自然语言计算机形式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84 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85 华南海岸带乡土植物及其生态恢复利用 广东科技出版社 

86 
碳酸盐岩缝洞型油藏开采机理及提高采收率基础研究丛书（8

卷）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87 中国三十大发明 大象出版社 

88 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89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90 海错图笔记（2 册） 中信出版社 

91 精神影像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92 癌前病变和癌前疾病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93 图解风湿病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94 胡大一医生浅谈心脏健康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95 生物力学研究前沿系列（10 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96 精准医学出版工程·精准医学基础系列（10 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97 中国藏药植物资源考订（上下卷） 云南科技出版社 

98 晶珠本草正本诠释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99 岭南中医世家传承系列.第一辑（4 册） 广东科技出版社 

100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集注 中医古籍出版社 

    二、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音像电子游戏出版物）奖 

    （一）音像电子游戏出版物获奖作品（30种）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1 信仰的力量 
学习出版社 

太平洋影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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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3 超级工程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音像出版社 

4 中国通史—— 百集大型历史纪录片 现代出版社 

5 中国近现代史影像纪实（上、中部 1—2000 集） 英华电子音像出版社 

6 读书的力量 湖北九通电子音像出版社            

7 暖流 红星电子音像出版社 

8 声声入耳——有趣的传统文化知识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9 创新之路 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 

10 话说红军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广东大音音像出版社 

11 丝绸之路上的民族音乐保护与应用 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12 美丽西藏 雪域音像电子出版社 

13 中国乐器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                

14 中国音乐文化遗产典藏——世界非遗篇 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 

15 爸爸读过的英雄故事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16 关山寻踪 陕西音像出版社 

17 磁州窑火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 

18 电力线路机巡作业教学示范片 中国电力出版社 

19 百年中医传承录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 榜样——“双百”人物英雄故事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21 法信（中国法律应用数字网络服务平台） 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 

22 生命的起源与演化 国家开放大学音像出版社 

23 《中国概况（地方卷）》（英文版） 外文出版社 

24 长征——不朽的征程 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 

25 文字大师——学生系列数字辞书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26 人卫慕课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 

27 探秘川剧变脸 四川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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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 
河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 

故宫出版社 

29 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 年）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30 听游江湖 河北冠林数字出版有限公司 

 

    （二）音像电子游戏出版物提名奖作品（70种）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出版单位 

1 站在贫困线上奔小康——我去做第一村书记 吉林音像出版社 

2 城殇 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 

3 一个美国制片人眼中的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版社 

4 一家人过日子——云南故事 云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 

5 纪录四川 100 双手 四川音像出版社 

6 红军日记中的长征 辽宁音像出版社 

7 新四军在安徽 安徽新华电子音像出版社 

8 红旗漫卷西风——红军长征在四川 四川峨影音像出版社 

9 
预防“小官贪腐”——全国检察机关惩办基层党员

领导干部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剖析 
中国检察出版社 

10 乙未殇思 福建电子音像出版社 

11 绝壁长廊——凿出来的幸福生活 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 

12 名家史学精讲——中国古代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13 巡视利剑 中国方正出版社 

14 第一军规 湖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 

15 舞台姐妹——纪念中国越剧诞辰 110 周年 浙江电子音像出版社 

16 古韵——中国古琴名家珍品 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 

17 安徽传统剧种艺术档案 时代新传媒出版社 

18 海棠依旧 故宫出版社 

19 长征 北京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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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央乐团四十年（1956-1996）代表录音作品集（古

典音乐部分+中国音乐部分） 
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 

21 中国裕固族民歌 甘肃省音像出版社 

22 中国民族民间舞传习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 

23 中国民族器乐典藏——中国古琴 太平洋影音公司 

24 新时代的新童歌——中国少儿新歌精选集 100 首 中国和平音像电子出版社 

25 母亲 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26 武当虹少年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27 中华美德小故事 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 

28 不下架的成长经典系列有声读物 华文出版社 

29 幸福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少儿组歌 人民音乐电子音像出版社 

30 八一军旗红——少儿动漫军史故事 浙江电子音像出版社 

31 齐鲁家风 山东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 

32 云南红色文化系列专题片·红军长征过云南 云南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33 老家的滋味 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34 童谣雅韵——岭南童谣大典 广东大音音像出版社 

35 孙中山及辛亥革命音频文献 
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文心出版社 

36 国韵承传——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丑行篇 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 

37 《中国书画技法》系列 山东教育出版社 

38 中国港口 人民交通出版社 

39 中国文化名著名家演讲经典回顾系列片 清华大学出版社 

40 唐诗风云会 陕西音像出版社 

41 少儿科普系列之趣味农业 中国农影音像出版社 

42 中国戏曲经典原创动画 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43 风生水起——二十四节气的故事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 

44 中华治水故事 奔流电子音像出版社 

45 凝固的历史——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数字展馆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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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文献数据库 云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 

47 一带一路：合作与共赢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8 教师网络培训和服务平台 人民教育出版社 

49 口腔种植外科手术经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 

50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数据库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51 中国思想与文化名家数据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2 洋葱数学 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53 木奇灵植物科普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54 法治知识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55 河南历史文化博览——地名篇 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56 开心学汉字 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 

57 和多纳小趣一起学拼音 清华大学出版社 

58 读成语 学美德 北京师范大学音像电子出版社 

59 工程图学试题库及组卷系统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60 寻找中国最美乡村 2013、2014、2015 广东科技出版社 

61 山海经·瀛图纪之悬泽之战 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62 书海拾贝 天翼阅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3 艺术：北纬三十度 浙江音像出版社 

64 匠心冶陶——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 红星电子音像出版社 

65 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 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66 我们的家——回望巴渝建筑百年变迁图集 重庆天健电子音像出版有限公司 

67 射雕英雄传 合肥完美世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68 追光者 2 深圳市创梦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69 神舞幻想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 

70 海滨消消乐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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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 

    获奖论文(30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单位 

1 谢寿光 大数据时代的学术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顾  翀 传统出版社在互联网内容新生态中的路径选择 人民邮电出版社 

3 任文京 论编辑的价值 河北大学 

4 付如初 从文人传统到编辑的工匠精神 人民文学出版社 

5 李文娟 我国编辑人才队伍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6 迟  云 一个编辑的视角：如何提升出版活力 山东出版集团 

7 汤雪梅 互联网内容产业的十大赢利模式 北京印刷学院 

8 徐丽芳 数字叙事与互动数字叙事 武汉大学 

9 王颖吉 电子阅读的文化忧思：技术现象学的视角 同济大学 

10 李长青 中国图书市场规模宏观经济模型建构与分析 海峡书局出版社 

11 郝  阳 
落实国家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用大数据思维服务

数字出版转型升级 
人民卫生出版社 

12 陈  洁 社群效应与图书出版产业新态 浙江大学 

13 于殿利 论出版经济的文化性 商务印书馆 

14 马爱梅 
出版社如何从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上保障图书整

体质量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5 
张新新 

刘华东 

出版+人工智能：未来出版的新模式与新形态——

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视角 
地质出版社 

16 杭  敏 连接与分享时代的全球传媒产业发展 清华大学 

17 周玲玲 国际文本与数据挖掘版权新策解析及启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8 余  丁 数字时代图书的长尾分析与运作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科学出版社） 

19 耿相新 论按需型出版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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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许龙桃 出版工作者应树立什么样的语言评改观 浙江文艺出版社 

21 邹悦悦 
解析国家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项目的运作——

以“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注”为例 
云南教育出版社 

22 于志斌 国家级重点图书推广之我见 深圳市海天出版社 

23 侯良健 教材编辑的数字出版转型与实践 高等教育出版社 

24 朱鸿军 版权问题：制约媒介融合发展的瓶颈 中国社会科学院 

25 
范  军 

张  晴 
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2015——2016 年）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26 汪晓军 
“新人型”培养与“引进型”发展——关于出版

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 
中共党史出版社 

27 
董润泽 

孟绍勇 

国家出版基金是提升出版业社会效益的助推器—

—以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为例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28 

黄晓新 

刘建华 

等 

中国传媒融合创新：现状、问题与趋势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29 
臧莉娟 

葛  星 

学术期刊定性评价的尴尬与困顿——基于四种主

要期刊评价体系 
南京理工大学 

30 
张文彦 

徐升国 

从全民阅读活动到全民阅读国家战略——全民阅

读十年回顾 
青岛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