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3-2016 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奖（出版类） 
拟申报项目公示 

 

根据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关于开展 2013-2016 年度

安徽省社会科学奖（出版类）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皖新

广发〔2018〕31 号）要求，现将各出版社拟申报 2013-2016

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奖（出版类）出版物名单予以公示，公

示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3 日至 5 月 9 日。 

在此期间，如有异议，请反馈至公司出版业务部。 

联系电话：0551-63533012、63533336 

传真：0551-63533336 

邮箱：837617940@qq.com 

特此公示。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3 日 

 

 



2013-2016 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奖（出版类） 

拟申报出版物目录 

序

号 
书名 出版社 作者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论（3 册） 安徽人民出版社 马建辉 等 

2 徽州文化史（3卷） 安徽人民出版社 卞利 等 

3 当代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 安徽人民出版社 陈义平 

4 安徽历史货币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省钱币学会 

5 百年清史纂修史 安徽人民出版社 刘海峰 

6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性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王炳林 等 

7 圆梦中国——富强、复兴与幸福（3册） 安徽人民出版社 董振华 等 

8 笔墨长城——宣传画里的中国抗战丛书（3册） 安徽人民出版社 黄薇 

9 王茂荫年谱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王经一 

10 图解方法话深改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王效昭  

11 口腔颌面——头颈外科手术学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邱蔚六 

12 “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丛书（10 册）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刘托等 

13 鉴古证今——传统工艺与科技考古文萃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传

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

中心 

14 哈佛家庭医学全书（上、下）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安东尼•L•科马罗夫 

15 MRI诊断与临床（2 册）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郑穗生等 

16 高速铁路大断面城市隧道施工技术研究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波 

17 中国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庞胜清 

18 肿瘤综合治疗学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陈振东等 

19 中国木雕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徐华铛 

20 徽州古村落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传玺 

21 形意太极拳分解教学（88 式）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翟巧燕 

22 初中英语听力（七年级下册~九年级下册）（共 6种）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陶善勇、吴夙、张硕等 

23 中国黄梅戏唱腔集萃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晓辉 洪少华 王琨 

24 皖科悦读 APP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晓辉 刘芬 李听听 

25 青春版牡丹亭唱段精选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晓辉 孙腊梅 洪少华 

26 与世界同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纪实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杨洋 

27 
初中英语听力训练与测试（七年级下册~九年级下册）

（共 6种）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陶善勇、吴夙、高清艳

等 

28 苏州泥塑制作技法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晓辉 董炎 



29 安徽省养老公共信息平台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和平 方菲 桂勤 陈

军  

肖豫茜 陈小雨  

30 龙风——杨瑞庆词曲作品选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晓辉 洪少华 

31 中国盆景艺术系列（5册）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冯劲 

32 界首彩陶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艳 

33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实用手册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艳 

34 
与世界同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纪实（中文

版）（英文版）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武迪 

35 照明光源系列（2册）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艳 

36 中国雕刻艺术系列（2册）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朱婧 

37 宣城家训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国亮 

38 古玉探微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冯劲 

39 徽州文献综录 安徽教育出版社 胡益民 

40 中国花鼓灯 安徽教育出版社 李春荣 

41 桐城派名家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严云绶等 

42 胡河清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胡河清 

43 中国水钟史 安徽教育出版社 李志超 

44 维果茨基全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龚浩然等 

45 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 安徽教育出版社 谭桂林 

46 世界儿童文学史 安徽教育出版社 韦苇 

47 安徽方言丛书 安徽教育出版社 赵日新等 

48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安徽教育出版社 何虎生 

49 红蜻蜓 安徽教育出版社 教育社 

50 红蜻蜓 安徽教育出版社 教育社 

51 防灾避险话安全 安徽教育出版社 张静明 

52 小学生廉洁教育读本 安徽教育出版社 吴秀兰 

53 高三微课 安徽教育出版社 教育社 

54 中国散文通史 安徽教育出版社 郭预衡等 

55 中国水钟史 安徽教育出版社 李志超 

56 胡河清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胡河清 

57 西方美学的现代历程 安徽教育出版社 高建平 

58 心灵有约情感励志系列 安徽教育出版社 梅寒等 

59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朱良志等 

60 维果茨基全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龚浩然等 

61 徽州刻书史 安徽教育出版社 徐学林 

62 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 安徽教育出版社 谭桂林 

63 大黄梅——百年黄梅戏 安徽教育出版社 张小平 

64 安徽文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唐先田 陈友冰 

65 中国歌剧音乐剧通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居其宏 

66 余秋雨学术六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 余秋雨 

67 东门破 安徽文艺出版社 郭明辉 

68 乡礼与俗乐——徽州宗族礼俗音乐研究 安徽文艺出版社 齐琨 



69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论纲 安徽文艺出版社 赵凯 等 

70 鲁彦周评传 安徽文艺出版社 唐先田 温跃渊 

71 流行音乐理论丛书 安徽文艺出版社 尤静波 

72 儒学精神与中国梦 安徽文艺出版社 杨朝明 

73 汪曾祺早期逸文 安徽文艺出版社 苏北 

74 话说安徽 安徽文艺出版社 郎涛 

75 贾平凹散文典藏大系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贾平凹 

76 梦焰 安徽文艺出版社 苗长水 

77 安徽文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唐先田 陈友冰 

78 余秋雨学术六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 余秋雨 

79 蒲宁文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 戴骢 

80 洪丕谟学术文化精品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 洪丕谟 

81 古城轶事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方兆祥 

82 汪曾祺早期逸文 安徽文艺出版社 苏北 

83 中国历代文化史书系 安徽文艺出版社 汪林茂 徐连达 程民生 

84 脊梁——女儿眼中的罗阳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烈娃 刘朵格 

85 我和铁车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三三 

86 图说团史——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长纪实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

馆 

87 美丽心灵——感动中国人物赞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方晓 阿敬 

88 少年奇境探险系列（7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陆杨 

89 偷剧本的学徒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郝周 

90 刘海栖幽默童话系列（3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刘海栖 

91 芦花的飞絮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徐鲁 

92 白雾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刘玉栋 

93 “宝贝，我懂你”系列绘本·了不起的罗恩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午夏 

94 好好玩形状书（5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方素珍 

95 好好玩音乐书·宝宝钢琴书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田中 

96 我的第一本早教塑料书·情商培养故事书（8 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安韶 

97 海边妖怪小记（5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炜 

98 紫丁香书系（5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李东华等 

99 童书大时代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海飞 

100 兔子作家（6 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炜 

101 大闹天宫——中国动画电影艺术的瑰宝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美术电影制作厂 

102 “宝贝，我懂你”系列绘本（5 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午夏 

103 好好玩·神奇的生命立体书（4 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周美强 

104 阿诺乐智岛早教系列 APP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西安乐动科技 

105 萌伢听书 APP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106 娃娃乐园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107 娃娃乐园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108 赖少其版画文献集 安徽美术出版社 于在海 

109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系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古

代书法 
安徽美术出版社 吕章申 



110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系列•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

集粹 
安徽美术出版社 吕章申 

111 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卷 安徽美术出版社 吕章申 

112 时光•花事——江宏伟画二十四节气 安徽美术出版社 江宏伟 

113 党旗下的辉煌——中国共产党在安徽 安徽美术出版社 中共安徽省委讲师团 

114 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 安徽美术出版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

书法家协会 

115 潘玉良全集 安徽美术出版社 范迪安 

116 明清小说版画 安徽美术出版社 周亮 

117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12册） 安徽美术出版社 王文章 吕品田 

118 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 安徽美术出版社 吕章申 

119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法 安徽美术出版社 吕章申 

120 时光•花事——江宏伟画二十四节气 安徽美术出版社 江宏伟 

121 画境(6 册) 安徽美术出版社 江宏伟、喻慧等 

122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娘本唐卡艺术 安徽美术出版社 吕章申 

123 潘玉良全集 安徽美术出版社 范迪安 

124 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日本泉屋博古馆卷 安徽美术出版社 吕章申 

125 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 安徽美术出版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

书法家协会 

126 美好安徽 安徽美术出版社 
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 

127 康熙原版芥子园画传 安徽美术出版社 王概 

128 书画世界 安徽美术出版社   

129 至品生活 安徽美术出版社   

130 现存日本唐乐古谱十种（全六册）  黄山书社 刘崇德 

131 安徽古籍丛书萃编 黄山书社 
黄德宽、诸伟奇、丁放、

彭君华等 

132 龙眠风雅 黄山书社 彭君华等 

133 茅盾全集（42 册） 黄山书社 茅盾 

134 中国梦 我的梦（5册） 黄山书社 
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

心 

135 全宋诗辑补 黄山书社 汤华泉 

136 明别集丛刊 黄山书社 沈乃文 

137 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 黄山书社 赵丰 

138 中美建交亲历记 黄山书社 李菁 

139 故纸硝烟 黄山书社 钱念孙 

140 中美建交亲历记（特装本） 黄山书社 李菁 

141 寓记 黄山书社 俞长源 

142 西方的中国影像（1793—1949） 黄山书社 卞修跃 

143 昆戏集存乙编 黄山书社 周秦 

144 故纸硝烟 黄山书社 钱念孙 

145 中法建交始末 黄山书社 黄庆华 



 

 

 

146 百年血脉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帕蒂古丽 

147 毛豆，真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贵图子 

148 家世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余世存 

149 小康之路丛书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武力 

150 哈佛凌晨四点半升级版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韦秀英 

151 面包男孩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李姗姗 

152 愿你成为最好的女子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蔡澜 

153 敝帚集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冯其庸 

154 隐忍与抗争：抗战中的北平文化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覃仕勇 

155 喧城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祖阔 

156 追梦大别山——改革开放三十年扶贫纪实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王圣志 

157 我们的价值观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 

158 “我们的中国梦”·微电影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 

159 郑玉巧讲育儿经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郑玉巧 

160 时代融媒体教辅出版资源库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161 唱响中国梦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杨赛 

162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163 气象科普 24节气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公共气象服务中

心 

164 从零开始学瑜伽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安薇 

165 影视课堂教学资源库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