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 进 世 博 会
——图书馆 2010 世博专题书目推荐

编者按：
世界博览会（World Exhibition or Exposition，简称 World Expo）
，又称国际博览会，
简称世博会、世博，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
历史的国际性博览活动，被誉为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
由中国政府主办、上海承办的 2010 年中国上海世博会于 5 月开幕，为期半年。为引导
我校师生了解世博知识，参观世博盛会，共赴世博文化盛宴，我馆结合现有主要馆藏，精
心编制了《图书馆 2010 年世博专题书目推荐》
。内容包括世博知识、世博建筑设计、各国
风俗文化、外语会话、旅游常识等五个部分，同时介绍了部分相关期刊、主题网站以及研
究论文。本书目从实用性与学术性角度出发，多方位地网罗本馆关于世博主题的资源，我
们衷心地希望它能够对我校广大读者走进世博会提供更多地帮助！

第一部分

图书

一、世博知识
1《百年世博梦 》

馆 藏索 书号： I235.2/20101

基 本 信 息 ： 上 海 世 博 会 事 务 协 调 局 , 上 海 文 广 新 闻 传 媒 集 团 著 . 上 海 :东 方 出 版 中
心,2009:18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全面介绍了世博会的起源、发展及其功能的演变——从古典时期的单纯展
示技术发明转向现代的理念探讨、主题演绎，世博会成为了探索和解决人类共同面对问题
的巨大舞台。

2《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主题解读》馆藏索书号：G245/20103
基本信息：上海世博局主题演绎部编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9:212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世博会是主题展、城市能否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上
海世博会主题演绎四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展览的分类和宗旨、世博会的历史作用、发展
中的世博会主题演绎规则、历史上各届世博会如何选择主题等。

3《自然的故事: 日本 2005 年爱知世界博览会》 馆藏索书号：G245/20104
基本信息：俞力主编.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212 页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图像、文字记录和分析了爱知世博会的形态构成，主办国的规划设计、
展览活动、展事服务，参展国、参展国际组织等的展示内容与形式，以及它们在爱知世博
会上共同演绎的“自然的睿智”主题。

4《纪念《国际展览会公约》签订 75 周年》

馆藏索书号：G245-53/20091

基本信息：周汉民等译.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152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国际展览会公约》的起源、国际展览局及其应用 1928 年 11 月
22 日公约的权力、《公约》经历的 52 载、20 世纪 80 年代的危机等内容。

5《城市·生活：2010 上海世博会讲坛集粹》 馆藏索书号：G245-53/20092
基本信息：上海图书馆主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26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一个伟大的希望；世博会，历史的机遇；世博会与国际形
象塑造；让我们融入世界——一个外交官谈外事礼仪；成功与魅力——从社交礼仪看市民
素养；文明家庭和谐社会——家庭礼仪面面观等。

6 《走进世博会：世博知识 150 问》
馆藏索书号： G245/20093
基本信息：《上海世博》杂志编辑部编撰.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8: 173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介绍了不可不知的世博会、2010 漫游上海世博会、中国和世博会、
一切始于世博会等内容。

7《收藏世博会》

馆藏索书号：G245/200913

基本信息：焦贵平,曾原编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8:248 页
内容简介：从 1851 年创办开始，世博会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非商业性质的博览会。在过
去的 150 多年里，世博会高举进步的大旗，将倡导文明进步、展示文明成果作为贯穿世博
会各项活动的一条主线。世博会之所以历经风云变幻始终保持了一贯的文化性格，其中最
重要的原因就是世博会坚持以“进步”为核心价值观的展示体系，并在发展中与时俱进。

8《世博会主题演绎》
馆藏索书号：G245/200917
基本信息：吴建中主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220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 5 个部分。第一章为早期世博会概念与表达形式的演变；第二章为世博
会主题体系的形成；第三章为世博会主题演绎体系的确立；第四章为各国主题演绎的生动
实践；最后一章为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体系的形成与实践，介绍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从申办到筹办中主题演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展开一些探索陛的思考。

馆藏索书号：G245/200918

9《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 1851-1940》

基本信息：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2:348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 3 章，分别从世博会的百年历程、中国与世博会的关系以及相关原始
史料的辑录 3 个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反映了早期中国参展世博会的进程。

1 0《 国 际 级 博 览 会 影 响 研 究 》

馆 藏 索 书 号 ： G2 45 / 20 09 19

基本信息：克劳德·塞尔旺,竹田一平著.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3:140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向博览会举办者和参加者提供了极其有用的基本信息，
它以实际数据为基础，涵盖范围广泛，足以为那些将要参与任何一种形式的博览会，或对
这一领域特别感兴趣的人们提供有趣的全面综述。而且，它还包含许多在本书涉及的阶段
直接参与博览会的人们的意见和看法。

11《世博读本》

馆藏索书号：G245/200920

基本信息：宋超主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193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世博会历史与文化，将主体内容与知识窗相结合，立体地介绍了世
博会的历史、文化与发展过程，以及它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内涵。全书分“一切始于世博会”，
“各国与世博会”，“中国与世博会”，“世博会：向上海走来”四大板块。

12《走近世博会》

馆藏索书号：G245/200921

基本信息：贾文焕主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7:157 页
内容简介：全书主要阐述有关世博会的基本知识，介绍 1851 年到 2005 年中影响较大的
25 届世博会，以及中国参加各届世博会和申博的情况。

13《世博会与国际大都市的发展》

馆藏索书号：F299.1/20084

基本信息：郭定平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340 页
内容简介：本书由外专家学者的精彩讲演、论文选编、整合而成。专家们从不同角度深入
探讨了世界博览会的举办与国际大都市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内容涉及世博会举办背景
下的“城市的区域政策”、“城市发展”、“城市危机管理”、“城市结构空间转型”、“公共环境
艺术”等等。

14《会展概论》

馆藏索书号：G245/20071

基本信息：杨春兰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293 页
内容简介：本书首先阐述了会展业的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分析了会展旅游的起源，重点
介绍了会议、展览、节事活动、奖励旅游四种会展细分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基础策划实务；
然后对比世界各大会展强国和中国会展业发展概况，揭示了发达国家发展会展业的成功经
验；最后介绍了国际上主要的会展专业管理组织以及上海 2010 世博会的基本情况和最新
进展。

15《20 世纪世界博览会与国际展览局》

馆藏索书号：G245/20064

基本信息：加洛潘著.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5:239 页
内容简介：本书系上海图书馆“世博信息丛书”系列之一，重点介绍 20 世纪世界博览会的
发展进程。不同之处在于作者跳跃式地回顾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世博会历史，把眼光
更多地瞄向 30 年代国际合作普遍开始之后的博览会特点，针对博览会对主办方、组织者、
参展方以及参观者等各方的价值意义分不同主题加以阐述。

16《文明的进程：世博会的发展与思考》

馆藏索书号：G245/20053

基本信息：阿尔弗雷德·海勒著.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3:202 页
内容简介：本书对世界博览会进行研究，结合多幅图片，对历届博览会进行回顾，重点介
绍了冷战时期与冷战后的博览会，并对 2010 年上海世博会进行介绍。

17《2010 年世博会：创新与发展：2003/2004 年上海发展报告》
馆藏索书号：F127.51/20043
基本信息：王战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212 页
内容简介：本报告着重研究世博会对上海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如何利用世博
会促进上海新一轮发展。世博会必须实现 8 个方面的特征性指标，关键是创新。本报告在
《2010 年世博会对上海新一轮发展的影响》专题报告基础上，经修改、补充和调整，重
新编辑而成的。

馆藏索书号：D5/1

18《世界博览》
基本信息：半月刊.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内容简介：《世界博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管，世界知识出版社主办，为国家百
种重点期刊之一，其每期文章被“中国基础教育知识仓库 CEFD”全文收录。创刊于 1984
年，目前发行量约六十七万册，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同步发行，潜在读者约 100 万到 500
万人，曾伴随跨世纪的一代少年、青年一步步走向成熟，名字为众多的中国人所熟悉。

二、世博建筑设计
1《重大城市事件下城市空间再构：以上海世博会为例》
馆藏索书号：TU984.251/20092
基本信息：崔宁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284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上海世博会为例，聚焦于政府主导下的重大城市事件对于城市结构的影
响。全书抽取与城市空间结构最密切相关的场地选址、场地拆迁、配套交通建设、规划和
后续利用等主要方面，建立重大城市事件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联系，分析总结其间的规
律和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历届世博会建筑设计研究：1851～2005》 馆藏索书号： TU242.5/20094
基本信息：蔡军,张健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220 页
内容简介：本书根据世博会建筑的特点，分为三章。第一章为世博会建筑总论，对世博会
150 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并对与世博会建筑紧密相关的重要因素——主题、建筑思潮
与流派、结构与材料分别作了详细的讨论。第二章为典型世博会建筑设计特点研究，选取
了 15 届在建筑设计方面有代表性的值得研究的世博会。第三章为世博会专题研究，如世
博会建筑设计中水元素的应用、展馆平面设计、历届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问题等。

3《参与世博》

馆藏索书号：TU242.5/20095

基本信息：张建龙,阴佳主编.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113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同济大学学生参加“参与世博”学生设计竞赛得奖作品的精选，共 40
余份作品，包括世博轴阳光谷雕塑设计和标志性构筑物设计。这些方案富有创意，也是世
博建设的灵感之一。

4《世博会: 国际经验与运作》

馆藏索书号：G245/200912

基本信息：谢工曲,杨豪中,吴采薇编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195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博览会的主题构思和设计策划为主线，内容涉及博览会的规划设计，宣
传策划，经营运作，场馆改造利用等诸多方面。

馆藏索书号：G245/200916

5《世博会视觉传播设计》

基本信息：贾文焕主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7:157 页
内容简介：全书主要阐述有关世博会的基本知识，介绍 1851 年到 2005 年中影响较大的
25 届世博会，以及中国参加各届世博会和申博的情况。

6《世界博览会和 城市规划 : 2008 萨拉戈萨世界博 览会规划项目》
馆藏索书号：TU984/200922
基本信息：哈维尔·蒙克鲁斯·福拉加著.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182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对世界博览会城市规划，尤其是对 2008 年萨拉戈萨世界博览会的
城市规划设计极具启发意义的著作。书中，哈维尔·蒙克鲁斯精准地概括总结了世界博览
会在城市规划发展中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同时阐明了世界博览会也是所有那些正在为创
造城市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工作的人们面临的一项挑战。

馆藏索书号：TU-862/20086

7《近代建筑流派演变与鉴赏》

基本信息：沈福煦, 孔键编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276 页
内容简介：上海近代建筑的留存很丰富，人称“万国建筑博览”。本书为引领读者鉴赏这一
建筑艺术宝库，将西方各时代的建筑风格与上海近代百年的建筑风格详作比较，使读者在
比较中鉴赏，在比较中了解上海近代建筑流派产生、发展的文脉及其特征、功能，并阐明
了“海派”文化的内涵。读者将由此进一步认识上海、走进上海，并配合 2010 世博会的举
办，展望上海成为更美好的城市。

8《“世博想象”2007 上海美术大展·设计艺术展 》 馆藏索书号：J121/200813
基本信息：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编.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7:291 页
内容简介：该展主要参与者是高等艺术院校设计专业的师生，是一次全国性的设计艺术交
流与展示。展出的绝大多数作品是专为世博会设计的，大至城市文明馆、主题馆、自助式
轻轨、自动售货机等的设计，小到宣传海报、礼品、门票、指示牌等，涉及到与世博有关
的方方面面，意在探讨如何完善城市的自身功能，如何塑造城市与乡村、与自然环境之间
的和谐关系。

9《世博园及世博场馆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

馆藏索书号：G245/200819

基本信息：郑时龄主编.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438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对世博会场馆的规划设计研究的课题报告及论文。作者从上海世博会主
题研究世博会建筑的发展与深度研究等 13 个方面全面研讨了上海世博会的场地和场馆建
设的可行性。

10《眼中的世界》

馆藏索书号：TU242.5-64/20071

基本信息：黄建成编著.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6:239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从 2005 日本爱知世博会中国馆设计团队的视角，诠释了中国馆的主要设
计元素和展示单元，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馆的展示理念和文化内涵，体验设计师
们的展示创意历程。

三、各国风俗文化
1《图说世界风俗文化》

馆藏索书号： K891-49/20091

基本信息：刘忠信,张博编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207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国外一些民族的风俗习惯, 如节假日、饮食、衣饰、婚丧嫁娶、娱
乐游艺、人际交往等。

2《开阔视野的世界奇俗》

馆藏索书号： K891-49/20092

基本信息：姜庆和,孙守方.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9:22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展示了世界一些民族的独特风俗，有大洋大洲，也有原始部落；有高山密
林，也有旷野平原；有远古的脚步，也有现代文明。徜徉这民俗大观园，怎能不眼花缭乱。

3《中国风土人情 》

馆藏索书号：K892/20099

基本信息：程麻编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6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平易的语言介绍中国基本的社会风貌和世俗人情，除绪论外，共分上中
下三编：上编“中国的民俗”主要介绍中华饮食、民居建筑、民族服饰；中编“中国的家
族”主要介绍中国人的家庭意识、中国的宗教传统；下编“中国人的心理”主要介绍中国
人宗教淡薄伦理强烈、道义观念根深蒂固等特点。

4《上海风俗》

馆藏索书号：K892.451/20092

基本信息：徐华龙主编.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465 页
内容简介：本书的撰写就是一种承前启后的研究工作，它试图总结上海民俗的过去，把上
海 (特别是一百多年) 历史的民俗事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可以为人们了解、认识上海特
有的文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5《枫叶之国加拿大》

馆藏索书号：K971.1/20091

基本信息：许祥林著.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17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外交官品味世界丛书”之一，该书共分 9 个篇章，对加拿大的人文风
情、风景名胜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具体内容包括“土著人的婚俗”
“魁北克冬季嘉年华”
“冰
酒醉情不醉人”
“枫树汁里能出糖”
“冬奥圣地惠斯勒”等，让作者带你一同去体验这枫叶
之国的美与风情！

6《110 个国家的礼仪风俗》

馆藏索书号： K891/20081

基本信息：林隆主编.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7:12, 437 页
内容简介：本书按照世界各洲分类，介绍了 110 个比较主要国家的礼仪与风俗情况，是目
前国内介绍世界国家礼仪风俗最多、最全的图书。

7《世界文化及风俗指南》

馆藏索书号：H319.4:K/20075

基本信息：谢艳明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216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全球化思维”英语指导丛书之一本，生动有趣的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文
化及其风俗习惯。全书共选 49 篇文章，以英汉对照形式详细介绍了中西方不同的社会习
俗、节庆及社会文化。

8《中东》

馆藏索书号： K937/20061

基本信息：苏丽雅,黄培昭著.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从精神的旅行、中东浮世绘、名人与百姓、亲历与感悟。描述了中东国家
的民俗与生活，风土与人情。

9《澳洲风情趣闻》

馆藏索书号：K961.1/20053

基本信息：隗永魁编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353 页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描述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全面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地理、历史、经济、
政治、文化习俗、社会生活和旅游。

10《细微处的日本》

馆藏索书号： K931.3/20031

基本信息：赵英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357 页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长期留学、工作在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和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作者以
轻松、幽默的文字，从生活的各个小处着眼，生动地描述日本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当
代日本人的生活习性和性格特征。同时，也介绍了现代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科研等，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四、外语会话

1《常用日语会话 800 句》

馆藏索书号：H369.9/200923

基本信息：聂中华主编.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232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平时见面、告别、致谢、宴会、住旅馆、购物、乘车、取钱、看
病、用餐等场景下的常用句子。书中也介绍了一些日本人的日常礼仪、风俗习惯、商务
活动常识等。

2《体验旅游英语》

馆藏索书号：H31/2008233

基本信息：王月等编著.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201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了购物英语、旅行社业务英语，以及其他在旅游过程中可能会
遇到的英语交流内容，比如问路、交通、紧急情况处理等，几乎涵盖了旅游从业者应对
英语交流的大部分内容。

3《韩国语 100 句》

馆藏索书号： H559.4/20077

基本信息：金忠实,季琨编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201 页
内容简介：本书本着普及韩语知识、增强青年人的韩语表达能力、提升城市整体形象的
宗旨，激励青少年刻苦学韩语，时刻准备着，为举办上海世博会贡献青春和智慧。

4《法语 100 句》

馆藏索书号：H329.9/20063

基本信息：曹德明编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01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推广新时代青年人迎接世博会学习法语提供了充足的图书资源。

5《阿拉伯语 100 句》

馆藏索书号：H379.9/20061

基本信息：严庭国编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01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收录了 100 句阿拉伯语，供广大读者学习。

6《缅甸语 100 句》

馆藏索书号：H421.94/20061

基本信息：钟智翔编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04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青春与世博同行”外语 100 句丛书其中之一册，为新时代青年人迎
接世博会学习缅甸语提供了便利。

7《泰国语 100 句》

馆藏索书号：H412.94/20061

基本信息：李健,易朝晖编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07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句型为单元，每单元分基本句型、语法精讲、举一反三、情景会话、
单词一览等部分讲授。内容丰富生动、实用性强，能迅速提高您的口语水平。

8《柬埔寨语 100 句》

馆藏索书号：H613.94/20061

基本信息：卢军,郑军军,钟楠编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13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 100 句柬埔寨语。希望读者能够勤学习，抓住成才的机遇，挥洒
青春的汗水，为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贡献力量。

9《葡萄牙语 100 句》

馆藏索书号：H773.94/20061

基本信息：徐亦行编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01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列举了葡萄牙语学习中常用的 100 句并对其中存在的主要句型和语法点
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讲解。

10《俄语 100 句》

馆藏索书号：H359.9/20054

基本信息：岳永红, 赵秋艳编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01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青春与世博同行外语 100 句丛书其中之一册，为推广新时代青年人迎
接世博会学习俄语提供了充足的图书资源。

五、 旅游常识
1《旅游政策与法规》

馆藏索书号：F592.0/20101

基本信息：魏小安,曾博伟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07 页
内容简介：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实”，首先是紧密联系中国旅游的发展实践，既包括全
国的总体情况，也择要介绍了一些地方的典型案例。其次是介绍了重要政策法规出台的实
际过程。再次是实用，既使大家了解条文，又不拘泥于条文，可以举一反三。

2《旅游消费者维权指南》

馆藏索书号：D922.296.4/20092

基本信息：邢彦明,吴圣奎,邢宝亭编著.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9:230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七章，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旅游维权案例评析，以两条主线贯穿整篇
内容。第一条主线围绕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展开，以具体案例的
形式帮助读者获得旅游维权的感性认识。第二条主线是旅游纠纷案例背后的旅游法律知识
体系。下篇是旅游法规重点条款解读，提供部分常用旅游政策法规。

3《现代旅游礼仪与沟通艺术》

馆藏索书号：F590.63/200915

基本信息：舒伯阳等编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324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礼仪的原理常识；现代交往礼仪；人际沟通原理概述；旅
游从业者的“三仪”；旅游从业者的行为与素质；旅游从业者的礼貌用语；实用旅游服务
接待礼仪等。

4《中外旅游休闲自然地理》

馆藏索书号：F591.99/20091

基本信息：黄子燕编著.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200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九章，内容包括：地质地貌景观、中国水体景观、中国气象气候景观、
中国生物景观、世界旅游休闲自然地理、旅游交通等。

馆藏索书号：F59/20081

5《旅游疑难解答》

基本信息：牛崇荣编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0, 203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旅游合同，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景区，游客与导
游，出入境旅游，旅游购物，旅游保险等内容。

6《上海旅游文化史》

馆藏索书号：F592.751/20081

基本信息：孙琴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9 页
内容简介：本书阐述了开埠前的名人游踪与人文景观，上海开埠及近代旅游文化的剧变，
民国时期旅游文化的崛起，共和国时期的上海旅游文化等。

7《世界名胜及旅游指南》

馆藏索书号：H319.4:K/20077

基本信息：谢艳明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66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全球化思维”英语指导丛书之一本，简要介绍了世界上 50 多个重要
城市或景点，重点介绍这些城市和地区的美景和宜人的气候，及其历史发展状况。本书对
出境旅游者及英语爱好者都有帮助。

馆藏索书号：K919/200614

8《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指南》

基本信息：陶汉军编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508 页
内容简介：本书对向我国公民开放旅游的 80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基本情况介绍，并对各
国的出入境有关规定、抵达的交通线路、主要下榻的饭店、当地的主要菜肴、风俗与忌讳、
主要旅游景点、值得购买的物品等进行了介绍。

9《景点导游与旅游文化知识.上海及周边地区》
馆藏索书号：K928.951/20032
基本信息：何志范编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381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英文为主介绍上海及周边地区主要名胜古迹和上海的新景观，同时还从
多元文化的深度介绍了园林、教堂、寺庙、古建筑、民族风情等文化背景知识。为方便读
者，书后附有相应的汉语译文。使国内外游客一册在手尽览我国江南新貌。

馆藏索书号：K928.951/20021

10《上海》

基本信息：陆文雪,朱振藩,王素编著.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157 页
内容简介：本书详细介绍了上海历史现状、上海（包括苏州、杭州、南京)旅游热点、特
色旅游、分区景点导游, 以及交通、购物、 美食、住宿等实用旅游信息。全书彩色印刷, 图
片精美、地图详尽, 文笔生动、内容丰富实用。

第二部分

网站

1 世博网——上海世博会官方网站

2 世博会官方电子期刊

3 网上中国 2010 世博会专题网站

4 上海世博会志愿者网

http://www.expo2010.cn/

http://gb.cri.cn/news/other/expo/hezuo.htm

www.expo.cn/

http://www.expo2010volunteer.cn/

5 联合国与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6 中国政府网-中国 2010 上海世博会专题专栏

7 BIE（国际展览局）官方网站

http://www.un.org/zh/expo2010/index.shtml

http://www.gov.cn/ztzl/shsbh/

http://www.bie-paris.org/

8 ExpoMuseum：有许多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相关链接的私人创办的网站
http://www.expomuseum.com/

9 上海世博会信息中心

http://www.worldexpoinfo.cn/

第三部分

研究论文

1 “世博会”与上海城市未来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基本信息：卢汉龙.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
内容简介：2010 年中国举办的世博会在上海召开，这个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充满着对人类未来生活
的向往，并有望将上海推向世界明星都市的地位。从 20 世纪国际城市化经验和都市发展理论出发，指出上
海需要走出城市偏好、以农村对照城市的传统思维定式,而是以全球化与社区之间的纽带来定位城市。作者
强调全球化、移民文化、市场化是构成上海海派文化的基本要素,举办一个“海派”世博会将是全球的期待。

2 历届世博会后续利用综述

商场现代化.2007.15

基本信息：查爱苹.上海:上海商学院
内容简介：随着世博会规模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世博会对城市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将后续利用计划纳
入世博会园区规划已成为主流趋势，世博园区后续利用的成功与否也成为衡量世博会是否成功的要素。结
合世博会发展历程及世博园区后续利用实践，总结分析世博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园区后续利用呈现出的特
点，对于 2010 年中国上海世博会后续利用不失为有益的借鉴。

3 历届世博会园内交通组织的发展演进及特点分析

城市规划学刊.2006.05

基本信息：吴志强,李欣.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内容简介：通过比较分析自 1851 年以来召开 20 余届综合性世博会及部分影响较大的专业性世博会的园内
交通组织的发展历程，归纳出内部交通的作用机制及主要的功能要求，具体分析了世博会园内交通的特点，
并阐述了发展的趋势。

4 延续、重构、提升、创新——2010 年上海世博会地区后续发展的初步思考
上海城市规划.2006.05
基本信息：徐毅松,范宇.上海: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内容简介：延续城市文脉、重构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功能和创新城市发展策略等四个方面应该是进行重点
探索和研究的基本方向。围绕实现“四个中心”的基本发展目标，作为一个位于城市中心地区的老码头和
工业基地，上海世博会地区应该向着国际性城市先锋地区迈进。这种城市中心区功能的转换、重生和提升,
必将伴随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全过程。

5 世博会举办地变迁的地域分析

北方经济.2010.04

基本信息：施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内容简介：始于 1851 年英国伦敦的世博会已走过 150 多年的岁月。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科技文化的发展、
人类关注问题的日益深入，世博会也在不断发展与转变。本文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通过分析世博会举办地
点与世界格局变化、大都市带分布及"江河湖海"位置等的关联，理出世博会举办地变迁的规律。

6 世博会与上海城市文化空间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基本信息：黄昌勇.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简介：本文认为开埠后，上海逐渐形成了三个城市文化空间。一个是开埠以前形成的以老城厢为中心
的传统文化空间;一个是开埠后发展起来的以外滩、南京路、淮海路、衡山路和北四川路为代表的近代上海
文化空间;第三是以闸北、普陀一带为代表的民族工业生产的文化空间。租界时代的上海，文化空间沿着苏
州河扩展，形成上海文化空间的第一次跨越。经过近 20 年的飞速发展，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将书写上
海城市发展的第二次跨越。前者跨越苏州河，后者跨越黄浦江，并实现由经济跨越向文化跨越的转换。世
博会是一次重大的文化上的链接，上海文化空间的转移与定位将形成一个沿着滨江带的持续跨越。

7 上海世博会公共服务质量绩效指数研究

北方经济.2010.02

基本信息：李文娟,李云.上海: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内容简介：在对以往世博会分析基础上，根据上海世博会的具体情况，建立世博会公共服务质量绩效指标
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量化分析，最后得出文化交流、餐饮、继续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各类信息服务是世博会服务最重要的 4 个指标的结论。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历程及其启示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01

基本信息：夏松涛.上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内容简介：世博会是世界各国进行信息交流、洽谈合作和进行贸易的重要渠道。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基
于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权衡，多次参加了重要的世博会。中国参会具有政府组团参加、布展契合主题、富有
民族特色等显著特点，不仅促进了国内各方面的发展，还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中国社会的发展
起到了推动作用。

9 大型节事活动凸显安全管理——兼论上海世博会安全管理

旅游学刊.2009.01

基本信息：胡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旅游学系
内容简介：公共安全已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性的大型节事活动,往往成为这些因素和隐
患借机爆发的场合。刚刚过去的北京奥运会是一届成功的、精彩的奥运会,但是笔者认为它更是一届“安全的
奥运会”，是“大型节事活动中加强安全管理的一个成功典范”。爱知世博会主办者也认为“零事故”、“零伤亡”
是爱知世博会最引以为豪的方面。上海要举办 2010 年世博会也应该凸显安全管理。

10 上海世博会信息系统运行管理的新挑战

通信世界.2009.07

基本信息：于清,孙自俊,陶明轩,邬建伟.上海:上海世博局信息中心
内容简介：上海世博会信息化系统涉及面广，系统运行维护要求高，可借鉴的历史经验较少，是信息化服
务在大型活动中一次新的尝试。

编后语：2010 年上海世博会是今年一个热点话题，我馆除已收藏本书目中的世博主题书籍外，现仍在订
购、验收更多各类型世博图书，敬请读者期待！今后我们会继续推荐优秀图书，引导求学者阅读。欢迎广
大读者通过各种方式（面谈、电话、发 E-mail）提出宝贵的建议，将您希望我们推荐的书目主题告诉我们，
我们将根据读者的需求不定期地编制《读者专题推荐书目》，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