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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丛书”：一套书读懂伟大的创新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携手《科普时报》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尹传红，联合打造了一套“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丛书”，该丛书包括《探索的

足迹》《创新的力量》《思想的锋芒》3本。尹传红以讲故事的形式向读者描述了推动人类文明和

社会发展的先驱者的人生故事。从不同人物的人生、事业发展的关键场景或重要时刻切入，并

着重介绍他们怎样突破常规思维的界限，以超常规甚至反常规的方法、视角去思考问题，以及

与众不同的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最终获得成功。

据悉，该丛书共讲述了75位科学及人文领域不同学科名家的创新故事，分为预言者、思想

者、探索者、发现者、开拓者、创造者6类，其中有科学家、文学家、企业家、音乐家、画家等。在

故事之外，尹传红还补充了相关链接、走近开拓者（走近创造者）等、创新启示三个小栏目。丛

书文字浅显易懂，目的在于给读者以启发，激发青少年的创新思维和开拓进取精神。 （梧 桐）

“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丛书”（全3册）尹传红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年1月版/

1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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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

农业掠夺》[印度]范达娜·席瓦著 唐均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9月版/

18.00元

推荐理由：该书以印度为例，深入

剖析了该国在全球化下农业、渔业以

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现状，反思面对

国际经济霸权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

夺和破坏，到底能做些什么。

《没有我们的世界》[美]艾伦·韦
斯曼著 赵舒静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2007年9月版/38.00元

推荐理由：该书通过勾勒出一

个人类消失后的地球，自然界将如

何自我治愈，从而探讨人类对地球

的影响。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美]

爱德华·O·威尔逊著 毛盛贤等译/北

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5月版/

125.00元

推荐理由：威尔逊被誉为自达尔

文以来最伟大的博物学家，该书为社

会生物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中国

读者从“走向未来丛书”中的《新的综

合》（中文摘译本）初识威尔逊，该版

本为中文全译本。

《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屠呦呦

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版/

78.00元

推荐理由：科学家屠呦呦是首位

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本土科学

家，这本书是第一部系统阐述青蒿素

的发现和发展历程的专著。

《吃的真相》云无心著/重庆出版

社2009年11月版/28.00元

推荐理由：美国食品工程博士云

无心破除国人饮食的迷信与偏见，帮

助国人深入了解“吃”的误区。

《中华科学文明史》（上、下）[英]

李约瑟原著 柯林·罗南改编 上海交

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2月版/150.00元

推荐理由：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巨

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帙浩繁，该书

是由其改编而成的普及读物，承原著

之精要，以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深

入浅出地勾勒出中华几千年来辉煌

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史。

《大设计》[英]斯蒂芬·霍金、[美]列

纳德·蒙洛迪诺著吴忠超译/湖南科学

技术出版社2011年1月版/48.00元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本有关宇宙

奥秘的科学思考，霍金在该书中提出

了依赖模型的实在论，讲述了宇宙的

起源，是一部信息丰富且附有大量插

图的科普指南书。

“神奇校车”系列（图画书版）(全

11册)[美]乔安娜·柯尔著 [美]布鲁斯·
迪根图/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

版/132.10元

推荐理由：一套经典的儿童科学

图画书，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科学知识

的表达相得益彰，帮助孩子们体验原

理、学会操作、懂得思考、爱上科学。

《浪潮之巅》吴军著/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1年8月版/55.00元

推荐理由：该书梳理了IT产业发

展的历史脉络，叙述了美国硅谷明星

公司的兴衰沉浮。不仅讲述科技工

业的历史，更重在揭示它的规律性。

《发现之旅：历史上最伟大的十次

自然探险》[英]托尼·赖斯编著林洁盈

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月版/75.00元

推荐理由：该书收录了过去 300

年间10次重要的自然科学探险故事，

叙述了那些世界知名探险家、生物学

家、艺术家的一幕幕冒险旅程，聚焦

在航程中搜集到的艺术与图像材料。

《博物人生》刘华杰著/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39.00元

推荐理由：该书从博物的角度

阐释了中国古代“多识于鸟兽草

木之名”的教育思想，介绍了西式

博物学。作者还告诉公众如何参

与博物学，使自己的生活更充实、

快乐。

《众病之王：癌症传》[美]悉达

多·穆克吉著 李虎译/中信出版社

2013年2月版/42.00元

推荐理由：该书向读者阐述了

癌症的起源与发展，人类对抗癌症、

预防癌症的斗争史。作者生动、文

学性的写作手法展现出鲜活的人物

和历史事件，让读者为之动容。

《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18

册）韩启德总编/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年8月版/980.00元

推荐理由：新版《十万个为什

么》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重

点关注科技发展的前沿和当代青少

年关心的热点问题。同时，提倡科

学精神，引导创造探索，激发青少年

的好奇心和探究心理。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以

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中

信出版社2014年11月版/68.00元

推荐理由：该书从生物与环境

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以文明

为单位绘制人类文明交织的世界。

作者笔下的历史，在科学中有深沉

的人文关怀。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4册）高

春香、邵敏著 许明振、李婧绘/海豚

出版社2015年9月版/100.00元

推荐理由：该书用适合孩子阅

读的图画书形式，把中国传统智慧

和现代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揭示了

自然界的魅力和农业的趣味。启发

孩子关注纯粹的自然，关注我们衣

食的最初来源。

《一念非凡——科学巨擘是怎

样炼成的》曹则贤著/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16年5月版/49.00元

推荐理由：该书介绍那些科学

巨擘取得伟大成就时的某个非凡一

念，也谈了普通人如何享受学习和

参与科学创造的乐趣。

《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

史》王立铭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年5月版/59.90元

推荐理由：该书打开基因科学

深奥的硬壳，展现人类探索自身的

的历史进程，从分子层面出发，重新

思考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古代技术文化》江晓原著/

中华书局2017年8月版/42.00元

推荐理由：该书从有趣的问题

或独特的角度出发，讨论技术史中

的各种问题，颇多新鲜立论，读来趣

味盎然。

《中国三十大发明》华觉明、冯

立昇主编/大象出版社2018年1月

版/98.00元

推荐理由：该书介绍了中国人曾

经有过的伟大发明创造，这些创造不

仅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而且对世

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科学超能方法论》使徒子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年 6 月版/

59.80元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使徒子是

超人气漫画作者，新浪微博 600 万

粉丝，书中讲述了高智商学霸，因

为强大超能力协助警方破获案

件、维护世界和平的科幻搞笑漫

画故事。

《科学家谈数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8年2月版/0.28元

推荐理由：该书是“少年百科丛书”中

的一本，集结了1977年39位科学家和劳

动模范在一次科学谈话会的全部发言。

《物理世界奇遇记》[美]G·盖莫夫著

吴伯泽译/科学出版社 1978 年 4 月版/

0.50元

推荐理由：作者风趣幽默地描述了一

个不懂科学的银行职员汤普斯金，通过聆

听科学讲座和梦游物理奇境，逐步了解20

世纪物理学和宇宙学的全部研究成果的

神奇故事。

《寂静的春天》[美]R·卡逊著 吕瑞兰

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6月版/0.70元

推荐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

类开始广泛使用以DDT为代表的化学杀

虫剂。为此，蕾切尔·卡尔森通过该书呼

吁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

题。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推动了国

际社会对剧毒农药进行限制。

《物种起源》[英]达尔文著 周建人、叶

笃庄、方宗熙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4月

版/0.85元

推荐理由：该书是达尔文论述生物进

化的重要著作，他在书中首次提出了进化

论的观点，他用自己在 1830 年代环球科

学考察中积累的资料，证明物种的演化是

通过自然选择（天择）和人工选择（人择）

的方式实现的。

《科学究竟是什么？对科学的性质和

地位及其方法的评价》[英]A.F.查尔默斯

著 查汝强、江枫、邱仁译/商务印书馆

1982年12月版/0.78元

推荐理由：该书是当时国内最早全面

而系统地介绍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各流

派的重要著作，书中介绍了 20 世纪最有

影响的科学哲学大家的主要学术思想，以

及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

向》[美]约翰·奈斯比特著 孙道章译/新华

出版社1984年6月版/0.95元

推荐理由：该书从十个方面论述了美

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

美国社会正在蜕变之中，正处于新旧交替

的夹缝时期，正在进行结构调整。

《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华罗庚著/上

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10月版/2.10元

推荐理由：该书荣获1986年第2届全

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荣誉奖。收录了华罗

庚发表过的科学文章，体现了其科学普及

工作的思想。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 曾庆

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8

月版/2.95元

推荐理由：该书由国际著名科学家、

诺贝尔获得者普里戈金与斯唐热合写，对

热力学第二定律作了新的解释，并提出应

把自然科学各个门类结合起来，形成新的

科学观和自然观。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美]乔治·萨
顿著 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华夏出版社

1989年3月版/3.05元

推荐理由：该书是反映萨顿思想的代

表性著作之一，书中包括了萨顿 1930 年

的科尔沃演讲与 1935 年的埃里奥·鲁特

演讲，并提出了科学史是实现科学与人文

主义结合最好方法的命题。

《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美]史

蒂芬·霍金 吴忠超、许明贤译/湖南科学技

术出版社1992年2月版/4.30元

推荐理由：霍金最负盛名的著作 ，深

入浅出地介绍了遥远星系、黑洞、夸克、

“带味”粒子和“自旋”粒子、反物质、“时间

箭头”等，使读者初步了解狭义相对论以

及时间、宇宙的起源等宇宙学的奥妙。

《金赛性学报告》[美]琼·瑞妮丝、露

丝·毕思理著 王瑞琪等译/明天出版社

1993年9月版/48.00元

推荐理由：一本现代人的性知识大

全，对人在各个年龄段所遇到的650个性

问题，作了认真而又清晰地回答。该书

还包括金赛生前的私人访谈资料，被誉

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性资料库”。

《科学的历程》（上、下）吴国盛著/湖

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12月版/48.00元

推荐理由：吴国盛畅销20余年的经

典作品，以东方文明和科学技术对人类

进步的影响为开端，以西方文明和科学

的发展历程为核心，同时还探讨了科学

精神的本质和推动科学发展的力量。

《别闹了，费曼先生：科学顽童的故

事》[美]费曼著 吴程远译/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22.00元

推荐理由：费曼的科普自传，该书没

有难懂的科学知识，在一件件新鲜事背

后，隐然透露着人性最接近自然的本质。

《自私的基因》[英]里查德·道金斯

著 卢允中、张岱云、王兵译/吉林人民出

版社1998年10月版/24.00元

推荐理由：里查德·道金斯的“人生

来自私”的基因观念影响了整整一个时

代。在书中，他还把根据自然选择的社

会学说这一重要部分，用简明通俗的形

式，妙趣横生的语言介绍给读者。

“哲人石丛书”[比利时]伊利亚·普里

高津、[德]迪特里希·德尔纳等著 湛敏、

王志刚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

年至2018年间出版

推荐理由：该书是讲述当代科技名

家传记的系列，出版时间横跨20年，包括

1998年出版的《确定性的终结》，2018年

出版的《发现天王星》等，共131册。

《昆虫记》[法]法布尔著 王光译/作家

出版社2000年版/19.00元

推荐理由：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以

文学家的文笔、哲学家的哲思、艺术家的

美感、博物学家的知识广度，为人们鉴照

出一个昆虫世界，激发人们去亲近自然、

尊重与热爱生命。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法]蒂皮·德格

雷著 阿兰·德格雷等图 黄天源译/云南

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版/29.00元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了10岁的孩童

与非洲的野生动物一起生活的动人故

事，并附有在非洲拍摄的130多幅野生动

物照片，极大唤起人们保护自然野生动

物的意识。

《从一到无穷大：科学中的事实和臆

测》[美]G.伽莫夫著 暴永宁译/科学出版

社2002年11月版/29.00元

推荐理由：这本书用深入浅出的神

奇笔法去讨论一个宇宙间最复杂玄妙的

问题，这就是无穷大。并向读者传递科

学的思维方法、基于科学的对世界的认

识角度、基于科学的人文世界观。该书

曾在1978年由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影

响了众多的科普工作者。

《万物简史》[美]比尔·布莱森著 严

维明、陈邕译/接力出版社2005年 2月

版/36.80元

推荐理由：一本科普入门书。作者

用幽默风趣的笔法，将宇宙大爆炸到人

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故事一一道

来，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精要回答了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

里去”这一命题。

《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曹

天元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2.00元

推荐理由：关于量子论的大众普及

读本，带读者做了一次量子之旅，从神话

时代出发，沿着量子发展的道路，回顾科

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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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周报 D2 4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40本科学科普书

（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年中国最具影响力 本科学科普书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