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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食育绘本（全6册）》
食育？看看日常食材能有怎样的童趣想象

2012年，中央电视台出品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

国》，其对各地特色餐饮的全新诠释重新燃起大众探寻饮

食文化的热情。接下来几年，“美食”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

点话题。2019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精心打造的“给孩

子的食育绘本”系列童书款款而来。几棵寻常的蔬菜，母

亲温暖的双手，配上清新的故事与雅致的图片，便为孩子

们描绘出平凡而质朴的东方饮食价值观。跳跃于作品间

的不止是日常食材的童趣想象，还有作者对饮食文化的感

恩之心，对生活哲学、生命智慧、情趣品位的别样诠释。

《可以玩的儿童百科书·下面有什么》
来阅读体验全球顶级玩具书吧

“可以玩的儿童百科书系列”引进自法国纳唐出版社，

是国内首套幼儿互动式高端玩具书，图书无论内容形式还

是交互式问答和阅读设计、制作都能带给读者与众不同的

阅读体验。《下面有什么》中有近20个主题，每个不同的主

题都有场景展示，最大的场景图展开后，宽度可达近 1

米。书中每一页都精心设计了可以转动的转盘，还有可以

沿轨道滑动的、可以翻开的立体小折页等让小读者充分享

受到全球顶级玩具书的阅读体验感。书中有两位可爱的

主人公小女孩玛珑和小男孩卢卡斯做引导，让孩子跟随主

人公一起探索神奇的大世界吧！

《聪明豆绘本·大奖章系列·大熊的故事剧院》
感受截然不同的镜头语言

《大熊的故事剧院》原故事短片斩获了包括奥斯卡最

佳动画短片在内的50多个国际奖项。该书用精巧的戏中

戏叙事结构，将回忆写成故事寻找失散的亲人，催泪感

人。故事中的大熊有一个制造精巧的迷你剧院，他每天为

路人讲述同一个故事：从前，熊爸爸、熊妈妈和小熊在一间

小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但突然出现的马戏团带走了熊

爸爸。在被迫与家人分离的漫长岁月里，熊爸爸从没有忘

记家人，他多次试图逃跑，期待与家人团聚……读者可以

通过动画与图书的对比，感受两种截然不同的镜头语言。

“小手摸摸读童话”
宝宝的第一套触摸童话故事书

新生宝宝对世界的感知是通过触摸来实现的，在没有

熟练运用小手的时候，就开始抓、咬、啃、拽、扔。针对这个

特征，法国著名婴幼童书作者格扎维埃·德纳为0~4岁儿

童打造了一套低幼触摸童书精品——“小手摸摸读童话”

系列。该系列包括 4 个经典童话故事：三只小猪、白雪公

主、丑小鸭和小红帽，采用“俄罗斯套娃”式互相套嵌的巧

妙设计，将故事在凹凸形变的卡板上呈现出来，每一页中

凸起的贴卡都可以准确地扣入对页的凹槽。作者运用几

何图形，通过组合拼接，打造出一个个可爱生动的人物。

《儿童英语单词翻翻书》
全方位调动视、听、触觉系统

单词的学习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需要调动身体的视

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知功能，手眼耳脑配合。《儿童英

语单词翻翻书》就是这样有趣的英语单词书。一个完整

的故事贯穿全书，看似页数不多的书中，却有 1200 个常

用单词。每一页都暗藏惊喜的专注力游戏设计，不用担

心宝宝翻两页就注意力不集中。随书附赠超值英语单词

卡、益智飞行棋、亲子相框，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做“Let

me guess（你来比划我来猜）”等互动游戏。编辑特意增加

了音频二维码，收录全部单词读音，美音童声朗读音频，

全方位调动孩子的视觉、听觉、触觉系统，彻底告别“哑巴

英语”。

“小猪佩奇双语立体绘本”
提升宝宝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啥是佩奇？大人孩子都知道。今年年初，电影《小猪

佩奇过大年》的宣传片《啥是佩奇》让“佩奇”火爆的范围再

度扩大。“小猪佩奇双语立体绘本”是一套根据英国知名动

画《小猪佩奇》改编的立体书，该系列以佩奇的视角出发，

以人际交往为主题，每本介绍和佩奇相关的人物，如爸爸、

妈妈、弟弟等。精美、温馨的画面，简单幽默的文字和有趣

事例，能突出表现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展现佩奇和对方的

深厚感情，提升宝宝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书中除了中英双

语设置并带点读功能外，还设有立体、翻翻等机关，能培养

孩子动手动脑的能力。

《奇迹男孩》
独特视角讲述不可思议的生命奇迹

《奇迹男孩》以患有罕见病的十岁男孩奥吉的独特视

角展现了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全书分为八章，从六个孩

子的角度将故事娓娓道来，仿佛钻石的不同切割面折射出

不同的光芒那样，让整个架构丰盈起来。它让人思考友

谊、宽容、爱和善良，深受老师、家长和孩子们的喜爱。尽

管命运似乎对奥吉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但是，爱让他的

生命化为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希望书中满满的正能量能

将那份温暖传递给更多读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童书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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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冬冬学识字”
如果妈妈非逼我认字，就选这套呗

“丁丁冬冬学识字”包括《丁丁冬冬学识字 游戏书1》

《丁丁冬冬学识字 趣玩卡1》《丁丁冬冬学识字 学偏旁、认

汉字》。《游戏书1》和《趣玩卡1》在游戏中复习生字，《学偏

旁、认汉字》以偏旁为线索，将学生学过的生字串成知识

网，进一步强化。该套书更是以母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整

体教育方案。从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的造字本义出发，

讲解每个偏旁的演化过程，让汉字不再高度抽象。该书紧

贴部编版小学一年级教材，寓教学于游戏，《游戏书1》和

《趣玩卡1》搭配解锁多样玩法，还可扫码收听北京史家小

学的老师同学朗读成语故事、神话故事和唐诗的音频。

《太喜欢历史了！给孩子的简明中国史》
和有趣的书共度！走进仿佛在身边的历史故事

内容品牌知中ZHICHINA原班编辑团队开始做童书

了？知中团队深耕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曾编辑制作《山水》

《一本读懂！山海经》等畅销特集书，在社交媒体平台直接

影响超百万受众。《太喜欢历史了！给孩子的简明中国史》

由国内专业的INHOUSE团队“知中”编辑部制作，历时5

年打造，17 位专家大咖诚挚推荐，8 位历史学家参与审

定。故事从“神话时代”“夏”“商”“西周”一直讲到“清”“中

华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把历史事件讲得像真实发生在

我们身边一样。该套书目标群体对准的是80后、90后年

轻家长，看看知中出品的读物，这套书自然也不会差！

《绘本二十四节气》
一本“听得见”声音的绘本展现七十二物候

最近几年有关节气的童书真的是很多。一年分为二

十四个时段，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一年还能划分成更细

的七十二物候！该书便是为孩子详解“二十四节气”“七

十二物候”的科普美绘本！东风解冻、草木萌动，一年的时

间划分，就藏在这本书里。绘本设计巧妙，翻开一页，左右

呈现2个时令节气，每个节气后面，对应3个物候特点。随

书赠24张节气卡片，撕下来还能做季节书签！同时，该书

还是一本“听得见”声音的绘本，诗意、动人的歌谣展现七

十二物候！孩子可以快乐、大声地朗读出来！

“大嘴狼和他的朋友们”系列
法国小朋友书架上的必备读物，要不要瞅瞅

“大嘴狼和他的朋友们”系列14册，是法国教育部推

荐的小学生必读书目，已畅销25年，是法国当代儿童文学

中的瑰宝和法国小朋友的书架上必不可少的经典读物！

该套书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大嘴狼和他的朋友们的故

事：颠覆传统童话中“大灰狼”的形象，塑造出一个充满“人

性”的“大嘴狼”，让孩子学会辨证地思考。 14册故事独立

又相互关联，小朋友将从中发现人物与事件的呼应，堪称

一部热闹的“绘本连续剧”。该书充满戏剧的张力和表演

空间，已被中法著名儿童剧团改编，深受小朋友喜爱。

《清明上河图（童话版）》
一套从头玩到尾的“清明上河图”

该书是一套以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创作的

专注力训练游戏绘本，翻开书，呈现给孩子的是一幅宛如

中国古代版“疯狂动物城”的精巧画面。狐狸家依据宋本、

明本重新创作的《清明上河图（童话版）》，用动物形象代替

了原画中的人物，加入北宋朝代的历史通识知识，城中还被

精心埋藏了大量的线索故事和彩蛋，等待小读者去探索发

现。该书入选“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出版扶持计划，繁体

中文版权签约香港皇冠集团，即将在我国港澳台地区上市。

《神奇植物立体书》
一翻一拉间激起孩子探索欲

《神奇植物立体书》是一本原创趣味互动科普书，全书

从地球上的植物、植物的力量、开花植物、极端植物、参天

大树、有用的植物、神奇的植物七个方面介绍了神奇的植

物世界。阅读这本书时，不仅能让孩子获得丰富的植物知

识，还能激起他们对植物的热情与喜爱。书中设计了超大

的立体页和多种互动机关，让孩子感受科普知识的魅力和

阅读的乐趣。每一跨页都有三维的立体弹跳设计，真实呈

现植物的状态，如捕蝇草的捕食过程。在一翻一拉间激起

孩子探索的欲望，去发现藏藏找找的小知识，让孩子乐在

其中，学习植物知识，翻开大自然。

《会动的启蒙认知玩具书》
“小黄方块”中的儿童美学

说起《书里藏着好多虫》，很多人的印象是“惊艳”，其

作者大卫·A.卡特是在国际上非常著名的美国立体书大

师、梅根多佛奖获得者，也是尚童童书的看家作者。这一

次，他又为我们带来了惊艳世界的“小黄方块”——《会

“动”的启蒙认知玩具书》。一套书解决幼儿启蒙四大领

域：审美力、想象力、表达力、数学思维。高级的童书，自己

会说话。立体的空间设计，让大小、颜色、形状、方位都变

得更直观形象。该书以“小黄方块”为主角，创意性和新鲜

感渗透在书的每个角落，利用立体书可动、可互动的天然

优势，极大地激发孩子的创想力。

《常识：有用的无用的百科知识》
不分年龄的社交利器

《常识：有用的无用的百科知识》涵盖 30 个生活中常

见却不甚了解的百科知识领域。作者是DK金牌作家理

查德·普拉特，绘者是的英国著名平面设计师詹姆斯·布

朗。书中每个主题都特别适合作为谈资。无论是渴望新

知的孩子，还是忙于职场的大人，看完就能和朋友们分享

交流，可以说是不分年龄的社交利器。天文地理，数学人

体，化学音乐，钉子和飞机，应有尽有。由点及面的知识串

联与学科交叉打破学科壁垒，形成知识融通，不仅满足孩

子的刨根问底，也可以培养孩子追根溯源的科学精神。

《三角形》
做自己就很酷！尊重孩子原有的“形状”

凯迪克奖双人组麦克·巴内特&乔恩·克拉森再度携

手打造的“形状”三部曲第一部《三角形》，在看似厚脸皮的

“三角形”和看似天真的“正方形”之间，开启一场你追我赶

的较量。乔恩·克拉森以简单的几何形状与线条打造出丰

富的形状世界，设计出三角形与正方形两位主角，灵活生

动的表情搭上水墨风格，展现冲突趣味与和谐美感。麦

克·巴内特简约、幽默的叙述留下想象的空间，供读者思

考。两位大师连手打造，趣味故事读来令人会心一笑，一

起来看看可爱形状们的故事吧！

《米米没问题》（“米米系列”图画书（全10册））
什么样的幽默文字和图画最贴近幼儿？

“米米系列”的作者从上千本中外图画书中挑选出100

多本幽默有趣的书，每天读给3个不同年龄班级的小朋友

听。最后发现，能在100多本佳作中脱颖而出、深受幼儿

青睐的图画书，都具备了某些共同特质。米米系列故事融

入了这些能引起幼儿共鸣的特质，紧扣幼儿的内心世界、

巧妙反映孩子成长需求。比如《米米坐马桶》这本书，当小

朋友读到小狗豆豆跌个四脚朝天，会哈哈大笑。和英童书

用十年光阴打造米米系列图画书，试着蹲下来，用和孩子

一样的高度，来反映孩子成长需求。

《听，小蜗牛艾玛》
在家听的高质量儿童音乐会

未来小镇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德国儿童音乐启蒙绘本

《听，小蜗牛艾玛》。现在的家长都很注重孩子的音乐启

蒙。在这本书里，故事和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孩子跟

随小蜗牛的脚步，在与各种动物角色的遭遇中，感受蚂蚁

进行曲的欢快，大提琴的低沉，以及各种乐器的彼此呼应

带来的自由和奔放，并在旅程的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独特价

值。据悉，这一本历时5年创作完成的音乐绘本，同时还

有专属的儿童音乐会。音乐会2018年开始全国巡演，并

在12月1日走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2019年将持续在全国

巡演30场。

《夏天守则》
成人缺席的时候，孩子们会制定自己的规则

《夏天守则》是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得主陈志勇超

现实主义新作。工业荒诞风、夏季午后风、郊区兄弟风、华

彩奇幻风、狂野油画风……这是一本独一无二又无法被轻

易定义的书。书中所有画面讲述了两个男孩的故事。这

两个男孩也是画面中的唯一人类。这是他们非常私密的

小宇宙，充满了幻想，但读者有一窥他们世界的特权。该

书也可以隐喻最好的朋友或者任何亲密的关系，书中没有

任何东西看起来是完全真实的，我们可以用类似于梦的方

式去理解它，在非理性的游戏中寻找一些清醒的洞察力。

《我们的一天》
长大做什么？来一次未来人生的演练吧

该书是奇想国首部非虚构原创图画书，通过展示24

个工作中的人物一天中的主要事件，介绍相关身边工作中

的人们的一天，帮助孩子了解人类社会的运转。书中24

个人物分别代表24个不同职业。两位90后童书创作者珠

联璧合，激发孩子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和创造，启发

孩子思考“长大做什么”，在心里种下未来职业的种子，有

准备地参与到大世界中来。奇想国首次在书里将“志愿

者”群体纳入职业范围，并在书里作为压轴职业出场。利

用随书赠送的时光机明信片，小读者可以给未来的自己写

一封信，几年后回看现在的话，如同一次未来人生的演练。

《中国历史长卷：手绘年表》
全景式历史画面一卷囊括

该书是由步印历时3年半倾心原创。它以精准的时

间坐标，手绘年表的形式，将历史的新陈代谢直观呈现出

来；又以500多幅原创国画插图和10余万字，来丰满它的

情节。从神话到考古，从新石器时代的满天星斗到夏商时

期的逐鹿中原，从秦汉一统到晚清变局，既有影响历史进

程的重大事件，也有鲜为人知的生动瞬间。长卷给出的是

一个全景式的历史画面，在反映历史主轴的政治、军事等

大事之外，该书大篇幅选取了社会生活、经济、科技、思想

艺术等内容，展现古人温情、历史活泼的一面，让读者对中

国的历史拥有“了解之同情，亲近之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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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首届WOW人气童书品牌大赏推选，希望鼓励做童书的品牌执行人，多多跟孩子和家长接触，真正走近儿童，了解他们真实的世界和

想法，俯身做孩子喜欢的产品；努力在每年3万多种少儿新书中，让读者迅速识别自己的品牌调性和产品独特魅力。我们希望将“大赏”推选继续下去，每年

设计一个“书”主题，向读者和渠道商推荐优质童书。本年度童书的聚焦主题为：有“内涵”的“趣”产品——价值+有趣（运用科技感等各种丰富形态恰到好

处展现内容）。在暑期“黄金消夏”时段展开之际，我们特别从成千上万的经典名作和一手新作中，选出21款消夏的“内涵”+“趣”童书，在炎炎夏日中，我们

希望这份热辣推荐书单，能提供丰富、有趣、科技感十足；新鲜度满分的“熊孩子”欢度暑假的N种选择。

“趣”童书

2019年4月版

2019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