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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心理学漫画”：孩子自己就能读懂的专业心理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读客文化联合小禾心理研究所策划的“小学生心理学漫

画”系列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首套针对小学生的儿童自助阅读心理

读物，由中科院博士、清华大学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等儿童心理教育专家

撰写，通过趣味漫画的形式，助力小学生培养“从小心理健康，成长越挫越强”的正向心理。

据了解，0岁、6岁、12岁这三个年龄是儿童重要的敏感期培养分水岭。在0~6岁学龄

前没有培养好的能力，在6~12岁还有弥补的机会。“小学生心理学漫画”系列明确年龄段需

求，契合儿童敏感期。该书包括6册，分别从社交力、自信力、积极力、情绪自控力、自助力、

幽默力等6个方面，涉及235个生活情境，均是孩子熟悉的生活日常。如当同学之间遇到误

会怎么办；在熟人面前能歌善舞，在陌生人面前哑口无言又是怎么回事；怎么面对考试压

力；怎么改掉迷恋手机、电脑的坏习惯等等。

此外，趣味漫画形式，亦让孩子更容易了解自我认识自我，并学会自己解决困难，培养

开朗、合群、自立的健康人格。 （解慧）

“小学生心理学漫画”小禾心理研究所编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 12月版/

196.80元/ISBN：978755944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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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读书需要耐心

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梁启超传》等。

2019 与 2018，以及其它年份，对我而言

没有什么不同，几十年来，除了阅读时刻没

有别的什么时刻。

我希望读者读书时，能有一点“问题意识”。何为“问题意识”？

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自己的，以读书为救赎，救自己出矇

昧之深渊。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就是解决

自身的问题，为人则是“手电筒”照别人，不照自己。二是针对所读

之书，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读书不能盲从，既要有能力提出问题，也

要善于提出问题。梁启超就主张“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他说，

“天下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若万事以‘不成问题’四

字了之，那么，无所用其思索，无所用其研究，无所用其辩论，一切

学问都拉倒了。”

所以，一个合格的读书人，不仅能读，爱读，多读，还要学会思

考。“学而不思则罔”，这也是孔子说的。什么是罔？《现代汉语词典》

解释为“蒙蔽”，或指“迷惑而无所得”。这是被蒙蔽的必然结果。有

时这蒙蔽不是别人造成的，而是自己心智中的迷障造成的。

此外，读书也需要耐心，该读的书要认真通读，不要轻易放弃。

不要原谅自己。

虹影：反复阅读发现真爱

作家、诗人，代表作《饥饿的女儿》《K》等。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一些书和作家我会

反复阅读，如《红楼梦》、英文版的《情人》、尤

瑟纳尔的《东方奇观》等作品，博尔赫斯的书

每隔一年我就会读一遍。

通过反复阅读，我可以发现自己是否还喜欢这些书，也因此，这

些书带给我更多的精神营养 。也可以通过这一阅读方式来审视我

这一年的选择，会淘汰一些书，福克纳的书几年后就不再喜欢了；也

会发现一些书更有意思，村上春树的书我是越读越喜欢。记得几年

前写《里娅传奇》，重读《山海经》，深受启发。读书永远不会寂寞，而

且使人强大。写作其实是孤独的事情，当我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

去翻保罗·奥斯特的书，他的书里主角往往都是作家。在写作上，重

读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读书必须读完才对得起它。早年读过的书读完就能背下来。《简

爱》看完我就记住了。我看书先看开头，然后看结尾，接下来才是看

中间部分。这可能不是个好习惯，但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快速发

现这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书，是一条捷径。我记住的，不仅是书里的故

事，也会想起与作家关联的故事。

我可以同时读几本书都不会记错。不过到了梦里就会混起来，

把这本书的故事嫁接在另一个故事里，这反而开拓了想象力。

知识，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食粮。

陈彦：经典是集体的阅读经验

作家，其作品《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2019年我重读了一批经典，尤其是中国

四大名著，深感过去读得不细致，不深入。

这也许与年龄有关，突然就觉得那么对胃

口。无论故事、语言、还是人物塑造方式，都读得津津有味。比如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明显感到历史积淀的沉厚，以及在这些史

料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想象开阔与豪情万丈。“三国”多用史笔，而

“水浒”屡见俗语，都是酣畅淋漓，气血贲张。当然，无论英雄和奸

盗，对于杀人的快意，也让我屡屡感到不适。《红楼梦》几乎每句话

都值得玩味。而《西游记》从来就没有读得这么嘎嘎做声过，不乐不

由人。乐过后，是一脑子的精彩现实与浪漫。魔幻、现代、后现代这

些概念，竟然在几百年前的中国传统小说里处处是注脚。越想越觉

得有趣得很。

想来想去，我觉得最实用的阅读之道和方法还是读经典。所谓

经典，就是那些时时都要被人提起的名字。不提它，很多问题就说不

清楚，讲不明白。一提它，似乎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都能有所明证，那

就是经典。要相信历史、先贤和大众的反复选择。书籍浩如烟海，我

们必须承认经过时间沉淀后的集体阅读经验。那是用生命体温反复

抚摸的结果，我们不会感觉不到它的温度。

李修文：无用之书会牵引你

作家，湖北省作协主席，凭《山河袈裟》

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2019年，为了撰写一部关于中国古诗词

的新书，我几乎一整年都在阅读古诗词和各

种研究著作，由此绵延，正所谓“以诗证史”，我又阅读了大量和诗词

相关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著作，最终，我决定丢下书，去亲身追随王之

涣、陆游、王安石等人的足迹——书桌前的阅读变成了人间山河里的

阅读，这一趟行旅足以令我生出百般感慨。

在我看来，最实用的阅读，就是多读无用之书，这些无用之书迟

早会在你生命的某个关口上出现，印证你，牵引你。

柳建伟：有目的地去阅读

作家、编剧，代表作为“时代三部曲”《突出

重围》《北方城郭》《英雄时代》，其中《英雄

时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今年印象深刻的阅读是重读鲁迅。鲁迅

一百年前表达的深刻思想，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尖锐批判，对中华民族

深深的爱，在今天仍有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意义。

阅读方法有多种，但以下这个程序不能乱：大面积快速浏览性阅

读，寻找到自己阅读兴趣点；带点实用性地选择一批对自已一生或某

一个阶段有作用的书进行细读精读；最后选择最适合自已，最实用的

几本经典书进行终生反复阅读。如果想改行再创业，选好突破方向

后，把上面的阅读程序，在新领域的典籍书中再重复一遍。从实用性

上讲，人类在某一门类留下的有用的书，大都能用五年时间读完。

王志庚：去图书馆读书

阅读推广人，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主任

兼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

2019年，我阅读了大量老版图画书，大都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有原创图画书，

也有引进图画书，可以说琳琅满目。我发现，原来我们的图画书曾经

那么辉煌，无论是文学性、艺术性、儿童性还是设计感，都堪称一流，

而且印刷量还相当惊人，这让我印象深刻。阅读不仅要读新书，其实

很多老版本的书也值得一读。

阅读之道因人而异，不过我有一个建议，那就是去图书馆，因为

图书馆不仅有书，还有图书馆馆员和自由的环境，环境也是能量，可

以激发读者的效率，强化阅读的心得和体验。

张莉：重读是最美好的久别重逢

学者、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要老实承认自己是一个笨拙的读者，我

有好几本书是读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我习惯

重读喜欢的书，甚至我出差的时候行李箱里都要

带着。随时随地地阅读使我安稳，可以减轻我的不安全感。于我而言，

有些书就像亲密朋友。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打开和相认，是久别重逢，

我在不断重读中获取我所渴望的给养。朋友们都知道我喜欢伍尔芙的

《普通读者》，近两年来我也在不断重读《一个人的房间》。从这两本书

中我不仅获得知识上的愉悦，也获得难以为人道的勇气与力量。

今年我最难忘的阅读时刻是在一个深夜，我坐在沙发上读《告别

的仪式》。原本希望读一段儿就休息的，但没想到一口气读完。让我

忽然很感慨生命的复杂和丰饶。作为伴侣，波伏娃把萨特最后几个

月的状态写得生动鲜活，历历在目，其中饱含了她对其的爱和不舍，

但我也深知，波伏娃只让我们看到了她希望我们看到的部分。

很多年前，我深受到纳博科夫的影响。他说作为优秀读者，要判

断一部小说的质量如何，最终要看它是否“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

直觉”。因此，聪明的读者“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脑筋，而是用脊

椎骨去读的”。用脊椎骨去读这个说法很棒，我也常常这样要求自

己。但是，实践起来又何其痛苦和艰难。作为当代文学现场的读者，

我常常对不令人满意的作品产生极度厌倦之情。

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克服这种厌倦。好在，厌倦之后我还会接着读

下一本。我试图打破自己的某种阅读迷障，我安慰自己的话是：这世界上

的好东西本来就不多，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好东西的过程之中，所以，作

为读者，就不断期待下一本好书吧，万一遇上了，万一一见钟情了呢。

康辉：读书能得一点通识

央视主持人，代表作《平均分》。

我今年读了一些关于诗歌的书，过去只觉

得现代诗缺乏古典诗词所特有的韵律，现在才

知道诗韵的存在和特征。其中江弱水在《诗的

八堂课》中，读至讲诗歌文字的音韵之美部分，深以为然。每次读书

能得一点通识，甚慰。

我的阅读口味杂一些，也刁一些。我越来越相信，有时候无意中读

到的一句话，会影响一个人或者改变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在阅读的

选择上，只要一个作家的文字是真诚的，那他的作品就有价值和意义。

至于能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又有什么人、什么事是能满足所有人呢？

丁墨：读书一定要一口气读完

网络作家、编剧，代表作《如果蜗牛有爱

情》《他来了请闭眼》等。

2019 年读了大概 30 本书（不包括网络小

说），还是太少了。阅读的范围比较广，医学、

经济学、文学都有涉及。每当读到一本好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阅

读是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

读书一定要一口气读完，这样才能专注，情绪才能连贯，感受也

更加真实。相较数字阅读，纸质书的阅读体验更好。

《我和于是之这一生》李曼宜著，作家出版社

一个表演艺术家最真实最生动的成长史。

《救赎的可能：走近史铁生》顾林著，商务印书馆

作者通过走近史铁生照亮了自己，拯救了自己。

《梅耶荷德谈话录》童道明著，商务印书馆

书中所言，都是当下中国戏剧最稀缺的。

《陈寅恪家史》张求会著，东方出版社

知人论世是对一个人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春明梦忆》翁偶虹著,张景山编，北京出版社

翁偶虹先生笔下的旧京风貌，鲜活而生动，常道常人所不能道。

《惜别》止庵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止庵在母亲离去三年后，首次以散文的形式，感悟与思考生命。

《4321》[美]保罗·奥斯特著，九州出版社

一部烧脑的作品,讲平行世界中的四种人生。

《万物静默如谜》[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诗歌可以让自己的语言更灵动。

《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虹影著，四川文艺出版社

第一本书与我的人生经历相关，从一个女孩的成长视角描绘了一个家庭、

一位女性的变迁和成长；第二本书描绘了1960年代出生的重庆人的真实情感。

《聊斋志异》蒲松龄著，中华书局

阅读该书，一天不可贪多，多则把精粉当粗粮吃了。

《呼兰河传》萧红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是一本让人不时要倒吸一口冷气的小说，让人感到了生命场景的惨痛与惊心。

《到灯塔去》[英]弗吉尼亚·伍尔芙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用意识流手法描绘家庭的生活琐事，感受理性与感性的冰火相融。

《枪炮、病菌与钢铁》[美]贾雷德·戴蒙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讲述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加缪传》[美]赫伯特·R.洛特曼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加缪的书是他生命探索的结果。他的的小说与戏剧，始终存在着一种冷峻

与对生命亮光和热度的渴望。

《米沃什诗集》（三卷）[波]切斯瓦夫·米沃什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天才诗人米沃什证明了生命、智识、诗意三者交融之后的最大可能和尊严。

《人或所有的士兵》邓一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这是当代文学的罕见收获，其复杂一定会得到充分证明。

《鲸鱼安慰了大海》燕七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至纯至简，却唤醒了我们对许多词根的根本记忆。

《三国戏曲集成》胡世厚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一座戏曲的桃花源，令人沉醉不知归路。

《辛格短篇小说集》[美]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读再读的短篇小说指南。

《野草》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部可以反复读百遍千遍的书，每读一遍都会赞叹鲁迅的伟大！

《红楼梦》曹雪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部可以放在床头读一生的大书。

《光荣与梦想》[美]威廉·曼彻斯特著，中信出版集团

读完这本书，才会明白美国为什么会成为美国。

《静静的顿河》[苏]米哈依尔·肖洛霍夫著，译林出版社

在苏联变成俄罗斯近三十年的今天，读这部小说对中国人来讲意义非凡。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图画书经典书系·第一辑》唐亚明编，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也有很优秀的儿童图画书，这套书足以证明。

《图画书的力量》[日]柳田邦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人也要读图画书，因为图画书有力量。

《马背上的女图书馆员》[美]希瑟·亨森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阅读推广为童年开辟一个新世界，图书馆员胯下有马，才能心向远方。

《布莱克先生和他的狗》九儿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部无字图画书，讲述人与狗相互陪伴的温情故事。

《雪山上的达娃》裘山山著，明天出版社

一只幼犬与西藏军人的雪山成长故事，闪耀着大爱的光辉。

《云中记》阿来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阿来为地震遇难同胞所写的安魂之作，庄重悲悯，诗性洋溢，读来感慨万千。

《致江东父老》李修文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有力拓展了当代散文写作的边界，显示了散文应该有的气度与气象。

《同名人》[美]裘帕·拉希莉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裘帕·拉希莉的首部长篇，探讨人的同化与异化，有重要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

《82年生的金智英》[韩]赵南柱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在韩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深具性别意识。

《告别的仪式》[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是波伏娃关于萨特生命最终时刻的记述，也是一对灵魂伴侣的诀别场景。

《红楼梦》曹雪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果人生的后半程只能留一部书相伴，该书是我的首选。

《生活，是很好玩的》汪曾祺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汪曾祺的文字如开水白菜，清淡的底下是岁月的熬煮。

《青春万岁》王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代人的青春，是共和国的青春，那编织青春的幸福的璎珞就在每个人手里。

《诗的八堂课》江弱水著，商务印书馆

这个时代该有诗，该走近诗。

《平均分》康辉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不敢自称好书，好在实诚，荐之，请大家批评指正。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吴晓波著，中信出版集团

宏观分析了近十年经济形势，提纲挈领，妙不可言。

《变量》何帆著，中信出版集团

小趋势，大变量，一本很有灵性并且能启发人的书。

《医目了然》懒兔子著，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风趣、易懂、实用的家庭中医阅读书籍。

《北上》徐则臣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70后作家徐则臣潜心4年推出长篇力作，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

《慈悲》路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语言简练到极致，也深刻到极致的一本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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