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活 科 普 类（10种） （10种）艺 术 教 育 类

22002211··
11

●

本
版
关
注

18本版编辑：郑杨 任志茜
E-mail：179376479@qq.com

排版：彭庆伟

生活类（5种）

《高财商女子养成术》[日]大竹乃梨

子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年12月

版/48.00元

ISBN：9787559445216

推荐理由：该书是由日本一级理财

顾问、日本金融学习协会理事大竹乃梨

子写给千万女性的理财指南，教你改变

思维，在日常生活中养成26个小习惯，培

养理财意识，拥有富人思维。作者针对

女性单身、婚后、养育子女、老后等不同

的人生阶段，在存钱、购买保险、买房置

业、投资理财以及自我提升等多方面，掌

握基础的理财知识，懂得灵活运用生钱

之术，制订适合自己的财务计划，最终实

现财务自由。

《薇娅：人生是用来改变的》薇娅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1年1月版/

59.00元

ISBN：9787559647955

推荐理由：“每一次改变都是礼物，

每一次蛰伏都是扎根。人生没有所谓

的弯路，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到达终

点的必经之路。”这是薇娅回望自己近

20 年来的改变之路时发出的感慨。小

小年纪独自到北京闯荡，做过服装店导

购，积攒实力后开启创业之路，在生意

蒸蒸日上时毅然尝试做歌手，经历了人

生低谷后，迎着风口，开始了淘宝直播

的探索之路。薇娅的每一步路都书写

着她的果敢、努力与坚韧。薇娅用她的

改变，书写了每一位心怀梦想的人如何

成长，如何抓住机遇，成就自我的励志

故事。

《对白：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白

岩松等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1月

版/56.00元

ISBN：9787570217540

推荐理由：18~25 岁，或许是人一生

中最迷茫的时期。该书所取材的优酷同

名节目《对白：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

自 2019 年 11 月上线以来，豆瓣评分 8.8

分，连续6次获得广电总局高度赞扬。书

中完整收入白岩松、周国平、刘震云、马

未都、陈鲁豫、武志红、李昌钰、樊登等享

誉全国乃至世界的名人名家演讲实录，

探索成长本质，直面当下青年的现实与

精神需求。

《幸福婚姻心理学》陈素娟著/华中科

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46.00元

ISBN：9787568034562

推荐理由：婚姻是一场修行，有人参

透，有人顿悟。该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

视角，深层次分析解读各种婚恋行为背

后的心理动机、原生家庭对婚姻关系的

影响、外遇等多种婚姻伤害的心理原

因。它教读者如何强大自我力量，提升

觉知力，化解矛盾，促进沟通，营造双赢

的幸福婚姻。作者认为，成熟的婚姻不

是没有问题，而是在问题中学会成长，学

会爱，终修炼成一个完整、独立、有力量

的自己。

《海龟先生的心理疗愈：用寓言故事

治愈心灵》[加]塞尔日·马基著 宋义铭译/

水利水电出版社2021年1月版/49.80元

ISBN：9787517093428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颇具哲学意味

的心理学著作。作者通过描述海龟先生

的心理疗愈过程，隐喻了人类的本性。

书中一个个充满诗意、丰富而独特的寓

言故事，都是在邀请读者同海龟先生一

起，深度观察自我、改变自我。该书故事

性较强，语言也风趣幽默，是一本通俗易懂

的心理学入门书。

科普类（5种）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英]马库斯·乔恩

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年 12月版/

48.00元

ISBN：9787571008246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由50个古怪又奇妙

的科学事实组成的科普书。随着科技的进

步和飞跃，人类在太空的冒险、对量子世界

的理解不断加深，这一切都揭示了一个远比

我们想象中更为奇怪的宇宙。作者用轻松

幽默的语言，向我们阐释了宇宙中所暗藏的

巨大能量，也揭示了关于生命存在的有趣细

节，让人在脑洞大开之余，获得丰富的科学

知识。发掘那些控制我们日常生活的隐藏

真理，有助于解释我们存在的巨大复杂性，

也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万事万物

的看法。

《太阳系简史》汪诘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0年12月版/62.00元

ISBN：9787572209369

推荐理由：我们生活在宇宙之中，对宇

宙的理解却十分有限。很多人都不清楚人

类探索宇宙的原因是什么？《太阳系简史》是

文津图书奖得主汪诘精心打磨、多次修订的

成果，它涵盖了近30年来人类探索太阳系的

重要事件，而且收入了近100张宇宙图片，图

文并茂、内容风趣，全景展示了人类探索太

阳系的伟大征程。

《这就是化学》米莱童书著、绘/四川教育

出版社 2020年12月版/200.00元

ISBN：9787540873974

推荐理由：对于化学知识的科普不仅

能够帮助孩子们初步认识化学这门基础科

学，还能够让他们更加了解身边的事物。

该书采用漫画形式，将严肃的科学知识与

有趣的故事相结合，深入浅出、寓教于乐，

让孩子在愉悦的氛围中轻松获取知识。该

书有助于消除孩子对化学这门学科的陌生

感，让孩子从小对化学这门学科产生浓厚

的兴趣。

《探索微观世界》吴成军主编/机械工业

出版社2020年12月版/79.00元

ISBN：9787111666004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本利用数码液晶显

微镜对生命世界进行观察和探索的图书。

这本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资深编辑吴

成军担任主编，汇集了全国十几位一线教师

亲自探究实践而形成的案例。最终选取的

66个案例特色鲜明、涵盖面广，囊括了细胞

组织、细菌真菌、植物动物、遗传和化学反应

等8大主题。书中的800多幅图片，99%均为

实拍，从多个角度呈现出了微观世界的神奇

和美妙。

《植物的“智慧”》马炜梁、寿海洋著/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版/128.00元

ISBN：9787301315439

推荐理由：著名植物学家马炜梁教授近

40年来一直在寻求植物的生存“智慧”，他认

为：植物虽然站在原地不动，不能位移，但确

实可以主动去找寻异性；植物没有神经系

统，但确实有接受刺激的反射弧，能够很快

地做出反应。在这本趣味盎然、图文并茂的

科普著作里，作者结合植物分类学、生态学、

环境生物学、行为学等学科去理解植物的生

存之道，以丰富的实例，结合精美绝伦的微

距摄影图片，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植物在演化

进程中所形成的与根茎叶、花朵、果实、种子

等相关的种种“智慧”，证实并丰富了达尔文

的自然选择学说。

关键词 治愈 成长 力量

在解决问题中学会成长，学会爱

向不可思议的生活致敬

关键词 舞台 书法 电影 教育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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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本不易，面对困难与问题，忧伤也许是人的本能，微笑面对才是一种能

力。2021年1月推荐的生活类好书，“治愈”是一个主题。《对白：让我们和更好的

你聊聊》《海龟先生的心理疗愈：用寓言故事治愈心灵》《幸福婚姻心理学》都是帮

助读者从一个全新视角观察自我，在解决问题中学会成长，学会爱，终修炼成一

个完整、独立、有力量的自己。而科普类好书，也着意在用有趣的方式带读者去

探索植物的世界、微观的世界，不一样的视角或许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万

事万物的看法。

真正的救赎，是在苦难之后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以艺术之名，向

生活致意；而教育，是要相信爱的力量，相信种子默默生长的力量。

艺术类（5种）

《罗马世界的艺术与考古》[英]马克·
D·富勒顿著 郭佳好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2020年11月版/228.00元

ISBN：9787568064231

推荐理由：艺术与考古是通往古代罗

马世界的良好途径。该书不仅探讨了古罗

马城内的陶器、铸币、雕塑、壁画、建筑等不

同的艺术门类，还列举了以地中海盆地为

核心，辐射北非、小亚细亚半岛的帝国行省

中的物质文化遗产。全书试图解读古罗马

人如何从伊特鲁里亚艺术、古希腊艺术、甚

至古埃及艺术中汲取精华，使之与政治、军

事、宗教、世俗生活紧密相连，形成独树一

帜的罗马艺术。

《舞台言语：训练与创作》[俄罗斯]尤

里·瓦西里耶夫著 徐卫宏、徐诚康译/中国

戏剧出版社2020年11月版/138.00元

ISBN：9787104050483

推荐理由：尤里·瓦西里耶夫是俄罗斯

功勋艺术家，是对完善话剧演员嗓音、语言

和运动功能的生理感觉刺激方法的原创

者。在对表演艺术的系统理解的基础上，他

创建了一种舞台语言表现力与技巧的独特

训练方法。戏剧院校的台词课要求既要自

然、口语化，也要有表现力，而良好的声音共

鸣恰恰是加强言语表现力的不可或缺的要

素。他重视音质、音响等的共鸣程度，该书

是适用于戏剧艺术表演专业台词课的基础

训练教材，蕴含了丰富的戏剧观与表演观。

《书法课》林曦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2020年12月版/128.00元

ISBN：9787530221037

推荐理由：书画家林曦给零基础读者

的书法课。她从自己十年来面向零基础成

年人的教学经验出发，并凝聚其多年来对

于书法的认识和思考，教热爱传统文化的

读者用写字的方式，聆听和欣赏这个世

界。该书全面呈现了学习书法的方法，将

“心手相应，知行合一”的理念贯穿于始终，

引领读者从文化与艺术的角度重新认识书

法，将学习、思考、欣赏彼此结合。它以中

国传统文化为根基，通过技艺的修习，帮助

我们形成新的视角，亲近传统文化，感受艺

术之美，通过学习和实践和所得滋养自我

与当下的生活。

《谷建芬创作歌曲精选》谷建芬著/上

海音乐出版社2021年1月版/138.00元

ISBN：7274743064306

推荐理由：作曲家谷建芬被誉为“改革

开放后最重要的通俗音乐创作者”，她的创

作推动了大众音乐发展，并在逾古稀之年，

为孩子们写歌。该书共收录谷建芬创作的

127首作品，时间跨度从1970年代至今，既

有伴随几代人成长的《歌声与微笑》《那就

是我》《思念》等，又有家喻户晓、久唱不衰

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烛光里的妈

妈》《绿叶对根的情意》《滚滚长江东逝水》

等，堪称中国人的集体回忆。书中清晰地

展现了谷建芬音乐创作的发展轨迹，除了

作品，还收录了她在生活、工作中的珍贵历

史照片及艺术成就大事记。该书附有配套

音响及扫码听，除书中所选的 127 首作品

外，还可听到由谷建芬演唱的13首作品。

《奉俊昊的全部瞬间：从〈寄生虫〉到

〈绑架门口狗〉》[韩]李东振著 春喜译/中信

出版集团2021年1月版/68.00元

ISBN：9787521723083

推荐理由：一本电影学习参考书。韩

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作品解读，由韩国资

深影评人李东振带来，从奥斯卡最佳影片

《寄生虫》到处女作《绑架门口狗》。这本书

几乎囊括了奥斯卡“四冠王”奉俊昊的所有

作品。涵盖电影分场解说、导演及主创人

员一手幕后贴身采访、电影艺术技巧及导

演风格解析和选角思维、对白铺陈与即兴

创作的灵感来源，另外独家收录作者年谱

小传及作品介绍。封面采用韩国插画师创

作的集结奉俊昊导演7部作品主人公形象

的插画。

教育类（5种）

《镜子的寓意——网络社会与教育变

革》谢维和著/教育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版/28.00元

ISBN：9787519124120

推荐理由：信息社会中，信息技术重塑

着人的交往方式，也在重塑着人的自我认同

方式。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信息社会的技

术层面，也要关注如何在信息社会中为青少

年构建适当的成长环境。教育的重要责任

就是力求打造一面明亮光洁的镜子，引导他

们从中去认识自己，实现自我认同。这就是

网络社会中教育变革的重要任务。

《走出大漠的女孩》陈美丽著/大象出

版社2021年1月版/29.00元

ISBN：9787571107406

推荐理由：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

教育在脱贫攻坚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

作用，是拔掉穷根、稳定脱贫的前提。故事

发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最高山丘罕

台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作者以一个教育者

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个库布齐沙漠女孩

的成长奇迹，笔触细腻，平实感人。

《教育的承诺：英格兰成功学校实录》

[英]巴纳比·列侬著 曹文、范晓虹译/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68.00元

ISBN：9787576007312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是英国私校委员

会主席，在办学和参与政策制定方面有丰

富扎实的经历，他从学校课程、考试体系和

社会流动性等角度，全面介绍了英国的教

育体系，讲述英格兰卓越学校的成长方式，

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反思全球教育，

反思中国教育，反思家庭教育。

《长不大的父母》[日]加藤谛三著 许源

源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

49.80元/ISBN：9787115555083

推荐理由：童年时没有被爱过的人，即

便长大，身上还是会残留着想任性撒娇、为

所欲为的欲望，说白了，其内心依旧是一个

爱撒娇、缺乏责任感且依赖心极强的小

孩。他们成年后会时常感觉到被拒绝、被

排斥、空虚，以及自卑，在成为家长后，还会

将自己的幼儿式愿望投射到亲子关系中，

向孩子表达出依赖、强迫、操控、隐形虐待、

施恩图报等行为。这是一本终止家庭创伤

的疗愈手册。作者用丰富的真实案例深入

分析了“长不大的父母”的形成原因和心理

构造，并提出了终结这一恶性循环的有效

建议。该书将帮助童年受伤的人：认清自

己生活痛苦的源头，发现自己真实的想法

和感受，重建自己的性格、关系和生活，学

会做更成熟的家长，不再把伤害传递下去。

《培养孩子就是培养大脑》[日]成田奈

绪子著 七月译/哈尔滨出版社2021年2月

版/38.00元

ISBN：9787548455776

推荐理由：穿衣吃饭就是最好的家庭

教育。该书作者是日本文教大学教育学系

特殊教育学教授，也是小儿科专科医生。

他认为，培养孩子，就是“培育孩子的身体

和心灵”，他把大脑的发育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身体脑”（0~5岁）、“思考脑”（6~14

岁）和“心灵脑”（9~18岁）。在这些孩子成

长中的关键阶段，只需要按照正常的方式

生活就可以。用最简单通俗的话语讲，就

是“好好睡觉”“好好吃饭”。他让家长回到

生活本身，从源头上去支持孩子的成长，也

让家长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所在。

《春风故事》：东北老工业区如何改革自救？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一部基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背景的现实题材

佳作《春风故事》日前出版。该书讲述老国企如何改革自救，产业工人如何应对变

革、顺应时代、谋求发展，涅槃重生。作家以平实的语言勾勒出东北老工业基地改

革的恢宏画面，以小人物侧写大时代，成功表现了改革过程中新一代产业工人，积

极谋求发展创新的信心和决心，也展现了东北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夜 雨）

《春风故事》赵杨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3月版/82.00元

《郭论：江湖》：郭德纲煮酒论史说江湖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郭德纲携新作《江湖》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郭德

纲百万畅销书“郭论”系列的第3册，由喜马拉雅FM与博集天卷联合出品，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发行。从无人问津的草根艺人到相声界的中兴之主，郭德纲来自江湖，

也成于江湖。《江湖》汇集了郭德纲为人处世和思维模式的精髓，他点评历朝历代风

流人物，从王侯将相到贩夫走卒，将人性深处的光明与晦暗娓娓道来。 （雨）

《郭论：江湖》郭德纲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版/5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