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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品牌化布局，
广西科技社发布“知了”品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21 年 3 月 31 日，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
正式发布旗下图书品牌——
“知了”。
“知了”以鸣蝉喻指行业新声，同时亦含知道、了解之
意，旨在以新锐的品牌形象，新潮的选题方向，新颖的策划和运营思路，推出具有独特性、
趣味性和开创性的优质出版物，
致力于传播科学经典，
弘扬科学精神，
助力科学中国。
据悉，
“知了”
品牌已形成三个产品系列：
一是以
“赛思前沿”
“猛犸译丛”
“巴别文丛”
为
代表的科学经典系列，如《最后与最初的人——临近与遥远未来的故事》等；二是以“知物

生 活 科 普 类（10 种）

16 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蒙田曾说，人类的学问中最难又最重要的一门就是儿童
己的理解：接纳、尊重、理解、信任、包容，以及永不放弃自我地成长，并在相互映照
成长中获得力量继续向前……在育儿焦虑的时代，我们认为家长要用理性和清晰
的教育观念来化解焦虑。此外，3 月月览艺术类图书，亦琳琅满目，各有千秋。

好的教育如万有引力一样存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任志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生活类（5 种）

科普类（5 种）

《从不会说话到演讲高手》北北著/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49.00 元
ISBN：
9787301318249
推荐理由：
奋斗在职场，
不论是作为员工
还是作为领导者，
表达自己的想法、
与他人有
效地沟通以及通过演讲展示自己，都是必要
且重要的。有些人不喜欢说话，与他人交流
时会紧张和恐惧；
有些人急于表达自己，
却因
为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而无从下手，这些都
是不会说话的表现。作者解锁了演讲高手的
21 种必备技能，告诉我们如何演讲，如何掌
控每一个沟通瞬间，
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
甚
至改变我们的命运。

《灿烂星河：中国古代星图》李亮著/
科学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88.00 元
ISBN：
9787030673855
推荐理由：
作为重要的天文资料，
中
国古代星图历史悠久、
种类众多、
绘制精
美，是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一项重要成
就，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该书
共介绍了中国古星图，以及受到中国星
官体系影响的韩国和日本星图，共计一
百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首次披露的
新材料。通过这些源自古籍、
档案、
文物
或最新考古发现的资料，让读者能够领
略古人如何认识和理解星空，以及了解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代独特的星图
和星官文化。

《努力的意义：
积极的自我理论》[美]卡罗
尔·德韦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59.90 元
ISBN：
9787300284583
推荐理由：该书汇集了作者 30 余年自我
理论研究之精华，提出了真正实现个体自身
价值的核心因素，并给出了可操作性的教育
建议。作者认为有两种持不同自我理论的
人：实体论者和增长论者。实体论者的自我
理论中仅包含内在的、固定的、静止的自我
和世界，增长论者的自我理论则指向一个动
态的自我和世界。受实体论与表现目标支
配的人，需要一次又一次逃避风险，以维持
良好的自我形象；而受增长论与学习目标驱
动的人则会逐渐积累各种有益的知识与技
能，
不管努力的结果如何，
始终持有坚定的信
念与热情。

《树的故事》[英]理查德·梅比著/长
江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28.00 元
ISBN：
9787570216475
推荐理由：
该书延续了理查德·梅比
一贯的轻灵自如 的 写 作 方 式 ，探 讨 了
人、自然、历史之间的微妙关系。作者
从山毛榉写起，讲述了树的历史，以及
与之相关的风信子、兰花、菌类、鹿、獾
等生物的故事。树在工业时代是被疯
狂掠夺的自然资源，在近代却变成了帮
助人类抵御全球变暖的忠实伙伴，作者
通过人类在不同年代对树的不同定位，
揭示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自然史和
社会史的变迁。

艺术类（5 种）

《理想在潮头》陈昕著/世纪文景·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59.00 元
ISBN：
9787208168336
推荐理由：以理想站在潮头，用行动乘
风破浪。从小编辑到大出版家，这本书讲
述了一个不可复刻的时代故事，又是一本
实用而不失情怀的职业指南。这就是资深
出版人陈昕写给青年编辑的热忱小书。他
在书中回顾了自己出版事业的重要时刻，
也将自己多年的思考总结下来，谈出版、谈
编辑、谈策划、谈管理、谈未来。读者从中
不仅可以看见一个青年人从刚入行做一线
编辑到成长为出版家的历程，也可以看到
一个在内容产业从业 40 年、以出版特有的
方式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人，对做
内容的理解和思考。

《缪斯之艺：泛美学研究》[美]丹尼
尔·奥尔布赖特著 徐长生、杨贤宗等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69.00 元
ISBN：
9787305236556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是美国现代主
义和比较艺术研究领域的学者，他聚焦
文学、绘画和音乐三门主导性艺术，从
哲 学 的 高 度 直 击 艺 术 的 核 心 问 题 ：艺
术 是“ 一 ”还 是“ 多 ”，即 艺 术 的 统 一 性
和多样性的问题。他在书中探讨了艺
术的特殊性，在各自的差异性中，将艺
术之间的相互转换和最终的统一性加
以细致论证。

《蒙以养正：
哲学与青年教育》曹聪著/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45.00 元
ISBN：
9787576012361
推荐理由：书名“蒙以养正”源于中国
典籍《周易》，
“ 蒙以养正，圣功也”，字面意
思即：启蒙、发蒙或曰“教育”，其目的首先
是培养人的德性（养一种浩然正气），重在
“树人”。该书从中国典籍《周易》蒙卦起
笔，聚焦教育问题。蒙乃自然之萌发，所谓
“物生必蒙”，教育必须由发蒙者与蒙者共
同完成。全书梳理了西方思想关于哲学和
正义、教育与启蒙、个人幸福与共同福祉的
重要争论与回响，旨在为当今中国社会型
塑青年灵魂的高贵品质提供镜鉴。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丘成
桐 [美]史蒂夫·纳迪斯著 夏木清译/译林
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68.00 元
ISBN：
9787544785327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了丘成桐从中
国乡村的贫穷少年成长为举世闻名的科
学家的励志故事。他的故事就是展示中
国的一个窗口。通过他，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正努
力与现代科学结合在一起，并终将重塑
世界科技的秩序。
《章鱼的心灵》
［澳］彼得·戈弗雷史密斯著 黄颖译/九州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60.00 元
ISBN：
9787510897870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视角多维的自
然志和哲学分析笔记。作者作为一名哲
学家，
跳离扶手椅中的空想推论，
一跃潜
入海面之下，以人类的心灵，观察、跟踪
和理解章鱼、
乌贼等他者的心灵，
让文字
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无缝切换。从潜水爱
好到学术研究，
从专业探索到社会关怀，
作者的写作和思考并不止步于满足自己
的好奇心和研究旨趣。作者在书中还为我
们展示了海洋环境变迁的一角历史，
他本
人同时积极投身澳大利亚本土的生物多
样性与海洋保护行动，
并把这本书题献给
每一个保护海洋的人。该书还曾入围
2017 年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终选。
《中国鸟类观察手册》刘阳、陈水华
主编/湖南科技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
128.00 元
ISBN：
9787571008741
推荐理由：该书是中国首部有鸟鸣
声、全手绘的原创观鸟图鉴。14 位中国
学术和观鸟水平俱佳的专家学者、21 位
中国高水平自然艺术手绘师，中国国家
地理·图书团队近 10 年积累，带读者细
数中国鸟类“家底”，享受观鸟的乐趣和
成就感。

教育类（5 种）

《我们现在如何做父母》蔡朝阳著/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42.80 元
ISBN：
9787552033700
推荐理由：父母的焦虑会毁掉孩子的
未来。在人人“鸡”娃、教育内卷的时代，父
母更需要长远的目光。该书收录教育学者
蔡朝阳的 42 篇教育随笔，通过深入解读容
易引发家长焦虑的热点问题，以教育工作
者和父亲的双重身份，给出了他对当下教
育的独特理解，帮助每一位家长找到为人
父母的方法。他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需要有前瞻性，需要符合孩子成长的规律，
需要真正以孩子的成长为目的。最终，教
育应当唤起孩子的“原力”，使他们能够充
分施展自己的生命潜能。

《高中语文专题教学理论与实践——
以鲁迅小说整本书研读为中心》李煜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68.00 元
ISBN：
9787519125189
推荐理由：
作者秉持因材施教、
教学相长
的教学观，
以鲁迅小说整本书研读为中心，
在
持续的计划、
行动、
反思、
改进中建构和探索
高中语文专题教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
径，为破解语文教学中束缚学生发展的现
实问题、深化核心素养取向的课程改革提
供了鲜活的本土经验和丰富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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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的万象》[英]海伦·阿尔尼、史蒂
夫·莫尔德著/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3 月
版/68.00 元
ISBN：
9787568922531
推荐理由：该书让我们了解生活中常见
的科学现象，带我们走上一条笑料横生的实
验之旅。视而不见的科学就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
阅读该书你会发现科学本身就很好笑，
既严肃，
又诙谐，
令人惊叹，
令人哑然。

系列”
“知古系列”
为代表的原创科普系列，
如《坛鸟岁时记》等；
三是以
“中国传统博物学研
究文丛”
“知史系列”为代表的传统博物系列，如《草木花实敷——明代植物图像寻芳》等。
此外，
《字母杀手俱乐部》等 7 种品牌新书与读者见面。
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何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张
柏春，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卢培钊，中国科学院自然
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罗桂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敏娴、
副社长萨宣敏，青年作家、记者王自堃，青年作家黎幺出席了此次品牌发布会暨新书分
享会。
（夜 雨）

教育，时至今日，这依然是真知灼见。如何成为一个好父母，每个成年人都会有自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阅尽千帆后才能看清人生。3 月生活类好书特别推荐
《别想太多啦：在复杂的世界里，做一个简单的人》一书，作者告诉我们，很多时
候，
别人其实没那么在意你，
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们庸人自扰，
想得太多，
才内心充
满担忧，累积成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读一读《树的故事》，看一看《灿烂星河》，
了解一下《章鱼的心灵》，
融入大自然，
听听鸟的鸣叫，
拥有自我疗愈的力量，
才能
让你不为难自己，
不苛责别人，
活出自己的欢喜人生。

《别想太多啦：在复杂的世界里，做一个
简单的人》[日]名取芳彦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49.90 元
ISBN：
9787201168470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在日本畅销 40 万册
的情绪疗愈指南。日本超人气禅师名取芳
彦，
对日常生活中的烦恼，
进行身临其境的分
析，
通过 104 个安心小练习，
放不下的事都能放
下，
赶走负面情绪，
拥有好好生活的力量。你
太在乎，
别人才有了伤害你的能力，
所有的烦
恼都来源于想太多。把人生调成静音模式，
让
自己开心起来，找回人生的主动权。不苛求
自己，
也别要求别人，
活出自己喜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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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儿童教育 绘画 音乐

自我 疗愈 自然

《活在标签之外》井曼著/浙江大学出版
社 2021 年 1 月版/38.00 元
ISBN：
9787308203395
推荐理由：
“要在合适的年纪做合适的事
情”
“ 要学会平衡职场和家庭”
“ 要成为贤内
助”
“ 要做一个无私的母亲”……你一定对这
些话语不陌生，
它们如同一张张标签，
贴在我
们的脑门、胸前、背后。然而，每个人的自我
都是无限的，
标签是来自外界的标准化期待，
它们代表外界对个人的要求，却可能遮蔽掉
标签之下的那部分真实自我。作者井曼认为
“被标签”的自我以外，人们依然有很多被叫
作禀赋、资质、潜能的东西没有被识别出来。
面对某些有失公允的要求、
戏谑的玩笑，
如果
你也在经历——不要怕，也不用感到抱歉。
从探索自我、
与自我相处开始，
尝试活在标签
之外。

月览

教 育 艺 术 类（10 种）

自我疗愈活出欢喜人生
关键词

本版编辑：任志茜 郑杨
E-mail：179376479@qq.com
排版：艾林

《你好，
小孩：
善意养育指南》李小萌著/
新世纪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128.00 元
ISBN：
9787558328435
推荐理由：央视前主持人李小萌转型
教育领域后的首部作品，
她引用国内外教育
学著作，
结合自己调研的大量实际案例以及
在育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探讨中国千万家
庭关注的学习、
亲子、
隔辈养育、
儿童友好社
会等等问题，
全方位呈现儿童
“善意养育”
方
案，
直击父母们养育痛点。从
“家长式管教”
到
“合作式养育”
，
她在书中将关注点重新聚
焦到孩子身上：
只有包括父母在内的整个社
会，
都将
“对儿童友好”
作为核心认知和教育
规范，
才能让儿童的精神独立和天赋自由成
为可能，也才能让每个生命焕发出自身的
无限活力。

《放 饭 集》大 院 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98.00 元
ISBN：
9787532960736
推 荐 理 由 ：灵 魂 画 手 大 院 在《放 饭
集》中营造了一个水墨的江湖。该书从
大院自 2012 年起近 10 年的水墨画作中，
精选了 300 多张小品，记录了他这些年
的心路历程和灵感火花，可以称之为这
个时代的《世说新语》。书名“放饭”，
《孟
子》云“放饭流歠”，意为大口吃饭、大口
喝汤。戏班剧组里常以此为发放餐食之
意，在《喜剧之王》里，尹天仇因演技烂被
达叔饰演的卧底看不起，说他不配吃盒
饭。大院认为，对待人生的戏，我们需要
精进演技，才对得起领到的盒饭。
“放饭”
不仅是他对人生的自我调侃，也符合对
画中人生百态故事的描写。
《若到江南赶上春》吴浩然著/浙江人
民美术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38.00 元
ISBN：
9787534085093
推荐理由：该书分为“春风十里”
“烟
雨千家”
“人间万象”三个篇章，是吴浩然
写给江南的一首诗。笔触简明，勾勒出
江南的亭院春余、红薇过夏、垂虹秋色、
雪压冬云。调动观者的听觉、触觉和嗅
觉，一起看向晚的山林，行乐的烟火以及
人间的柔情。他继承丰子恺漫画遗韵，
创新融入当代色彩和味道，画面充满童
趣与禅意，以真正的美跨越国界线，超越
语言，
也穿越时间。
《巨流：大时代的弄潮儿》季艺著/北
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 年 3 月版/68.00 元
ISBN：
9787559646750
推荐理由：
《人物》杂志前副主编季
艺首部作品，
选取中国文艺界的 8 位代表
人物故事进行讲述，他们是：汪峰、郎朗、
苏芒、郭培、李冰冰、吴亦凡、郑晓龙、曾
梵志。他们准确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
在各自的领域开风气之先。作者通过扎
实、深度的采写，讲述浪潮之巅的名利与
尊严，
揭示人物背后的时代真相。
《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领略音乐的艺
术？
》钱浩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5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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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钱浩，清华大学哲学系硕
士、中文系博士，致力于音乐美学和文艺
理论研究。这是一本全新视野的赏乐理
论，也是一部音乐欣赏入门书，帮助赏乐
者抓住古典音乐的实质，认识其价值所
在。全书分为以下三部分：第一章讨论
“自然的音乐”
与
“艺术的音乐”
之分野，
从
时间纵轴上探讨音乐艺术的发端，特别
是音乐艺术的精确性问题；第二章是从
空间关系上进一步阐述“歌式音乐观”的
诸多表现，以及这种观念或习惯对音乐
鉴赏力的制约；第三章侧重分析了古典
音乐在形式上的体系性，以及一些具体
的欣赏要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