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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鹊窝》以小见大，讲述生命故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月1日，由青岛出版社主办的《喜鹊窝》新书首发暨赏读会在北京

维景国际大酒店举办。《喜鹊窝》是由资深出版人海飞、知名绘本画家杨鹁联袂创作的原创绘

本，围绕它的现实意义和出版价值，以及我国原创图画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张明舟、秦文君、

张炜、陈晖、阿甲、王立军、张克文、李东华、林丹、刘海栖等嘉宾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各自的观

点。海飞、杨鹁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创作过程和感悟。青岛出版社副总编辑刘蕾主持了研讨会。

《喜鹊窝》构思巧妙，以小见大，以孩子感兴趣的喜鹊窝为切入口，讲述了一个生命教育的

大故事。在研讨会上，海飞深情回顾了自己25年的大漠生活经历，并表示人类和大自然的斗

争是永恒的，只有敬畏大自然，才能敬畏生命，《喜鹊窝》是海飞讲给孩子的生命故事。

图画书具有一种隐藏的艺术，晓童书总编辑刘蕾在赏读会现场，为大家讲述了《喜鹊

窝》里编辑和画家精心设置的一个个小“机关”，有大漠特有的小动物，有将人与喜鹊家园

温情联结的红绳等等，这些都等待小读者去寻找，体会发现的乐趣。她说，晓童书自 2018

年6月成立以来，共出版图书110种，其中原创图画书8种，随着童书大时代的到来，随着作

家、画家队伍的壮大，图画书编辑的成长、成熟，以及阅读推广人的共同努力，中国原创图

画书，未来可期。 （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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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自己童年的时光吗？ 3月好书推荐阅读的“童年中国书系”是冰心

奖获奖作家们对自己童年往事的集体回忆。作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他（她）们把珍藏在心底的、挚爱的宝贵经历奉献出来，用至善、至美、至爱的书写

走进孩子心里。阅读之后，你会发现小时候的趣事让很多作家难以忘怀，孩子们

的童年需要的是欢快和乐趣。3月书单中《大耳狐出逃记》《原来宋朝这么有趣日

常不寻常》《读首童谣再长大》《小亮老师的博物课》都是力求用孩子喜闻乐见的形

式让他们在欢乐中学到知识。一个有趣的童年对孩子的一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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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狐出逃记》周敏著/中国少年

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2021 年 1 月版/

39.80元

ISBN：9787514865875

推荐理由：作品的主题比较深刻，

该书通过一只从动物园出逃的大耳狐

艰难返回自己故乡的故事，提醒读者

要爱护动物、守护家园。作品非常好

地把握了童话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关

系，整部作品充满了童话的想象力和

戏剧性，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了不起的思维力》[韩]李贤淑等

著 [韩]孙慧兰等绘 金京锋译/海豚传

媒策划、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

3月版/398.00元

ISBN：9787558619397

推荐理由：这是一套针对3~6岁孩

子的思维力培养绘本，由韩国幼儿教

育博士金昌福教授主编审定，韩国儿

童文学作家李贤淑领衔编写，博洛尼

亚儿童图书展的年度插画师孙慧兰领

衔绘制。这是一套画面、文字、内容都

很优秀的功能性绘本，能够带孩子走

进思维的世界，让孩子拥有思维力，获

得未来核心竞争力。该书将思维技巧

与孩子的日常生活场景结合，通过故

事轻松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

《风山的狼》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2021

年3月版/28.00元

ISBN：9787501616787

推荐理由：书中讲述了一个一狼

一犬由相识到相伴，最终又回归各自

生活轨迹的故事。故事充满异质色

彩，新鲜而有趣，对孩子有着神秘的吸

引力。在生动曲折的故事中，还有很

多关于动植物的小知识，为孩子展现

了一个丰富、立体的草原生态。诗意

优美的语言，能够丰富孩子的词汇

量。有文学质感的故事，对景物细腻

生动的描写，带孩子开启情感之门，教

他们学会观察生活，发现生活中的美，

感受生命的瑰丽和坚韧。

《我是蝌蚪吗？》［日］田岛征三著

彭懿译/青岛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

48.00元

ISBN：9787555230007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的是一只误

以为自己是蝌蚪的鲶鱼的故事。他跟

身边的蝌蚪伙伴们一起欢笑打闹，快

乐成长，但是伙伴们都变成青蛙离开

了池塘，他却连一只脚都没长出来，只

长出了两根奇怪的胡须，孤零零地留

在池塘里。在与水螳螂和大龙虾等池

塘中的生物战斗后，他终于知道了自

己并不是蝌蚪。作者田岛征三以极其

轻松的叙事和绘画方式，讲述了“认识

自己”这一永恒的哲学命题，轻松幽

默，令人喷饭却又余味无穷。

《原来宋朝这么有趣日常不寻常》

吴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

月版/49.80元

推荐理由：该系列图书是“中国好

书”作者、宋史研究者吴钩先生专为孩

子们创作的宋朝历史书。作者从宋画

入手，结合文献记载，参考现有的研究

成果，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活色生香的

宋朝。该系列图书堪称宋朝的“纪录

片”，读者通过阅读，可收获历史知识，

领悟传统文化，掌握历史学分析的方

法。此外，读者还能走进宋朝人的生

活中，深度体会宋朝的开放、前卫及对

后世深远的影响。

《读首童谣再长大》方卫平选评 哈里

牙、二冬绘/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

3月版/168.00元

ISBN：9787559720320

推荐理由：该书精选民间传统童谣及

创作儿歌200首，集结成8个分册，共30单

元，与教育部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和大

人一起读”“读读童谣和儿歌”板块匹配。

书中囊括了中国当代童谣、儿歌的精品和

代表作，既有民间经典，又有名家名作。

方卫平教授或以题材归置，或以体裁汇

集，将以上童谣分辑并配以详细精当的点

评，其选篇、分辑与点评的思路与深度都

令人赞叹。该书对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

和文学感觉都大有裨益。

《小亮老师的博物课》张辰亮著/天地

出版社2021年3月版/238.00元

ISBN：9787545553796

推荐理由：该书是“博物君”张辰亮专

为 5~12 岁的小读者们创作的一套科普读

物。他用通俗、有趣的讲述让科普知识变

得无比生动，让阅读变得充满乐趣和温

度。文中不时加入的人与自然的相处方

法，更凸显了这一堂堂“博物课”于普及科

学知识之外的教育意义。书中大量细腻

而精美的手绘插图，让大小读者在小亮老

师的带领下，探索真正的大自然，同时养

成认真看书、独立思考、善于野外观察的

好习惯，成为一名大自然的热爱者、研究

者和保护者。

《因为是男孩，更要补上这一课》穆莉

萍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3月

版/45.00元

ISBN：9787568292467

推荐理由：该书运用法学和心理学知

识，不仅帮助父母走出尴尬和误区，向儿

子传授科学的性知识、传达正确的性理

念，更唤醒儿子性别平等意识、身体自主

权意识，让男孩建立并维持健康的人际关

系，同时懂得保护自己。

《奇妙的中国植物》顾有容、陈超群、

陈惊鸿著 李赞谦绘/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1年3月版/120.00元

ISBN：9787556098781

推荐理由：这是一套历时 3 年打造的

精品原创植物科普绘本，全书紧紧围绕

“奇妙”之核心，以清新易懂、专业而不失

人文色彩的生动语言，精准写实且极富艺

术感染力的 600 多张高清手绘图，再现了

森林、湿地、荒漠、草原、高山五大生态环

境下200种特色中国植物的有趣故事和精

彩风貌。该书分类科学系统，文图经纬辉

映，基于科学的生态保护理念，为读者大

略构建出有关中华植物的魅力分布图，具

备浓厚的科学性、艺术性和趣味性，值得

反复品读，是认知、了解和欣赏中国植物

的“入门级宝典”。

“童年中国书系”（第三辑）安武林、孙

卫卫等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4

月版/25.00元（册）

ISBN：9787559536778

推荐理由：该书系是一套向冰心先

生致敬之书，是与冰心先生儿童文学美

文一脉相承的风格之书，又是冰心奖获

奖作家们的名片之书。给孩子们讲述过

去和正在发生着的中国故事，传递中国

梦想、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让该书系具

有中国儿童文学坐标和体现童年之味的

独特价值，更可提升孩子们的文学素养和

写作技巧。

关键词 回忆 童年 有趣

给孩子一个有趣的童年

发展绿色经济才能“点亮”未来

关键词 绿色 经济 未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未来 10 年，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将会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议题。3月财经好

书重点关注比尔·盖茨的新书《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他提出，到 21 世纪中叶，气

候变化可能变得跟新冠肺炎一样致命。而到 2100 年，它的致命性可能会达到该流行

病的 5 倍。因为现代生活中的每项活动几乎都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如果不做任何改

变，那么气候将持续恶化，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极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厉以宁主编《中

国道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书中也谈到生态环境保护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途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经济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巨大机遇。

《中国道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厉以

宁主编/商务印书馆 2021 年 1 月版/

78.00元

ISBN：9787100192422

推荐理由：高质量发展是中共十九

大提出的新表述。该书为中国道路系列

图书之一，由经济学泰斗厉以宁牵头并

担任主编，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高质

量发展这一新的理念进行了比较权威

的解读。其中，理论篇主要从宏观理论

层面、政策制定层面针对高质量发展的

各方面问题进行了阐述。实践篇主要

聚集于具体的行业和地区层面在实现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需要注意应对的

问题展开论述。

《目标引擎》江竹兵著/中华工商联

合出版社2021年1月版/59.90元

ISBN：9787515829074

推荐理由：目标引擎，是指制定目标

后，由目标本身而引发的驱动力。这种驱

动力既是由目标达成后的愉悦而产生的

拉力，也是由达不成目标而产生的痛苦

与压力，是内在和外在的混合力构成。

该书回答了制定目标的本质是什么，如

何制定目标，尤其是重新定位后目标制

定的思考。作者认为，目标分解的实质，

是责权利的进一步完善。该书还讲述了

目标落地与执行追踪所引发的思考。

《外贸创业1.0——SOHO轻资产创

业》毅冰著/中国海关出版社2021年2月

版/59.00元

ISBN：9787517504900

推荐理由：SOHO是许多外贸人的

梦想，但有人望而却步，错失机会；有人

有勇无谋，以失败告终，该书客观呈现

SOHO的职业特点、创业难点，挖掘自己

专属的生意模式, 帮助读者开启轻资产

创业。作者独创了“懒人大法”，分享初

创企业工具百宝箱，系统梳理销售渠

道，让你的SOHO创业游刃有余。

《知识社会》[美]彼得·德鲁克著/机

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3月版/69.00元

ISBN：9787111672418

推荐理由：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

在这本书中指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知

识社会。知识社会以知识经济为主体，

强调借由知识的不断创新、累积、应用与

分化，促进产业进步，引导个人、组织和

社会的成长与发展。在知识社会中，知

识资本成为企业重要的资源,受过良好

教育的人成为社会的主流，财富的累积、

经济的增长、个人的发展，均以知识为基

础。该书分别探索与分析了我们如何从

一个基于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社会，转

向一个以知识作为主要资源、以组织作

为核心结构的社会,详细说明了知识经

济的时代特征。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美]比尔·盖
茨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1 年 3 月版/

58.00元

ISBN：9787521728330

推荐理由：比尔·盖茨花了十年时间

调研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在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政治学和经济

学等领域的专家的支持下，他专注于探

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在书

中，比尔·盖茨分析了零排放面临的挑

战，可使用的技术工具以及我们需要的

技术突破，并提供了一套涵盖广泛但每

一步都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直面中美贸易冲突》东艳、徐奇渊

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3月

版/79.00元

ISBN：9787520377959

推荐理由：中美贸易摩擦已历时近

三年，该书认为传统贸易冲突领域对应

的关税战出现了暂时的缓和迹象，在产

业政策、国有企业等问题上的共识仍然

有待磨合，而在技术领域的冲突仍在延

续。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得

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进一

步上升。在此背景下，该书提出中国应

明确自身核心利益，直面冲突、坚持深化

改革开放，尤其应以制度协调和制度开

放进行应对。

《货币:健全与非健全》[美]约瑟夫·
萨勒诺著 安佳、张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3月版/135.00元

ISBN：9787208169012

推荐理由：该书厘清了奥地利学派

的货币理论，对从门格尔以来，经过米

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发展的货币理

论做了条分缕析，并对奥地利学派的货

币理论与其他货币理论的相同和区别

也作了详细的分析，通过分析实例阐述

各种货币理论的优势与缺陷。该书的

主要目的就是为健全货币理论以及最

终恢复一个自由和不受阻碍的货币市

场做出贡献。

《财富、商业与哲学：伟大思想家和

商业伦理》[美]尤金希思、[美]拜伦·卡尔

迪斯编 宋良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年3月版/98.00元

ISBN：9787308200493

推荐理由：该书对在商业社会讨论

道德哲学的奠基性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

全面的解读，探讨了工资、环境破坏等在

内的商业伦理重要问题，在现代社会仍

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该书致力于跨越这

一鸿沟。

《机会均等》[美]约翰·E·罗默著 孙

梁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1年3月

版/45.00元

ISBN：9787564236670

推荐理由：该书是当代西方著名的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E.罗

默的新作。近些年来，他由新马克思主

义转向社会选择理论和社会公平问题研

究，不断有见解深邃的专著出版，很多人

预计将来他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该书

探讨的话题是当今中国亟需弄清的重大

理论问题，对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演变

和改革，以及对法律的制定和政策设计，

都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催化：让一切加速改变》[美]乔纳·
伯杰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年4月版/

59.00元

推荐理由：该书是继畅销书《疯传：

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

侵》之后的又一力作。每个人都有自己

想要改变的事物。丈夫想改变妻子，父

母想改变孩子，销售人员想改变顾客，员

工想改变老板，我们常常劝说、施压、推

动，但都无济于事。该书通过科学研究

和案例分析告诉我们如何消除阻碍改变

的五大障碍，化解人们的心理抗拒，减轻

禀赋效应。不管你想改变一个人、一个

组织，还是整个行业的运营方式，甚至整

个社会，该书都会教你如何成为催生改

变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