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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孩子玩艺术》顾菁著/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21年3月版/49.80元（全2册）

ISBN：9787576008241

推荐理由：该书精选了真实的18个亲

子艺术启蒙教育的故事，提炼出了若干简

明有效的亲子艺术启蒙与交流的方法，让

读者可以借别人家的“套路”养自己的娃。

《给孩子讲〈民法典〉》雷建威、李文胜

编著 徐徐向上绘/新世纪出版社2021年3

月版/25.00元/ISBN：9787558325175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专为青少年解读

《民法典》的普法读物，通过具体化的案例，

以问答形式深入浅出地解读法律知识，让

孩子们从小知法、懂法、守法。

《喜鹊窝》海飞著/青岛出版社 2021年

3月版/48.00元/ISBN：9787555293361

推荐理由：作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

风沙漫天的大西北，讲述了一个“沙进人

退、人进沙退”的动人故事。该书是一首唱

给自然和人性的优美赞歌。

“猫头鹰王国系列”[美]凯瑟琳·拉丝基

著 马爱农等译/接力出版社2021年4 月版/

420.00元/ISBN：9787544870276

推荐理由：该系列是作家潜心十年研

究猫头鹰习性后创作的重要奇幻巨著，给

孩子丰厚的文学滋养和生命的阳刚之气，

为孩子的成长倾注活力。

“童心向党·百年辉煌书系”李东华等

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4月

版/39.8元/册（共16册）

ISBN：9787558413971

推荐理由：该书系以绘本的形式呈现

红孩子、小英雄、好少年敢于战斗、勇于担

当、富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念的感人故事，

书写属于儿童的当代史诗。

《我的第一套思维力游戏书》（全12册）

[德]艾娃·迪克斯等著 [德]迪尔克·亨尼西 、

莱蒙德·弗莱绘 刘景姝译/海豚传媒策划、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1 年 4 月版/

228.00元/ISBN：9787556012220

推荐理由：该书源自德国经典科普品

牌，多种益智游戏，助力孩子科学素质和综

合能力全面发展，让孩子越玩越聪明。

《三个朋友》刘海栖著 罗玲绘/明天出

版社2021年4月版/49.80元

ISBN：9787570808946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风格朴拙且极具

幽默趣味的原创图画书，这场捉老鼠的欢

喜剧，让孩子领略民间文学艺术的魅力，同

时为其带来成长的启示。

《鸣鹤》刘虎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

年4月版/30.00元/ISBN：9787539572413

推荐理由：丹顶鹤在国人心中具有坚

忍、独立、自由、高洁、包容、向善的品格。

故事描写鹤翔镇里，那些努力飞翔的中国

少年，代表终将破茧的少年中国。

《天天当助理》何夏寿著/江西教育出版

社2021年5月版/30.00元

ISBN：9787570523917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关于如何办好乡村

学校、振兴美丽乡村的书。作者拥有现代儿

童教育理念，能看到孩子的“缺点”，更能听

见孩子的真实心声。

《巧鸟》张忠诚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

团2021年5月版/28.00元

ISBN：9787556857494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部讲述文化寻根

与乡村变迁的儿童文学作品，作者以双线

并进的叙事方式将现实与回忆交替呈现，

将苍耳一家三代人的乡愁故事娓娓道来。

《此生属于祖国——功勋科学家黄旭华

的故事》徐鲁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

年5月版/39.80元/ISBN：9787572115745

推荐理由：该书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核

潜艇之父”黄旭华的故事，给当代青少年提

供榜样的力量。

《社群领导力：独自成长的时代已

经结束》李小瑛著/现代出版社2021年

3月版/55.00元

ISBN：9787514388381

推荐理由：该书是微软公司亚洲区

MVP主管李小瑛，用8年时间采访2000

多位IT社群领袖，讲述他们如何成长、

创业的生动故事。

《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刘

文奎著/商务印书馆 2021 年 3 月版/

55.00元/ISBN：9787100195850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以细致流畅的

文笔，描述实施各乡村扶贫项目的经

过，以及对探索贫困乡村可持续发展路

径的深度思考。

《强国新征程：“十四五”时期的中国

经济》张占斌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

3月版/68.00元/ISBN：9787572214844

推荐理由：该书紧扣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围绕新发展理念内涵的演进深化和时代

要求作了深刻揭示。

《回归常识：高博士区块链观察》高

承实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20年 3月

版/48.00元/ISBN：9787517710929

推荐理由：该书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剖析区块链的本质属性。同时对数

字货币的实质和发展，以及区块链系统

面临的安全问题进行了阐述，有较强的

创新性。

《国家如何成功——制造业、贸易、

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土耳其]穆拉特·
A.尤勒克著 孙志燕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年4月版/89.00元

ISBN：9787302572626

推荐理由：该书从历史长周期的视角

对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进行了全面

比较，基于各国的发展实践回答了“制造

业如何促进国家经济繁荣”的现实问题。

《理解现代经济学》钱颖一著/东方

出版中心2021年4月版/88.00元

ISBN：9787547316658

推荐理由：该书收集了著名经济学

家钱颖一教授在过去30多年间发表的

有关现代经济学的50篇文章。勾画出

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进程中不断被传播、被接受的历程。

《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

球失序》[美] 兰德尔·施韦勒著 高婉妮、

邓好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版/68.00元/ISBN：9787208169586

推荐理由：该书用希腊神话和物理

学理论大胆预测世界政治经济的未来，

指出世界正步入熵时代，全球失序将不

可避免。

《制造新格局——30位知名学者

把脉中国制造》吴晓波等著 新望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年4月版/89.00

元/ISBN：9787121407192

推荐理由：该书提出新冠肺炎疫情

和中美贸易摩擦促使中国制造必须抓

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

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振兴，振兴：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田

间地头》冯剑鸣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021年4月版/36.00元

ISBN：9787210130277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部以乡村振兴

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描写主人公田家

兴几经坎坷在政府的扶持下，带领乡亲

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之路。

《价值共生：数字化时代的组织管

理》陈春花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年4

月版/78.00元/ISBN：9787115560506

推荐理由：该书帮助读者透彻理解

数字时代组织的本质和特点，帮助企业

寻找新价值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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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仁心》许诺晨著/浙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2021年5月版/25.00元

ISBN：9787559724502

推荐理由：一个行医世家的百年红色

基因传承，一条铭刻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的

信仰之路。

《迷上手机怎么办》徐玲著/晨光出版

社2020年5月版/28.00元

ISBN：9787571510930

推荐理由：该书关注当下社会问题，引

导少年儿童自我对照，改掉用手机玩游戏、

刷视频的坏习惯，收获满满的成长正能量。

《禾下乘凉梦：袁隆平传》邓湘子、谢长

江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6月版/

36.00元/ISBN：9787556255887

推荐理由：该书曾获第一届中国出版

政府奖图书提名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多

项大奖。125 张珍贵照片，翔实的第一手

资料，全景式记录当代“神农”传奇的一生。

《小岗村孩子的春夏秋冬》栗亮著/安

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 6月版/28.00

元/ISBN：9787570710799

推荐理由：该书用四个环环相扣的故

事串联起小岗村孩子的成长经历，侧面展

现出中国全面小康的美丽画卷。

《被风吹落的报纸》[哥伦比亚]何塞·
萨纳布里亚、[阿根廷]玛利亚·劳拉·迪亚

兹·多明戈斯/海豚出版社2021年6月版/

49.80元/ISBN：9787511055361

推荐理由：通过一份报纸对自身曲折命

运的自述，讲述了一个新奇有趣且饱含哲理

的故事，启发孩子发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老蜘蛛的一百张床》安武林著/浙江

教育出版社2021年6月版/26.00元

ISBN：9787572216015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部中短篇童话集，

充满诗情和温情，它不仅能带给孩子欢乐

的惊喜，更善于启迪智慧。

《中国汽车的故事》欧阳敏著/四川少

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6月版/181.00元（7

册）/ISBN：9787536598041

推荐理由：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与国

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何为中国精神？

何为中国力量？在该书中你会找到答案。

《爸爸在远方·邓稼先的故事》徐鲁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2021年6月

版/39.80元/ISBN：9787514861853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了两弹元勋，中国

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领军人物邓稼先的故

事，生动感人。

《亲娘》孟宪明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知识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6

月版/30.00元/ISBN：9787520209786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了红色革命背景

下，一对特殊关系的母子生离死别的故

事。既有儿童文学的灵动性，又有红色革

命的厚重感。

《大道无垠——了不起的中国共产党》

陶翀绘 王陆著/未来出版社2021年 6月

版/100.00元/ISBN：9787541771866

推荐理由：该书以历史为主线，用翻翻

书的活泼形式，以图带史，贯穿了中国共产

党百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

《你让我成为爸爸》[美]劳伦娜·萨拉

著 [美]麦克·马尔布罗绘/国家开放大学出

版社2020年6月版/45.00元

ISBN：9787304107406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本非常有趣有爱

的绘本，突显出一个初为人父的爸爸父爱

如山的博大情怀。

《兄弟俩》肖复兴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

年6月版/29.80元/ISBN：9787570220922

推荐理由：该书是著名作家肖复兴全

新长篇少年小说，描写老北京大院里孩子

的成长故事。

《霸权羁缚：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

的“长 臂管辖”》戚凯著/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21 年4月版/68.00元

ISBN：9787520377690

推荐理由：该书是国内首部聚焦、

剖析“长臂管辖”的原创专著。提出中

国应当高度重视这一挑战，从战略层面

与技术层面尽可能做好防范与应对。

《马克思科技——经济思想及其发

展研究》刘冠军著/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4 月版/258.00元

ISBN：9787010226507

推荐理由：该书阐释了马克思“科

技—经济”思想的历史形成和系统考

证，对推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结合以及相应制度变革

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

和社会福利》[英]罗杰·布特尔著 欣玫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5 月版/

109.00元/ISBN：9787213100970

推荐理由：该书解读机器人时代所

带来的经济问题，也检视了我们的教

育、工作与休闲方式即将有哪些改变。

《美国货币史》[美]米尔顿·弗里德

曼、安娜·J.施瓦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5月版/138.00元

ISBN：9787301317617

推荐理由：该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弗里德曼的代表作，回顾美国百年

货币史，揭示大萧条真相，洞悉未来经

济走向。

《经济学入门：理解真实世界的88

个经济学常识》杜鹃著/中国纺织出版

社2021年5月版/48.00元

ISBN：9787518085125

推荐理由：该书帮助读者轻松入门经

济学，不需要借助繁琐的方程式，也能拥

有经济学的智慧，做现代社会的明白人。

《美国创新简史》[美]乔纳森·格鲁伯

著西蒙译/中信出版社集团2021年5月

版/69.00元/ISBN：9787521727548

推荐理由：该书详细梳理了美国创

新的重要历史，对未来提出了具体可行

的策略支撑，重获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买入即涨：股市四大形态交易法》

韦铭锋著/中国财富出版社2021年6月

版/59.80元/ISBN：9787504773944

推荐理由：该书介绍了在股市暴跌

环境下，如何才能逆势寻找获利良机举

例和详细解说各个暴跌形态下的交易

法则与操作细节和注意事项。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报告：战略篇》任保平、宋敏、高林

安、向寿生等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

年6月版/89.00元

ISBN：9787560447582

推荐理由：该书从多个方面对黄

河流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学理

性探讨，对于沿黄城市推进高质量发

展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中国基本盘》何丹、徐鑫著/浙江

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63.00元

ISBN：9787308212380

推荐理由：该书认为时间维度的工

业化演进，空间层面的区域模式创新和

个体创变者永不屈服的精神，是中国崛

起和中国模式的秘诀，也是中国发展的

基本盘。

《猫和银行家》[法]纳迪尔·迈哈吉

著 何永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21年

6月版/42.00元

ISBN：9787513651462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苏格拉底·猫

和它的银行顾问盖世猫之间发生的有

趣故事。通过两只猫的对话，帮助读者

理解专业的理财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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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Da故事力争推动中国插画走向国际舞台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BIB）评选活动正在斯洛伐克首

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据了解，BIB是一项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儿童与青少年原创图书插图国际评

选及展览，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的非商业国际插画奖，在国际美术界和儿童插图领域具有无可

争议的重要性。该活动上评选出的绘本作品，代表了当今世界图画书作品的最高水准，富有独特

的艺术价值和鲜明的文化特色，极具创新性和前沿性。

这次活动，由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少读工委”）各成员单位及

与插画创作、出版、研究的相关机构推荐报送和自行报送的共有150幅插画作品，参与2021年BIB

国际插画奖的角逐。儿童绘本阅读平台KaDa故事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主席单

位中少总社的邀请，为本次BIB评选活动提供支持。这是少读工委及CBBY对KaDa故事在儿童

绘本领域成就的肯定。

扶持中国儿童绘本原创，是KaDa故事被儿童读物组织机构认可的重要原因。CBBY在出版

端帮助中国插画家走出去，至今已推选多位国内插画家参展。其中，蔡皋、黑眯、朱成梁先后荣获

BIB金苹果奖。而KaDa故事则在内容端，通过向世界儿童传递中国好内容的方式，帮助中国优质

创作者、插画师走向世界舞台。 （文萱）

2021年7月6日 星期二 第27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