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图书：《我是白痴》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适读年级：小学三四年级学生

推荐理由：“我每天都很快乐，

我认得‘中’‘大’‘一’，我每天给同

学们提开水，路过操场时，会停下来

偷听榕树上的鸟叫。我还有一个叫

‘跛脚’的朋友，不过你不能这样叫，

他会生气的。我叫彭铁男，不过大

多数人叫我‘白痴’。我每天都很快

乐。”《我是白痴》是我国台湾作家王

淑芬的作品，文字干净、情节简单、

感情温暖，内容贴近孩子生活又以

新奇的“白痴”视角叙述，常常在引

人发笑之余令人深思。作品也有涉

及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校园欺凌现

象、学校的弄虚作假等。

《我是白痴》内容适合教师、家长

及三、四年级学生阅读，它让读者意

识到——没有一个人生来尽是缺点

的，就连白痴——彭铁男身上也有许

多闪光点值得学习，学习他对于值日

工作的负责，学习他明知学不好还坚

持的努力，学习他对于亲人朋友的珍视，学习他的快

乐……看淡一些分数，正如书中人物跛脚所说，“人

生不是只有数理化”。

浦江县南苑小学针对2021年度关注重点词“校

园欺凌”，组织教师和学生共读这一图书活动，读后

组织“寻找丁同，与欺凌说再见”主题阅读交流分享

会。通过对书中人物的分析和解读，联系自己的生

活实际，寻找自己，剖析自己，孩子们慢慢意识到，在

学习和生活中要多一些包容，少一些计较；多一些同

情，少一些幸灾乐祸；多一些书卷气，少一分戾气。

校长
荐书

人
生
不
是
只
有
数
理
化

■

周
光
道
（
浙
江
省
浦
江
县
南
苑
小
学
教
育
集
团
总
校
长
）

■主管主办：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19号外研大厦北楼 ■邮编：100089 ■传真电话：（010）88817657 ■网址：http//www.cpmj.com.cn
■订阅电话：（010）88817687 ■营销中心：（010）88810715 ■执行主编：刘海颖 ■本版实习编辑：李 锦 ■排版：姚志英 ■电话：（010）88817690

2021年8月3日 星期二 第2744期

成长教育周报

官微

全国出版发行业

文旅联盟官微

多方力量跨界融合多方力量跨界融合

共创博物馆童书出版阅读新局面共创博物馆童书出版阅读新局面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实习记者 李锦关键词 博物馆童书 阅读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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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育育成长教成长教

明确博物馆童书界定
深化博物馆教育内容

2020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利用

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指出，要制作

博物馆手册、导览图、辅助读物、口袋书、动漫等，引导学

生利用博物馆资源创造性开展活动、辅助学习，不断探

索完备博物馆学习模式，增强博物馆学习效果。由首都

博物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主办的博物馆主题优

选童书项目正是在此方向上做出的一项有益探索——

遴选并推动出版更多优质的博物馆主题童书，倡议并推

广博物馆主题童书阅读，引导并深化博物馆教育实践。

白杰表示，博物馆人的使命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近年

来，首都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孩子们“看得懂”的展览，携

手中小学校与父母群体，完成校内外课堂的有效衔接。

博物馆主题童书阅读是促进衔接的有效推手。

发布会上，宋强公布了第二届博物馆主题优选童

书书单。此次入选书目的30种图书从80多家相关单

位报送的近200种符合条件的图书中精选而出，并设

立最佳合作奖、最佳设计奖、最佳策划奖三个特别奖。

据悉，此次博物馆主题童书推选活动进一步明确了博

物馆童书的界定：一是以博物馆及馆藏藏品为核心开

发的童书；二是围绕博物馆所展示主题和内容而延展

开发的童书。这两类童书不只讲学术的内容，还要讲

一些延展的知识内容，能和日常的生活产生关联，启发

孩子对博物馆的兴趣，帮助其打开更广阔的眼界。在

评选环节，由首都博物馆新闻发言人杨丹丹、中国出版

传媒商报《成长教育周报》执行主编刘海颖、耳朵里的

博物馆创始人张鹏、知名阅读推广人李一慢、悠贝亲子

图书馆创始人林丹、中科院动物所国家动物博物馆副

馆长张劲硕、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刘晓

晔、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詹凯组成的评委会从选题立

意、内容质量、装帧设计和市场影响力等多个维度进行

了充分评估。评委会期待，这份书目不仅给孩子，同时

也给父母。在家庭和博物馆等不同的场景下，让家长

和孩子通过图书找到可以交流和沟通的话题。因此，

活动期待寻找的图书，除了能让孩子自己观察思考外，

还会催生“互动”体验：生活与展馆的互动、文字与文物

的互动、图书阅读与博物馆学习的互动，都会给孩子们

带来更加强烈的获得感与成就感，这种内驱力会促使

其更加主动地学习和成长。

推动博物馆童书出版
倡导阅读推广与实践

发布会上，入选图书的策划方、出版方代表围绕

博物馆图书的开发与推广进行交流，青豆书坊、步印

童书馆、电子工业出版社、青岛市博物馆、化学工业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古动物馆等机

构相关负责人围绕《莱昂纳多·达·芬奇》《那爷爷讲

青铜器玉器瓷器》《打开故宫》《文物里的“金、木、水、

火、土”》《博物馆里的通识课：贝聿铭的建筑密码》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不可思议的远古生物：探秘古

鱼王国》等书做分享。每一种书都从特有的视角传递

博物馆的故事与精神：《那爷爷讲青铜器玉器瓷器》的

作者那志良一生严守故宫国宝70年之久；《文物里的

“金、木、水、火、土”》向读者展示馆藏文物的宝藏精

品；《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将中国大运河的故事带给了

全世界。化学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

编辑余晓捷谈道：“现在的图书实际上是要给读者提

供一种更优化的知识解决方案，《博物馆里的通识

课：贝聿铭的建筑密码》就是这一理念的产物。”

为了让博物馆童书阅读与推广落到实处，发布

会特别启动了“悦享博书亲子读书会”活动。第一

场《不可思议的远古生物：探秘古鱼王国》读书会在

首都博物馆悦空间举行。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把书

读“活”读“透”，《不可思议的远古生物：探秘古鱼王

国》的编辑团队做了很多细节工作：预先给小朋友

们准备图书相关的贴纸，在读书前分发给小朋友，

使孩子们对图书主题有大概了解；活动中，领读人

结合插画精讲每一处细节，让孩子们对照手中的贴

纸，这样他们就会对听到的内容有更加具象的了

解；同时，领读人需要始终保持与孩子们的互动，穿

插讲解图书出版过程中的趣事，以及限于篇幅无法

呈现在书中的内容，对孩子们的提问也一一作答；

在领读活动结束时，领读人与孩子们一起进行“我

想象中的远古海洋”绘画，孩子们以令人意外的想

象力创作出五彩缤纷的海洋世界与充满了奇思妙

想的远古生物。《不可思议的远古生物：探秘古鱼王

国》责编付迎亚表示，这样的读书活动对出版者、对

读者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它以直接而鲜

活的传播方式把内容传递给小读者；另一方面，与

小读者们的直接沟通，可以使出版人更加了解小读

者的阅读兴趣与品味，了解不同阶段儿童的学习能

力与阅读方式，了解当下家长与小读者最急切的需

求，这对出版人寻找更合适的选题、创作更优秀的

童书有莫大的帮助。

据悉，以博物馆主题优选童书书目为依托，包括

“悦享博书亲子读书会”活动在内的博物馆主题童书

系列推广活动接下来将在更多博物馆、学校、社区不

定期举办，推动博物馆阅读、博物馆教育向更深更远

的方向发展。

近期，第二届博物馆主题优选童书书目正式发布。发布活动由首都博物馆、中

国出版传媒商报社主办，首博文化、耳朵里的博物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成长教

育周报》承办。该活动致力于通过书目的专业推选和阅读活动的持续开展，增进出

版行业和文博行业的合作，拓展广大文博机构的公共教育维度及范围，让更多孩子

享受优质的博物馆教育。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白杰，中国出

版传媒商报社执行董事（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宋强，阅读教学专家、北京首届金

牌阅读推广人李一慢等出席发布仪式。

阅读
推广

边玉芳和她的“读懂学生” P10

家教书单品贡献率上扬

哪些新信号值得关注？ P11

走！去博物馆乐享暑假 P12

《那爷爷讲青铜器、玉器、瓷器》

作者：那志良/贵州教育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走！去博物馆学历史》

作者:史永、蒋悦、张茜、陈颖/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版

《中国画，好好看》

作者：田玉彬/湖南教育出版社2020年8月版

《手绘中国历史大画卷》

编著：一米阳光童书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3月版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250件世界级艺术杰作巡礼》

作者：[俄罗斯]米哈伊尔·彼奥特罗夫斯基 译者：鹿镭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手电筒里的博物馆》

编著：狐狸家/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3月版

“时间之问·少年版系列”

作者：汪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版

《奇思妙想一万年》

编著：米莱童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

《中国皮影戏》

编著：赵红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恐龙：失落王国之旅》

作者：[法]克莉丝汀·阿尔戈、吕克·维韦斯 译者：朱天乐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讲给孩子的中国艺术史》

作者：宁强/现代出版社2020年5月版

《讲给孩子的故宫》

作者：祝勇/天天出版社2020年6月版

《跟小元谈中国建筑》

作者：王镇华/新世界出版社2020年7月版

《给孩子的汽车发展史》

作者：[英]贾尔斯·查普曼 译者：张若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非凡之树》

作者：[英]克里斯蒂娜·哈里森、[英]托尼·柯卡姆 译者：王

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大英博物馆大历史系列”

作者：［英］黛布拉·曼考夫［英］克里斯托弗·马斯特斯 译

者：谢文娟/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打开故宫》

作者：王伟/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莱昂纳多·达·芬奇》

作者：［西班牙］帕特里夏·盖斯 译者：陈乐飞

重庆出版社2020年4月版

《达尔文的故事》

作者：［英］约翰·范维尔 译者：王晓然

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5月版

《穿越时空看文明》

编著：米莱童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

编著：DK公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贝聿铭的建筑密码》

编著：苏州博物馆/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年9月版

《博物馆里的中国历史》

作者：罗米/天天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画给孩子的人文史》

作者：［英］克莱夫·吉福德等 译者：宁宇等

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版

《恐龙旅社》

编著：安徽省地质博物馆/安徽美术出版社2021年2月版

《大英博物馆儿童历史绘本：发现古埃及＋探秘特洛伊》

作者：［英］戈尔迪·霍克等 译者：邓峰

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版

《美术馆全知道》

作者：［捷克］安德鲁·赫罗巴克 译者：王志庚等

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不可思议的远古生物：探秘古鱼王国》

作者：张平/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8月版

《文物里的“金、木、水、火、土”》

编著：青岛市博物馆/青岛出版社2020年4月版

《我的历史博物馆立体书》

作者：［英］克劳迪娅·马丁 译者：杨雪菲

西安出版社2020年8月版

最佳合作奖：《不可思议的远古生物：探秘古鱼王国》

最佳设计奖：《博物馆里的通识课：贝聿铭的建筑密码》

最佳策划奖：《手电筒里的博物馆》

第二届（2020年度）博物馆主题优选童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教育部等六部

门印发《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

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结构优化、集约高

效、安全可靠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并通过迭

代升级、更新完善和持续建设，实现长期、全面的

发展。

《意见》指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

理念为引领，以信息化为主导，面向教育高质量

发展需要，聚焦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

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方面的新型基

础设施体系。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

教育新基建）是国家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的牵引力量，是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举措。教育新基

建的重点方向包括信息网络新型基础设施、平台

体系新型基础设施、数字资源新型基础设施、智

慧校园新型基础设施、创新应用新型基础设施、

可信安全新型基础设施共六大类20项。

《意见》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家公共通信资源，

建设连接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间的教育

专网，提升学校网络质量，提供高速、便捷、绿色、

安全的网络服务；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平台融合发

展，构建互联互通、应用齐备、协同服务的“互联

网+教育”大平台；依托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体系，其中包括开发新型资源和工具，优化资源

供给服务，提高资源监管效率。推动数字资源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供给模式，提高供给质

量；推动智慧校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有条件

的学校利用信息技术升级教学设施、科研设施和

公共设施，促进学校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一体化

建设；依托“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创新教学、评

价、研训和管理等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有效感知网络安全威胁，过滤网络不良

信息，提升信息化供应链水平，强化在线教育监

管，保障广大师生的切身利益。 （李锦）

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意见部署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资
讯

宋强（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执行董

事（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作为媒

体人，我倡议：传播博物精神，推启阅读

风潮，联动各界力量，让更多孩子在博

物馆童书阅读中砺德启智，求真创新！

杨丹丹（首都博物馆党委委员、新

闻发言人）：作为博物馆人，我倡议：创

新博物馆儿童教育，丰富博物馆主题阅

读类活动，开放推进跨界融合，让更多

孩子在博物馆主题童书阅读中传承文

化，继往开来！

余晓捷（化学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副总编辑）：作为出版人，

我倡议：倡导博物理念，创意图书选题，

出版优质童书，让更多孩子在博物馆主

题童书阅读中以书为友，充盈人生！

李一慢（北京首届金牌阅读推广

人）：作为阅读推广人，我倡议：推广儿

童阅读，启迪博物智慧，走近儿童心灵，

让更多孩子在博物馆主题童书阅读中

发现自己，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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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博物馆主题优选童书书目

及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博

物馆人代表、出版人代表、媒体代表、阅读推广

人代表共同发出倡议，呼吁各相关领域同仁实

现跨界打通，开创博物馆童书在出版、阅读与

教育三大领域的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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