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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奖儿童成长桥梁书》（全6册）

[美]路易斯·斯洛博金、[美]弗洛伦斯·斯洛

博金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1月版/

168.00元(套)

ISBN：9787558911521

该书是双料大奖作家路易斯·斯洛巴

德金坐镇，儿童文学翻译大师马爱农倾情

翻译的一套大师图画故事书合集。迟到的

布谷鸟、被冒充的马戏团退休狮子、来小镇

疗养的非典型性公主……似乎这些不同寻

常主人公身上总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情

理之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奇异、奇特、

奇妙中推进。作者用朴素而简单的语言，

讲述着世间的万事万物。通过清新彩虹书

系的形式，将诗意和哲理融入生活中的小

故事，没有刻意的教化，引导孩子去观察和

思考，从温馨可爱的故事中体会小小的人

生哲学。丰富鲜明的插图激发孩子的想象

力，让他们从明亮生动的插图中汲取艺术

素养，充分享受图文阅读的快乐。

《航海家归来》王秀梅著/青岛出版社

2022年1月版/36.00元

ISBN：9787555245414

该书是当代作家王秀梅的新著。20

世纪初的海边小城烟台，小主人公曲云涌

和他的小伙伴们在航海家叔叔归来的这

个夏天，经历了海洋传奇的多重洗礼，完

成了从孩童到少年的心灵蜕变，获得了追

逐梦想的底气与力量。与“少年成长”并

行的是开埠初期民族工商业崛起，传统与

现代冲撞交融的时代话题，家族传承与离

家远航的矛盾，中国孩子与外国孩子的对

抗与友谊，惊险刺激的海上奇遇，丰富奇

妙的海洋科普知识等诸多看点在作者丰

沛的文气里均得到很好的呈现。

《九章算术》（少儿彩绘版）郭书春著上

超绘/接力出版社2022年1月版/88.00元

ISBN：9787544874328

该书作者郭书春是中国数学史学会

理事长，从事数学史研究数十年，尤其在

与《九章算术》相关的研究中获得了极高

成就。该书介绍了《九章算术》的时代背

景、编纂过程和伟大成就，并打破时代与

语言的壁垒，从原书246道例题及近百条

晦涩抽象的术文中汲取精华，进行深入浅

出的讲解。全书还配有数十幅生动活泼

的手绘插图，帮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中国

古代数学，读懂《九章算术》，领略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于大武著/中国少年儿童新闻

出版总社2022年1月版/108.00元

ISBN：9787514867657

该书为《一条大河》的姊妹篇。该书

让孩子从茫茫的宇宙里，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去认识中国这片土地。绘本展示了中

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地理风光，还展

示中国从古到今、从今天到未来的坎坷与

辉煌；不仅展现了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与

科技，还讲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精神、情

感内核。该书作者于大武是中国第一代

绘本作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小山羊走过田野》薛涛著/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2022年1月版/25.00元

ISBN：9787570712663

该书描写了一只走失的小山羊与

“我”的不期而遇。“我”为它在田野里建

了一座房子，我们一起慢慢了解这个田

野，一起经历了四季的更迭，一起打发无

聊的时光，一起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日

子。小山羊来了，又走了，田野里黄金般

的岁月与自然之美已经刻在我们每个人

心里，作家薛涛那清清浅浅的文字里，展

现了宏大的世界和细碎温情的生活。

《棋门幻影》张之路著/天天出版社

2022年1月版/30.00元

ISBN：9787501617470

这是一部连接历史、现实、未来的少

儿科幻小说。故事独特，起伏跌宕，引发

孩子哲学性的思考：告诉孩子如果一个人

失去独立思考能力，抹掉记忆，清除人与

人之间的信任与依赖，就会像机器人一

样，驯服于某种秩序或程序设计。这些思

考旨在探讨人的意义与人的价值等终极

命题，极具哲学意义。

“淘气鬼”系列 [澳]卡梅伦·斯特尔泽

著张彦希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

版/28.00元（册）

ISBN：9787538769296

“淘气鬼”系列儿童小说是澳大利亚著

名童书作家卡梅伦·斯特尔泽的作品，曾获

独立读者发现奖、国际图书奖、美国图书奖

等多项国际大奖。该书讲述在鲨齿岛的海

盗学校里，淘气鬼麦克斯鲁夫和他的朋友

们一连串爆笑幽默故事。他们或者调皮捣

蛋，或者笨得可爱。这是一部有关儿童成

长的心理历险书，这些故事给小读者带来

幽默快乐的阅读享受，同时也在他们的成

长中给予善意的批评引导。

《和孩子聊聊生命里最重要的事》[德]

克里斯朵夫·海因著 [德]罗特劳特·苏珊

娜·贝尔纳绘王燕生译/花城出版社2022

年2月版/48.00元

ISBN：9787536095489

该书是德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克里斯

朵夫·海因的作品，是他回首一生后总结的人

生哲理。作者挑选了20件人生中的重要之

事，让孩子明白人生有很多美好的风景，值得

去探寻、享受，从而让孩子学会寻找生活的温

暖与乐趣，点燃对生活的热情与期望。全书

充满真知灼见，语言舒缓优美又不乏风趣幽

默，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学表达力、饱满的艺

术表现力，以及丰富的人生感悟力。该书插

图由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罗特劳特·苏珊

娜·贝尔纳倾情所作，图片色彩鲜艳，构图天

马行空，充满了天真烂漫的童趣。该书是一

本可以让家长与孩子充分互动的亲子读物。

《中国儿歌》朱介凡著/云南出版集团

公司、晨光出版社2022年2月版/98.00元

ISBN：9787571509200

民俗学大家朱介凡自20世纪30年代

起，历经半个多世纪搜集打捞，为我们还原

了1499首传统儿歌，并根据大量的一手资

料和采集文献，对每首儿歌的历史背景和生

活故事加以释说，记录了一个充满着生活气

息的旧日中国。在书中，你可以找到自己的

童年回忆，找到自然、童蒙、农耕、生活，那些

正在消失的旧时光；也可以看到被各地方言

所浸润的中国文化。这些言语平白但情趣

深厚、声韵活泼的儿歌，适合念诵给孩子听。

《冰球少年》王苗著/江苏凤凰少年儿

童出版社2022年2月版/28.00元

ISBN：9787558426544

这是一部关于当下冰球小运动员成

长的儿童长篇小说。青年作家王苗在作

品中采用双线结构，一方面展现出“冰娃”

们在热血的冰球运动中磨炼心性、收获友

谊和成长的故事，以儿童视角对新时代少

年儿童积极奋发的体育精神进行了充分

的文学表达；同时，通过老一辈冰球运动

爱好者安爷爷对历史的追述，讲述了几代

人关于冰球运动的家国情怀。整部作品

结构精巧，在城乡孩子的交集中，将北京

与张家口共赴冬奥之约时，人们对冰雪运

动的火热激情进行了全景展现，也融入了

作者深厚的家族记忆，既有鲜明的时代

性，又有历史的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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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聊聊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因为爱的教养，春天终将来临

关键词 母亲 成长 治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艺术类（5种）

《造书：西方书籍手工装帧艺术》[英]道

格拉斯·科克瑞尔著余彬、恺蒂译/译林出版

社2022年1月版/98.00元

ISBN：9787544785563

该书作者是 20 世纪初著名的装帧大

师，他的许多开创性技术今天仍然被手工

装帧师和精美书籍的策展人所使用。在

书中，他详细介绍了手工装帧书籍的步

骤、各种装饰技术，并提供了关于正确护

理书籍的实用信息。这部简洁实用的经

典作品，让人们从伟大的从业者的独特角

度看到手工装帧这一日益罕见的艺术形

式的来龙去脉。

《春天终将来临》[英]大卫·霍克尼、马

丁·盖福德著胡雅婷、杨素瑶译/浙江人民美

术出版社2022年1月版/180.00元

ISBN：9787534090004

2020年的春天，著名英国艺术家大卫·霍

克尼虽被封锁于法国诺曼底乡村的工作室，

但他愈发热情地投入对自然美景的描绘。

该书记录了他在疫情肆虐时的创作灵感，包

含了他最新的iPad创作，以及对生命的思考

与热爱。书中记录了霍克尼和艺术批评家

马丁·盖福德之间大量全新的对谈与通信，

盖福德是霍克尼长期的友伴及合作者。该

书是一篇令人振奋的宣言，证实了艺术转移

注意力与鼓舞人心的能力。

《奈良美智：始于空无一物的世界》[日]

奈良美智著 袁璟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22

年1月版/188.00元

ISBN：9787535694805

日本艺术家奈良美智以眼神悲伤的小

女孩题材作品闻名当代艺坛。奈良美智即

将在上海举办中国首展，该书也是他面向中

国读者制作的首本书籍。该书由自传《半

生》切入，从七个角度（成长经历、美术、音

乐、文学与电影、陶艺、旅行、与他人的联系）

展开的深入访谈、近年展览、摄影作品、年表

等内容组成，还收录了其生活照、经典及最

新作品。在书中，奈良美智首次全面回顾自

己的创作生涯，既是艺术家对自我的一次回

顾与总结，也是面向未来的重新启程。

《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郑岩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月

版/98.00元

ISBN：9787108071965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在书中试

图重新关注碎片这一特定的形态，它瓦解了

艺术品的完整性和视觉边界，也因此引导出

一些不为我们所注意的新问题。残存在历

史记忆里的阿房宫、改写前世今生的铁像残

片、残破变形的龙缸、破碎残断的锦灰堆，湮

没在历史中各不相同的碎片都在郑岩的笔

下重新熠熠生辉。该书是一次将艺术和历

史打通的开放性、综合性研究的尝试，试图

从毁灭、破碎、再生、聚合等多元的角度发掘

物质性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潜力。

《画语录：听王季迁谈中国书画的笔墨》

徐小虎著/上海三联书店 2022年 2月版/

238.00元

ISBN：9787542676573

1971~1978年，徐小虎就中国书画笔墨

问题对旅美书画收藏家、鉴赏家、画家王季迁

先生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采访。在徐小虎

的巧妙追问下，王季迁尽最大努力解释了中

国传统书画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核心问

题。二人以时而犀利时而风趣的问答，对中

国古代书画的时代风格、笔墨特质、用笔技法、

构图布局提出了各种精辟的观点。该书在原

有对谈基础上，不仅增添新注解及视频课程，

更添加细节图，以文图互释的方式直观展示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笔墨之道。

教育类（5种）

《如何拥抱一只刺猬：与青少年相处的

12个黄金法则》[美]布拉德·威尔考克斯、

[美]杰里克·罗宾斯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2年1月版/47.00元

ISBN：9787519291563

该书作者多年来致力于家庭教育研究，

他把青少年比作刺猬，一遇到风吹草动就竖

起浑身的刺。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要做的

不是直接解决问题，而是透过“行为表面的

现象”，看到“行为背后的真相”。保持耐心

和冷静，跨越层层障碍靠近他们，直到能够

拥抱他们。书中有许多生动的案例，都是以

布拉德和另一位多子女家庭出身的作者杰

里克的成长故事为蓝本的。布拉德对这些

案例作了细致分析，总结为12条通用、有效

的法则，帮助家长彻底改变与青少年互动的

方式。

《给父母的52堂教养课》黄瑽宁著/浙

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1月版/54.80元

ISBN：9787559721778

临床医学博士、超人气儿科医生、两个

孩子的父亲黄瑽宁博士从临床案例与亲身

经验中，汇集提炼出49个关键性的育儿问

题，以52堂短课的方式，为中国家庭幸福育

儿提供理论知识与实践方法指导。所谈主

题涵盖0~12岁儿童养育及亲子关系、家庭

关系塑造的方方面面以及育儿过程中的婚

姻关系等等，将“孩子的成长”与“父母的幸

福”“家庭的和谐”融为一体目标，帮助中国

父母们走上科学教养之路。

《稻盛和夫2022：母亲的教诲改变我的

一生》[日]稻盛和夫著邓超译/光明日报出版

社 2022年1月版/58.00元

ISBN：9787519444822

稻盛和夫是影响世界的实业家、哲学

家。两大500强企业的创办人，日本“经营之

圣”。该书是稻盛和夫首度向世人亲述母亲

的教诲如何奠定了他的成功。从一哭就3小

时的“熊孩子”，到3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创立

者和拯救者，稻盛和夫在书中揭开自身成功

的真正根源。对稻盛和夫来说，幼时母亲的

教诲奠定了他的人生哲学，让他在人生转折

点总能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不至于迷失方向。

《爱的教养》朵妈陪娃团队著/中国妇女

出版社2022年1月版/49.80元

ISBN：9787512720565

作为母婴头部大号，朵妈陪娃团队倡

导游戏力教育育儿理念，践行1000 个亲子

游戏。从千万妈妈的视角出发，在真实、接

地气的育儿场景中不断探索、发现，给出更

多有趣、好玩的陪娃解决方案，寓教于乐，

在轻松中传递实用的母婴育儿知识点，为

更多妈妈提供高质量亲子陪伴方案。该书

聚焦当下常见育儿难题，通过42个真实案

例的解读，帮助家长从孩子的行为、习惯、

言语等方面了解孩子的成长变化；从心理

共情角度，以浅显易懂的儿童心理学知识，

解读孩子行为背后的原理；多达60个简单

易操作的亲子游戏，帮助家长高效应对

80%的育儿难题。

《学习敏锐度：7步实现复利式成长》瑞米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年2月版/69.80元

ISBN：9787115576682

学习敏锐度，是指一个人从经验中学习

的愿望和能力，以及将所学到的东西成功地

应用于新的或陌生的环境的能力。如果具

备学习敏锐度，一个人能将自己所具备的知

识、智慧及经验转化为新情境或变化环境下

的绩效，挖掘成长的潜力。现代社会的发展

如此之快，在个人和职业成长中，学习敏锐

度可以让你快速适应环境、获取新知、成为

自己想成为的人。

童年是生命旅程的开端，在这一阶段，孩子其实需要了解一些浅显明白的

人生哲理，为今后健康成长打下良好基础。德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克里斯朵

夫·海因在《和孩子聊聊生命里最重要的事》一书中，写了20件人生中必须要做

的事，比如拥有一个好朋友、拥有自己的房间、拥有一个宠物、会做自己喜欢吃

的饭菜等等。他告诉孩子，人生有很多美好的风景，值得去探寻、去享受。还有

“世界大奖儿童成长桥梁书”、“淘气鬼”系列，这些2月推荐给大家的好书都是

通过有趣故事让孩子体验小小的人生哲学，从而学会寻找生活的温暖与乐趣。

2月教育类好书，重点推荐《稻盛和夫2022：母亲的教诲改变我的一生》，在书里，

稻盛和夫讲述母亲如何教育他，让他不断走向成功，从“爱哭的熊孩子”到享誉世界

的创业传奇人物，10个关于孩子成长的人生哲学，告诉孩子真正成功的起点。除了

母爱让春天来临，大自然也有天生的治愈力。艺术类好书中，《春天终将来临》是著

名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对自然美景的描绘，该书记录了他在疫情肆虐时的创作

灵感，以及对生命的思考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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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胀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稳步提升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万博新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全球通

胀与应对研讨会暨《全球通胀与衰退》新书发布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

民，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徐洪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以及主办方中国

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茅院生，中译出版社社长、总

编辑乔卫兵，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等出席研讨活动。研讨会由网易传媒副总编辑姚长盛

主持。

《全球通胀与衰退》一书由滕泰、张海冰撰写，原国务院参事陈全生撰写序言，十三届全国政

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原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

创始理事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夏斌，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

等专家学者联袂推荐，中译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茅院生在致辞中表示，《全球通胀与衰退》提

出的很多研究方法，既有学术创新价值，也为决策者、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提供了通俗易懂的新

分析工具，揭示了新时期全球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形成机理和潜在风险，为全球通胀背景下中

国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文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