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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中华姓氏的故事》高

洪雷著/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2022年2月版/59.80元

ISBN：9787514871432

该书是一本为少年儿童介绍中国姓

氏起源的故事书。以上古大神为线索，

连缀起生活中常见的 100 多个姓氏，逐

个讲解中国姓氏的来源和发展。中国的

姓氏源流与中国的历史息息相关，对姓

氏的追根溯源就是对中国历史的探寻，

回答孩子“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这一

深刻问题。

《会说话的书》孙卫卫著/江苏凤

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 年 2 月版/

20.00元

ISBN：9787558425646

这是一部充满奇妙想象的中篇童

话。一本叫《会说话》的书，有一天突然

开口说话了。这让小男孩陶陶很惊奇，

他和《会说话》约定，不把这个秘密告诉

任何人。陶陶和《会说话》一起经历了许

多有趣的事。为了帮助一位老爷爷，拥

有超能力的《会说话》使出浑身解数后筋

疲力尽，说不出话来。在泪水与欢笑交

织的情感乐曲里，陶陶渐渐长大。作家

以质朴活泼的语言，创意地展现了书的

无限潜能以及对个体成长的意义。

《我是中国的孩子》胡鑫、魏晓婷、伍

思宇、刘奕轲、茫尔、曹栗等著 海豚传媒

策划/新世纪出版社 2022 年 3 月版/

298.00元（全18册）

ISBN：9787558332234

该书是大型民族题材儿童纪录片

《我是中国的孩子》同名图书，本着“让孩

子了解文化的多样性”的目的，以纪录片

为素材进行改写。一改专业化、学术化

的民族类图书创作风格，转而以生动有

趣的故事为主，在小主角的个人经历、生

活背景中穿插介绍其民族的文化传承。

围绕“民族”与“儿童”两个关键词，由个

像到群像，由细节观察到宏观思考，由生

态到人文，由历史到未来，记录了各民族

独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礼仪服饰和

传统文化。

“小小赶马人系列·马背上的飞虎队

员”余雷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

年3月版/28.00元

ISBN：9787556260492

这套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段

茶马古道为背景，通过小男孩阿朗在走

马帮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场场遭遇和劫

难，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小小赶马人的成

长故事；同时也通过阿朗的视角，看到了

民族的风貌、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前行、

民众爱国精神的觉醒等等深刻动人的画

卷。作家将个人成长与时代背景相融

合，展现家国情怀，旨在培养儿童爱国信

念。书中小主人公坚忍不拔、迎难而上、

团结奋进的品质，有利于小读者坚韧性

格的养成。

《给马兰姑姑押车》刘玉栋著 乌猫

绘/青岛出版社2022年3月版/40.00元

ISBN：9787573600189

该书讲述了在物质清贫的年代里，

一个9岁男孩的微小心愿得以实现的故

事。马兰姑姑要出嫁了，男孩红兵得到

了给嫁妆押车的机会。然而，红兵在押

车的凌晨被睡意击倒，结结实实地错过

了收获……作品叙事精准，语言干净，小

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心理变化展现得淋漓

尽致。著名绘本画家乌猫的精湛图画，

让故事生出更多耐人寻味的情致，图文

共生，成就了一部别有风致的儿童文学

读本。

《簪花的雷神》周静著/浙江少年儿

童出版社2022年4月版/28.00元

ISBN：9787559726193

这是一部民间气质与童心世界完美

融合的原创童话。作者以简练幽默、诗

意活泼的语言表达出儿童文学特有的明

亮与美好，并展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民间

故事在当代所绽放的力与美，为创作具

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原创幻想童话提供了

一条有效路径。在作者笔下，传说中那

位令人敬畏的雷神，也有着不为人知的

可爱一面。

《国宝护卫队》小堂著/安徽少年儿

童出版社2022年4月版/25.00元（册）

ISBN：9787570712458

该系列图书共 4 册，是一套以弘扬

中华文化、宣扬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儿童

幻想小说，献给热爱祖国、怀揣英雄梦的

孩子。每册以一个国宝文物为主题，探

寻一处相关的历史文化古迹，作家在尊

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

让小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加深对中华文明

的了解，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与自豪

感。书中开设丰富的小栏目，多位一体

地展现中华文化精髓。

《如果你想要一个树屋》[美]卡特·希
金斯著 [英] 埃米莉·休斯绘凯罗译/长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4月版/49.00元

ISBN：9787572113383

这是一本非常快乐的书，孩子阅读

可以尽情撒欢；成人也会享受其中，从身

处的现实世界重返童年的庇护所。作家

用诗意的文字层层引诱读者幻想自己心

中的乐园，一头扎进无拘无束的游荡、嬉

戏和冒险。绘者的画笔也有魔力，细腻

描绘出各式令人兴奋的树屋，图画不但

瑰丽，细节也像树叶一样茂密，彩蛋埋藏

在各个角落。全书一共出现200多个孩

子，你仔细看看每个孩子的表情、动作、

打扮，以及四周的事物，你会惊喜地发现

很多故事。

《水墨汉字绘本》保冬妮著 朱莹

绘/接力出版社 2022 年 4 月版/208.00

元（4册）

ISBN：9787544874625

“水墨汉字绘本”依据象形、指事、会

意、形声四种造字方法，分为《日月山川》

《上下十千》《森林原野》《松柏晨露》四

册。该书选取 192 个结构简单的字，从

汉字的源头，分析字形、字义和读音。内

容涉及身体部位、衣食住行、日常器物、

山河草木、鸟兽昆虫、武器工具、历史文

化等，带孩子走进奇妙的汉字世界。

《精灵小米》庄海燕著/四川少年儿

童出版社2022年4月版/28.00元（册）

ISBN：9787572805035

该书共 4 册，是“世界记忆大师导

师”庄海燕创作的成长励志童话，融幻

想、科学、记忆法等元素于一体，将不完

美小孩与可爱精灵一起冒险的奇幻故事

与思维训练巧妙结合，让孩子们了解科

学思维法、信息组合法，快速提升记忆

力、改掉坏习惯。

关键词 孩子 梦想 创意

从孩子的视角收获新创意

关键词 生命 传承 反思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虽然足不出户，但阅读给思想插上翅膀，将它带到很远的地方。4月艺术类好书

帮助人们认知世间的美好，徐风的《做壶》彰显了文学之美与紫砂之美，传递工匠精

神。《照片的罗生门》让读者通过摄影这面“镜子”观看这个世界，也观看自己。《海上

收藏世家》生动讲述40位收藏世家的人生故事，令人耳目一新。4月教育类好书中，

《陪着孩子走向世界》告诉父母，不要让自己的认知局限成为孩子发展的天花板；《给

孩子的七堂艺术课》用诗与画的和谐优美，熏染孩子的生命底色，让快乐陪伴成长。

艺术类（5种）

《中国绘画：远古至唐》[美]巫鸿著/上

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版/88.00元

ISBN：9787208174528

该书全面讲述了从远古时代至唐代

末期的早期中国绘画的发展、不同时代

绘画的风格和特点。作者在书中有意识

地突破卷轴画的范围，把“中国绘画”的

概念扩大，在材料上把彩陶、壁画、屏幛、

贴落和其他类型图画都包括进来，以其

敏锐的图像分析能力全面理解中国近百

年来的考古学成果，改变既有的绘画史

叙事模式，呈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平面上

的不同图像之间的内在勾连。

《照片的罗生门》邢千里著/浙江摄

影出版社 2022年3月版/88.00元

SBN：9787208174528

作为评论家的邢千里，总能立足于

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以更为宏观和细腻

的角度审视当代摄影的诸多问题，其文

章通达中有风采，平实中见丘壑，该书是

其文章的结集。在书中，罗生门是一个

关于生活和摄影的隐喻，暗示着中国当

代摄影的生态折射出的复杂镜像。作者

在书的结语中说：批评即沉淀。在这个

错综迷离的影像时代，保持冷静观察和

独立思考的品质，激浊扬清，去伪存真，

或许是每一个当代摄影人和写作者对自

己、对历史应有的文化立场。

《做壶》徐风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2022年4月版/78.00元

ISBN：9787559462848

该书是由著名作家、江南文化学者、

紫砂文化研究者徐风历时数年记录、考

察与创作的匠心文本，由顾景舟先生的

衣钵弟子葛陶中先生生动还原其制壶技

艺。作品全面展现中国紫砂古法制壶的

技法与心法、精神与内涵，彰显了文学之

美与紫砂之美。该书更是对紫砂历史、

文化、精神以及工艺的完整展示，具有独

一无二的史料价值、传承价值。

《动物与人：从史前至今二者在西方

艺术中的关系》[英]肯尼斯·克拉克著 张

敢译/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2年 4月版/

148.00元

ISBN：9787535693181

该书解读西方艺术作品中动物与

人的关系，揭示背后的艺术传统与社会

因素。动物激发了人类的敬畏之心，也

带来了对动物之美和活力的欣赏与艺

术创作的灵感。书中围绕西方艺术作

品中动物形象的内涵，以及动物与人的

关系展开，从《吉尔伽美什史诗》泥版讲

起，直至 18 世纪以降的作品，时间跨度

大，涉猎范围广，文化信息丰富，读来特

别有趣味。

《海上收藏世家》郑重著/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 年 4 月版/

79.00元

ISBN：9787108069467

该书生动细致地书写了 20 世纪活

跃于大上海的 40 位收藏世家的历史故

事。作者采访了这些收藏大家本人或后

人，以第一手材料呈现了大盂鼎、大克

鼎、三希帖、怀素《苦笋帖》、董元《夏山

图》等等国宝珍品的风采，也呈现了收藏

家们在时代浪潮下的变幻跌宕、历经坎

坷的人生之路。读来有琳琅满目、曲径

通幽之感。

教育类（5种）

《校长的超越》童喜喜著/电子工业出版

社2022年3月版/59.00元

ISBN：9787121430657

这部基于“童喜喜说写课程”在全国30

多个城市、数万儿童中成功实践后，提炼出的

说写读本，一体化地实现深化阅读、精练口

才、轻松写作的三维目标。该系列图书共18

册，以强化说写技能为抓手，遵循科学的认知

规律，对少年儿童进行文学解析、鉴赏、说写

教育，从而提高其语文学习水平及传统文化

素养，激发语言潜能。同时也在培养孩子终

生阅读习惯、坚持推进经典诵读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孩子、家庭和外部世界》[英]唐纳德·
温尼科特著/中国妇女出版社2022年3月

版/56.00元

ISBN：9787512720770

该书帮助父母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情

绪世界，建立起更加亲密的亲子关系。作

者以一种共情、关怀、乐观的态度看待育

儿工作，并且由衷地欣赏和肯定父母的天

性潜质，发自内心地传达了对父母育儿的

极大尊敬和支持。在书中，作者以轻松自

然的口吻，讲述了育儿过程中日常发生的

事情及应对方法，不厌其烦地强调父母天

生的能力和培养健全人格是做好育儿工

作的关键，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的机智和

睿见。

《陪着孩子走向世界：中国父母的五项

修炼》孙玉红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4月版/69.00元

ISBN：9787300304243

该书对家庭教育进行了系统思考，并

抓住了教育的核心因素——父母，将家庭

视为有使命、有愿景、有团队的学习型组

织，倡导父母要学会以开放的心态与时俱

进，不断学习，与孩子、社会一起成长。该

书提出了让父母提升自我认知与修炼的五

项修炼模型，互为支撑、层层递进，帮助父

母获得更系统的指引和指导，缓解教育焦

虑，让自己和孩子共同成长。

《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诗画融通的美

育之道》王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4月版/54.00元

ISBN：9787559848062

作者长期从事艺术史论与视觉文化研

究，在深入而细致的诗词书画鉴赏过程中，在

对女儿的艺术启蒙中，打开了诗词与书画相契

合、相融通的欣赏之门，为青少年、教师和家长

编写了这样一部融通诗画鉴赏的美育读本，以

期培养孩子的艺术欣赏能力和创造能力。全

书训练孩子的触觉、听觉、视觉等五感，激发情

感体验，进行思维训练，从理论到实践，提供具

体可操作的美育实践方法和步骤。

《让我听见你：社会情感学习的叙事探

究》刘湘燕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版/

68.00元

ISBN：9787100202053

该书选取教育叙事的立场，从个体经

验出发，探究社会情感学习这一教育主题，

自上而下输入中国的方式，在教育现场产

生涟漪，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社会现实问

题。为突破以个体“缺陷模式”思考教育问

题的局限，作者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探

究教育者在实践过程中自身所呈现出的关

于社会、文化、制度、家庭的多重现实。书

中展示的教师与学生关系丰富而鲜活的教

育场景，适合身处教育困境的读者阅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2022年5月13日 星期五 第2817、2818期合刊

后疫情时代，让我们与旅行“纸上相逢”
一位是曾跑遍山川的媒体人，一位是深耕文字的作家，一位是行迹遍布海外的

旅行家。他们都是“七零后”，也是生活中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热爱旅

行，并热衷于用敏锐的细腻笔触，无所掩饰地记录着行迹所至的那些小城镇的独特

风物，那些被时间长河冲刷过依然感动人心的景致，那些奔波于尘俗生活中却依然

充满质朴向往的旅人。

从兰州附近一座几近被遗忘的小镇，到长江流经的那座叫宜昌的城市；从湄公

河畔王宫附近的古老银器店，到西湖边凌晨四点的茶会；从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脚夏

尔巴人那碗豆汤饭，到印度那场与神庙频繁相遇之行；从寻觅真的张爱玲故居，到偶

见西域的那片霞光……在书中，三位作者“六手联弹”，写给读者的文字，不仅仅关于

彼此的旅行，也关于各自人生某一阶段的旅程。沉淀下来，能读出光阴荏苒之后对

生活细微点滴的耐心与从容，以及他们这一代人对朴素美好的本真热爱。 （文 萱）

《浪游记》王恺、韩松落、尼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版/88.00元

有人说，梦想是专属于孩子的糖果，长大了就失去了。其实大人也可以向孩

子学习，重温童心，从而激发自己的想象力。4月童书推选中，《如果你想要一个

树屋》告诉我们，不管你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梦想，从身处

的现实世界重返童年的庇护所。《会说话的书》充满奇妙的想象，非常有创意地展

现了书的无限潜能以及对个体的成长意义。《簪花的雷神》是一部民间气质与童

心世界完美融合的原创童话，以简练幽默、诗意活泼的语言表达出儿童文学特有

的明亮与美好。去梦想吧，透过孩子的视角看问题，做一些有意思的事，你也许

会收获许多新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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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让我们认识世界
教育让我们反思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