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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差的故事》[英] 托马斯·海格布鲁克著 青

豆书坊策划/重庆出版社2021年6月版/188.80元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本给孩子讲时差和时区

概念的创意地理启蒙绘本，构思巧妙，设计新颖，是

英国企鹅兰登书屋360°科普系列之一。全书唯美

生动地呈现了全球同一时刻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6个景观，将自然、人文与艺术之美完美融合。

《石头一动也不动》[美]布兰登·文策尔著绘 奇

想国童书策划/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7月版/

62.80元

推荐理由：凯迪克银奖作品《他们都看见了一

只猫》的作者布兰登·文策尔的这本新书告诉我

们，随着视角转换与时间流逝，一块普普普通通的

石头，也可以成为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所在。书

中诗意而深刻地呈现了各种各样的“对话”，以创

意和巧思打造儿童的认知升级之旅。

“探索吧！科学！幼儿科学启蒙经典绘本”

（共2辑10册）冰波、孙幼忱等文 周建明、李丹等

图/教育科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498.00元

推荐理由：该系列精选名家经典科学童话，众

多知名插画家原创手绘，有趣的科学知识+好玩的

科学游戏，让孩子在玩中学；高清的科学视频，生

动展现自然的奥秘。

《文化符号话中国——十大神话》林阳主

编、大话国绘/现代教育出版社2021年 8月版/

118.00元

推荐理由：该系列是以时代精神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原创儿童绘本，包含神话、传说、寓

言、典故等主题，紧紧围绕小学语文教材，对课文

内容做丰富有益的补充。作品完全覆盖教材里中

国上古时期神话的课文内容，对课本中与现代生

活、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神话人物起源等内容做

精炼的补充。

动漫、益智类

《狮子老爸趣味西游记》狮子老爸编著/江西教

育出版社2021年8月版/368.00元

推荐理由：该系列图书改编自喜马拉雅儿童

频道名主播狮子老爸的广播剧《西游记》，全书共

分为30册，有225个章回故事，充分还原原著，保持

故事情节完整，呈现给孩子一部完整的西游记。跨

界融合是该系列图书的一大亮点。作者狮子老爸

专门为图书录制好了配套的100集音频详解故事。

《好吃的中国——香喷喷的食育漫画大书》懂

懂鸭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年9月版/98.00 元

推荐理由：该书以食物为切入点，介绍食物

的由来以及食物对于我们人体和维系世界运转

的重要性，让孩子们不仅学会好好吃饭，养成良

好的饮食习惯，更能领悟我们博大精深的饮食文

化。全书通过精美的插图、幽默的对话、互动的

问答等形式，激发孩子们对食物科普知识的好奇

心与想象力。

“小手翻一翻·大自然的秘密”弗朗西斯·巴里

文图 方素珍译/中国和平出版社2021年 7月版/

159.20元

推荐理由：该系列包括《又大又美向日葵》《小

青蛙，蹦蹦跳》《蛋宝宝，鸟宝宝》《毛毛虫，变变

变》，由“花婆婆”方素珍倾情翻译，韵律琅琅上口，

图像可爱，色彩温暖，故事好玩，对孩子具有很强

的吸引力。翻一翻、看一看，锻炼手指动作、认知

早教、视觉激发、想象力培养、语言发育，多功能、

多层次开发幼儿潜力。

《游戏中的科学》小马车丛书编委会著/中国地

图出版社2021年7月版/28.80元

推荐理由：该书收录了63个科学游戏。每个

游戏都由4个小栏目组成，栏目功能划分得十分清

晰。该书既是科学的必备启蒙书，又是培养孩子

动手能力的“指导老师”。游戏简单，操作性强，上

手快，对孩子心智的开发十分有益。

知识、科普类

“少儿说文解字”系列 张一清、富丽、陈菲著/

接力出版社2021年10月版/238.80元

推荐理由：该系列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

究所专家写给少年儿童的当代版“说文解字”，书

中系统梳理了现行常用汉字，逐一对源头和发展

演变进行讲解，呈现汉字的发展脉络。

《跟着徐霞客游中国》（全套4册）盒子猫编

绘/北京出版社 2021年8月版/168.00元

推荐理由：该丛书分为《山川风物》《江南风

景》《异域探秘》《彩云之南》四册。它用手绘图+文

字的形式将《徐霞客游记》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

全方位展现给小读者，并对原著中记载的地理知

识和科学知识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套装4册）本书编委会编著/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8月版/682.00元

推荐理由：该系列精选军事、太空、植物、动物四大主

题原创百科，贴近中国孩子阅读视角，图文并茂地展现军

事、太空、植物、动物相关知识，书中加入的精彩独家二维

码视频，与平面文字交相呼应，让孩子们更加立体地了解

科学内容。

《BABY ALL 英语》韩国ARAM天地出版公司编著

海豚传媒出品/新世纪出版社2021年9月版/2280.00元

推荐理由：该系列是一套针对英语启蒙的情景互动式

玩具书，来自于2012~2021年连续10年获家长评选教育品

牌大奖的Baby All品牌。全套40册，通过全方位立体多元

的图书、儿歌、动画资源搭配详细家长指导，实现科学高

效、趣味学习、零基础家长易上手的独特功能，解决0~4岁

幼儿家长选书难、无专业引导、形式单一、孩子兴趣难调动

的问题。

《我的大自然物候历2022》高春香编著、许明振绘/海

豚出版社2021年10月版/98.00元

推荐理由：这是国内第一部面向大众进行物候学科

普，同时引导读者观察记录全年物候现象的特色日历。该

书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每节气提炼出一个物候关键字，

从气象、水文、动植物、天文等多角度探究自然现象，解答

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疑问；同时按平均出现日期列举我国各

地典型物候现象，科学引导读者观察、探索、记录身边的物

候变化。

《从南极看世界》［捷克］大卫·伯姆著绘/人民文学出

版社天天出版社2021年8月版/95.00元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大卫·伯姆是一名现代艺术家，为

创作该书，作者亲赴南极，得到了捷克科学院、马萨里大学

南极研究中心的支持，创作出这一本集科普、艺术、哲学为

一体的作品。他用优美的语言和富有冲击力的图像向孩

子们讲述关于南极的一切。在这里你可以通过摄影、手

绘、拼贴、漫画、文字、拉页看到探险、地理、生物、历史、科

学、哲理......

“大耳朵图图健康成长·我会保护身体”席莹莹著/人

民卫生出版社2021年11月版/196.00元（共4册）

推荐理由：该书是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指导推荐用书，

科普知识点均由全国知名医院北医三院和北京儿童医院

的专业医生审定，故事可读性强，语言通俗易懂并富有趣

味性，准确传播医学科普知识。该书是以倡导儿童健康的

动画片《大耳朵图图》中的人物为原型，重新进行创作的健

康科普故事，取材于小朋友的日常生活，以及在生活中遇

到的健康问题。

“山海经里的博物学”系列（全6册）五色神石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408.00元

推荐理由：该套书是国内第一部以动物学门类划分主

题，专注介绍《山海经》动物知识的博物学读本。我们特别

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程超源博士和古生物学

家刘森老师来对书中的生物学知识点进行把控与审校，并

且还有程超源博士亲自作序推荐。

《她来了请准备》［澳］优米·斯泰恩斯著［澳］梅丽莎·康
著［英］珍妮·拉瑟姆绘 爱心树童书策划/海豚出版社

2021年10月版/59.00元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本比妈妈讲得还全的月经小百

科，风靡11个国家和地区，被译为中、德、法、韩、俄、西班牙

等多种语言，适合9~15岁青春期女孩阅读。书中以一种好

玩、坦率、活泼、时尚的方式，通过科普女孩青春期身体结构

的变化、相关月经用品的用法，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对

各种突发状况等，解答青春期女孩遇到的各种月经问题。

“STEM儿童科学百科”（全8册）［英］萨伦娜·泰勒著

［英］大卫·莫斯汀绘 憨爸译/中国妇女出版社2021年9月

版/288.00元

推荐理由：该系列是一套面向6岁以上的儿童的科普图

书，共有8个主题，分别是人体、科技、地球、机械、太空、发明、

海洋、科学。书中通过手绘插图、实景照片等图解形式，讲解

了大气、云、风、飞机、电器等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和物品，传递

给孩子物理、化学、生物、天文、人体、机械、发明等科学知识。

《人类的历史：地图上的古代文明立体书》[英]露丝·马
丁文、[英]乔·利林顿图 乐乐趣立体书策划/未来出版社

2021年9月版/168.00元

推荐理由：该书以地图为依托，介绍了美索不达米亚

文明、古埃及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等近 20 种世界古代文

明。通过各种立体互动形式，直观展现各古文明起源、演

变及异同，使小读者收获的不只是具体的知识，更是一种

学习历史的方法和宏观的思维方式。

“化学有点萌”（全3册）[日]上谷夫妇著/现代出版社

2021年7月版/174.00元

推荐理由：“化学有点萌”系列是日本备受欢迎的理科

插画师上谷夫妇著绘的化学启蒙科普书，分别为《元素周

期表的地球任务》《烧杯君的快乐化学实验》《实验器具的

发现之旅》。从人体的构成元素开始，再到家里的物品，还

有在商店、医院等场景中，元素构成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

事物。该系列通过萌趣的漫画与图鉴结合的方式，带领小

读者逐步走进化学的大门。

（上接第9版）

苗炜《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

聚焦新中产人群与都市零余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 月 9 日，作家、

资深媒体人苗炜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直播

间，为读者带来新书《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

事》的创作分享，并与作家石一枫一起，围绕

“新中产人群与都市零余者”话题展开丰富的

文学对谈，与读者互动，反响热烈。

长篇小说《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今

年 8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聚焦都市，

从 婚 恋 关 系 写 开 去 ，写 活 了 一 个 新 的 阶

层。小说中的人物群像，有电台主持人、编

剧、心理医生、大学教授、公司老板、律所合

伙人……这些体面的新都市中产，面对具体的生活、具体的关系时又往

往捉襟见肘。他们暴露出的脆弱与荒诞，触动着每个人最敏感的神经。

如何理解都市新中产人群？这是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是真正进入都

市文化的新切口，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活动现场，嘉宾们从小说主人

公的性格特点入手，剖析了中产、文艺中年等典型的社会群像，将他们与

西方文学中的“多余人”对比，由此构成作家对当下都市的独特理解。在

苗炜看来，小说人物的许多怪癖其实来自某种决绝，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真

正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非常直接，而这种直接，或许正是他们抵抗

空虚的途径，有时也成了空虚的来源，这是现代价值观有些残酷的地方。

《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是一部具有“城市腔调”的小说，那种众

声喧哗，那种体面的幽默，以及细微之处的荒诞变形，都与作家对城市

文化的看法、他的文学趣味偏好有关。苗炜身上有很典型的90年代文

学趣味烙印，他喜欢简单中机智的俏皮，不喜欢那种阅读起来累赘的沉

重。石一枫认为，苗炜的小说总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气息，这种别开生面

又是从日常生活里来的。能为读者提供另一双看待生活的眼睛，是这

个时代作家的可贵贡献。 （沈 西）

中少总社举办
“紫雾心谜”系列心理健康主题直播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响应“国际反校

园暴力和欺凌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简称“中少总社”）旗下官方抖音号“中

少读书”于 11 月 7 日晚举办了一场主题为

“保护自己，关心他人”的线上心理健康直播

互动活动，此次活动特别连线青少年心理健

康辅导员、心理悬疑小说“紫雾心谜”的作者

晏菁，为小读者们普及校园欺凌的防范与解

决方式，并在线上解答了不同小读者们的成长小困惑。

活动前期，中少总社就给读者发放了有关校园欺凌和防治相关内

容的调查问卷，并同时进行了诗歌征集。直播开始后，主播们先引导观

众朋友做了一个小小的心理游戏。直播中，晏菁以她的最新作品——

“紫雾心谜”系列中所反映的校园欺凌故事作为案例，深入分析了此类

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和孩子们的心理状态，并给出了一些防范及事件

处理的建议。除了校园欺凌事件本身，晏菁也回答了现场小观众们的

一些其他的烦恼，比如如何缓解学业压力、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同

吵架的朋友和好等问题，并为大家介绍了角色书信疗法、舞蹈疗法、诗

歌疗法等等的具体操作方式。为了回馈喜爱“紫雾心谜”系列作品的读

者朋友，主播特别邀请作家晏菁在线上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谈。此次环

节中晏菁讲述了最新作品《紫雾心谜10·威廉古堡》的创作思路和创作

历程，并详细分析了作品案例当中所应用到的各种心理原理。

中少总社全新推出的心理悬疑推理小说“紫雾心谜”系列，是一部

以青少年心理咨询为题材的悬疑小说，以南山中学的心理诊疗室为舞

台，讲述了妙手仁心的心理诊疗师程愈和他的助手泠，面对一个个带着

秘密的来访者，从外在表现的背后挖掘他们内在的心理动因。最新作

品《紫雾心谜10·威廉古堡》将故事的舞台转向英国的一座神秘古堡当

中，系列主角程愈将同其他心理诊疗师一起，受邀到威廉古堡参加一次

心理聚会，在这里，他们将用戏剧演绎的方式，推理出百余年前的一桩

谜案——美丽贵妇莉莉·威克利离世的真相。 （张聪聪）

网剧《真相》原著小说《静默的铁证》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优酷独播网剧

《真相》原著小说《静默的铁证》由长江文艺出版

社出版。这部国内首部反映检、警合作，运用刑

事科学技术突破证据瓶颈，集痕检、文检、法医、

犯罪心理学于一体的教科书式刑侦小说，讲述

了以林远昊、林岚为代表的检察技术人员运用

先进的专业技术手段突破疑难案件瓶颈，攻克

“零口供”案件，使冤案得以昭雪，无辜死去的人

能被伸张正义，真凶无法逍遥法外的故事。小

说由紫金陈、雷米、陈研一联袂推荐，导演赖水

清、制片人王小超倾情作序。网剧《真相》由陈星旭、盖玥希领衔主演，

许亚军特别出演。

《静默的铁证》作者米烛光曾从事检察官工作20余年，这本书的诞

生是她对过往职业生涯的一种纪念，也是她对法律人身份的一种敬

畏。小说中的各个案件大都取材于作者真实的工作经历，犯罪手法、审

讯方法、技术手段、犯罪嫌疑人的特点、案件背后的深层原因等都是她

灵感的来源。“米烛光”其实是笔名，这个结合了理科和文学特点的名字

隐喻了法律人的力量：“每一个法律人都在尽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哪怕是米烛微光，也能划破黑暗，带来光明。”

米烛光透露，《静默的铁证》还会有第二部，主角依然是“双林”组

合。经过第一部的尝试，第二部案件所用技术的新颖性、知识型、趣味

性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刑事科学技术和证据审查、出庭公诉的结合

将是她写作不断探求的方向。 （穆宏志）

湖北九通电子音像社“我会看图讲故事”提高孩子阅读能力
开发儿童智力，是早期教育的重要内容。看图讲故事，是开发儿童智力的一种好形式,它可

以循序渐进地培养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特别是观察力和想象力。如何引导儿童通

过认真仔细观察，积极主动思考，达到有效组织语言叙述，培养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力的目的，

湖北九通电子音像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我会看图讲故事”系列图书就为孩子们提供了一条有效的

途径。

这套专为低龄儿童设计的亲子赋能互动故事书精选了168个儿童故事素材，引导儿童通过观

察丰富的讲述素材，展开想象，讲述故事，有效培养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观察力和想

象力。通过接触这些科学健康、积极向上的故事主题，儿童还能了解基本的生活常识及自然规

律，建立起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观念，培养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进一步开拓孩子们的视野、启迪

智慧，养成善观察、爱思考的好习惯。

故事书包含了视、讲、听三个步骤，只需扫描二维码，就能收听故事范例音频，可与儿童讲述

的故事进行参照对比，调动儿童参与的积极性，增加阅读活动的趣味性和亲子互动性。 （唐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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