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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家喻户晓的“奇先生妙小姐”诞生于

1971年，它是由一位爱讲故事又爱画画的爸爸讲

给自己小儿子听的故事。“奇先生妙小姐”作为一

个风靡全球的大IP，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不仅拥有

95 个超级 IP 人物，还形成了几百种图书的产品

线。出版社在引进整个IP项目后，要根据每本图

书的内容及其与小读者的适配程度，对产品进行

梳理和组合。

经典系列，重装上市

2022年，是刚过完50岁“生日”的“奇先生妙小

姐”在中国开启新旅程的一年。经典系列在收集

全球小读者的反馈意见以后，又增加了 5 个新人

物：平静先生、勇敢小姐、小虫先生、爱心小姐和发

明小姐。“奇先生妙小姐经典译本”扩大到95册。

该套书中的83册由“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

得者任溶溶老先生翻译。我们在联系到任老时，任

老已将近百岁，他在家人的帮助下逐字逐句调整译

文，甚至精确到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老先生的

这种精神深深打动了编辑部所有人。2022年正逢

任老百岁诞辰，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在此刻将这套经

典童书带到读者面前。

全新故事集，礼盒装

精巧又幽默的小故事总是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孩

子的注意力。“奇先生妙小姐”的每个故事都不长，只

有30多页；开本也不大，是适合孩子抓握的48开。

我们从几百种故事书中挑选了一系列孩子最

熟悉的生活故事，如运动、打扫、骑车、上门拜访、玩

游戏等，组合成全新故事集。熟悉IP的孩子对这些

人物自然耳熟能详，就算之前不认识“奇先生妙小

姐”的孩子们，也很容易产生代入感，理解故事背后

的深意。“奇先生妙小姐”不动声色的引导方法，融

合了东方育儿智慧与西方教育理念，能够激发孩子

的自驱力，引导孩子认识自我、认知他人。

每套全新故事集配有一个双层的收纳小书

箱，打开是一个小抽屉，合起来是一个正方体。这

种设计是为了给孩子一种仪式感。很多孩子将它当成一个小宝箱来

使用，将每个绘本在里面排列得整整齐齐，自觉养成收纳的好习惯。

点读版，中英双语

“奇先生妙小姐”是采用地道的英式英语编写而成的故事，英文

可读性堪比“新概念英语”。为了帮助孩子学习原汁原味的英文故事

和句法表达，我们用中英双语的形式做了点读版。这个版本中的中

英文是完全分开的，前面绘本部分只有英文，后面附有图文对应的译

文。这样孩子可以独立阅读中、英文，有助于培养语感。

为了让书里的“奇先生妙小姐”会说话，我们给点读版配了三套

音频。除了可以用点读笔逐行、逐段点读以外，页面还设置有单独的

“中”“英”按钮。孩子在点读的时候通过点击按钮，可以随时切换中

英文。

大开本，更加丰富的内容

“奇先生妙小姐”系列绘本大多都是口袋本，127mm×140mm的

成品尺寸，方便小小孩自己翻阅。开本虽小，但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将

字号和行距放到了最大，以呈现给孩子舒适的视觉感受。尽管如此，

还是有家长提出来，希望有更大开本、更大字号的形式。

为此，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单册的“奇先生妙小姐”绘本，比口袋本

大一倍，字体更大，行距也大，而且每本都有单独的定价。这样也方

便不认识“奇先生妙小姐”的孩子们用来“尝鲜”。

每册绘本后面都有一篇针对性的专家指导，我们邀请中国儿童

中心的教育专家，对每个绘本故事进行阅读分析，对特定的某种性格

和行为做出针对性解读，给家长提出可操作的育儿建议。

中国儿童中心的副研究员谢娟老师在专家指导中指出：每个孩子

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本无优劣之分。这群胖乎乎、圆滚滚、性格

各异的“奇先生妙小姐”，虽然力量很小，甚至行为看似荒诞，但他们给

孩子展示了自我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奇妙”的世界为孩子们提供了更

多欢笑和成长，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希望能通过这些不同的组合，充分

展示每个系列不同的特点，帮孩子留住这份童年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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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新疆·我还想去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博物馆游记》查璇绘著/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22年6月版/48.00元/ISBN：9787559083937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帮助小读者爱上博物馆的

图画书。小读者通过与古代文物充满趣味的互动，

可以快速地掌握它们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书中选

取新疆历史文化中独具魅力的切片，开启一场不一

样的新疆游。

《好奇之旅》〔美〕米莎·阿彻著绘 启发文化策

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 年 6 月版/49.80 元/

ISBN：9787559660398

推荐理由：《好奇之旅》以诗意的语言、极具质

感和动感的拼贴画插图以及丰富生动的色彩，让小

读者感受到大自然的无限美好和盎然生机，同时启

发我们用全新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从中找到探索

自然的无穷乐趣。

《麒麟的远航》唐亚明著 [日]小林丰绘/长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 年 6 月版/58.00 元/ISBN：

9787572126826

推荐理由：该书以“郑和下西洋”抵达非洲、带回

长颈鹿的故事为背景，以“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

事”为创作初衷，以儿童视角为依托，生动再现了值

得永世铭记的历史壮举。日本著名绘本大师小林丰

的手绘，以真实的史料为创作素材，用考究的笔触和

生动的细节刻画了“郑和下西洋”的动人场面。

【益智游戏类】

“成语迷宫”张雨涵文 梅羽图/东方出版社

2022年4月版/120.00元/ISBN：9787520724432

推荐理由：如何将成语以儿童更为喜欢的形式

呈现出来，吸引儿童主动学习？该套书将成语与科

学知识、游戏相结合，通过图像学习法让儿童对成

语产生兴趣，进而主动学习。

【知识科普类】

《搭乘天梯上月球》薛进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2年2月版/25.00元/ISBN：9787572226090

推荐理由：该书主要介绍了纳米碳材料在航空

航天方面的应用前景，以科普绘本的形式，深入浅

出地介绍纳米的基本知识，以及纳米材料的应用、

纳米仿生等内容，并通过AR技术向小读者展现令

人惊叹的纳米世界，以从小培养孩子的科学意识和

科学思维。

“探索吧！科学！——幼儿科学启蒙经典绘本”

(全10册）冰波等文 周建明等图/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2年3月版/148.00元/ISBN：9787519129927

推荐理由：该丛书精选了10个科学启蒙经典童

话，运用了生动语言，众多知名插画家原创手绘等呈

现科学故事。有趣的科学知识配上好玩的科学游戏，

让孩子在玩中学，用高清的科学视频生动展现自然的

奥秘，全方位地介绍发生在孩子身边的科学现象。

《少儿计算思维养成记：六个孩子的编程学习

笔记》包若宁、卜文远、傅鼎荃等编著 张国强审/机

械工业出版社 2022 年 3 月版/79.00 元/ISBN：

9787111702481

推荐理由：该书忠实记录了中科院计算所三位

科学家组织亲子班培养6个孩子构建计算思维的过

程，汇总了孩子们的学习笔记、心得、设计思路和编

写程序，通过10个编程基础和15个动手实例，引导

孩子养成6个基本的计算思维。

“这就是生物”（全9册）米莱童书著绘/北京理

工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3 月版/200.00 元/ISBN：

9787576307993

推荐理由：该系列用漫画的形式，将基础的生

物学概念拟人化，向6~12岁的小学生讲清楚地球生

命的基本形态和现阶段生命科学的发展技术。

“大自然的声音是首诗”（全2册）[英]格雷厄姆·
贝克-史密斯著 温婷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22年4

月版/99.80元/ISBN：9787121430459

推荐理由：该书中，宛如诗歌一般的优美抒情文

字，不仅能呼唤起每个小朋友对大自然慢节奏的向往，

还是一场关于美与艺术写作能力提升课。书中，传统

绘画与数字绘图结合，极富个人特色的鲜明画风，将大

气磅礴、气势恢宏的自然壮阔之景，跃然于纸上。

《地球身上有跳蚤？》/[南非]亚历克斯·拉蒂默绘

著 每晴译/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2022年 4月版/

48.00元/ISBN：9787304112653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适合学龄前孩子阅读的趣

味科普绘本。太阳系里的行星们约好一起去度假，

却唯独没有叫上地球。伤心的地球在月球宠物狗

的安抚下决定主动寻找伙伴们。原来，大家是怕从

地球那里染上“跳蚤”！可是，地球真的长了跳蚤

吗？真相又是什么呢？家长可以带小朋友们一起

来认识孕育了无限生命的神奇地球！

“时间里的中国”（4册）史晓雷主编 李想、韩青

宁、唐靖、胡玉婷著 毕贤昊绘/北京出版社2022年4

月版/276.00元/ISBN：9787200170627等

推荐理由：该丛书是一套为少年儿童打造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科普绘本。丛书包括《服饰的

秘密》《民以食为天》《房屋的建造》《为了去远方》，

每个分册以时间为轴，通过图文历史百科的形式，

用精美的绘图和有趣的文字串联起中国从古到今

不同时期衣、食、住、行的历史风貌和发展成就。

“美国国家地理学习英语分级读物”（1~6级）美

国国家地理学习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

年5月版/1034.00元/ISBN：9787521333725等

推荐理由：该系列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习专为

英语语言学习者编写，将美国国家地理的真实图

片和优质内容与儿童语言学习规律相结合，故事

类与百科类内容兼顾，分级阅读与自然拼读兼顾，

帮助孩子全面提升阅读素养。全套图书分为 6 个

级别，每级 15 册，共 90 册读物，适合 4~12 岁孩子

使用。

“动物妙想国”（10册）海豚科学馆著 张梦婷等

绘 海豚传媒策划/新星出版社 2022 年 5 月版/

220.00元/ISBN：9787513348799等

推荐理由：这是一套充满想象力的趣味科普图

画书。全书将动物拟人化，把一个个脑洞大开的

问题和动物知识巧妙联系在一起。近百个滑稽提

问，近百种妙趣解答，为孩子打开奇思妙想的大

门。结尾还有小彩蛋及 100 多个小档案、22 个沉

浸式音频。

《孔子来了-论语可以这样读》大梁如姬文 徐艺

明图 歪歪兔童书馆策划/海豚出版社2022年4月

版/128.00元/ISBN：9787511058928

推荐理由：该套书以孔子一生为主线，串联起从

小学到初中阶段涉及的93个论语金句，通过30篇精

彩的孔子故事+30个生动的课堂札记+30个先秦百科

知识，让孩子在孔子乐观、坚持的人生故事中轻松读

懂《论语》。

“文言日诵”（全4册）亲近母语编著 童趣出版

有限公司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年4月版/208.00

元/ISBN：9787115587404等

推荐理由：亲近母语团队联合童趣出版公司，精

心挑选了365篇文质兼美，兼具儿童性、经典性和母语

性的文言文，打造了一套给孩子的文言诵本。

“吴有用宋朝上学记”（1~4册）李子木著/二十

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2年5月版/100.00元/ISBN：

9787556865505等

推荐理由：吃在宋朝，干锅酸菜炖羊肉、神仙花

雕鸡、水煮晚菘……让人垂涎欲滴；玩在宋朝，逛大

相国寺的宠物市场、在勾栏瓦子里听说书、踢几脚蹴

鞠……让人乐不思蜀；学在宋朝，豪放不羁的苏轼、

理科学霸的沈括、文武双全的范仲淹、乐观豁达的欧

阳修……各位大咖轮番上阵指导，让人受益匪浅。

《写给孩子的古都历史之旅：出发！北宋开封/

出发！南宋杭州》冯晓雪著/新世纪出版社2022年6

月版/84.00元/ISBN：9787558331343

推荐理由：该系列以宋朝历史为主线，分为北

宋和南宋时期，讲述了在古都东京和临安城中发生

的历史事件，10个历史小人物串讲真实历史，400多

个知识点关联课本教材，150多幅生动插画再现古

都城市繁华和历史风貌。小读者还可以扫码参与

历史知识竞答、听故事、学成语。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第三版）》该书编委会编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 6月版/358.00

元/ISBN：9787520211130

推荐理由：该套书是原创经典儿童百科第三版

全新呈现。中国大百科全书儿童版，启蒙中国一代

代小读者，传承原创经典的儿童百科。该系列由中

科院“天团”领衔各领域专家学者俯身编纂，是三代

科普匠人的传承之作，启蒙新一代儿童通识教育。

《“极星”号！漂流北极》[德] 卡塔琳娜·韦斯-图

德著 [德]克里斯蒂安·施耐德绘何钰译/浙江文艺出版

社2022年6月版/98.00元/ISBN：9787533968106

推荐理由：该书以专业独特的视角，把北极气

候变化的印迹、科研人员工作的艰辛和极地生灵的

美妙浓缩在一张张图片和一行行文字中，并启发我

们思考北极和人类的未来。

《我的第一本中国地理启蒙书》中国地图出版

社编著 朱晓晓、李铮主编/中国地图出版集团2022

年6月版/29.80元/ISBN：9787520427999

推荐理由：该书通过五个章节详细地介绍了中

国概况以及中国四大地理区域不同的地形、气候、

河流、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知识，用生动有趣的语

言将中国地理知识娓娓道来。书内配以多幅地图

插图和大量精美图片，直观形象地呈现了中国地理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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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9版）

/ 奇迹童书大赏
2022年7月12日 星期二 第2833、2834期合刊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里，“奇先生妙小姐”图书被
翻译成20多种语言，全球累
计销量超过 2.5 亿册。这套
全世界孩子都喜欢看的小
书，可爱又精致，让孩子看到
哈哈大笑停不下来。2022
年，“奇先生妙小姐经典译
本”（全 95 册）新版上市，受
到读者关注，首发当日销售
突破100万码洋。

组合22

组合33

组合44

故宫博物院《藏品有话说》发布 创新解读党史文物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5日，《藏品有话说》图书发布会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故宫博物

院院长王旭东、党委书记都海江，中国妇女出版社社长李凯声，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王翠杰，北

京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刘超英，新华网执行总编辑常烨，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会长耿瑩等，

以及北京市各博物馆代表出席活动。

《藏品有话说》是解读党史文物的创新尝试。该书源自同名百集音频节目。节目由故宫博

物院与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博物馆学会、新华网于2021年共同策划推出，联合北京市62家文博

单位，通过100件藏品，向公众讲述中华儿女自中国近代以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挖掘

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与中国文博事业之间的联系。该书收录了100集完整的节目内容，

并附上音频链接和相关博物馆的介绍，是一份富有首都特色的文化大礼。

王旭东表示，“藏品有话说”项目从音频节目到实体图书，是一次成功的创新性尝试，是博

物馆通过深入挖掘馆藏资源，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北京市

文物局、北京博物馆学会统筹协调，多方同仁群策群力，在新华网、中国妇女出版社支持下的

共同成果。

李凯声表示，中国妇女出版社将会进一步研究挖掘、用好博物馆蕴含的红色资源，讲好红

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大力开展爱党、爱国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少年儿童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 （张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