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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刘海栖著/青岛出版社2022
年4月版/36.00元

ISBN：9787573600394
学习一项技能，是探索未知的过程，

是磨练心性的过程，是学会学习的过程，

也是快乐成长的过程。当下很多孩子怀

着抵触情绪参加各种培训班，反而无法

建立内驱力，找不到主动学习的乐趣。

该书聚焦一群自己想尽办法学游泳的孩

子，作家幽默的文风成功地塑造了生气

勃勃的少年群像。作品有着厚实的生活

积淀，也有着灵动的儿童情思，阅读该书

有利于儿童人格的建设、有助于其世界

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为孩子的成长提供

精神食粮。

《我的飞鸟朋友·你如此勇敢》保冬
妮著 黄捷等绘/接力出版社2022年5月
版/180.00元(套)

ISBN：9787544877121
该系列以中国稀有的鸟类为主人

公，讲述了丹顶鹤、朱鹮、北京雨燕、绿孔

雀的故事。书中内容始终围绕鸟儿不同

的生活境遇展开，共涉及数十种鸟，描述

了鸟儿安家、寻找食物、养育宝宝、迁徙

等场景，传递出鸟儿坚韧、勇敢的精神，

让孩子感受鸟儿百态、自然之美，获得成

长的力量。

《恰同学少年：陪孩子读毛泽东诗
词》李洪峰著/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2022年5月版/98.00元

ISBN：9787514874020
党史专家李洪峰曾任中央政策研究

室党建研究局局长，他热爱毛泽东诗词，

很希望孩子们读一读毛泽东诗词，通过

诗词走进伟人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和崇高

壮阔的艺术境界。所以，他的解读更注

重从诗词的创作背景、革命背景切入，在

已有的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成果基础上，

结合孩子的阅读特点和理解程度，深入

浅出地讲解了毛泽东诗词的美学思想和

艺术风格。配图为傅抱石的画作，孩子

可结合形象可感的图画去体会诗词的气

魄和意境，感受诗词里的万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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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由日本著名绘本大师小林丰手

绘，作者以真实的历史资料为创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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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视角独特、

极具创意，把丰富的中华历史文化内涵

以富有想象力的文学、艺术形式表达出

来。同时，该书视野宏阔，在当下探索全

球化国际形势及世界未来发展走向的

大语境下，具有非常重要的中国意义。

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以郑和下西

洋的伟大壮举为背景，生动讲述中国灿

烂历史，彰显优秀传统文化，再现中国

大国气魄。

《船上》吴洲星著/安徽少年儿童出
版社2022年6月版/30.00元

ISBN：9787570715213
该书是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得者、

年度“中国好书”入围者吴洲星 2022 年

推出的长篇小说新作。在书中，作者回

望故乡，倾情关注中国乡土社会孩子的心

灵成长。因为一场大水，坡儿家的房子倒

了，日子从岸上转到了船上。一条船、一

群鸭子、一家人，融进江南水乡的平静生

活和村野少年的喜怒哀乐。船上有人，岸

上有根。岁月流转，船行向前，烟火人间

如画卷铺开，人情之美缓缓呈现。我们在

一条船的流动中，能够感悟成长滋味，追

问生命价值，体味人情之美。

《小菊的茶山》徐鲁著/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2022年6月版/28.00元

ISBN：9787556864966
作品以鄂南幕阜山区为故事背景，

借助两代女孩的命运和精神成长，展现

新时代的乡村变革。小说采取半纪实的

叙事方式，循着主人公即作者的足迹，在

散发着泥土与春茶气息的旅程中，围绕

富水河畔枫林渡的阿通伯一家三代的生

活经历，全景展现了幕阜山近30年来的

发展变化。作者笔触极具江南风情与韵

味，但在这乡土文化的探寻中，既充盈着

作者浓烈的乡土眷恋情愫，也隐含着作

者客观、冷静的反思。

《探秘万物儿童百科·点亮科学》（全
17册）[法] 艾米丽·布蒙等著[法] 马德莱
娜·布吕内莱等绘 李璐凝等译 海豚传
媒策划/海豚出版社 2022 年 6 月版/
198.00元(套)

ISBN：9787511059628
这是一套专为3~6岁幼儿量身打造

的低幼科学启蒙图画书，全书横跨六大

知识领域，精选 17 个科普主题，从天文

地理、动物科普，到人文百科，内容丰富，

种类齐全。用600余幅精美生动的情景

化手绘插图展开亲子互动式的讲述，激

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用容易理解

的活泼语言全面解析丰富的知识，帮助

孩子培养逻辑思考和口语表达习惯、开

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双重能力。

《一双大鞋》薛涛著 朱成梁绘/明天
出版社2022年6月版/49.80元

ISBN：9787570813858
故事取材于作家的真实童年往事，

讲述小男孩去长白山深处看望姑父的趣

事。随着他的所见、所闻、所感，蕴藏在

一双双乌拉鞋中的乡土智慧、人间温情、

风土人情得以细腻、精准地艺术化“还

原”。这是作家以图画书语言对地域文

化和童年生活一次出色的艺术记录与传

达，也是一部以小见大讲述中国乡土记

忆的作品。

《福如东海》韩佳童著/江苏凤凰少
年儿童出版社 2022年6月版/30.00元

ISBN：9787534689796
作者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新锐儿童文

学作家，《福如东海》是他的第一本书，创

作历经五个寒暑。作为一部讲述美食文

化传承的现实主义长篇儿童小说，该书

对传统文化、对中国美食和菜式、对厨师

行业进行了深入肌理的描写，通过少年

福海的视角，刻画了世间百态，是一部向

传统文化致敬的作品。作家把鲁菜写得

出神入化、津津有味，细节丰富、生动、饱

满，非常吸引人。小说着重体现了延续和

发扬古老技艺的过程中，薪火相传的师徒

之情、同门之谊，展现了人与人之间温暖

醇厚的情感，以及对少年成长深刻与多元

的影响与滋养。这些熠熠闪光的中华美

德，正如传统技艺一样，作为民族文化鲜

活的瑰宝，一代一代流传并丰厚。

《我的爸爸妈妈》愚一著 胖蛇绘/希
望出版社2022年6月版/28.00元

ISBN：9787537985284
该书从儿童视角出发，讲述了“我”

的爸爸妈妈相识、相爱，为了铁路事业，

聚少离多却相守一生的故事。作品取材

于近年央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新华

网等各大主流媒体争相报道过的一对火

车情侣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具备广阔的

时代背景和“以小见大的立意”。透过上

世纪80年代一个平凡的火车家庭的真实

故事，我们看到一代人在平凡工作岗位上

坚守一生，努力平衡家庭与事业，虽然聚

少离多，但却充满了爱和奉献精神。

关键词 快乐 学习 成长

快乐学习才能调动孩子内驱力
关键词 焦虑抑郁 亲子关系 合作式养育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大量研究表明，过度焦虑的父母会引发孩子出现抑郁、强迫等问题，这会影响家庭成员之

间的关系。6月教育类好书中特别推荐医学博士韩海英的《战胜代际焦虑》一书，该书建议，父

母要学会借助周围的力量（如学校、社会），用“合作式养育”的方式来帮助孩子改善问题，这个

观点颇具启发意义。艺术类好书中，《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世人》《中华匠心》均用优美文

笔，辑录了中华历代名匠和佳制，展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聪明才智和匠心技艺。

艺术类（5种）

《极命草木——曾孝濂和他的博物画》

聂荣庆主编/云南美术出版社2022年4月

版/860.00元

ISBN：9787548947851

曾孝濂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孜孜

不倦地研究科学绘画并进行大量的创作。

他的生物科学画，不是大概的样子描绘，也

不是简单重复相机的功能，原封不动地映

照自然，而是有自己的绘画语言。作者用

朴实的绘画形式反映珍稀动植物重要的分

类特征，表现物种的生命状态，反映它们的

勃勃生机，讴歌大自然的瑰丽神奇。在将

自然的生命力融入创作的同时，也传递了

严谨、敬业、耐心、专注、坚持的工匠精神。

《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世人》[美]高

彦颐著 詹镇鹏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5月

版/158.00元

ISBN：9787100196123

这是一部透物见人的物质文化史研究

力作。在书中，我们可以跟随作者踏上关

于砚台历史、技艺和鉴赏的迷人之旅。你

会流连于北京紫禁城、肇庆黄岗村、苏州专

诸巷、福州光禄坊，透过作者精心考证而构

筑起来的采料、雕制、题咏、流转、收藏等诸

多场景，体验砚台的生命历程。在这一旅程

中，你会与皇帝、官僚、文人、砚匠、石工一一

相遇，同一时空下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社

会成员交织在一起，体悟清初社会政治运转

机制和人际关系网络的真实图景，鲜活而生

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彦颐

这种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

法，为物质文化研究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灿烂的再生：意大利文艺复兴三百年，

1303～1607》[英]弗吉尼亚·考克斯著付稳等

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22年5月版/69.80元

ISBN：9787122404084

该书是一部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

史读物。作为研究文艺复兴的专家，弗吉

尼亚·考克斯对欧洲文化史中这段标志性

时期进行了新的审视。他突破传统的纪年

体历史书写，从社会层面重新阐释文艺复

兴，较为全面地论证了文艺复兴对意大利

甚至欧洲社会及世界的渗透。除了达·芬

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知名艺术人物，

作者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众不太为人所知的

人物，丰富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理解。该书

另一特别之处是，解读了女性无论是作为

艺术和文学的赞助人，还是作为创作艺术

家本身，其在文艺复兴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华匠心》许结主编、孙晓云著/江苏

凤凰美术出版社2022年6月版/298.00元

ISBN：9787574100336

该书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

法家孙晓云，与中国辞赋学会会长、南京大

学教授许结携手推出，从名匠、佳制、绝技、

初心、文萃五个方面辑录、筛选文采优美并有

时代意义的古文。文本选编主题向上、文采

优美，辑录了中华历代名匠和佳制，汇集了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聪明才智和匠心技艺，展现

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发展生产、创

造财富、珍视初心，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历

史创造，昭示了有关道与技的文化思考。

《中西艺术交流3000年》[德]奥斯卡·明
斯特伯格著/中国画报出版社2022年6月

版/128.00元

ISBN：9787514621099

该书是19世纪德国东亚艺术史学家奥

斯卡·明斯特伯格的力作，从历史的纵向发

展，即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末，诠释了中国艺

术风格演化的逻辑和特质。作者还以佛教

传入中国为分界线，通过中外古代石刻、青

铜器、陶器、绘画、雕塑等作品，呈现了中西

方3000年来在艺术上的对话与交流。书中收录

321幅黑白图版和15幅彩色图版，其中不乏藏于

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吉美博物馆、波士顿美术

馆等地的文物原件的图片及在中国实地拍摄的

照片，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传统艺术在历史

长河中的蓬勃发展。

教育类（5种）

《青春期男孩成长指南》白璐著/中国妇女出

版社2022年5月版/49.80元

ISBN：9787512720992

孩子进入青春期后，面对自身产生的种种

变化，或紧张、或尴尬，很多问题即使面对家长

也羞于启齿，再加上他开始有意识地对自己的

隐私进行保护，跟家长的知心话也越来越少

了。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原本关系亲昵的家长

和孩子，在需要沟通交流的时候却产生了严重

的隔阂。具有“过来人”经验、教训的家长，在这

种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以适当方式教育孩子。

这时候，口传心授不适用，不如给孩子一本好

书，让孩子自己去看，去领悟。这套书就是专门

为青春期孩子量身定制的青春期身心成长指

南。该书是青春期男孩的良师益友，能帮助孩

子战胜青春期的重重危机。

《我们双向奔赴的亲子时光》童钎著/湖南少

年儿童出版社 2022年5月版/48.00元

ISBN：9787556259281

这是一本理念新颖、文字温暖、干货十足的

智慧亲子书。作者融合风靡全球的正面管教教育

理念和双向教养育儿理论，从养育、学习和育己三

方面讲述了一位二孩妈妈的9年育儿历程。如何

养育自信独立的孩子，怎样陪伴孩子学习，以及如

何育儿先育己，让自己成为学习型、成长型父母，

该书提供了丰富的故事案例和操作方法。

《战胜代际焦虑》韩海英著/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22年5月版/59.00元

ISBN：9787300305752

大量研究表明，过度焦虑的父母会引发孩子

出现抑郁、强迫等问题，这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

关系，甚至会让孩子因此而受到欺凌。该书作者根

据多年的临床经验，解读实际案例，帮助父母识别

自己的焦虑情绪并进行自我调节，让父母重视自

己的情绪健康，改善亲子关系，避免孩子出现不

良心理问题。作者特别提出，如果孩子有问题，

父母要学会借助周围的力量（如学校、社会），用

“合作式养育”的方式来帮助孩子改善问题，以免

孩子被歧视和欺凌，更好地融入社会。

《母亲与儿子》[法]阿兰·布拉克尼耶著 丁玉

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6月版/

56.00元

ISBN：9787807683773

母子关系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联系，是彼此

绵延一生的羁绊。母亲的存在对儿子来说本是

抚慰、平静和安全感之源，但随着儿子的成长，

他会不断地向外探索，而母亲依旧默默付出，反

而得不到理解。因此，母亲要懂得如何去爱，如

何转换自己的角色，如何营造一种健康的母子

关系，这对儿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和拥有幸福的

未来至关重要。该书通过大量个体的心理案

例，能够让读者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和思考母

子关系，有利于母子二人改善关系，建立更加深

厚的联结。

《给一年级家长的建议》郭文红著/长江文艺

出版社2022年6月版/48.00元

ISBN：9787570225279

没有准备的一年级，会使孩子紧张不安，产

生无能感。30年教龄的资深班主任、全国德育

名师郭文红，解读“双减”背景下的幼小衔接教育

重点，梳理一年级学生的学习生活、生理心理、习

惯、社会性培养等特点，讲解学校老师对于一年

级的教育教学要求，家校配合建议和具体方案。

从理念到方法，到具体的例子，奉献给家长诚挚

的建议，帮助家长和孩子走好小学第一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如今很多家长常常给孩子报各种特长班、补习班，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殊

不知学习本身应该是一个磨练心性、快乐成长的过程。只有孩子自己愿意学习的课

程，才会调动他们的内驱力，让孩子感受到学习乐趣。6月童书中，刘海栖的《游泳》

通过主人公刘立宪想方设法学游泳的过程，展示出独属于童年的丰沛游戏力、学习

力和生命力，诠释了成长的坚实内核。薛涛和朱成梁的《一双大鞋》与韩佳童的《福

如东海》关注中华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扬，文笔细腻生动，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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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工匠精神再现艺术魅力

“北大名师聊专业”系列直播超6000万网友获益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期，全国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发布，择校择业、填报志愿成为广大青年

学子及家长们关注的焦点。值此之际，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博雅讲坛联合抖音、西瓜视频推出“北

大名师聊专业”系列直播课，于6月22日至30日进行直播。该系列课程共6讲，暨北大博雅讲坛第

468至473期活动，课程分别由丁宁、林毅夫、邱泽奇、韩茂莉、王一方、燕继荣这6位北大教授向广大

青年学子及家长介绍艺术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人文医学、政治学专业，分享相关学科的

实际应用和职业前景，为考生和家长们答疑解惑。

这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博雅讲坛与抖音、西瓜视频联合举办，由多家媒体平台同步直

播，累计观看人数超300万，相关视频播放超600万，逾6000万网友透过本次活动了解经济学，获得精

神鼓舞，相关话题在抖音引起热烈讨论，活动影响力持续扩散。

直播活动以服务本届高考考生为主，同时助力专业学科走向社会，服务广大群众。在活动中，各

位教授均提倡学科知识应该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服务今天，更服务未来。各位名家学者还为青年学

子们献上诚挚祝愿，勉励青年学子抓住历史机遇，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力量。 （文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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