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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春夏秋冬》周晴著/长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 年 8 月版/

28.00元

ISBN：9787572132896

12岁的女孩小小在上海弄堂里长

大，她用一双童稚而又敏锐的眼睛来

打量她身处的世界，观察她周围的人

和事。她注定要与正在变迁着的弄堂

一起成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有了

一些思考，关于人生，关于生命，关于

未来……而那些形形色色的为生活而

奔波的人，都将留在她的记忆里，给她

带来深刻和重要的影响。该书用细腻

的笔触，描述了一个小女孩对现实世

界的观察和对人生的感悟。

《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

[美] 玛丽亚·塔塔尔著 吕宇珺译/南京

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版/88.00元

ISBN：9787305256523

该书作者既是知名学者也是说书

人。她带我们重回童年的魔法森林，

重新翻阅格林童话的最初版本——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回溯格林兄弟

编选童话集的历史场景。在作者深思

熟虑的解读中，在精心选取的童话故

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绮丽复杂的

想象与潜意识的思虑。

《在万物内部旅行》袁越著 黄依

婕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年8月版/49.00元

ISBN：9787108074126

资深科学记者袁越，将与生命科

学领域有关的科学知识，以八卦闲聊

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少年朋

友。书中 60 篇文章，涉及生物学、医

学、生命科学以及环境科学的热点话

题，每一篇都精练短小，有理有据，科

学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自成体系

的小故事讲述出来，更加通俗易懂。

同时，书中脑洞大开的原创插画，更是

让你在醍醐灌顶的同时，多了拍案叫

绝的喜悦。和作者一起，来一场万物

内部的旅行，收获的不仅是知识，还有

科学的思维方法。

《成长小小步》[日]服部千春等著

[日]佐藤彩等绘 彭懿、周龙梅等译/云

南科技出版社2022年 8月版/200.00

元（8册）

ISBN：9787558738050

这是一套给孩子的全新情绪管理

桥梁书，甄选名家作品，用贴近儿童日

常生活的故事、助力孩子养成一生受

用的积极心态，例如勇于担当、阳光自

信、专注积极、对人宽容、学会惜物等

等，让孩子逐渐热爱学校生活，做勤奋

自律的孩子。优美的文字浸润心田，

好书慢慢读，成长小小步。每个小朋

友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小小根芽终

会长成参天大树。

《我爱阅读桥梁书》[法]杰拉德·蒙
坎布尔等著 埃里克·加斯特等绘 党蔷

等译 海豚传媒策划/岭南美术出版社

2022年9月版/600.00元（套）

ISBN：9787536275218

该系列图书紧扣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2022 版），将部编版小学语文

教材一年级写字表的 300 个汉字学习

巧妙融入到故事阅读中，帮助孩子巩

固拼音知识，从而轻松开启无障碍阅

读。全书故事类型丰富、情节有趣，让

孩子一读就喜欢，在精彩的故事中潜

移默化形成健全的人格和美好的品

格，轻松积累7.5万字阅读量，同时，每

册书的故事后设有适当的、游戏性的

拓展练习，帮助孩子加速提升阅读理

解能力。

《敦煌灵犬》顾春芳著 陈汉煜绘/

译林出版社2022年9月版/68.00元

ISBN：9787544791854

该书是“中国好书”作者、北大教

授顾春芳献给孩子的敦煌莫高窟幻想

之旅与文化奇旅。作者以真实存在的

莫高窟守护犬乐乐大王为原型给孩子

讲述成长冒险故事，告诉青少年文化

守护与文明传承的意义。“敦煌的女

儿”樊锦诗作序推荐该书。

《爷爷和月亮》[加]斯蒂芬妮·拉勃

朗特著 桃子译/接力出版社2022年9

月版/56.00元

ISBN：9787544877695

因为挚爱妻子的离世，沉默寡言

的爷爷变得茫然失措。为了唤醒爷

爷，女孩决定参加登月选拔，以此完成

爷爷对她“学有所成”的梦想期许。就

在她即将成为大家期待中的登月宇航

员时，她却选择了放弃月亮。女孩到

底经历了怎样一场情感的巨浪和内心

的深省？该书是一部适合亲子共读的

图像小说，充满对生命和宇宙沉思与

遐想。这也是一本书写失去与拥有，

热爱与珍惜，陪伴和感恩的亲情之书、

大爱之书。

《一生之旅》[法]汤姆·奥戈玛著

绘 刘春艳译/海豚出版社2022年9月

版/138.00元

ISBN：9787511060334

从放大镜下的小小昆虫到天文望

远镜中的浩瀚太空，一个男孩怀着无

限的好奇心观察这个世界。时间慢慢

流逝，男孩带着征服世界和宇宙的梦

想逐渐长大，并如愿成为一名宇航

员。然而，一场航天事故的发生，让他

开始重新思考人生。该书通过双重视

角的切换，极具创意的设计，以及简洁

的色彩，展示了一个人从出生到离开

世界丰富且完整的人生轨迹。浩瀚宇

宙，漫漫一生，每个人都在各自的人生

之旅中探索与体验生命之美。

《楼上楼下》余丽琼著/安徽少年儿

童出版社2022年9月版/28.00元

ISBN：9787570713509

该书是丰子恺首奖得主，《团圆》

作者余丽琼首部长篇儿童成长小说。

作品承载着小女孩毛毛的童年记忆，是

对未完型的成长仪式的不懈探索。余

丽琼的写作无处不彰显着“写实性儿童

文学的意义”，作品也反映了诸如“校园

霸凌”等问题，但是分寸却又刚刚好，向

读者袒露出童年最本真的质地，同时注

入了作家对于小读者的温暖关怀，像

儿童成长路上的一盏小而温暖的灯,照

耀着儿童前进的方向。

《我的家乡十八洞》汤素兰著 杨飞

绘/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 9月

版/29.80元

ISBN：9787556265275

“家国家园绘本”系列以适合少年

儿童并受少年儿童喜爱的绘本形式，

展示传统文化的人文品质与精神传

承，展示脱贫攻坚胜利后家园的巨大

变化与勃勃生机。《家国家园绘本·我

的家乡十八洞》由儿童文学作家汤素

兰老师创作，以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

童话故事的方式，讲述十八洞村的变

迁。邀请青年画家杨飞以水彩手绘的

方式，画出好山好水好人好生活。

关键词 童年 回忆 幸福

有一种幸福是美好的童年回忆
关键词 壁画 神仙 天赋 潜能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9月艺术类好书，关注的重点在壁画。《关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透过汉代至宋朝的

墓葬壁画看到历史的变迁和个体生命的鲜活故事。《野生神仙》的作者，用自己绮丽魔幻

的画笔，让壁画这种古老艺术充满烟火气。本期教育类好书，依旧重点关注家庭教育。

无论是古代的家教故事还是现代家庭教育理论研究，都告诉我们，爱与肯定才是孩子成

长的法宝；发现孩子的天赋，引导孩子挖掘出自身潜能，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艺术类（5种）

《当代建筑22讲：喧闹的远方》[黎巴嫩]

埃利·G.哈达德 [美]大卫·里夫金德著/山西

教育出版社2022年8月版/128.00元

ISBN：9787570321384

该书从理论与案例两个维度来构建一

部全球多元的当代建筑史。一方面，书中系

统和透彻地介绍了后现代与当代建筑中的

主要的新兴主义、流行风潮和关键的建筑设

计师；另一方面，基于全球主义视野，带领读

者剖析 6 大洲 20 多个地区当代建筑实践的

经典案例。该书还通过极具穿透力的历史

批评意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建筑的风格与

材料、布局与细部，还原身临其境般的建筑

现场，更将建筑置于历史坐标与当代语境

中，从更深层与当下的视角讨论了不同地区

建筑的想法从哪里来，又最终指向什么，以

及当代建筑与天（时代）、地（空间）、人（社

区）的纠缠与牵连。

《野生神仙》文那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98.00元

ISBN：9787205102630

该书是壁画家文那首部个人作品集，呈

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原创世界。清华美院毕

业的她，通过自己的创作把中国神仙带向全

世界。书中143幅神仙画，收录文那迄今为止

所有重要的壁画作品和神仙壁画的创作故

事。画家徒手打造的神仙谱系，舍喜、舍悲、伏

卫、伏言、乌隙、束手、夜魁、烟戏、花脂、花煮

……每个神仙都有身世出处，异境怪诞，天官

赐福，宛若《山海经》般绮丽魔幻。即便再微

小的器物、再平淡的须臾，在她笔下都可幻化

成仙，充满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们和文那一

起走进这人间有情、万物有灵的世界。

《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苗子兮著/北

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148.00元

ISBN：9787301331132

该书以从汉代至宋朝有代表性的墓葬

壁画为切入点，来解读图像背后的生动历

史。这是一部由线条和色彩绘就的历史，皇

亲国戚、豪门贵妇、边地小吏、异域来客、农夫

牧人，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这部历史的主人

公。从昆仑仙境到人间乐国，从春播秋收到

南来北往，从觥筹交错的盛宴到车马喧阗的

出行，墓室主人的日常生活、生平功业、希冀

情感被表现在画壁上，时代的风尚、社会的变

迁和历史的风云被折射在画面上。每幅画，

是一扇小小的窗口，透过它，看到的不仅是个

人的生命故事，还有大时代的起承转合。

《艺术与宇宙技术》许煜著/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68.00元

ISBN：9787576031539

哲学与艺术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何作

为？作者从中国道家思想中提炼出与西方

悲剧逻辑相反的山水逻辑，用以解答这一问

题。该书关照艺术经验与审美思维的多样

性，并在一个技术时代的观念局面中，重新

开启了哲学与艺术的思想关联。对于当下

人们反思技术、哲学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

极富创造力与原创力的回答。

《人鱼：奇幻生物的人类想象史》[美]沃

恩·斯科莱布诺著 祝铭键译/中国工人出版

社2022年9月版/88.00元

ISBN：9787500879336

中世纪的教堂雕像、荷马《奥德赛》中的

海妖塞壬、裹着蜜糖的美好童话《小美人

鱼》，半人半鱼的生物形象在人类历史的角

落中比比皆是。是摄人心魄的水中魅妖，

还是梦幻迷人的虚构之物？是一次次被目

击到的奇迹，还是一场场精心布置的骗

局？ 该书游弋在科学与神话的路口、奇迹

与幻境的边缘，在人鱼形象的历史变迁，与

人鱼文化的集体记忆之中，探索更加多样的

人类文化历史。

教育类（5种）

《教子也烦恼：左宗棠的23封家书》徐

志频著/天地出版社2022年8月版/48.00元

ISBN：9787545567922

从1852年到1883年，31年时间里，左宗

棠给8个子女共写了163封家书，其中，真正

集中笔墨来教育子女的书信，仅有23封。凭

着这 23 封书信的教育，4 个儿子都出息成

人，4个女儿全知书达理。这23封教子书信

称得上历代家书的典范。该书收录了这23

封教子书信，国内左宗棠研究领军人徐志频

对每封书信都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归纳出

“读书六法”“做人九道”“处世八术”等切实

可行的育儿方法，让家长在“读书”之余，还

能思考如何“用书”。

《好家教成就好未来》陶继新著/济南出

版社2022年8月版/49.50元

ISBN：9787548852025

该书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理念接轨，既有一个个形态各异且

生动有趣的家庭教育故事，又有言简意赅且

高屋建瓴的理论剖析，对目前存在的各种各

样的家庭教育问题进行了有的放矢地解

码。该书能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

理念，学习有效的家庭教育手段，轻松自如

地应对棘手的家庭教育问题，从而让孩子拥

有明亮品格、良好习惯、长远眼光、博大情

怀，快乐、自信地成长，在人生路上遇见更好

的自己。

《中国古代的家教》阎爱民著/商务印书

馆2022年9月版/30.00元

ISBN：9787100089289

子女的教育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自古

至今皆然。中国古代一直重视家教，几千年

来积累了丰富的家教经验。《中国古代的家

教》考察了古代家教的内容与方法，以及家

教与社会的关系，以简练的笔法、典型的事

例，并配以历史图像，概括地展现古代家教

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反思古

代的家教，了解古人教子的经验与教训，或

许能使我们在今天的家教中得到一些有益

的借鉴。

《觉知的父母：榜样少年的“163”成长模

型》张益铭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9月

版/69.80元

ISBN：9787111714064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质，你需要做的

就是给他们推力，而非剪掉他们的翅膀。该

书能带给你让孩子持续成长的方法：通过深

入了解“胜者163教育模型”，找到让孩子更

优秀的路径；通过用心学习“垫脚石”文化，

让自己觉醒，懂得爱与肯定才是孩子成长的

法宝；通过学习孩子成长故事，发现孩子的

天赋，引导孩子挖掘自身潜力，让孩子健康

成长。

《让爱回家》李新异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年9月版/62.00元

ISBN：9787218158259

该书是关于如何构建良好亲子关系的

家庭教育读本。作者针对当前家庭教育存

在的痛点，结合自己近40年的心理咨询实战

经验，强调了爱的构建和传承，揭示了家庭

矛盾、亲子代沟背后的原因。通过夫妻关系

对家庭的影响，养育男孩、女孩的不同及单

亲家庭如何养育孩子等话题展开论述，颠

覆了孩子有问题就只治疗孩子的传统心理

咨询与治疗方向，将改变父母作为改善亲

子关系的要略。作者通过“家有爸道总裁”

“慈母的陷阱，虎妈的教鞭”“种瓜想得豆，

种豆想得瓜”等生动有趣的的描述，找到

“问题孩子”产生的根源，提倡对孩子因材施

教、因人施爱。《让爱回家》可以说是现代父

母的上岗培训手册，对父母、心理学工作者

都有参考价值。

说起儿时的美好回忆，每个人脸上都会流露出幸福的微笑。9 月推

荐的童书中，周晴的《小小的春夏秋冬》和余丽琼的《楼上楼下》都是通过

小女孩的童年记忆，书写关于人生、关于现实世界的感悟。《爷爷和月亮》

《一生之旅》两本图像小说与浩瀚的宇宙相关联，男孩和女孩都因为想成

为宇航员，从而对亲情、对人生之旅有了意义非凡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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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肯定是孩子成长的法宝

“林毅夫讲习录”悦读会在京举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承泽论坛第七期、北大博雅讲坛第480期——经济学的学问之道暨“林毅

夫讲习录”新书悦读会在北京大学承泽园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

济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多家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

南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发表“经济学家的时代机遇和授人以渔的经济学教与学

之道”的主题演讲。活动由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担任流程主持，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

副院长王勇担任对话主持，来自学界、业界的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参加座谈。

在主题演讲中，林毅夫教授首先分析了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机遇。早在1994年，林毅夫教授

就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著名论断：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

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30年超过美

国。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论断，如今正在被实践证实。

几乎与之同时，林毅夫提出了另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论断：21世纪中国会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学研究

中心，引领经济学思潮的大师会在中国辈出。这两个论断高度相关。这是因为，现象的重要性决定了理论

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现象日益变得重要，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将成为最重要的理

论，而因“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有望于21世纪在中国辈出。 （文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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