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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好读书，第三十四届北京
图书订货会近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开幕，虽因疫情影响延期举办，但
热度不减，近 700 家出版单位及文化机
构参展，近 40 万种各类图书亮相。北京
图书订货会素有“出版风向标”之称，一些
重磅图书的出版计划都会在此宣布。连
续多年领跑图书市场的少儿出版，在今年
展会上依然热力四射，那么 2021 年有哪
些少儿图书值得关注？记者挑选出一些
精品与读者分享，从中可以窥见少儿图书
的阅读特点和发展趋势。

与《风山的狼》的奇妙相遇

著名自然文学作家格日勒其木格·
黑鹤写过很多动物小说，但刚刚出版的

《风山的狼》是他第一部以狼为主角的作
品，讲述一狼一犬由相识到相伴，最终回
归各自生活轨迹的故事。黑鹤认为，狼
是荒野的象征，希望通过“生活在荒野之
中的狼”与“生活在人类世界的犬”的奇
妙相遇，来展现草原上人与自然古老而
微妙的平衡，传达“在这个世界上人永远
不应该成为主宰”的自然观。

黑鹤的童年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度
过，这段经历不仅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
素材和灵感，也让他拥有游牧民族的世
界观。书中解救被困动物的方法、牧民
送食物帮狼渡过难关等或细致或动人的
情节，都源于黑鹤的生活积累，在他看
来，真实的细节是作品中珍贵的部分。

著名作家马光复认为，《风山的狼》之
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栩栩如生的动物形
象、真实的生活细节、顺畅的情节发展和
新奇的自然知识，让人仿佛置身于草原，
体会到人和动物的真挚情感、感受到大自
然的瑰丽与神奇。在《儿童文学》杂志原
主编徐德霞看来，一位作家很难做到同时
被业内和市场认可，但黑鹤做到了。与他
以往的作品不同，《风山的狼》没有激昂壮
阔的故事、惊心动魄的情节，在叙事上变
得更加淡定从容，他用真实的细节带读者
了解牧民生活和草原文化，把本真的草
原、最真挚的自然观呈现出来了。

“经典双语分级读”激发阅读兴趣

苏斯博士是享誉全球的儿童文学作
家和插画家，被称为“最懂孩子心的作家
之一”，曾获得普利策特殊贡献奖、凯迪
克大奖。他一生创作了 40 余部作品，迄
今为止被翻译成 20 多种语言，全球销量
超过 7 亿册。“苏斯博士经典双语分级
读”系列丛书是国内首次完整地引进苏
斯博士的 40 部经典作品，邀请了北京外
国语大学教授团队撰写阅读手册、录制
讲解视频，以指导小读者的学习。

“想象力是创作儿童绘本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之上要兼具
文学性，这种文学性具体体现在故事趣
味、人文关怀和批判现实的层面上。”该
套书译者、儿童文学作家常立认为，苏斯
博士的作品与其他儿童文学作品相比，
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作品中蕴含的文学
性，苏斯博士以永不枯竭的顽童精神来
创作故事，人物身上有着一往无前的勇
气和百折不挠的耐心，书中的文图各处

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想象力的光芒。作
为资深的英文绘本精读导师，蜗牛叔叔
表示，苏斯博士的作品非常适合孩子大
声朗读，同时也能鼓励孩子张嘴说英
语。他认为苏斯博士的作品“怪”得恰到
好处，通过问答式的文本、夸张搞怪的图
画和有趣的故事情节能够充分激发起孩
子的阅读兴趣。

“读懂经典”，读懂一个时代

如何帮助中小学生读懂经典名著？
如何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架起跨越历史长
河的桥梁，让孔子、莎士比亚等杰出人物
带着他们的经典作品走到小读者身旁？
由六位来自国家高等学府和研究学院的
专家教授打造的“读懂经典”丛书，精心挑
选了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杰出人物及其伟
大作品，结合其生活经历的回顾进行分
析，首批推出的五本图书，包括《乱世中的
坚守——孔子与〈论语〉》《兵学圣典——
孙武与〈孙子兵法〉》《剧院奇葩——莎翁
诗剧与诗歌》《梦绕大观园——曹雪芹与

〈红楼梦〉》《英雄的世界——走进荷马史
诗》，希望帮助小读者们“读懂一部作品，
读懂一位伟人，读懂一个时代”，不断思
考、发现和实践，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
科学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乱世中的坚守——孔子与〈论语〉》
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益民认为，
重温传统文化，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为
了挖掘能让现代人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民
族文化瑰宝。“传统文化”具有了现代价
值，才能成为“文化传统”，不仅活在过
去，而且活在当下，光耀未来。

《贼船》：自我救赎的悲与喜

《贼船》是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自
2016 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以来的第六
部作品，他坦言，这是一个深埋于心中五
十余年的故事，源于父亲断断续续的叙
述，从 1945 年的那个冬天起，它就一直
自己生长着、完善着⋯⋯直到今天，终于
呈现在大众面前。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锋利的故事，可
以简单到一条船上的两三个人，可以锋
利到不断切削一颗年少的纯真的心，以
至于需要用抛弃一切的决绝去治愈。浩
浩荡荡的河水终于迎上了轰轰烈烈的火
光，载与覆之间我们仿佛看见一条船的
涅槃，看到一个少年的新生⋯⋯著名文
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苦难和黑暗让孩
子的性格得到磨炼，使其能够用一种刚
强的方式迎接这些苦难，从这个角度看，

《贼船》虽然写了一个小小的、充满着恶

劣、丑陋的环境，但曹文轩给我们提供的
意象却是非常美的。《小说选刊》主编徐
坤说，《贼船》是一部闪耀着人类传统道
德和精神理想光芒的大智慧的书，通过
一个不幸走上歧途的少年艰难地自我救
赎的过程，告诉读者，人心一定要正，不
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哪怕是误入贼船，
一定想办法重新上岸。

《屁屁侦探》圆孩子一个侦探梦

很多孩子都喜欢读冒险、侦探故事，
但是太复杂、太成人化甚至免不了血腥的
侦探书，并不适合年幼孩子阅读。最近，
一个非常受孩子欢迎的绘本形象——屁
屁侦探，成了绘本圈里火热话题的主角。
虽然他有着一个奇怪的名字，还长着一张
大屁股形状的脸，却是一位冷静沉着、思
维缜密、IQ高达1104的名侦探。

这个绘本形象源自《屁屁侦探》思维
进阶版，该书是日本的超人气侦探推理
故事，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是一套适合
幼儿园大班以及小学低年级的桥梁书读
物。它在充满巧思、情节曲折的侦探推
理故事中，糅入了迷宫、文字谜题、密码、
益智游戏等诸多孩子喜欢的元素，引领
孩子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发展观察
力、洞察力和思考力。该书译者、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彭懿这样评价：“这是一套奇
书——孩子们肯定会乐疯的！”

与屁屁侦探一样受欢迎的，还有著
名日本绘本作家吉竹伸介，他的作品以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幽默有趣、富有哲
思，吸引了无数粉丝，他的新作《那么，那
么》将中日全球同步首发，该书用“吉竹
伸介式”幽默讲述孩子的成长，向孩子和
曾经是孩子的大人们传递一种真诚与温
暖，让人笑中带泪。

《5分钟生物课》让人脑洞大开

为什么小猫被抓住后颈就变乖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点穴神功”吗？清
华大学生物学博士冯智解释说，这个简
单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进化法则，
因为幼崽行动力有限，且不听话，存在迷
路以及被其他捕食者发现的危险，所以
母亲通过叼住它们的后颈进行转移，这
是一种保护机制。因此，小猫要是不听
话，主人可以尝试揪住猫颈后方的这块
肌肉，给小猫一种“我被妈妈叼起来”的
错觉，这样它就会特别乖巧，当然，一旦
放开这块肌肉，小猫又会变得活蹦乱跳
起来⋯⋯诸如以上生活中常遇到的“不
问憋得慌，又不知该问谁”的生物学问
题，冯智在《5 分钟生物课：100 个脑洞大
开的趣味问答》中都一一给出了科学解
答，帮助读者多角度了解生物学研究的
最新进展和“峰回路转”。

该书是一本专为中小学生打造的生
物学入门书，作者冯智虽是科班出身，但
善于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做硬核的科普。
书中收集了 100 个脑洞大开的生物学问
题，从驰骋海陆空的动物、广袤大地的植
物、奇趣的小生物，到显微镜下的微生
物，乃至神奇的基因，每堂课只要 5 分
钟，在幽默轻松的氛围中带你一起了解
千奇百怪的生物世界。

春日，共赴一场阅读的盛会
——2021年值得关注的少儿图书

本报记者 却咏梅

现场

“人类之所以创造了艺术，是
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欲，因为
这种精神欲，人类才必然创造精神
世界，创造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壮
观的文学艺术世界。”在日前由接
力出版社主办的奇幻图书推介会
上，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北京大
学教授曹文轩发表了关于奇幻文
学的未来走向和审美特征的见解。

自 2008 年以来，接力出版社
出版了“大王书”系列、“怪物大师”
系列、“白狐迪拉”系列等优秀的原
创奇幻作品，也出版了“火翼飞
龙”系列、“波西·杰克逊系列等
优秀引进作品。谈及对奇幻文学
出版的认识，接力出版社总编辑
白冰说：“我们出版国内外奇幻文
学作品，主要是基于对儿童需求
的理解，奇幻文学作品既能让孩
子的思维跟着飞起来，上天入地，
培养想象力，也可以丰富孩子的生
命体验。”

“我创作的儿童文学‘白狐迪
拉’系列源于童年的一个幻想。”英
国《金融时报》“2019 最佳童书”

“白狐迪拉”系列的作者陈佳同分
享了创作幻想类儿童文学的四点
心得：“第一，要突破现实的枷锁。
幻想来源于现实和生活，来源于对
世界的认知和探索，幻想文学的可
贵之处就在于，让儿童获得超出现
实世界的体验。第二，幻想的基础
是逻辑。幻想类儿童文学的魅力
就是用想象创造出一个逼真的现
实世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从认

识到相信，最后沉浸其中。第三，
保持一颗童心。想儿童所想，感儿
童所感，望儿童所望。第四是要有
深刻的价值观，在天马行空的想象
之后一定要让文学回归本真。”

“猫头鹰王国”系列是翻译家
马爱农十年前参与翻译的，当时拿
到这个选题她还有点儿激动，“因
为我在翻译《哈利·波特》的时候，
哈利的猫头鹰海德威给我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它的去世让我难
过了很久。所以当知道我能够进
入猫头鹰的世界、更深刻地去了解
猫头鹰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对这套
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次接力
出版社推出新版“猫头鹰王国”系
列，让她有机会再次走进猫头鹰的
世界，享受进入奇妙动物世界的欣
喜。

马爱农说，在翻译过程中特别
惊叹于作者拉丝基对森林世界和
动物生活的深入了解。拉丝基丰
富多彩的文学想象和优美传神的
文学笔墨，加上她对猫头鹰世界的
深入了解，才使她创作出这样优秀
的奇幻文学作品，赢得了美国“动
物奇幻小说之王”的美誉。

“这套书让我感受到一种美德
的力量和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作者把一些最根本的做人道理，融
入到丰富生动的情节当中。善良、
勇敢、同情弱者、珍惜友谊、富有团
队精神、在困境中不言放弃，所有
这些都是青少年特别需要培养和
保有的美德。”她说。

奇幻文学让思维飞起来
本报记者 王珺

聚焦北京图书订货会

分级阅读的概念虽然引入中国
已有十多年，但国内对分级阅读标
准的研究，大都在民间或出版机构，
且分级阅读理论体系的搭建较为滞
缓，存在着研究主体的行业结构单
一、标准制定者公信力不够、推行力
量没有形成合力等问题。近日，由
全国出版物发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与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少儿读物发
行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中国首个
儿童分级阅读行业标准宣介会，主
要从标准立项背景情况、标准编制
内容、国内低幼儿阅读以及国外分
级阅读状况等方面宣介了标准。

标准编制以《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为
政策依据，参考了其中关于儿童学
习与发展的具体内容，结合儿童身
心发展规律进行编写。同时广泛
借鉴、吸收了儿童发展心理学、教
育心理学、教育目标分类学、儿童
绘画理论等学术领域的理论经验
和研究成果，进行内容编写。

标准出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进行个性化的教育和指导，是想

借助标准化的“尺子”，准确地“度
量”每个儿童对于图书和阅读指导
的个性化需要。从本质意义上说，
分级阅读的使命，就是借助标准化
来支持儿童阅读的个性化指导，就
是帮助每个儿童个体，找到适合其
自身阅读发展的最近发展区。就
是通过指导儿童选择难度适宜的
图书，采用适宜的阅读指导，帮助
儿童“跳起来摘桃子”，找到其个性
化的阅读发展区，借助个性化书
单，采用个性化指导，促进儿童个
性化阅读和个性化发展。

据了解，《3—8 岁儿童分级阅
读指导》行业标准于 2020 年 6 月
正式批准立项，将于 2021 年上半
年完成编制工作。该标准归口于
发行标委会，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
会承担，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学
校图书装备分会、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集团负责起草。该标准不仅填
补了我国少儿图书发行标准化的
空白，还将为建立符合中国儿童阅
读需求的阶梯阅读体系奠定坚实
的基础，为广大从业人员和读者
提供权威指导。

《3—8岁儿童分级阅读指导》
行业标准将颁布

赵亮

【高中段：211—300】

281.科学革命的结构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名著，提出“前
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
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的科学发展模
式。其核心思想是，由哲学预设、理论
假定、研究方法论和解决问题的示范所
构成的理论，一旦被科学共同体所拥
有，就成为科学范式。科学共同体在常
规科学中用范式解难题。当旧范式不
能解决实验引起的严重反常问题时，就
会导致范式危机的发生，产生具有竞争
性的新范式，最终通过科学革命即范式
的转换而化解危机，新范式取代旧范式
进入新常规科学发展阶段。以共同范
式为基础的人，拥有共同的世界观和价
值观，不同范式之间不可比较。此书改
变了人们对科学的传统看法，是科学知
识社会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人文社会
科学各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民主与科学》杂志主编、教授
张培富）

282.笛卡儿几何

解析几何的奠基之作。作者认为
古希腊人发明的几何学过于依赖图形，
束缚了人的想象力，而且没有说明得出
结论的原因；代数学则从属于法则和公
式，不能成为改进智力的科学；而三段
论的逻辑不能产生任何新的知识。他
创造的“真正的数学”，结合三者优点，
去掉它们的缺点，用自己发明的坐标系
构建了几何图形与代数表达的桥梁，以
此为工具研究了直线、曲线、圆和立体
图的性质和作图问题，使变数进入数
学，创立了解析几何学，为微积分的产

生奠定了基础。全书共 3 章，分别论述
仅使用直线和圆的作图问题，曲线的性
质，以及立体及超立体问题的作图。作
者是杰出的哲学家，曾提出宇宙运动不
灭原理，著有《方法谈》和《探求真理的
指导原则》等方法论名著。

（国家教材委委员，东北师范大学
原校长、教授 史宁中）

283.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奠定整个现代科学基础的最伟大
著作之一，由“定义”“运动的公理或定
律”“物体的运动”“物体在阻滞介质中
的运动”“宇宙体系”和“总释”几部分构
成。牛顿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均出自此书。深入讨论了各种运动形
式与力的关系，主要思想是“由运动现
象去研究自然力，再由这些力去推演其
他运动现象”，即用自然中的力作为唯
一的原因去解释所有物体的运动和现
象。仿照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公理化
体系写成，从最基本的定义和公理（运
动三定律）出发，推导出若干普适命题，
将伽利略发现的地球上物体的运动规
律与开普勒发现的天体运动规律均作
为特例推导出来，完成了物理学的大综
合。读者可从中领略牛顿缜密的思维
方式和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张增一）

284.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爱因斯坦本人亲自撰写的唯一一
部介绍相对论的科普著作。其他有爱
因斯坦署名的相对论科普读物，实际上
主要都由其他作者执笔完成。第一部
分以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为基
础，以洛伦兹变换为核心，介绍狭义相

对论，以及“同时的相对性”“动钟变慢”
“动尺收缩”“质能关系”等重要推论。
第二部分以等效原理和广义相对性原
理为基础，以弯曲时空为标志，介绍广
义相对论及其实验验证。第三部分介
绍相对论在宇宙研究中的初步应用。
准确反映了相对论的内容和爱因斯坦
本人的思想方法，是青年学生了解爱因
斯坦和相对论的最佳读物。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 赵峥）

285.化学键的本质

结构化学的经典著作。在亚原子
水平利用量子力学基本理论论述了化
学键形成的本质，以及分子和晶体的结
构本质。在不使用高等数学工具的条
件下，借助量子力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
结合化学思想和经验证据，改进和发展
化学键理论，克服经典化学键理论的困
难。用作者本人发展起来的新的化学
键理论，处理共价键、络合键、晶体结构、
部分双键性化学键和部分络离子结构、
缺电子物质、金属键、氢键、离子晶体结
构等议题。对蛋白质分子所形成的空
间结构进行了大胆预测，被后来的实验
所确证。是理论与实验、物理学与化学、
思想与方法相结合的范例，有助于读者
理解 20 世纪中期化学家探索物质结构
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风格。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昌
增益）

286.物种起源

首次系统阐述达尔文生物演化观
点的科学经典。以自然选择为中心，从
变异性、遗传性、人工选择、生存竞争和
环境适应等方面论述了物种形成的可

能机制。引言综述 34 位先行者的工
作。绪论介绍全书结构。第1至5章阐
述自然选择学说。第 6 至 10 章化解进
化论遇到的难点。第11至15章用生物
时空演替证据和亲缘关系进一步论证
进化论。首次出版后经过多次修订，最
后一版增加“对自然选择的各种异议”
一章，充分利用各种事实，逐一反驳当
时反对或者怀疑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
论点。开创了生物学发展史上的新纪
元，引起整个人类思想的巨大革命，也
引发了生物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
的诸多争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着广
泛和深远的影响。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杨
荣武）

287.基因论

基因染色体学说的奠基之作，遗传学
经典。以基因为中心展开，确证了生物性
状是由遗传因子（基因）决定的，而基因是
稳定和颗粒性的，发现基因存在于染色体
上、不同染色体上的基因可自由组合、基
因以直线形式排列于染色体上、基因具有
多效性、存在多基因遗传现象、染色体畸
变影响遗传等生命秘密。总结了作者及
其团队以果蝇为主要实验材料的遗传研
究成果，以及自孟德尔遗传定律在1900
年被重新发现之后的遗传学研究成果，全
面阐述了染色体遗传理论，包括遗传学的
基本原理、遗传的机制、染色体与基因的
关系、突变的起源、染色体畸变、基因和染
色体在性别决定方面的作用等。共有157
幅插图。有助于读者理解遗传学划时代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杨
荣武）

288.生命是什么

理论物理学家撰写的生物学经典
著作。试图从量子力学理解未知生命
现象而进行的一次“天真”的“思考实
验”。分析化学本质仍旧模糊不清的遗
传物质（基因）的高度稳定性和稀有突
变性发生的可能机制。提出染色体作
为“密码本”以一种“非周期性”结构而
决定着生物个体全部性状（包括发育）
的假说。从热力学角度思考高度有序
的生物如何避免像非生命物质那样最
终走向无序的问题。认为根据已知物
理规律尚无法解释全部生命现象，预言
新的物理定律有待发现。语言精练，对
科学假说叙述清晰，对其世界观的表述
富有哲理。书中提出的多个观点为分
子生物学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有
助于读者理解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思想
来源和哲人科学家的风采。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昌增益）

289.天体运行论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于神学
的不朽著作，提出并论证了革命性的日
心地动说，批判并推翻了占据西方世界
观统治地位一千余年的地心说。全书
共 6 卷。第一卷扼要阐述日心地动说，
论述宇宙和大地都是球形的、天体运动
是均速和永恒的、天体作圆周或复合圆
周运动，提出地球的三重运动说，系统

批驳了地心说。第二卷解释地球的周
日自转、绕日公转和赤纬运动所引起的
各种现象。第三卷解释岁差。第四卷
解释月球运动、月球视差和日月食。第
五、六两卷论述行星运动。日心地动说
简化了天文学模型，动摇了基督教宇宙
体系，解放了思想。此书有助于读者深
入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科学革命的内容，
学习哥白尼严谨的治学态度、清晰的逻
辑思维和巧妙的分析方法。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张增一）

290.计算机与人脑

为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提供思
想基础的经典著作，根据作者生前部分
演讲稿整理而成。随着人工智能时代
的来临，人类更加关注计算机是否可以
实现智能化，即像人的大脑一样工作。
作者在书中用数学语言表达了他对于
这个问题的思考。分“计算机”和“人
脑”两个部分，共 16 章。第一部分描述
模拟计算机和数字计算机的区别，提出
混合数字和模拟两种原则的计算机模
型。第二部分简述神经元、神经脉冲以
及由神经元组成神经系统（神经网络）
的记忆和逻辑结构等，比较其与计算机
的相似和不同之处。作者站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最前沿思考计算机与人脑问
题。本书有助于读者理解计算机、神经
网络，乃至人工智能的基本思想。

（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李保滨）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 （2020年版）》图书推介

用好《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国教育报 主办

推荐

《风山的狼

》

格日勒其木格

·黑鹤

著

天天出版社

﹃
读懂经典

﹄
丛书

张云

高益民

黄朴民

等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贼船

》

曹文轩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5

分钟生物课

》

冯智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
苏斯博士经典双语分级读

﹄

系列丛书接力出版社

《屁屁侦探

》

[ 日

] T
roll

文

\ 图

彭懿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