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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领读精品好书
阅读是孩子认识世界、感受世
界、体悟人生的窗口和途径，在世界
读书日之际，接力出版社邀请文学、
教育、科学、古生物学等领域的名家
担任书香领读人，向全国读者推荐涵
盖图画书、科普百科、儿童文学、家
庭教育、青春文学等板块的精品好书
百余种，配合线上线下百余场阅读活
动，传递阅读的力量，让阅读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

推荐理由：
全球销量超过1亿册的“巴巴爸爸
经典故事”系列，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
爱。2021 年 7 月，“巴巴爸爸经典故
事”系列新书“巴巴爸爸环游世界”将
与小读者见面。巴巴爸爸一家将前往南
极、北极、中国、厄瓜多尔等新的地方
游历，遇到企鹅、海象、考拉等新朋
友，领略多样而又美丽的世界风光。

主题出版阅读
传递榜样的力量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丛书
（第一辑、第二辑）（作者：汤素兰、葛

领读人：阅读推广人樊登，阅读
推广人、优秀语文教师袁晓峰，教育
专家尹建莉等。
适读年龄：6—14 岁
推荐理由：
尤斯伯恩“少年学院”系列包括
“少年商学院”“少年科学院”“少年
创客学院”3 个子系列，内容涉及经
济学思维、科学视野、编程创造力，
入围英国皇家学会青少年图书奖短名
单、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童书”
等，获英国森宝利童书奖。全新系列
“少年创客学院”是一套完整的编程
入门读物，帮助孩子在充满趣味、轻
松快乐的学习中理解编程知识。

竞、徐鲁、肖显志等）

领读人：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
波，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
适读年龄：7—14 岁
推荐理由：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
书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共
同出版，一上市就入选了 2020 年版
中小学生阅读推荐书目，荣获“2019
年中国出版协会 30 本好书”等多个
奖项，截至目前累计销量超过 160 万
册。第三辑聚焦樊锦诗、郭兰英、张
富清等人物的成长故事和先锋事迹，
预计于 2021 年 7 月上市。

（作者：
陈梦敏、
王新生、
冯桂平、
邓西等）

科普百科阅读
传递知识的力量

《六极物理》
（作者：
严伯钧）
领读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球
物理学家陈运泰，清华大学教授、中
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
究中心主任刘兵，南方科技大学教
授、文津奖得主李淼，著名科普作
家、《科普时报》 总编辑尹传红。
适读年龄：14 岁及以上
推荐理由：
获 评 中 国 图 书 评 论 学 会 “2020
年 7 月中国好书”，入选 《中国教育
报》 教师喜爱的 100 本书 TOP3。作
者严伯钧用漫画和故事，通俗演绎前
沿物理精髓，让读者抛开烦琐的数
学，也能体会物理学思想的精妙。

领读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儿童文学作家
张之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
晖。
适读年龄：8—14 岁
推荐理由：
“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书
系”遴选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获
奖及优秀作品，用新颖独到的眼光和
创作手法，刻画了性格各异的当代少
年儿童，展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
带给读者成长的力量。

亲子阅读
传递陪伴的力量

“科学之友经典图画书”“小科学
之友经典图画书”（作者：[日]五味太
郎、松冈达英、加古里子等）

“章鱼先生有办法”系列（作者：韩煦）
领读人：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
学院副教授刘晓晔、壹蓓子共探式绘
本深读创始人邹蓓蓓、慢书房掌柜羊
毛等。
适读年龄：2—5 岁
推荐理由：
一套以章鱼先生为主角的趣味认
知图画书，涉及颜色、数字、动物、
时间等多种认知内容。入选 2019 布
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荣获
2018“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家大赛”
大众选择奖、第二届接力杯金波幼儿
文学奖银奖等多项大奖。

领读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得主山中伸弥，生物学家福冈伸一，
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彭懿，中国海
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
导师朱自强，阅读推广人阿甲等。
适读年龄：3—8 岁
推荐理由：
畅 销 50 年 的 《科 学 之 友》 由
“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策划，向孩
子们展现丰富多彩的科学世界，接力
出版社引进其中的精华内容，出版了
“科学之友”系列图画书。2021 年 5
月“科学之友”系列第二辑将与小读
者见面，作者阵容更加强大，主题也
更加广泛，在贴近自然和生活的风格
基础上，继续为孩子们带来有温度、
有创意的科学启蒙故事。

“漫画生命进化史”系列 （作者：
[韩]金渡润）

领读人：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
苗德岁，中科院动物所昆虫专家刘
晔，古生物新锐科普作家、微博@江
氏小盗龙博主江泓，昆虫学者、虫珀
收藏家张巍巍。
适读年龄：14 岁及以上
推荐理由：
“漫画生命进化史”在韩国网络
连载 6 个月，获 400 万网友点赞，上
市不到一年，销量突破 5 万册。它犹
如昆虫和恐龙的演化剧本，通过幽默
的语言和 1000 余幅漫画展现了数亿
年间恐龙、昆虫的诞生、繁衍和进化
过程。

儿童文学阅读
传递勇气的力量

“巴巴爸爸经典故事”系列（作者：
[法]安娜特·缇森、
[法]德鲁斯·泰勒）
领读人：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
波，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
文轩等。
适读年龄：3—6 岁

“少年学院”系列（作者：[英]尤斯
伯恩出版公司）

“猫头鹰王国”系列 （作者：[美]
凯瑟琳·拉丝基）

“大卫·少年幽默小说”系列（全新
6 种）（作者：[英]大卫·威廉姆斯）
领读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徐德
荣。
适读年龄：7—14 岁
推荐理由：
荣获“红房子儿童图书奖青少年
读者大奖”
“英国国家图书奖最佳童书
奖”等，全球销量超 4000 万册。该套
图书关注当下重要的社会热点与儿童
成长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一套令人
动容、令人捧腹的幽默治愈成长小说。

地点

4.11—4.16

安徽铜陵等

4.12

河南郑州

分享主题

走进奇妙的昆虫世界——
“酷虫学校科普漫画”
科普作家
系列作者庄建宇读者见面会
在故事中，
一切皆有可能——原创图画书分享会

广东四会、 感受医者风骨 汲取成长力量——《钟南山：生
4.12—4.14
博罗、
佛山等 命的卫士》作者李秋沅校园讲座
4.17

湖南长沙

4.17

北京

4.17

安徽合肥

4.19—4.25

广东深圳等

4.19—4.23

海南海口等

4.19—4.23

浙江乐清等

4.19—4.23

浙江金华等

4.26—4.30

四川成都等

主讲人

画家
作家

“少年航天局”系列（作者：段立欣、孙睿）
领读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
轫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原常务副
总指挥张建启，航天英雄杨利伟，儿
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少儿节目主持人
金龟子刘纯燕。
适读年龄：8—14 岁
推荐理由：
用明快而幽默的笔调，再现神奇
的航天训练和充满魅力的太空生活，
引领孩子放飞心灵、自我成长，去探
索星空宇宙的无限奥秘，在心中播撒
科学的种子。“少年航天局”第二辑
将于 2021 年下半年与小读者见面。

家庭教育阅读
传递理念的力量

《晚安，高漫妮》
（作者：
[韩]赵南柱）
领读人：书评人、编剧史航，作
家笛安。
适读年龄：18 岁及以上
韩国现象级畅销书 《82 年生的
金智英》 作者赵南柱的成名作，入选
2016 年韩国世宗图书优秀图书等榜
单。作者以主人公高漫妮的视角讲述
变革时代平凡人的日常，告诉读者生
活虽然艰难，但要保持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认真过好自己的人生。

《犹太妈妈的财商教育》
（作者：
沙拉）
领读人：家庭教育专家孙云晓，
育儿达人粥悦悦。
适读年龄：18 岁及以上
推荐理由：
发行量超过 100 万册的“特别狠
心特别爱”系列新作 《犹太妈妈的
财商教育》 根据作者自己教育子女
的经历创作而成，融合了中华民族
和犹太民族的教育智慧，提出“理
财就是理人生”的财商教育理念，
帮助家长掌握犹太民族财商教育的
精髓。

成人绘本阅读
传递生命的力量

成长励志阅读
传递青春的力量
领读人：吾皇卡通创作者白茶，
阿狸卡通创作者 Hans。
适读年龄：18 岁及以上
推荐理由：
由著名旅日学者毛丹青倾情献
译，入选 《三联生活周刊》 2020 年
度十大好书、豆瓣 2020 年度图书等
榜单，销量超过 5 万册。2021 年菊池
祐纪再次联手毛丹青，推出漫画 《不
抓住什么就会飞走的海狮》，讲述一
只永远与幸运擦肩而过却依旧努力生
活去完成梦想的海狮的故事。

“刘墉励志珍藏”系列（作者：[美]刘墉）
领读人：教育专家卢勤，当代学
者、作家周国平。
适读年龄：13—18 岁
推荐理由：
刘墉写给儿女的励志家书“刘墉
励志珍藏”系列 2021 年全面改版升级
为全新套系“刘墉给青春期的通关秘
籍”系列。新系列精心挑选并打磨了
适合 13—18 岁青少年阅读的作品，用
鲜活的语言、奇异的故事以及暗藏其
中的哲理，帮助青少年读懂人性、适
应社会。

在整个 4 月，为了让各个年
龄段的读者能够酣畅淋漓地享受
阅读带来的乐趣，接力出版社还
组织了百余场阅读活动，让读者
有机会和作家、画家、阅读推广
人面对面交流，探索创作背后隐
藏的趣事，捕捉人物复杂细腻的
内心世界和鲜活丰满的形象特
征，让更多好书走到读者面前。

接力出版社读书月活动一览表
线上活动
时间

“酷虫学校科普漫画”
系列

4.11

田宇

《我用32个屁打败了睡魔怪》
《我用32个睡魔怪
打败了我妈妈》
《我用32个睡魔怪救了我爸爸》

4.12

李秋沅

《钟南山：
生命的卫士》

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之《西游漫游记》作者张卓
作家 张卓明
明分享会
恐龙和昆虫，谁才是真正的进化赢家？——
“漫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
画生命进化史”
系列新书分享会
昆虫专家 刘晔
管理时间就是管理人生——超级父母时间管理 妇联特聘家庭教育
术
讲师 钱美希
走进奇妙的昆虫世界——
“酷虫学校科普漫画”
科普作家 庄建宇
系列作者庄建宇读者见面会
用时代先锋铸造国魂——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
作家 徐鲁
汇”
系列丛书之校园人文行
培养科学思维，打造最强大脑——
“记忆大师”
作家 庄海燕
作者庄海燕校园行
航天知识进校园，助力孩子“航天梦”——
“少年
作家 孙睿
航天局”
作者孙睿航天知识分享会
培养科学思维，打造最强大脑——
“记忆大师”
作家 庄海燕
作者庄海燕校园行

“记忆大师”系列（作者：庄海燕）
领读人：世界记忆大师、英国思维
导图官方认证管理师付松婷，世界记
忆大师、世界脑力锦标赛国际裁判叶
祥文。
适读年龄：8—14 岁
推荐理由：
一套把幻想世界与真实记忆方法
巧妙结合的奇幻冒险小说，让小读者
在轻松爆笑中训练大脑、研究思维的
奥秘，帮助他们突破记忆极限，探索
更多可能。全新两部 《三重时空的黄
金战士》《机械怪兽的入侵计划》 已上
市。

《100 天 后 会 死 的 鳄 鱼 君》（作

推荐阅读

庄建宇

《午夜阳光》
（作者：
[美]斯蒂芬妮·梅尔）
领读人：导演、编剧、《青年电影
手册》 主编、金扫帚奖创办人程青
松，同名电影男主角罗伯特·帕丁森。
适读年龄：14 岁及以上
推荐理由：
全球销量超 1.6 亿册的“暮光之
城”系列新书 《午夜阳光》 在欧美上
市 1 周内，登上英美等多国亚马逊图
书销售榜榜首，8 周内销量突破 200
万册。中文版特邀著名翻译家、《哈
利·波特》 译者马爱农审订译文。从
男主角爱德华的视角出发，展现爱德
华尘封已久的过去和复杂的内心世
界，让读者深刻认识到男人眼中的爱
情和女人眼中的爱情的不同，感受爱
情本身永恒的魅力。

者：[日]菊池祐纪）

接力出版社读书月活动一览表
线下活动
时间

青春文学阅读
传递成长的力量

领读人：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
文轩。
适读年龄：8—14 岁
推荐理由：
全球销量已经超过 3000 万册的
“猫头鹰王国”系列是动物小说女
王、纽伯瑞大奖得主凯瑟琳·拉丝基
的代表作，由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马
爱农等倾情献译，是一套将自然与幻
想结合得极其完美的史诗级动物幻想
小说。

“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书系”

绘者：田宇）

领读人：“凯叔讲故事”创始人
凯叔，童话作家、儿童文学评论家常
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
语文特级教师李怀源。
适读年龄：3—6 岁
推荐理由：
著名图画书作家彭懿、田宇携手
打造的荒诞幽默图画书系列，获第二
届图画书时代奖，入选 2019 年度原
创图画书排行榜 TOP10 等。以幽默爆
笑的语言和故事情节，讲述了小男孩
夏天的成长故事，让孩子在笑声中化
解成长难题。《我用 32 个睡魔怪救了
我爸爸》 将于 2021 年 7 月上市。

教育展台 11

活动传递阅读力量

《我用 32 个屁打败了睡魔怪》
《我 用 32 个 睡 魔 怪 打 败 了 我 妈 妈》
（作者：彭懿

82296879

《西游漫游记》
“漫画生命进化史”
系列

4.13
4.14

平台

分享主题

主讲人

接力出版社京东自营店、 讲述人生智慧，分享成长秘籍——
接力社编辑
接力出版社当当自营店 刘墉成长必修课
接力出版社当当自营店、 让科普书像脱口秀一样好看！——
接力社编辑
当当天猫店
“漫画生命进化史”
分享会
悠贝童书通客户端

布艺图画书是如何创作的？——作
家张宁图书分享会

作家

4.15

周洲说育儿抖音号

接力好书，周洲带你读——接力社好
书专场分享会

有养创始人

4.18

刘轩视频号

抓住幸运关键，跃迁你的人生——刘
轩的人生破局课

作家

4.19—4.21
4.23—4.25

严伯钧抖音号

尽情剁手，做个科普达人——严伯钧
科普好书分享会

科普作家

4.19—4.25

接力出版社官方抖音号

世界读书日陪你云选好书——接力
官方抖音号童书专场

接力社主播

“少年航天局”
系列

4.20

接力出版社京东自营店

“记忆大师”
系列

4.20—4.21

凯叔讲故事视频号

“酷虫学校科普漫画”
系列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
系列
“记忆大师”
系列

重温经典 教你怎么看巴巴爸爸——
接力社编辑
“巴巴爸爸经典故事”
系列图书分享会
凯叔读绘本——接力好书分享会

刘安莉

“刘墉人生三书”
“ 刘墉励志珍藏系列”
《天赋教养：
刘墉谈亲子教育的40堂课》

张丽艳

“漫画生命进化史”
系列

张宁

接力出版社当当自营店、 学霸养成记，从经典好书开始！——
接力社编辑
当当天猫店
接力好书分享会

《超级父母时间管理术》

推荐阅读

《乌龟一家去看海》
《一只特立独行的
猪》

刘玉玉

“酷虫学校科普漫画”大礼盒、
“ 鼹鼠的
故事”
（绘本版）

周洲

“儿童之友”
“婴儿游戏绘本”
“猜猜看推
拉玩具书”
等

刘轩
严伯钧

《谁都不能替你长大》
《六极物理》

王子

“巴巴爸爸经典故事”系列、
“ 科学之友
经典图画书”
“
、白希那图画书礼盒”
等

宋国静

“巴巴爸爸经典故事”
系列

“凯叔讲故事”
创始人 《活了 100 万次的猫》
《糖球》
《月亮冰激
凯叔
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