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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来了，给孩子们上书单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黄河与中华文明》

作者：葛剑雄
版本：中华书局

黄河是
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自
古以来，黄
河安澜就是
人民安居乐
业、国家欣
欣向荣的保
证和象征。
那么，为什么说黄河是母亲河
呢？她和中华民族有怎样的
关系，如何孕育出辉煌的文
明，她的独特面貌是如何形成
的，又应该如何治理呢？复旦
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馆馆
员葛剑雄先生撰写《黄河与中
华文明》一书，呈现黄河从源
头到入海口的地理全貌，讨论
黄河形成之科学原理与治理
方案，黄河儿女如何诞生、发
展并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全方
位观照黄河的历史，展望未
来。

《孩子读得懂的资
治通鉴》（全4册）

主编：王 萍 尤艳芳
崔蕊霞 蒋文芹

版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由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
鉴》一书，在史学界赫赫有名，
它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成就
最高的史学典籍之一，与《史
记》并称为“史学双璧”。

《资治通鉴》共294卷，大
约300多万字，它讲述的历史
包含了16个朝代，共1362年，
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花了19
年的时间才编撰完成。

这套《孩子读得懂的资治
通鉴》的作者都是冰心奖获奖
作家，他们以原著为蓝本，精
选120个有代表性的故事，用
温润的笔触、浅显的语言，给
孩子们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
历史框架。

《奇遇之年》

作者：【英】克莱门西·伯顿·希尔
版本：上海文化出版社

《奇遇
之年》甄选
出超过225
位 作 曲 家
的366首作
品，从巴赫
开始，以施
特 劳 斯 结
束，每天一首，带领读者潜入一
千多年的古典音乐深海。作者
为每一首作品提供了动人的描
述，让这些由来已久的音乐在
当下生活里鲜活动人。除了通
常被古典音乐史忽视的40多
位女性之外，作者还为读者介
绍了有着不同肤色、来自不同
文化背景的作曲家。

这本书带领读者用阅读的
方式聆听音乐，用古典音乐装
点生活，让读者相信，古典音乐
是一种生生不息、丰富多元、充
满活力的全球艺术形式。

《苏菲的世界》（插图本）

作者：乔斯坦·贾德
版本：作家出版社

《苏菲
的世界》，
是 挪 威 作
家乔斯坦·
贾 德 创 作
的 一 篇 关
于 西 方 哲
学 史 的 长
篇 小 说 。
14岁的少女苏菲在神秘导师
的指引下，追寻前人足迹，探
寻和思索哲学大师们所思考
过的根本问题。故事发展与
哲学思考交错行进，既不显得
过分枯燥又蕴含深意。

《苏菲的世界》是一本经
典哲学入门读物，20世纪百部
经典名著之一。故事情节引
人入胜，但文字量大，阅读基
础比较好、又喜欢哲学思考的
孩子，可以尝试读一下。

《艺术家们》

作者：冯骥才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艺 术
家们》是作
家冯骥才创
作的长篇小
说 。 以 20
世纪 60 年
代几位青年
艺术家的生
活和事业为轴，讲述了国内半
个多世纪以来艺术家们的生
活故事和创作历程。作者在
故事中融入了其对于绘画、文
学、音乐等多种艺术门类的独
特体悟与思索，用钢笔和画笔

“两支笔”描绘出激荡动人的
艺术人生。也呈现了同时期
国内艺术事业、社会环境的发
展与变迁。

“漫画中国古代科
技”系列绘本（共4册）

编者：朱抗
绘图：洪涛 冯聪英
版本：朝华出版社

这套书采用连环漫画的形
式，将多位中国古代科技领域
的杰出人物融入历史故事中。
其中《古代医学家》讲的是扁
鹊、华佗、王惟一和李时珍。《古
代科学家》讲的是张衡、祖冲
之、唐朝高僧一行和徐霞客。
《古代建筑》和《四大发明》虽然
没有直接以古代人物为标题，
但也提到了鲁班、蔡伦、毕昇等
对中国古代建筑和四大发明作
出巨大贡献的人。

这套书出自中国老一辈
艺术家之手。阅读过程中能
感受到他们的严谨和大情怀。

《安徒生的奇迹人
生：从鞋匠之子到童话
大王》

作者：【奥地利】汉斯·雅尼什
绘图：【斯洛文尼亚】 玛雅·卡
斯特利奇
译者：冯蕾
版本：重庆出版社

在前往
哥本哈根的
一 辆 马 车
上，小女孩
艾莎偶然遇
见了一位名
叫安徒生的
老人，旅途
漫长，老人
就给艾莎讲了童话大王安徒
生的成长故事。讲着讲着，艾
莎问老人，“这个故事里的男
孩就是你，对不对？”接着，充
满好奇心的艾莎又问道：“你
写的那些童话故事和你自己
有什么关系吗？”

于是安徒生把他写《丑小
鸭》《豌豆公主》《拇指姑娘》等
童话背后的创作灵感讲给小
女孩听。最后他讲到《飞箱》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直在旅
行的他，经常想象着可乘着自
己的旧皮箱远走高飞。

“自古英才出少年”
系列（共4册，已出版2册）

作者：贾倩 赵雯
绘图：庞坤 白丹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千百年前，知识储备和
物质条件无比贫瘠，但中国
古代的科学家们仍然取得了
非凡的成就，他们有着怎样
的童年时光？一路走来曾遭
遇什么样的挫折？这个系列
的第一辑收录了四位古代科
学家的故事，分别是沈括、宋
应星、裴秀、王贞仪。他们都
曾步履维艰，但凭着热爱与
信念披荆斩棘，最终摘取科
学的皇冠。目前《沈括》和
《宋应星》已上市。

《公式之美》

编著：量子学派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类发
明 数 学 公
式，来描绘
浩瀚宇宙和
人生百态。
世界的繁华
秀丽，映衬
出符号公式
的 简 洁 之
美。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和
杨振宁的规范场，摸索出宇宙
终极游戏的规则；费马大定理
和欧拉恒等式，揭示出宇宙变
化背后的数学世界；从凯利公
式到贝叶斯定理，逐渐完全预
测人类行为；蝴蝶效应的洛伦
兹方程组和三体问题，则告诉
我们数学的界限。

每一个公式背后都有一段
历史。全书内容通俗易懂，充
满专业性与趣味性，插画富有
创意，书籍装帧精美，带大家走
进神秘而美丽的科学世界。

《到历史上的都城
去旅行》

作者：歪歪兔童书馆
版本：海豚出版社

本书是
一部以历代
都城为主线
的中国简明
通史，上迄
中国第一个
朝代夏朝，
下至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呈现出中国历朝历代完整的
历史线。全书以历代都城为
点，把中国历史串连成线，以
都城为中心，精选历朝历代发
生的大事件，讲述各个朝代建
立、发展和兴盛、衰落和消亡
的故事，并以大幅场景图生动
还原主要朝代的都城生活。
在历史故事之后，以图文形式
介绍了各朝重要的科技文化
成果，并通过景点和文物插图
呈现曾为各代都城的25座古
都中保留至今的当朝重要历
史遗迹，从而实现历史时间和
地理空间两个层面上的历代
都城之旅。孩子看完这本书，
相当于到历代都城逛了一圈。

著名作家毛姆
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

难所。一个热爱文字的人，无论处
于何种境地，总有那么一两本书，能够在人

生的黑暗时刻拯救他（她）的灵魂。
暑期已至，我们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准备了一份

书单。本期书单尽量兼顾中西、文理，希望能给青少年带
去多层次的人生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