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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一、用亲切可爱的卡通形象、
幽默有趣的方式描述历史细节，贴
近孩子的认知水平和审美趣味，给
孩子不枯燥的历史。

二、从宏观、微观两种视角，勾
勒历史脉络、展现历史事件、还原生
活细节，将同时对照与线性历史完
美结合，给孩子完整的历史观。

三、借助地图、时间轴、历史大
事件、超长拉页细节图等多种方式，

多维度呈现历史，使用孩子易理解
的方式讲述历史。

四、以人类发展为主线，涵盖
发明创造、自然地理、风俗文化、国
家城市等人文知识，向孩子传递丰
富的人文知识。

五、向孩子解释个人与整个人类
的关系，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放诸小我
于千万年间，赋予孩子大爱情怀。

阅读这本书，孩子会有怎样的
收获？

★了解人类从史前到21世纪

的整体发展历程。
★了解各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和

进步，增强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从
过去看未来。

★增进对世界的认知，发现个
人与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在茫茫时
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培养历史阅读的兴趣，打开
历史阅读的视野，建构人文阅读的
审辨思维，激发想象。

★掌握许多新鲜有趣又实用的
读史方法，成为人类简史“小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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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绘本版）：
给孩子的世界历史超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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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更爱阅读
王薇

世界阅读日的到来，又一次引
发全社会关注阅读的热潮，在众多
与阅读有关的新闻中，有一条关于
未成年人阅读数据的新闻十分引人
注意：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最新公布
的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
显示，2020 年我国 0—17 周岁未成
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83.4%，人均图书
阅读量为 10.71 本，未成年人数字化
阅读方式接触率为 72.3%。即使这一
阅读率数据与往年相比已有所上
升，但很多受访的青少年坦言，辅导
班太多，课业负担重，导致他们没有
充足的时间阅读。

阅 读 可 以 改 变 一 个 民 族 的 气
质。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青少年的
阅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一个
民族未来的文明程度和思想厚度。
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
而又“第一”，可见读书多么重要。创
作者和出版商如何推出更多好的图
书、全社会如何营造更好的读书氛
围、家长如何更好地引导孩子的阅
读习惯、学校如何指导孩子更有效
的阅读方法，是推动一个社会阅读
习惯回归的根本。

让孩子更爱阅读，首先，要给他
们提供丰富的有价值的精神食粮。
让青少年更好地阅读，出版业需对
出版物有良性规划，并多推荐好书
新书，这就要求创作者本着为民族
为国家负责的态度，多出快出广大
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作品。如今走进
书店，我们总能看到各类教辅书汗
牛充栋，经典读物和适合青少年阅
读的书籍少之又少，孩子们又如何
更好地依据兴趣来读书呢？

其次，要浓化全社会的读书氛
围。读书，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爱好，
更是一种公共诉求，是全社会共同
的精神需求。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
过多建图书馆、多举办读书比赛、多
开展社区读书以及书香校园、书香
家庭、书香社会评选等活动，通过有
厚度、有温度、有深度的文化阅读，
让读书氛围浓厚起来，培养出爱读
书、有知识有理想的人。

第三，要营造亲子共读的家庭
环境。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
通过自身示范给孩子作榜样，比如
可以与孩子一起读书，将书当作嘉
奖送给孩子，多带孩子到图书馆感
受文化的气质等。家长应淡化对孩
子的功利化要求，给孩子减少成绩
压力，让孩子有从容的读书心情、舒
心的读书环境、不倦的读书动力，他
们才会把读书当作一种美妙恬淡的
体验，一种天长日久的习惯。如果家
长唯分数马首是瞻，逼着孩子挑灯
夜战不停地跋涉于书山题海，周末
还要奔波于各类兴趣班之间，孩子
如“苦行僧”一般，又哪有时间去读
他们喜欢的书呢？

第四，学校应减负增效，使青少
年有充足的读书时间和科学的读
书方法。如今，中小学生的书包越
来越重，打开书包看看，里面除了
教科书就是教辅书，即便有课外读
物，也多是些流行读物，那些中外
经 典 名 著 很 少 能 入 孩 子 们 的“ 法
眼”。在学校里，阅读要跟繁冗的课
业抢时间，走出校门，还要和各种
网上课程及作业“作斗争”，青少年
无暇读书，也无从读书，他们如何
更好地读书呢？这，也是对学校教
育提出的新课题。

一个不读书的人是一个缺少精
神力量的人，而要让青少年喜欢阅
读，乐意阅读，就应该给他们一个轻
松、活泼、愉快的阅读环境。

读书是一项高雅的智力活动，
它能给人以知识、智慧，赋予我们多
种才干。从古今中外崇尚读书的名
人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磅礴
的读书力量。

曾国藩十分看重读书，他在手
不释卷的同时，还常写家书，告诫
后辈要读书。曾国藩年轻时为博取
功名发奋攻读，参加科举考试的归
途中，他在书庄被一本经典古籍吸
引，在身上银两所剩不多的情况
下，他毅然将此书买下，后在一乡
绅的资助下才辗转回到湘乡老家。
多年后，功成名就的曾国藩说：“人
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
书则可变化气质。”一语道破了读
书的真谛——读书，意味着有可能
改变一个人气质，以及长远地改变
一生的命运。

曾国藩说得极是。纵观古今，凡
成名成家者，哪一个不是刻苦攻读、
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又有哪一个
不是从书中汲取了知识与智慧后取
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牛顿在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后，谦虚地说：“我之所以能取得今
天的成就，那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没有对前人知识、经验的积
累和继承，没有对自然学科透彻的
理解，没有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深入
分析和领悟，科学史上是不会诞生
牛顿这样的天才的。

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
本质，马克思每天在大英博物馆图
书室内废寝忘食地攻读政治、经济
类书籍，由于他常坐在一个固定的
位置上读书，久而久之，竟将座位下
的木地板磨出了一个凹印。是书给
了马克思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引导
他写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
态的著作《资本论》。

毛泽东更是爱读书的典范，无
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
他总是走到哪儿就把书带到哪儿。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八角寨中的煤
油灯下，有他手捧书本、忧国忧民的
身影；杨家岭的窑洞里，有他运筹帷
幄、指点江山的身影。是书滋养了毛
泽东的雄才大略，他带领中国人民
搬开“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
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之路。

鲁迅嗜好读书。写作之余，他
常去书店，看到心仪的图书，立马
就买回家细细研读。在著书的同
时，他还为当时一些好高骛远的年
轻人开出一系列书单，告诫他们少
沾染坏习气，少走一些弯路，多汲
取人类最先进的文化知识。正是这
种兼收并蓄的广博阅读态度，让鲁
迅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面
光辉的旗帜。

胡适对读书也有精辟的见解，
他认为读书有三重功效：第一，书本
是学问智识经验之记录，人类之遗
产，读书就是汲取这些智慧来做基
础，再去发挥而光大之。第二，读书
能集思广义，让人博学而多才。第
三，读书可以解决现实困难。他风趣
地指出，如果不读书，就不会有主
意。多读书，主意自然会多，解决困
难也就比较容易。正是对读书有着
深刻的理解，胡适才能畅游书海汲
取无穷的智慧，终成一代国学大师。

纵观这些人物，他们之所以能
取得不凡的成就，无不与他们多读
书、读好书、会读书有着密切的关
系。人类获取知识的途径无外乎两
种，一是从实践中寻，二是从书本
中得。其中，从书本中得占了很大
的比重。当下，知识的更新日新月
异，种种挑战层出不穷，如何顺应
时代发展？唯有多读书才能助益我
们成为时代的佼佼者。不管身处人
生的任何阶段，我们都应该向那些
好读书的名人学习，端正读书的态
度，摒弃浮躁的心态，认认真真地
去读好每一本志趣高尚的书，从每
一本予人启迪和温暖的书中汲取
前行的力量。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是的，我们靠什么推动人类
社会走向繁荣进步？靠的就是书中
的知识。读书吧，书会让每一个爱它
的人都受用无穷，也会让整个人类
社会更加文明昌盛！

一段不长不短的小假期，这美好
轻松的小时光做些什么事好呢？古人
书房里的那句简短的对联便是心中最
好的答案——“为善最乐，读书便佳。”

假期之前，有的人欢欣雀跃，忙着
查路线购票要去外面看世界，寻找诗
和远方，而我在网上寻寻觅觅，把平常
记录在笔记本上要读的书一一选购，
然后等待它们如期而至，以丰盈这段
自由随心的快乐时光。

我将读书视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认为书如同饭食一样可以
为自己的生命供给营养，因此无论如何
每天都会挤出时间读一会儿书，给心灵
找一处安静空间，让精神明亮起来。记
得有位作家谈论读书，说躺在床上看书
是最舒服的，斜靠在床上，捧读书，那一
种快活与暖和，不要说什么成功和名
利，就是拿个天下来也不换。我每天看
书的时间，就是这样“拿天下也不换”的
珍贵时光。结束了一天的繁忙，回到家，
吃完晚饭，洗漱过后躺到床上拿起书的
那一刻，一天里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不

管是难过还是快乐，都因读书而有意
义，心里只有两个字：幸福。

但毕竟劳累了一天，又加上要早
起，书读一会儿就困意袭来，常常是刚
读了几页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夜读
这一小段时光既珍贵又美好，却实在
太短暂。

平常的日子里，虽然每天都会读
书，但没有假期这样大块的时间，可以
让人慢慢地、细细地品读。因此，假期
的来临总令我充满期待和喜悦，很多
读书计划在这段时光里可以悠闲地完
成。时间充足，心情放松，读书也特别
容易进入状态。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
开。”等待书到来的心情，就像等待知
心老友的造访一般。把窗下的沙发打
理得温馨舒适，抱枕、毯子清洗后，在
阳光下晾晒——这明亮且带着阳光味
道的角落，是我在假期静心读书的好
地方。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地方，不是
我喜欢的去处。我喜欢的是书籍里的

那份安静和缓慢，就像走入被人遗忘
的园林，那样寂寂、悄悄、缓缓的感觉，
随着日月星辰静静生长。

池莉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慢
慢来，还不止是比较快，还不止是一种
时间节奏，还不止是一种怡人的从容，
更是一种往深刻里浸透的深邃。这种
浸透，能够触及到你的灵魂，能够在你
灵魂里铭刻你的生物记忆，纵然外界
总是刮着急急的流行风，也卷不走那
个泰然自若的你，这叫活着。”

她说的是当下世界的快和慢，而
我觉得这段话用来形容读书也是很贴
切的。读书，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读书的美好，恰恰就在于它的慢。这
种慢的力量是那样从容而强大，就是
那种往深刻里浸透灵魂的深邃，影响
着一个人的胸襟和气质。

读书便佳
耿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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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专为儿童打造的历史
通识绘本，更是塑造孩子全景历史
观与世界观认知体系的奠基之作。
书中涵盖了从史前时代到21世纪人
类发展的整个历史，通过7个重要历
史时期（“史前时期”、“古文明时

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
“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时期”、“20-
21世纪”），28幅全景图画，270张手
绘插图，上千个卡通人物形象，讲述
数百万年来人类经历过的大大小小
事，展现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场景

细节。书中将每个时期用一个单元
的篇幅来讲解，清楚串联人类数百
万年发展。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各
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可爱又有
趣的卡通人物形象，让每个知识点
都充满乐趣且容易理解。

越来越多家长都认同，学习历
史有助于孩子建立开阔的世界观和
独立的思维意识。历史是时间的馈
赠，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
富，一个人如果读懂了历史，也就能
更好地理解当下。历史如此重要，那
么，适合孩子的历史启蒙读物，应该

是什么样的呢？除了生动的历史故
事，还有没有其他会令孩子喜欢的
讲述方式？

其实，一本优秀的儿童历史读
物最重要的品质就在于能否为孩
子提供生动丰富的体验，让他们
对遥远的过去产生感知，能否以

一种感同身受的方式将孩子带入
历史，让历史故事与他们的生活
经验发生连接。本期“每期推荐”，
为大家隆重推荐这本专为孩子打
造的全景历史通识绘本——《人类
简史（绘本版）：给孩子的世界历
史超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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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专属历史通识绘本
塑造孩子全景历史观与世界观认知体系的奠基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