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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丛书 - 教育 思维学习 学术应用

《为人父母的艺术》

《适应性教学》

适应性教学是包容性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
让所有学生在目标、需求、和个性发展等多
个方面都能得到满足。

父母想把世界上最棒的都给孩子，但只有爱和想法是
不够的。父母们应该怎么做？

父母认为是最好的，就是孩子最需要的吗？

父母想孩子拥有的，真的是21世纪的孩子们需要的吗？

包容性教育是一个新颖而适应现实情况的
教育理念。作者在书中分享理论依据和实用
工具，指导教育工作者结合策略、方法、可用
资源，既能满足学生的共同需求，也能照顾
到每个学生的个体性。

以“积极心理学”当中重要元素“聆听”
、
“尊重”
、
“信任”
、

“界限”
、
“陪伴”为理论基础，本书指引父母重新检视自

己的教育模式，提供细致有效的实操方法，帮助父母从每

天的生活细节、与孩子的对话开始，把对孩子们的寄望真
正培养成孩子们的优点与能力。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8-1717049391
授权状态：开放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796216637
授权状态：开放

《创造思维的神奇力量》

作者被以色列教育界公认为“适应性教学”的
专家与权威人士。

《综合指南 – 团体的学习与发展》

现代世界中，团体促进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团队促进者必须知道如何管理团队，处理突
发情况，指引成员共同努力，实现目标。

多少年了，我们被教育在设定的条框中进行思考，
是时候改弦更张了。思维的逆转是痛苦的过程，然
而是必须的 - 如何直面大变而不慌，如何逆流而

上，都需要创造性思维。要在科技创新时代领航，

本书面向专业团队促进者、组织领导者而写，
提供一套完整有效的实用工具来应对运作团
队可能出现的几乎每一种情况。团队促进者
中的新人老手，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并继
续磨练和发展实践技能。

必须从固态思维中解放出来，激励和发挥个人与

生俱来的创造力。本书以科学为依据，分享一套有
效发展创造思维的工具与手法。

作者是一位享誉的以色列作家、导演、记录片和电
视剧获奖制片人。他被邀为全球三千余家公司和组

织做关于创新的演讲，包括IBM，微软，英特尔，惠
普，彭博社，和多家大学。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783426544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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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441227612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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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丛书 - 商业 金融 经济

《女性如何提高收入与增加财富》

《你可以得到更好的》

女性是非常了不起的。21世纪的人类社会在
各方面更非常需要女性的力量。然而，有才华
就一定会收入高吗？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安居
乐业吗？

谈判充斥着人生每个阶段，存在于生活每个
方面。即使有经验，本能判断力很强，要持续
谈判顺利并取得更大成就，还是需要明白谈
判行为所蕴藏的科学知识。
本书通过众多真实工作与生活场景，以世界
顶级学术研究的理论为根据，帮助大众了解
学习并赢得谈判。深奥严谨的学术理论被通
过作者富有技巧地、深入浅出地、精炼地表达
出来，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部理论与实践紧
密结合的谈判读物。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8-1978162532
授权状态：开放

作者是以色列唯一私立大学瑞和曼大学安得
生创业学院院长。
《52 周自我领导的习惯培养》

领导力是可以培养的 通过有效的方法，每个
人都可以学习领导自己，加强自身竞争力；继
而承当更大责任，领导团队；再是培养领导
力，成为领袖。

本书指导读者通过每周一读、一思、一行动，
在一年内培养出适当的思考与行为习惯，为
人生发展更进一步打下坚实基础。书既适用
现任工作领导者，也适合有心打造自身的年
轻人。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664312577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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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7个关键”
，本书为希望能在财政上更成
功的女性分享思考角度，提供方法。成功后人
们往往发现不仅经济收入提高了，她们同时
更了解自己，对自己的追求更明确，对生活更
加热爱。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8-1523944538
授权状态：开放

《幽默大赢家》

以色列在联合国每年“幸福指数排名”中长
居高位，是发达国家，人均寿命也是全球最
长。这些跟以色列人重视幽默有着不可分割
的关系。
本书作者曾为以色列中央银行、以色列财政
部、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科技学院、魏茨曼
科学院、及多家大型高科技公司做过幽默研
究的演讲。

通过轻松娱乐的风格和简短故事，作者带领
读者破生活千重浪，看万种心境，利用幽默
到达身心健康、事业顺利、幸福常在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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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丛书 - 商业 金融 经济

《40岁前成富人》

《魅力十足的领袖》

40岁前就成为富人，有可能吗？出身一般，没有
任何背景，40岁前成为富人，有可能吗？孤身少
年，无依无靠，40岁前成为富人，有可能吗？作
者的人生证实了一切皆有可能。

《魅力十足的领袖》
作者曾是英特尔和现任英伟达高层，30年间
负责领导创新开发。她认为真正的领导力是
在取得高绩效同时不放弃对他人的关怀。她
在本书分享三个基本原则：人、结果、和乐趣
程度，并提供一套培养领导力成长的工具。

作者强调平常人应尽早培养财富意识，有效
理财。书中不厌其烦地详细罗列具体方法，
深入简出地解释原因与细节，强调认真遵从
一些基本做人和赚钱的原则，希望帮助大众
共同富裕。

英特尔向作者颁发“Intel 成就奖”以表彰她
在白热化竞争中为公司取得的成就。该奖是
英特尔内部声望最高之奖项。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411489415
授权状态：开放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8-1987751185
授权状态：泰语版权已售 其他语言开放

《客似云来》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8-1499179453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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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小说模式生动地向微小企业分享如
何在持续锐变的商业世界中应对不可预测
性，不断壮大。
作者强调微小企业人士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
直觉来发现存在问题，结合对市场的敏锐观
察，加上充分了解客户要求，达到提高效率与
业务长青的效果。
探索商业世界的变化与应对的同时，本书还
认为人生经验与商业价值是一脉相乘。
推荐语：本书用清晰的语言、在简单家庭企业
的架构下，以服务业、生产业为主要对象进行
分享 内容丰富，非常适合中国众多微小企业
此书已有中文初译稿。

《远离深渊的操盘手》

通过一个虚拟但现实的故事，把股市边缘上
的日内交易员黄金操作规则尽录本书：

• 股市专业交易的基本原理
• 提早应对每个可能的交易状况 – 制定风
险管理、多元化工作目标、和交易计划
• 学习积极的思维与心态 - 磨练专注力、约
束力、自控力，随时做好充分准备，等等
• 交易背后极为有趣的心理战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804374434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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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怎样问》

《少些压力：白领简单有效的减压方法》

如果有人说要过更好的生活只需正确地提问
你会怎么做？问问题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晚饭吃什么? 明天穿什么衣服？为什么我心
情不好？如何可以得到更多的爱？

压力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事实上，
频繁的高压会对身体和情绪造成严重破坏。
然而并非所有压力都是负面的，适当的较低
压力可产生积极影响，激励我们实现人生的
多个梦想。
这本书献给每一位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压力、
应对压力的人士。

问问题，其实比知道答案更重要 知道如何问，
是可以改变人生的。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840655863
授权状态：开放

通过新颖独特的五个关键，作者讲述如何引
领我们自己的思考，如何把问问题变成有效
应对人生困难与挑战的力量，如何在顺利的
时候让生活更好更有意义。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9-8664968774
授权状态：开放

《机器人不用午休》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835873746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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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孜孜不倦，不会罢工，也无需福利。上世
纪初还只是科幻小说的内容，如今人工智能
和自动化已直接挑战全球超过8500万人士
“人类精神
的就业。人类还有就业竞争力吗？
智能”可以跟“人工智能”对抗吗？在混乱多
变的环境里，人类还有什么价值吗？我们的
后代将如何胜出？
曾是以色列海军高阶军官，作者是国家安全、
创新、战略思维方面的专家 在这本新作中概
述了时代巨变和新一代就业挑战，他建议：
如果不想被科技时代威胁或抛弃，至关重要
一点就是创造自身真正独特的价值。

《视觉日记 – 疗愈情绪的多媒体居家创作》

利用不同物质做出来的多媒体视觉日记，可以把人们

灵魂与内心深处无法清晰表达的最复杂情绪与情感抒
发出来，从而帮助调整与疗愈情绪与压力。

视觉日记拥有高度唯一性，无需艺术根基，男女老幼皆
可参与；作品还可能呈现较强艺术性，让人惊喜。在疫
情肆虐的情况下非常适宜居家创作。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8-9655729399
授权状态：英语版权已售 其他语言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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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岁月系列 -《跑向半马的幸福》

金色岁月系列 《生命的秘密
：越活越年轻》

要有大梦想，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让自己为
结果惊喜！

作者是一位有着辉煌事业的科学家，退休前是授
勋的以色列国防军科技人员，退伍后是以色列科
技院（Technion）一个专门培养未来科学家与创
业者的生物科技实验室总裁。他喜欢学习神经科
学、营养学, 也是一名战胜癌症的康复者。

60多岁的时候他才认真开始体育运动，现在
68岁了，他的梦想是用两年时间挑战全程马
拉松，作为自己70岁生日礼物。

本书面向50岁以上人士，作者以幽默淡定的语气
分享他如何在人生后半段过得精彩。书内附有多
张作者参加各种体育竞赛的照片风采依然。

本书是作者的跑步记录，虽然两次受伤，他进
行自我有机训练，在69岁那年真的完成了半
程马拉松的中期目标。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647463982
授权状态：开放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 978-1793281548
授权状态：开放

《我值得》

金色岁月系列 《跑向全马的胜利》
-

没有任何客观原因，作者从小就觉得自己不如
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无法继续承受这种
自卑感，痛下决心改变它。通过广泛深入的研
究，作者认识到只有当学会接受自己，生活才
会真正美好。

梦想永远不晚! 69岁完成了半马，接下来就是
能完成全程马拉松，作为自己70岁生日礼物。
当时新冠疫情已然开始，为了达成70岁完成
全马的宏愿，作者有系统地调整作息、跑区、饮
食、与公里数； 终于战胜了每一个困难，从21
公里成功增加到完成42公里训练跑；在有计
划地参加多个马拉松跑之后，终于如愿以偿。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509301322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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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分享了他在科学领域的知识与兴趣，
介绍大脑运作，人体免疫系统，甚至分享烹
什么茶。 我们通过阅读一起感受作者对生命
的热爱，对运动的投入，对人生的拥抱吧。

除了体育活动，本书还谈及饮食与营养。最重要
是作者“乐观+行动”的态度，让生活甚是幸福。

本书分享了作者自己成长的心理历程，提出了
实用的工具与建议，为正在经历“自觉不值得”
的人群、包括对一切迷惑的青少年们提供参考，
争取卸下重担，接受自己，找到希望与自信。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8-1071494684
授权状态：开放

推荐语： 这是作者心理健康方面的系列书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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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系列 -《蹒跚地一起成长》

育儿系列 -《妊娠期》

这是专为爸爸们写的怀孕指南，内容丰富。
晨吐是怎么回事? 排卵期和吊袜带之间有什
么关系？为什么孕期以周计算？宝宝何时开
始听见声音，怎样听见的？可以对宝宝说什
么？还有，如何为新生儿购物？为什么要带
滑雪服到产房？婴儿出生后的生活将会是怎
样的？如何建立一个应对机制准备孩子的到
来？
本书易读、幽默，从男性角度阐述一切,对有
计划扩大家庭的男士们是难得的指路明灯。
推荐语：本书是《使命》系列丛书之一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 979-8486512964
授权状态：开放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 979-8483145929
授权状态：开放

育儿系列 -《婴儿万岁》

《从日落到日出 – 0-5岁健康睡眠培养》

孩子出生后 0-12个月有5个关键内容：食物、
睡眠、尿片、生病、和游戏。
无计可施时到底怎样才能让宝宝睡着觉？准
备一瓶完美的奶粉为什么像一项复杂的军
事行动？婴儿出生前必须准备好的用品是什
么？……最重要的是：和妻子还会有性生活吗？
内容丰富、有趣，分享了几十个有用的提示和
技巧，帮助新爸爸们成功学习抚养孩子这个
新任务！
推荐语：本书是《使命》系列丛书之二。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9-8483119623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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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有趣而诚实地倾诉了当爸爸的真实感
受，汇集了为人父母最具挑战性、最累、最热
闹、最刺激的情形。
做爸爸的基本训练必须包括什么？到底是什
么事让你私下发誓自己做父亲时永远不会
做而最终却不知不觉、老老实实地做了？爸
爸和孩子们一起去度假总会发生什么事？
你希望有孩子前得到什么忠告，什么统计数
据，什么提示，如何觉察你将完全变成你父
亲一样的所有迹象，本书都会原原本本地告
诉你 本书将陪伴你踏上从新手爸爸到经验
丰富爸爸的征途。
推荐语：本书是《使命》系列丛书之三。

作为一名育儿顾问和睡眠专家，作者根据多
年的经验与研究，创立出可让 0-5岁孩子准
时休息、一觉睡到天亮的方法 具体方法有六
个简单阶段，只要严格遵守，很短时间内就
可帮助婴儿、幼儿、少儿养得健康睡眠的习
惯；父母们也同时得到休息与睡眠。
推荐语：本书指导如何帮助孩子自出生起养
成健康睡眠习惯，帮助父母建立稳定日常生
活时间表，保持精力与体力，并在复杂情况
如出门在外时如何能维持睡眠习惯 该书适
合从事 0-5岁 孩子照顾的专业人士或个人。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9-8596759549
授权状态：希腊语版权已售 其他语言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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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丛书 - 就业 女性 医疗 育儿 长者生活

自助丛书 - 就业 女性 医疗 育儿 长者生活

《晴天雨天在一起》

《相信我，我是大夫》

抑郁症被称为“世纪之病” 世界各地很多人
都深受其害；他们的痛苦也波及到了最亲密
的家庭成员。
作者借鉴她与患抑郁症丈夫的生活经历，就
如何保持健康一方的积极心态、继续为快乐
生活而努力等方面分享了深刻见解和实用
建议。
推荐语：这是作者心理健康方面的 系列书之
二。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9-8791227041
授权状态：开放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425088604
授权状态：开放

《疾障康复的心路》

作者虽身有残障，但未能阻止他成为一位康
复心理学家和神经心理学专家。
本书帮助读者了解康复治疗过程中的主要
情绪问题，还有康复心理学家必须面对的独
特挑战。
本书特别呈现了患有疾障的人们在适应日
常生活、或是在康复中必须经历的非常复杂
的过程；为大众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了解、
理解在康复期的残疾人士的心理与思想
推荐语：本书并非学术写作，而是面向大众而
分享的普及读物。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565292206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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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毫不犹豫地相信我们的医生 有时候，这
种信任可能会让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健康无比珍贵，不幸的是一生中会遇到事故、
疾病、或受伤，迫使我们依赖医疗系统来保持
康健 当医疗系统不可靠，或当医生和健康从
业者犯错误时，是一个可怕的世界，更是一个
真相极为重要的世界。
书中讲到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些有见地的
深刻分析，在字里行间指引大家如何避免成
为医疗事故诉讼的中心人物。
推荐语：本书是医疗和医学教育方面的书，也
适合医学院学生和实习医生借鉴。

《暴力者的头脑》

与大多数关于男性虐待者书籍不同，本书没
有聚焦受害者 相反，它研究男性暴力者的思
维、心态，揭开他们暴力行为的诱因、特征、和
后果。
本书理论结合实践，作者的实例研究贯穿全
书，为研究男性变暴力的原因、可采取的预
防措施、帮助罪犯改过自新等方面提供了一
个综合概述。
推荐语：精神学，心理学，犯罪心理学。

SOLD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406914335
授权状态：简体中文版权已售 其他亚洲语言版权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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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物传记

以色列人物传记

《社会福利先驱 – Eliezer Jaffe 教授的人
生与贡献》

《没有阴影的孩子》

谁知道人生准备了什么遭遇和机会给我们呢？
二战大屠杀时期只是孩童的他因被藏匿而幸
存 1949年移民以色列，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
重新开始生活，并成为了在国际上备受尊重
的儿童神经学和儿童发展专家。

Jaffe 教授说：
“生命就像是贷款，终有一天我
们必须连本带利地偿还。而这个利息，就是让
这个世界比我们刚进入的时候稍微好一点。”
他的一生是真正给予的一生。
身为新以色列国的一名新移民，他创立以色
列 “无利息贷款协会”
，在社会金融、社会福
利、家庭权利、非营利组织等领域做出开创
性贡献，并为以色列多年后在平等社会方面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835868216
授权状态：开放

本书朴素、简单的语言真实地记载了令人感
动、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真诚地分享了如
何凭借个人坚韧不拔的精神战胜黑暗、拥抱
光明人生；同时也生动地为读者呈现了不同
历史时期以色列的社会与生活。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9-8521000951
授权状态：开放

《夜袭》

《Karpas 大夫 人生启示录》

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的头几年，其犹太人口
持续受到来自阿拉伯邻国的恐怖袭击 当明
白到袭击不会自动停止，以色列决定采取攻
击战略。

出生于立陶宛四岁随家人移民南非一个偏远小村

庄23岁时从开普敦大学医学院毕业，开始在人烟稀
少的地区做乡村医生。当他在开普敦附近的帕罗市
(Parow) 市开私人诊所时，名声在外，被邀参政并成
为该市第一位犹太议员，之后更成为帕罗市长。

本书记述了以色列国防军伞兵旅的战士和指
挥官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英勇反击的行动
作者是以色列国防军最早伞兵队伍一员；以色
列国防军授勋将军，以色列国防军传奇人物

1951年离开生活优渥的南非，带着妻儿移民去了
刚成立的新以色列国；他相信以色列需要他的技

能。几年后即被任命为耶路撒冷哈萨达医疗（Hadassah Medical Organization）副总干事，成为
哈萨达医院发展领导者之一。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700150439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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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规划的哈萨达Ein Karem分院后来成为以色

列、甚至是整个中东地区最领先医疗机构。在建立

哈萨达医疗与希伯来大学医学院联盟合作中更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9-8501996199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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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二战大屠杀回忆录 历史小说

《黑暗森林求生记》

《维也纳的香水之家》

Shurka和丈夫跟两个孩子在诗画般的波兰村
庄过着童话般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残酷地结束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本书是维也纳一个香水之家两代人在二战前
后的手写日记与信件的收录；70年后由第三代
人整理出版。与《安妮∙ 弗兰克日记》不一样的，
是它有两种结局。

为了逃避纳粹残杀，一家人躲进了生机渺茫的
黑暗森林，期盼求得一线生机，继续活下去
本书是以真实故事为基础的历史小说，是亚马
逊平台长期畅销书之一。

1938年的维也纳：祖辈希望能保住家业而留守
维也纳，最终被纳粹杀害。作者当时年轻的母
亲却预感到可怕的危险而决定离开家人、逃离
维也纳 辗转多国，最后在新以色列国建立并开
始新的生活。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8-1796269406
授权状态：英语版权2020授权 Penguin Random House +
2021年授权 Sinhala（不含北美国家）其他语言版权开放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352474976
授权状态：开放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邻居》

《我女儿的托付者》

1933年希特勒崛起，也是欧洲犹太人被赶向灭亡
的开始。1944年，11岁的作者与父母妹妹被从匈
牙利的家赶进犹太隔离区，再辗转被押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 纳粹为他们准备的最后归宿。
作者回忆他儿时看到的世界，还有他那位不屈不
挠的母亲，一个信念坚定、在绝境中也一直努力
帮助陌生人的勇敢女性。
回忆录穿插着微妙的幽默，展现了人类最黑暗历
史时刻依然存在的爱与希望。虽是历史，却能打
破时空限制，引人入胜，让读者想一口气读完。

1938年，纳粹入侵波兰。你会把生命中最珍贵
的托付给一个被命令要仇恨你的人吗？

这部以真实事件为基础的历史小说讲述了
两位女性在仇恨充斥着世界的残酷二战间，
依靠爱与信念缔造了一个触动灵魂深处、让
人难以忘怀的动人故事。
本书今年3月初上亚马逊，已登畅销书榜首。

作者另一本二战小说《黑暗森林求生记》已连
续三年位列亚马逊最佳畅销书榜首。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433764958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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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550806784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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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二战大屠杀回忆录 历史小说

文学

《风起处》

《相依》

烽烟四起，一个年轻女人必须迎风而起，对抗
战争。
1941年立陶宛，年轻的作者是前途光明的未
来眼科专家。她的家乡维尔纽斯（Vilnius）被
纳粹军队入侵、丈夫被盖世太保带走后，为了
生存，她和父母只能逃离家乡城市。他们投奔
的所有地方几乎都对他们充满仇恨和迫害，
直到意想不到地在她父亲曾为之设计风车
的一个村落中找到救赎。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362201951
授权状态：开放

两位孪生姐妹性格各异，生活道路选择完全
不同。失去了她们的母亲后，从亲戚朋友口中
发现了从未知晓的母亲的另一部分人生 姐
妹间的爱与信任帮助她们度过难关，并在应
对痛苦的过程中重新发现她们自己。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837812163
授权状态：开放

《耶路撒冷的希腊大夫》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807398734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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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物资短
缺，疾病肆虐。杰出的Patrius Efklides大夫努
力维系医院运作，意志坚定地为病人的生命顽
强战斗。院墙外，这位外国医生非常低调，并不
理会自己的英俊外貌与优雅举止对职员产生
的影响；直到多年后，一本被丢弃的笔记本在
储藏室里被翻出来。
本书以真实历史人物与事件为背景，生动重现
了不同年代里耶路撒冷交错纷纭的文化、生活
的挣扎、及人们对美好爱情的追求。
书中提及的街道两旁依然住着现代的人，见
证现代的变迁。

《不完美的就是最美的爱》

现实生活中的婚姻大多数充满压力，日常摩
擦不断。夫妻要面对这些挑战，还是回避？爱
与自由之间的挣扎是永恒的；爱之所以最美，
正是因为爱本身并不完美。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840429372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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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儿童绘本

2-7岁儿童绘本

《阿碧佳的魔法自行车 系列》

《宇宙的历史手绘本》

3-5岁是培养孩子想象力、好奇心的黄金时期。
这个备受世界各地儿童喜爱的系列是亚马逊畅
销书，已被翻译成英语和西班牙语。
这个系列把孩子带到万里之外的不同气候、民
族、文化、和动物：亚马逊雨林，撒 哈拉沙漠，北
极熊。该系列最新一册以“无威胁性方式”向孩
子们解释新冠疫情的现实，通 过学习戴口罩帮
助少儿们利用科学方法，战胜恐惧，身心健康地
成长。

宇宙大爆炸是什么样子? 新诞生恒星是什么
颜色? 太阳湮灭后会发生什么？ 要启迪孩子
们，就让他们仰头看星星。
从宇宙的起源、到太阳系这个小社区，作者用
他的原创插图结合基础天体物理学和宇宙的
惊人之美，向好奇的心、向将主宰世界未来的
年轻一代发出宇宙探秘的召集：让我们一起
质疑、探索、进行批判性思考。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8-9657724347
授权状态：开放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812152611
授权状态：开放

《树梢小泰立》

《我有一个秘密》

树梢小泰立是一个爱爬树、爱去不同地方、爱帮
助人的小男孩 他每到一处都会学到新技巧，并
且交到新朋友。
树梢小泰立将启发孩子们追求梦想，养成乐于在
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放弃，保持乐观。

人人都可以有秘密，也可以保守秘密。但坏秘
密不能藏在心里，一定要说出来，因为它们可
能带来伤害。
孩子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好秘密，什么是坏
秘密吗？ 如果答应了不告诉其他人，还能说
出来吗？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8-9651911385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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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用友善而简单的语言，轻松可人的绘图，
帮助男女少年儿童学习保护自己 这是孩子
们健康成长过程中一个必须及时、认真教育
的内容。

推荐语：该图书系列已被翻译成7种语言，通过亚
马逊平台热销全球，大获好评。
为支持中国市场发展，英文与简体中文版权同时
开放给中国出版社。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8-9659233106
授权状况：英文和简体中文版本同时开放给
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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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喷嚏的科学》

《熟睡王国》

本书以小奥里的父亲震耳欲聋的打喷嚏声
音为故事主题，以欢快有趣的插图和幽默来
简述如何应对“感觉调节障碍”(SMD) 通过
打喷嚏的例子，孩子们学习责任、接受、包容
（控制）
，和“适应反应”
。

小Noah很喜欢他的玩具，晚上睡觉也不肯和
它们说再见 妈妈离开房间后，他立刻就乘船去
了“沉睡王国”- 一个充满玩具和游戏的世界。

推荐语：
《沉睡的王国》以优雅别致的画面描
绘孩子们眼中的玩偶世界，重现孩子们拖着
心爱玩具上床睡觉的温馨场面 画面色调平
和安静，很适合做 3-6岁孩子入眠前翻阅和
聆听的读物 本图书系列共有2册。

书中第一部分是生动有趣的儿童画本，第二
部分面向家长和教育工作者。
本书适合医疗诊所，以及有SMD儿童的家庭
参考。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733918860
授权状态：开放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8-9655752441
授权状态：开放

《妈妈，爱是什么？》

《小小明灯》

小Noah怕黑，妈妈有个好主意 他们一起开
始了一段奇妙的旅程，发现窗外的世界中，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明灯，在夜晚为他们闪耀
本书融合梦想与现实，帮助孩子们学习面对
恐惧情绪 孩子们将明白即使在最黑暗的夜
晚，他们也总能找到亮光 – 无论是想象的或
是真实的亮光 - 为他们照耀，指引方向。
推荐语：
《小小明灯》用优雅安静的色调展现
故事，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恬静安全、愉悦充
满希望的阅读经历 本图书系列共有2 册。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8-9655752434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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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8-1717733412
授权状态：开放

本书细数一个成长中的孩子会经历的各种各
样、因爱而产生的不同感受与思考；希望孩子
们能够珍惜所有的爱，并鼓励孩子们用语言
和肢体语言表达他们自己心中的爱。
作者是以色列一家领先报纸的首席记者 她
曾对世界领导人及深具影响力的社会人物
进行独家采访。
推荐语：书中列举的各种爱并非只有孩子才
会有疑惑 这是一本非常适合亲子阅读的书，
父母可以回答幼儿一些提问，也可以和年龄
大一些的孩子一起探讨爱这个人生的重要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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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岁青少年读物

10-17岁青少年读物

《亚当爱上瑜伽》

《创业少年》

中学生Nir有一个创新主意，想通过新产品征
服世界 他决定创业并得到家人和同学Anna
的支持。
作者用轻松、自然、风趣的现代语言风格展
现了创业中成功与失败的跌宕起伏，商业世
界中的挑战与机遇，还描绘了青少年们向同
一目标努力时产生的情谊。
推荐语：本书提供创业过程真实信息，为有
创业意向的青少年提供指导，帮助他们决定
创业是否真的是自己要选择的路。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8-1548132316
授权状态：开放

亚当是一个孤单、害羞、没有安全感的男孩，唯一的朋友最
近也搬走了 新学年他决定参加一个儿童瑜伽班。

瑜伽慢慢帮助亚当了解自己，并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和弱点 最后，他明白到“接受自己”的神奇力量，并交到新朋友
书中插图清晰展示瑜伽姿势，附有注释

个新的瑜伽体式，指导如何正确呼吸，实现放松与正念

（mindfulness）
。

当下新冠疫情进一步限制了城市大众户外活动机会，大大

减少了孩子与大自然的接触。瑜伽循序渐进，长期练习可以

帮助练习者把身体的机能增强，有机调整情绪与思虑，达到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8-9655752397
授权状态：开放

《隐秘思想实验室》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Yula和母亲被抓到了
一个纳粹劳工集中营 营地条件艰辛，母亲离世
而剩下 Yula 一人独力求生 集中营指挥官凶
猛忠诚的狗Ziggy却出人意料地成了 Yula 的
盟友 强烈的求生意志，Ziggy的帮助，激励着
Yula 用尽一切力量活下去。

根据“认知行为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原理，本书与读者分享认知
与管理情绪的知识与方法。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413370438
授权状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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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放松的效果。力荐高质量亲子项目（6-15岁）

《司令官的义犬》

“惊叹科学组”的伊丽莎白是受人尊敬的科
学家，她正在研发用“双思镜”进入孩子们的思
想深处，与智能好朋友 Jerry 一起帮助求助的孩
子，解决他们内心和思想上的焦虑、愤怒、或不愉
快情绪。

推荐语：现代生活压力巨大，对于成长中的
10-16岁青少年来说，认知了解、学习管理自
己的情绪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每一章教授一

推荐语：这是发生在二战纳粹劳工营的真实故
事，主人公当时是青少年。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476214540
授权状态：开放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