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正确地跟孩子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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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新生代父母面对孩子，已经很少“谈钱色变”了。 在儿童阶段认识钱是什么、钱从哪里来、如

何管理自己的零用钱，成了我们帮助孩子抵抗应对各种诱惑的利器。 不过，了解这些就够了吗？ 关于

“钱”的教育就到此为止了吗？ 其实，孩子众多关于“钱”的疑问，更是关于这个社会运作方式的疑问。 在

日本儿童经济教育领域工作了 16年的泉美智子想用这套书告诉我们， 是时候从经济学的角度和孩子

谈谈钱了。

新知

关注

这套书由在日本儿童经济教育

领域工作了 16年的泉美智子编著。 泉

美智子不仅是日本儿童文学作者协

会会员，也是一位知名的理财规划师，

一直从事“儿童与经济教育” 的研

究。

在这套书中， 作者将场景从家

庭拓展到社会、全球，将“钱”纳入人

类经济活动的一环，从宏观的角度，

进行细致且系统的全景式描绘。

全套书分为 6 册， 对应六大主

题，作者从最基础的经济学概念“货

币”入手，逐步深入到银行、公司收

购、 个体经营、 垄断等方面， 从讲

“钱”横向拓展到“钱”在社会中的环

流。全书通过“兴趣在先，了解在后”

的方式， 先站在孩子的角度提出假

设，后展开讲解，带动孩子“阅读前，

先思考”。 如果没钱了，如果游乐园

免费……作者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故

事，以虚构讲现实，为孩子梳理出人

类经济的简明发展脉络。

比如， 第五册“如果收购了公

司”的主题，主要围绕股份公司的作

用、公司的收购、股票暴跌导致破产

等话题进行探讨。第二册“如果没有

银行”这一主题中，则涉及股票的形

式和作用、股东大会、股东等概念。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由“钱”上

升到“钱与人生”“钱与环境”，是从

物质到精神的升华。比如第五册中，

通过资本家乔克维奇恶意收购、最

后破产的事情提醒小读者， 脱离了

自我价值的实现， 资产就只是虚幻

的数字。 作者试图通过对经济活动

的分析， 将孩子的视域提升到一个

新高度，从而建立正确的金钱观，看

淡金钱的得失。

比如，在第三册的“面包机器人

空降北京创业记”中，作者通过面包

机器人的故事，帮助孩子“看透”公

司的各种组织形式， 建立起孩子对

营利模式的基本认知。 在故事的最

后，却着意淡化钱的重要性，并提醒

孩子，成功的关键在于热情与真心，

金钱只是额外奖赏， 对金钱的一味

追求只会适得其反。

这套书让孩子在更宏大的背

景、宏观的角度认识钱、观察钱的流

动，将“钱”的教育上升到经济学层

面， 作者试图通过为孩子揭示经济

背后的逻辑， 潜移默化地塑造从大

局出发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小岛发

展旅游业”这个故事为例，依托图文

结合的形式，将重重“局面”呈现在

小读者面前， 引导他们从美德以外

的角度思考问题。 善良无私虽是无

比珍贵的品质，但并不是万能钥匙。

“竞争”有输赢，听起来有些残酷，但

是从长远考虑， 才能找到问题的最

优解。

回看全书不难发现， 这套书的

全景式描绘， 向孩子提前剧透了成

年后的经济生活，作者切入点较高，

内容上具有专业性， 却也能较快地

打开小读者的视域和眼界。 整套书

都在和孩子谈钱， 目光却聚焦于全

局思考与合格社会人的培养， 也让

金钱教育在财商之上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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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大师》：二战无名英雄的隐身传奇

近日，影片《辛德勒名单》的制片人布兰科·拉斯蒂格去世，享年 87 岁。 他曾是二战时期纳粹集中营的

受害者和幸存者之一，他以改编电影的形式将那段苦难的经历告知世人。 这段历史始终牵动人心，包括那

些一直不曾有机会、 甚至是不能讲述自己事迹的人， 比如在二战时期拯救了 14000 多名犹太人的无名英

雄———阿道夫·卡明斯基。 日前关于他传奇经历的新书《隐身大师》被引进出版。

他是阿道夫·卡明斯基， 也是

来无影去无踪的“朱利安·阿道夫·

凯勒”， 同时还是大名鼎鼎的幕后

推手“约瑟夫先生”。 他有无数个

姓名， 亦有数不清的身份。 在家人

朋友面前， 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

普普通通的文员； 在抵抗组织成员

眼中， 他却是一位行踪诡秘、 技艺

非凡的专家。 卡明斯基并不是一个

人， 在他早年加入的抵抗组织中有

一群像他一样的年轻人， 为这份

“事业” 奋斗着。 曾经有一次紧急任

务， 需要他们在三天之内为 300 个

孩子赶制超过 900 个各类证件。 他

清楚地知道时间的紧迫———“我每

睡一小时， 就有三十人丧命。 ” 为

此，卡明斯基几乎不眠不休，经常在

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持续工作，

甚至直接昏倒在实验室的地板上。

阿道夫·卡明斯基之所以缄默

30 余载， 与他当年的身份、 处境

不无关系。 他是一位证件伪造者。

二战期间， 染匠学徒出身的他利用

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 成功帮助

14000 多名犹太人隐匿身份， 逃离

纳粹的魔爪。 然而， 在当时的社会

政治背景下， 卡明斯基每救一次

人， 都是在触犯法律， 在“法定时

效” 面前， 哪怕他曾拯救上万人的

性命， 如今也要因是否会因此被送

进监狱而提心吊胆。 他的女儿萨

拉·卡明斯基在书中写道： “他为

了这份‘事业’ 甘冒坐牢的风险，

运气不好的话甚至会被判死刑。 这

也就是为什么父亲直到那么多年后

才同意揭开自己的秘密。”

阿道夫·卡明斯基亲自将自己

的故事口述给女儿萨拉， 并由后者

整理、 集结成 《隐身大师》 一书。

从他波澜不惊的自述中， 我们得以

了解有关这位鲜为人知的二战英雄

的点点滴滴： 他颠簸不安的青少年

时代， 他低调且充满“忏悔” 的晚

年时光。 今年， 书中主人公卡明斯

基已届九十余岁高龄， 早年间艰苦

的地下工作已经恍若隔世， 而这段

传奇经历所传递的积极的引导力

量， 依旧在读者的心中熠熠生辉。

《隐身大师》

（法）萨拉·卡明斯基 著

廖晓玮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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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祝融星：爱因斯坦如何摧

毁了一颗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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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质疑、打破传统、勇于

想象， 永远是科学不断前进的

动力。 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

行星，在几个世纪的观测中，人

们发现水星轨道存在轻微的扰

动。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根据牛

顿万有引力定律， 法国天文学

家勒威耶进行了计算，于 1859

年提出假设： 水星轨道内尚有

一颗未被人们发现的行星，即

“祝融星”。此后，除了一位乡间业余天文学家

声称目击了它之外， 没人能再次证实它的存

在。1915 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体系构建

完成， 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解释水星轨道的

扰动现象，自此证实：祝融星并不存在。 本书

作者讲述了这段几近为众人所遗忘， 却又承

上启下的历史。 这其中既有对科学家生活和

性情的趣味描述， 又有对科学工作所涉及的

知识的通俗解读。此外，我们还能从中看到科

学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以及科学家如何思考

问题并解决问题。

《鸟瞰古文明：130幅城市

复原图重现古地中海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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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阅读历史书籍，闭

上眼睛想象古代人的生活时，

最大的困难不是古代人的活动

本身，而是他们活动的场所。而

古代城市复原图的重要作用便

是：让我们回到现场，亲身体验

历史。 让-克劳德·戈尔万及其

团队用丰厚的考古学、 建筑学

知识， 以及他出色的绘画天赋

达成了古代城市复原图的绘制目标。 他用细

腻的水彩画直接呈现了古地中海文明， 从公

元前 2500 年直到公元 5 世纪，时间横跨 3000

年。130 幅复原图配以文字，精心介绍了 87 个

地区与城市，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

腊和古罗马一网打尽， 其中不仅有被各类史

书反复提及的重要城镇， 还有曾经辉煌一时

却被人遗忘的诸多地方。通过眼前的复原图，

凝视众多文明结晶， 我们获得了观察历史的

另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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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7 年丹麦克里斯滕

森农场建成第一座植物工厂以

来，奥地利、荷兰、日本、瑞典等

国研究出多种类型的植物工

厂， 人们憧憬着植物产品也能

像工业产品一样在工厂里生

产。近年来，国内外植物工厂技术呈蓬勃发展

之势，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大幅提升资源效率、

保障食物安全的重要手段。 实现植物产品的

工厂化生产， 本书介绍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设

施植物环境工程创新团队近几年研发的植物

光生物学、节能环境控制、蔬菜品质调控和基

于物联网的智能管控等关键核心技术， 也分

析了近年来国内外较为成功的植物工厂典型

案例，并对植物工厂未来趋势、发展战略和热

点领域等进行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