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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人与自然

排架号：1161

《人与自然》杂志创刊于

1999 年，以传播自然科学知

识，倡导环保和公益理念为

己任，内容涉及植物、动物的

自然科普、自然教育实践案

例、民间生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环境

保护等。《人与自然》杂志不仅注重原创性、科普性、

探索性，更注重实践性、互动性，坚持“环保从孩子做

起”的理念，深入校园课堂，走近自然秘境，开展自然

教育，进行公益宣传。 

期刊名：中学科技

排架号：1165

以传播科技知识、启迪

智慧、培养才能为宗旨，提供

电子技术、计算机、陆海空模

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天文等方面的科技活动资

料，特别注意通过科学观察，实验和制作实践的途径，

培养青少年学习科学的兴趣和实际工作能力。

期刊名：环球科学

排架号：1146

《环球科学》是《科学美

国人》的中文版，超过 70%

的文章来自《科学美国人》英

文版和其他版本，适合高科

技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

才、科研工作者、教师、以及所有科学爱好者阅读。《环

球科学》是一本以普及科学知识、培育民族科学精神

为宗旨，以立足中国、人文视角、实用导向为编辑方针

的科普读物。

期刊名：知识就是力量

排架号：1163

《知识就是力量》创刊于

1956 年，由周恩来总理亲笔

题写刊名，是由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主管，中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主办的青少年综合图

文科普月刊。许多著名科学家，如高士其、茅以升、钱

学森、李四光、华罗庚、周光召、白春礼等都为其创作

了很多优秀的科普文章。为公众提供“有知、有趣、有

用、有益”的科普知识，成为中国科普信息化的践行者

和领航者。

期刊名：大自然

排架号：1140

《大 自 然 探 索》是 一 本

综合类自然科学普及刊物，

内容涉及太空、地球、生命科

学、医学、动植物、考古等领

域，为广大少年儿童和科学

爱好者提供前沿科技资讯和相关科普知识。《大自然

探索》秉承“揭示自然奥秘，再现探索历程”的办刊宗

旨，坚守“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办刊理念，

注重“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创新性”，强调图文并

茂、鲜明亮丽、深入浅出、丰富活泼。 

  

期刊名：英语沙龙·原版阅读

排架号：614

《英语沙龙》杂志创刊于

1994 年 1 月，是一本充满

时代气息、内容极为丰富的

英语学习刊物。它集知识性、

实用性、趣味性于一体，用英

汉两种语言对照表达，巧妙地将英语语言知识与当今

青年渴望了解的外部世界的种种信息融合在一起，让

你在轻轻松松的学习中，达到提高英语水平、增长见

识、获得启迪的目的，具有增强英语学习兴趣、掌握学



习技巧、提高英语水平和扩大知识视野的多重效应。 

期刊名：作文素材·壹图壹材

排架号：632

全 国 第 一 本 以 图 搜 素

材，以图解素材，以图积累素

材的应试作文辅导书。本书

紧抓当今“快阅读”“读图”

的阅读趋势，首度将图片与

作文素材相结合，开“每一张图片都是一则作文备考

素材”的先河，帮助中学生更直接、更迅捷、更轻松、更

持久地记忆素材。

该书以先锋视角划分栏目，主题图策划，围观解析

热点事件；时新图新闻，“看见”新闻背后的备考价值；

历史老照片，让每个学生都成为历史的亲历者；图解

作文题，直观分解作文行文思路，技法素材一网打尽。

期刊名：网球天地

排架号：486

《网球天地》是国内最具

专业权威的网球刊物。杂志

内容翔实 , 栏目设置新颖、

独特、实用，满足各层次读者

的需求。刊物常年聘请国内

外网球权威人士对精彩赛事进行前瞻、评述，并委派

特约记者对世界各地网坛明星进行独家专访。栏目

设置新颖、独特、实用，满足各层次读者的需求。可以

说，《网球天地》杂志在手，世界网球尽收眼底。

期刊名：足球世界

排架号：489

《足 球 世 界》杂 志 于

1980 年创刊，中国足球协会

参与主办、中国体育报业总

社出版，是国际足联、亚足联

指定交换的刊物，也是中国

第一本专业足球杂志，并被评为首届全国百种重点社

科期刊。《足球世界》杂志集权威和娱乐于一身，更有

专门为青少年读者开辟的技术性专栏，杂志分为国内

足球和国际足球两大板块。此外，另类球星、域外采

风、亚洲视窗、美洲时空、超级连载、实话实说和欧文

教你踢球等栏目同样也会让您目不暇接。

期刊名：羽毛球

排架号：485

《羽毛球》杂志由中国体

育报业总社与中国羽毛球协

会联合主办，兼具专业性、权

威性以及服务性和互动性，

旨在为喜爱羽毛球的人群提

供丰富的信息、专业的知识、良好的服务，为喜爱羽毛

球的人群搭建起一个能够相互交流沟通的平台。

期刊名：户外

排架号：458

《Outside》于 1978 年

在美国创刊，发展到今天，已

经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户外

杂志，每月读者超过 200 万。

入 选 2005 年 全 球 杂 志 势

力 TOP100 排行榜，是唯一一本进入前 100 名的户

外类杂志。同时也是美国出版史上唯一一本连续三

年获得杰出期刊大奖的杂志。Outside 之卖点在于

强势的专题式操作模式，美丽外景结合美妙的描写手

笔，关于旅行装备与健康无微不至的指导。

期刊名：乒乓世界

排架号：483

《乒 乓 世 界》杂 志 于

1981 年创刊，是中国体育

报业总社出版的国内惟一乒

乓球专业性刊物。开设的主

要栏目有：报道国内外乒坛

热点的“火线传真”、“国手探



营”；报道乒坛球星及名人的“海外星踪”、“名人堂”；

以提高球技为重点的“初学后练”、“实战点评”；为球

迷服务的“档案馆”、“偶像天地”、“国手直通车”等。

这些栏目贴近读者、可读性、实用性强，深受广大读者

的欢迎和喜爱。 

期刊名：灌篮

排架号：457

《当代体育 . 灌篮》杂志

是中国球迷第一刊，是中国

唯一的一本 NBA 官方出版

物。《当代体育 . 灌篮》是一

本面向青少年群体的专业篮

球刊物，秉持着“专业、动感、数字化”的宗旨，竭力打

造中国最好的篮球刊物。同时，他记录了很多比赛以

外明星的事情，这些都是中、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他带给读者的是直观感觉，你可以慢慢的品味其中的

精彩。每期的超级大海报都是捕捉明星们在比赛场

上最精彩的瞬间。

期刊名：中华遗产

排架号：1034

《中华遗产》是 2004 年

中华书局·中国国家地理杂

志社·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

金会出版的，中国第一份全

面、系统、深入的遗产行业类

杂志。2008 年，《中华遗产》杂志正式与《中国国家

地理》杂志合作，杂志由原先的零碎文章组合模式转

变为重视大策划、大主题的期刊。改版后的杂志组织

了“最中国汉字”、“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项考古发

现”等颇具影响力的评选活动。

期刊名：国家人文历史

排架号：1089

《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

参考）》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

办，是一本集人文历史与时

事政论于一体的杂志。杂志

秉持“真相 趣味 良知”理念，

解读历史背后的秘闻真相，体味历史人物的悲欢成

败，传播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

期刊名：中国国家地理

排架号：1128

《中国国家地理》，原名

《地理知识》，由中国科学院

主管，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和收藏性的关于地理的月刊

杂志，具有很强的独家性和

权威性。其内容以中国地理为主，兼具世界各地不同

区域的自然、人文景观和事件，并揭示其背景和奥秘，

在秉承保护地球、探索未知、推进文明的基础上，又涉

及了天文、地理、生物、人文、历史诸领域新近发生的

有价值的事件及重大考古发现。

期刊名：中文自修

排架号：596

《中文自修》（月刊）创刊

于 1983 年，是华东师范大

学主办的、面向广大中学生

的语文读物。创刊以来，深

受广大同学和教师的喜欢。

名列中国期刊 500 强，荣获华东地区期刊光荣称号。

每期奉送“袖珍试卷”，定期刊登信息，刊物所开辟的

“中高考热线”、“作家来鸿”、“作文魔方”、“阅读方阵”、

“情景作文”和“文学长河”等栏目对于提高中学生阅

读兴趣和作文能力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期刊名：中学生 青春悦读

排架号：860

《悦读》杂志是一本有悠

久历史的国家名牌刊物，由

我国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叶

圣陶创刊于 1930 年 1 月，

现在《悦读》杂志由共青团

中央主管、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是我国

中学生最为喜欢的综合性读物。

期刊名：作文素材·壹图壹材

排架号：632

全 国 第 一 本 以 图 搜 素

材，以图解素材，以图积累素

材的应试作文辅导书。本书

紧抓当今“快阅读”“读图”

的阅读趋势，首度将图片与

作文素材相结合，开“每一张图片都是一则作文备考

素材”的先河，帮助中学生更直接、更迅捷、更轻松、更

持久地记忆素材。

期刊名：航空模型

排架号：1435

《航 空 模 型》创 刊 于

1982 年，是中国大陆创刊时

间最早、发行量位居前茅、业

界影响力最大的模型科普杂

志。读者对象为广大青少年

及众多模型爱好者，重点介绍国内外各类航空模型的

原理、制作、飞行和竞赛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兼顾车模

和海模。《航空模型》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深受广大

模型爱好者喜爱，为促进中国航空模型运动的开展、

提高青少年科学思维和动手实践能力起到了重要作

用。

期刊名：初中生·阅青春

排架号：1464

由已故著名科学家华罗

庚题写发刊词。近三十年来，

它始终坚守“拓展知识视野，

指导学习方法，培养创新能

力，促进全面发展”的办刊宗

旨，受到各个年代目标读者

的广泛欢迎，曾跻身中国发行量过百万的十大期刊之

列。先后荣获全国青少年优秀期刊奖、中国首届少儿

报刊金奖、全国首届期刊展览评比“整体设计奖”等

大奖，多个栏目被评为全国、全省期刊优秀栏目，是中

国期刊方阵社科双效期刊。

期刊名：中学生博览

排架号：1465

《中学生博览》1989 年

创刊 , 是专门面向中学生的

素质教育读本。其丰富多彩

的内容、积极健康的格调、清

新灵动的风格，深受中学生

和家长、老师好评，是全国同类期刊中深具影响力的

品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