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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　哲学　宗教

《少年思维导图》

索书号：B804-49/970

作　者：王屹峰、王英伟 / 著

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

这是一套针对高素质家庭需要，运

用国际一流青少年通识教育理念，培养孩子精英素质的

人文与科学素养丛书。青少年教育专家尚阳专为青少年

重新设计，在常见的思维导图的基础上，增添、补充了逻辑

思维、系统思维、31 思维，使这种思维方法变成为一套科

学、系统、实用的思维模式和工具。对青少年的脑力训练、

思维开发和具体的学科学习都有切实的指导。不仅帮助

高效学习，还能用来享受乐趣生活，让孩子成为会学又会

玩的“新学霸”。

G 类　文化　科学　教育　体育

《窦桂梅：写给亲爱的同学》

索书号：G624.153/344

作　者：窦桂梅 / 著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是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与儿童

的书信对话。 在本书中，窦校长给心中

的每一个孩子写信，她从学习生活的各

个方面谈起，讲述阅读、审美、志趣、梦想等关乎儿童成长、

品质内核的主题，用温暖纯澈的笔触娓娓道出生命成长的

真谛、对儿童的爱和期许。她亦师亦友，与儿童倾心交谈，

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女儿的故事、榜样学生的故事，她用

睿智亲切的文字、丰富真切的人生经验、透彻心扉的成长

期盼，与儿童的心灵对话，让孩子看见“一比一”的自己，

引发心灵共鸣，成长为自己憧憬的模样。

H 类　语言　文字

《怎样写好一个句子？》

索书号：H043/424

作　者：[ 美 ] 海蒂·菲德勒 /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一个句子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

比如：昨天，沉闷的小镇上来了一个很

厉害的马戏团！学习写作需要循序渐进：了解句子的结

构、用对标点、练习写作技法，先写好一句话再写出优美

的段落。这本《怎样写好一个句子？》里全是实用的概

念和技巧、好记的例子和有趣的插图。在它们的帮助下，

你将了解基础的词类定义、语言规则，学习令出色作家变

成伟大作家的修辞手法，变身下一个写作小达人！

I 类　文学

《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

索书号：I109-49/280

作　者：侯会 /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这是一部世界文学知识普及读

本，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侯教

授辛勤打造。书中从古老的埃及文学讲起，依次讲到巴

比伦史诗，犹太人的圣经，希腊的史诗和悲剧……总共介

绍世界顶尖作家近二百位，经典作品七八百部，并穿插

大量掌故趣闻，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向青少年读者描述

了五千年世界文学的发展历程。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是

开启孩子心灵的金钥匙，父母亲也不妨跟孩子一起重温。

本套书共分三册，各册均附有依时序编排的文学家词典。

《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

索书号：I247.81/427

作　者：苏叔阳 / 著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周恩

来。

本书从史实出发，截取周恩来总

理光辉一生中的部分片段，通过小故事的形式，生动流

畅的笔触，讲述了周恩来总理艰苦奋斗、爱党爱人民的

事迹，再现了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政治智慧和军事才

能。本书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让青少年

走进伟人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

《花香满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索书号：I287/493

作　者：彭学军 / 等著

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设立于

1981 年，是新中国文坛第一个以著名

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是我国目前连续运营时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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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获奖作家最多的文学奖项之一，也是我国迄今为止

获奖作家最多的文学奖项之一，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窗口

和世界儿童文学沟通的桥梁。奖项设有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年度作家、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陈

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图书（文字）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单篇作品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图书（绘本）奖。

《读一首童谣，让时光倒流》

索书号：I287.2/440

作　者：木也 /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精选这一百首传统童谣，本身便

充满了奇趣，而绘者的插图，让想象空

间变得更为奇幻，妙趣横生；编选者所作的诗意阐释，意

在使童谣与有趣的灵魂相遇并产生共鸣，也为大人给小

孩讲述故事提供了可行方案。这些努力聚合起来所呈现

的这本书，纯净而美好，唤醒每个人心底的童真。我们期

待这些经典的童谣能在大地上世代传诵。

《说不尽的长征故事》

索书号：I287.45/441

作　者：苏若群 / 著

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心声。对

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就是新的长征。在实现中国梦的

征程中，我们都可以从长征中汲取营养，向革命先烈学

习，学习他们在苦难中历练出的长征精神。书中不仅

有反映周恩来、朱德的故事，如“领袖情怀”；也有反映

与敌人进行战斗的故事，如“雄关漫道”；还有反映我党

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故事，如“军民情深”；同时有反映长

征中女战士的故事，如“巾帼英豪”。

《我的第一本心理日记》

索书号：I287.6/524

作　者：秦爱梅 / 著

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

由秦爱梅所著，这是一本很特别

的书，写给孩子，也写给老师、家长以

及关心教育的人士。孩子可以读出故事中的乐趣与道理，

老师读后会思考如何做一名好老师，而家长们也能从中

总结出家庭教育的得失。这也说明，一个人的成长，除了

他 ( 她 ) 自己的努力和学校的教育，家庭的熏陶和社会

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句话，《我的第一本心理日

记 ( 一个小学生的 36 篇心灵成长宣言 )》是教我们怎么

培养优秀孩子的。

《呼叫爸爸请回答》

索书号：I287.7/942

作　者：米吉卡 / 著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我是小孩”成长故事系列丛书共

八册，这是其中一册。作者用轻松幽默的语言，贴近小读

者生活的故事，讲述了“小孩”日常生活中的小烦恼和小

喜悦，宣告了“小孩”天真、勇敢、机智、坚强和善良等品

质。有些笨但永远一百分陪伴的宠物，公主病但善良的

妈妈，永远第一时间赶来的超人爸爸……小读者一定能

在故事中找到自己，因为我们都是小孩！

另外，沈苑苑和王磊的插画，将文字做了有趣的呈

现。书后还附有拉页漫画，作者米吉卡化身为卡通形象，

用生动有趣的漫画为小读者支招：如何培养注意力，怎样

不马虎，如何快速写作业…

《第一次去野营》

索书号：I313.85/461

作　者：林明子 / 著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用细致的笔触和文字描写了

小南第一次野营的经历。她的期待、

兴奋、小小的不安，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仿佛重新回

到了童年时代，想起了那个第一次去尝试，去学习的自

己。另外，作者用底色的变化来表现天色的明暗、周边环

境的变动，细节设计别具匠心。

《我的朋友在哪里》

索书号：I511.385/470

作　者：纳塔莉亚·查巴 / 著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聚焦儿童性格形成的关键阶段，

唯美绘本，清新画风，讲述温暖正能量

的故事，让孩子变得自信、勇敢、坚强、

不自负、有担当，实现全商提高。独特的小版块栏目，增

加了孩子阅读的乐趣，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思维力，点亮

孩子智慧的火花。



 J 类 艺术

《讲给孩子的戏曲故事》

索书号：J821-49/780

作　者：侯会 / 著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

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

的张飞叫喳喳……少年朋友们你们知道京剧脸谱中蓝

脸、红脸、黄脸、白脸、黑脸各代表什么样的人物性格吗？

你们知道生旦净末丑各代表什么角色吗？你们知道传统

绝技“变脸”是属于哪个剧种的吗？中国戏曲是我们的

国粹，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凝聚着中国传统美学，博

大精深，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

K 类　历史、地理

《中华王朝四千年》

索书号：K220.9/2120

作　者：雪岗 / 著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 书不厚、有营养，可以使读者用

最少的时间了解漫长的中国史。

2. 通俗而耐读的语言风格；简洁而明晰的编排方

式。

3. 适合对历史了解不多，只要求具备基本素质的人

群。

《100 位科学家的中国梦》

索书号：K826.1-49/752

作　者：周忠和 / 著

出版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梦，强国梦，他们是引领时代

的筑梦人！他们的故事里藏着他们的

梦想，而 100 个科学家的梦想则汇集成科技强国的中国

梦。近年来，“中微子引力波”“暗物质”“量子通讯”等

词语在媒体上的频频出现，《流浪地球》《星际穿越》《地

心引力》《火星救援》等科幻电影的热播，使得公众开始

热议一些前沿科学话题，出现从事科学研究几十年来从

未预料到的局面。科技工作者，既要专注科学技术创新，

同时也肩负着科学知识普及。

N 类　自然科学总论

《让孩子着迷的万物简史》

索书号：N49/380

作　者：泡爸 / 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是一本父亲写给孩子的万物简

史书，生动有趣好玩，曾让作者 8 岁的

女儿听到入迷。宇宙、地球、生命，全以靠前的趣味方式

展开，人类认识演变的进程、黑洞、相对论、物种起源、人

类的未来，这些大而广的话题，全被有效放到孩子能够理

解的高度和角度讲述，令人惊叹、惊喜。适合 7-12 岁的

小学生阅读，更适合家长读给孩子听，部分知识也适合成

年读者了解。

Q　生物科学

《神奇动物在这里》

索书号：Q95-49/920

作　者：乔恩·怀特 / 著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动物世界美丽缤纷，但也危机四

伏，其中许多生物令人匪夷所思，正等

待着人类发现。如今，大部分海洋还未被探索，人们每年

会发现 16000-18000 个新物种。这也许在告诉我们，

动物世界无法穷尽，人类永远无法做到无所不晓。不过，

我们可以努力探索自然，保护物种，尽己所能去了解这精

彩的动物世界。《神奇动物在这里》深入野生动物的生活，

极尽保护濒危动物之力，用专业的语言和精彩的图片，展

现动物的生理构造、行为特点和栖息所在。我们所生活

的地球异彩纷呈，而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去观

察这个人类与动物的共同家园。

R 类　医药、卫生

《美绘科学馆—美味汉堡包》

索书号：R151.4-49/548

作　者：铁皮人美术编绘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妮妮一进家门就嘟着嘴巴，一副

不高兴的样子。这是怎么啦？原来，

可爱的妮妮被一堂劳动课难住啦！面对难题，做过大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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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爷爷可是大显神威噢！他不仅教会了妮妮做汉堡包，

还传授了各种食物的知识，相当易懂有趣呢。小朋友们，

赶快到本书中，跟着爷爷和妮妮开始做汉堡吧！ 

T　工业技术

《少年思维导图》

索书号：TS973.5-49/340

作　者：灌木文化 / 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适合家长、幼教老师

和手工爱好者阅读的趣味黏土制作入

门教程。 黏土是孩子们喜爱的玩具之一，也是童心未泯

的手工爱好者的心头爱。本书介绍如何利用球形、水滴

形、菱形、立方体、圆柱体、条形等 6 种基础形状的黏土，

通过双手的捏、压、揉等动作，制作出包括向日葵、康乃

馨、雏菊、蒲公英、睡莲在内的 42 种清新植物。书中案

例活灵活现，步骤讲解清晰明了，同时书中案例配有制作

过程的视频，方便读者观看。 赶快一起动手，跟随本书

一起走向黏土世界的奇幻之旅吧。

Z　综合性图书

《这是真的吗：一句话奇闻百科》

索书号：Z228.1/182

作　者：雷普利公司 / 著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是真的吗：一句话奇闻百科》

是一套世界奇闻和趣味百科知识集。全书的内容包罗万

象，既有关于动物、人体的趣味冷知识，也有不同物种之

间的有趣互动；有世界各地的各种新奇纪录，也有打破常

规的奇闻轶事，既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趣味比赛；也有超乎

想象的科普知识……每册 100 余个知识点，轻松阅读，

轻松科普，用一句话告诉你：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院士讲科学：成就孩子科学素养（小学

版）》

索书号：Z228.1/561

作　者：中国工程院新闻办公室 / 著

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

16 位大科学家，献给小学生的科

学启蒙读物！聆听科学家寄语，点亮少年科学梦！全书

囊括了航天、气象、卫星、建筑、生态、交通、通信、能源、地

球、军事等诸多领域的科技创新精华和前沿智慧，通过院

士们的科研人生路，使少年们感知中国科学家在攀登科

学高峰征途上的持着追求，感受前沿科技的无限魅力，点

亮少年的科学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