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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文学　集锦

《共和国的童年纪事 1949-2019》

索书号：I247.81/125

作　者：高洪波 / 著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本小书，是孩子们熟知的金

波、张之路、曹文轩等文学大咖、和初

展文学风采的年轻作者共同抒写的

“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主题故事。有母亲怀里的童谣、

戏剧舞台的趣事、错落有致的藏式楼房……有“小升初”

的作文题目、自己做的“矿石收音机”、神秘的礼物……

还有香甜的发糕、乒乓球拍、三好学生奖状、哥哥的分数、

广场的鸽群、00 后的高考……作品充满了作家们对童年

的不舍与怀想，对故乡的感恩与挚爱，对成长的回顾与思

考，对未来的憧憬与展望！大作家、小作者非凡童年里的

点点滴滴，像一粒粒纯净闪光的珍珠，串起共和国 70 年

的美好变迁！

《高原上的小星星》

索书号：I253.7/214

作　者：白玛娜珍 / 著

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群雪域高原上的孩子，在雪山

圣湖的滋养下，怀有对幸福的独特感

知和对梦想的纯真渴望。奔跑在尼巴村的泽茜，攀登珠

峰的丹真兄弟，学习波罗木刻的朗加，背诵《萨迦格言》

的盲童尼玛……他们的笑点亮了这片土地，他们与雪山、

草甸、动物的关系是如此亲近。年少的心因饱含爱意而

闪亮，如星星，散落在世界屋脊上。

《毕淑敏的成长课》

索书号：I267/238

作　者：毕淑敏 / 著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游戏，是我们了解自己潜意识的

起点。在本书中，毕淑敏以医生、心

理师和作家的三重身份，为读者设计

了七个心理游戏。这七个心理游戏，是每个人的七堂成

长必修课，带领我们运用潜意识的力量，遇见并安置真实

的内心，学会和自我、和他人、和世界温柔相处。

《大山里的小诗人》

索书号：I287.2/692

作　者：“是光”的孩子们 / 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大山里的小诗人》是由公益组

织 " 是光诗歌 " 发起，果麦文化编辑

制作的乡村儿童配图诗集，全书共收录了 120 首儿童手

抄诗，配有 73 幅随书插画，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31 位画

家分工完成。诗集中的作品，均出自 7~15 岁的留守儿

童或乡村儿童。这些作品有些字字感人、惹人落泪，表

达了孩子对父母家人的思念和爱；有些古灵精怪、天马行

空，表现了孩子眼中充满童趣的世界。

《小蚂蚁学校》

索书号：I287.45/6020

作　者：高峰 / 著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终于终于！又开学了！

常年在外工作的爸爸妈妈，终于

把玉玉和泉泉转入一所特别小学——小蚂蚁学校。小蚂

蚁学校好神奇啊！它的教学大楼是礼帽形的，它的课程

设置是自选型的，它的校长是大白熊，和蔼可亲；它的大

厅像梦一样丰富，还有大大的滑梯；它居然有菜园！有农

场！还有好多性格各异的小伙伴……

《奶奶的小世界》

索书号：I287.45/091

作　者：廖小琴 / 著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本书是廖小琴创作的长篇小说，

讲述了四个女孩两段不同时空下的

友谊，还有一段由隔阂逐渐走向温暖的祖孙情。在“我”

的眼中，奶奶不但性情孤僻，还有许多怪癖，就是这样一

个“我”不喜欢的奶奶，却在暑假刚开始时住进了“我”

家。我们都奇怪于奶奶为何愿意到城里时，才发现她的

记忆严重衰退，不断遗忘刚做过的事，当她无意中看见一

幅白猫画时，记忆回转至她的年少时代。她开始在一个

又一个的夏日午后，讲起发生在鱼骨镇的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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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湖探险记》

索书号：I287.45/102

作　者：王文华 / 著

出版社：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户外教学课开课了，要上飞行课

的同学赶紧跟着欧雄老师搭上滑翔

翼。天外飞来的大老鹰害得高有用和超完美的滑翔翼失

控，掉进几百年前的金沙湖。长得像熊的十八王公主爱

上了高有用，想留他当驸马，高有用能全身而退吗？花马

货郎帮的人一心想找到可以开采黄金的金沙溪，引起了

一场混战，他们会得逞吗？金沙湖女王如何用神秘的石

片解救高有用和超完美？

《我给孩子讲历史》

索书号：I287.45/126

作　者：翟传鸣 / 著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内容是讲故事，讲历史故

事。故事不是以历史事件为主，而是

以历史人物为主，以人带史，以人讲

事。作者意图以故事为结，以时间为线，记录历史，讲述

历史，臧否人物是非功过，明辨真假善恶，主旨在引导孩

子从历史中受到启发，做一个聪明的好人，让历史照进现

实，让智慧渗入思想。

《风烟鹊华》

索书号：I287.45/128

作　者：王然众 / 著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夏天结束时，苏鹊华考上了全省

最好的学校——泉柳中学。在这里，

她认识了另外两个学校中仅有的女

学生江旭春和裴静如，并成为好友。开学次日，三人便遭

遇日本人挑衅殴打，幸为同校高年级男生武良轩等人仗

义出手所救。受国文课陆老师的影响，学生们对于新主

义和新文艺十分推崇，并成立了现代文艺研究会。江旭

春与武良轩相识相熟后，带动苏鹊华与裴静如一并学习

新文化、新思想；而裴静如又将苦难的纱厂小女工春花带

入了苏鹊华和江旭春的生活。正当苏鹊华以为自己的校

园生活将如流水般平静地进行下去时，种种变故接踵而

来……

《旱龙道》

索书号：I287.45/134

作　者：王海燕 / 著

出版社：长春出版社

为争夺“旱龙道”，金锁夹在长辈

恩怨之间，有委屈，有痛苦，有无奈，

也有欢乐，完成了他的独特成长之路。终凭借金锁的善

良和大爱，赢得众乡亲的联名保护，让金锁拿到了本来属

于他的补偿金，使他从此没有后顾之忧。小说描写了少

年金锁纯净的心灵和美好的理想，描写了少年与长辈之

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在亲情与道义之间的纠结。在

追求美好生活中，金锁不计个人恩怨，受到了赞扬。

《山岗上的索玛花》

索书号：I287.45/224

作　者：徐继东 / 著

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是一部讲述大凉山深处的彝

族留守儿童成长故事的原创儿童小

说。大凉山地区近年为社会所关注，它贫瘠闭塞，有人逃

离，有人孤单坚守。山间那些倔强又飞扬的生命，那对爱

的执着渴望，一颗颗蓬勃、向善的心，在无数个庸常日子

里如花盛放。爷爷年迈，父亲、母亲先后因故离家，年仅

十三岁的沙马阿依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妹妹金子年幼，家

里家外都需要沙马阿依操持。小姐妹俩勇敢地面对生活

的种种挑战。支教老师陈娅菲、冯勇等文化扶贫志愿者

的到来给偏僻的德尔小学带来了无限生机。在这方天地

里，志愿者们跟着孩子一起爬天梯、打球，带给孩子们现

代气息与成长的希望。故事里充满了少数民族生活风情，

比如新奇的杆杆酒、惊险刺激的天梯上学路、有趣的乡村

足球等，表现了少数民族孩子们成长岁月中不一样的渴

望，读来动人灵魂。通过特殊群体孩子的成长，能给家庭

教育和学校教育以深刻的启示，对顺境中的孩子也有心

灵震撼与成长共鸣。

《煤城里奔跑的童年》

索书号：I287.45/341

作　者：沈虎根 / 著

童年是温馨鼓舞的力量，这是一

本写童年故事的书。书中写了在煤

城住前后趟房的五个小伙伴们，他们

有为改变现状不断努力的雨生、喜欢

制作模型的大鹏、随父亲来矿山的叶波、真诚直爽的小



霞、怀揣梦想的安格，还有可敬的欧阳老师……他们共同

经历了“寻找亲妈”的温暖故事、“一元钱行动”失败的

故事、“要当福尔摩斯破案”的忧伤故事等。在他们的生

活里，我们看到了煤城里特有的风景。

《记忆结成蚌珠》

索书号：I287.45/410

作　者：荆歌 / 著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荆歌老师是国内著名的小说家，

当他将多年积累的艺术才情投入儿

童小说创作时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他语言功底非常扎

实，遣词造句洗练、干净，甚至带着一种清澈的阳光气息。

全文没有雕章琢句，没有堆砌形容，却在故事陈述上，表

情达意上、人物造型上具有了话语的张力和美感，很适合

孩子阅读，能让小读者津津有味地看下去。

《吃手机的爸爸》

索书号：I287.45/416

作　者：郝天晓 / 著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全书共 16 个童话小故事，包括

科幻、魔幻、探险、破案等题材，这些

童话故事塑造了许多生动有趣的形

象，有的塑造了真实地球生物，有的塑造了幻想出的仿生

生物、外星生物。故事情节曲折、感人，可读性强。故事

的内容健康，歌颂真善美，揭露假丑恶，对青少年的成长

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书中配有与文字相匹配的精美插图

和专业主持人的完美配音。

《地球守护者》

索书号：I287.45/420

作　者：赵华 / 著

出版社：希望出版社

《地球守护者》系列由三本相对

独立的长篇科幻小说组成，它们分别

是《怪异的人蚁国》《神秘的园中园》《永远的咸海号》。

三册书都以少年米沙和维塔利为主角，他们去到曾经发

生过巨大生态灾难的地方，深入险地，历经各种惊险曲

折，终于破解了巨大生态灾难的秘密，粉碎了一系列阴

谋，为保护地球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三本长篇科幻都

有严谨的科学内核、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环境保护的

人文关怀。

《41℃演讲》

索书号：I287.45/436

作　者：蒋军晶 / 著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为什么是 41℃？

41℃是什么样的温度？

41℃，是酷暑的温度；

41℃，是高烧的温度；

41℃，是加热母乳的温度；

41℃，是温热洗澡水的温度；

…………

41℃，是火热成长的温度。

你的成长是怎样的温度？全国著名特级教师蒋军晶

继《流鼻涕的秋天》之后第二部原创少年小说；在 41℃

的成长中品味勇气与希望，感受梦想与友谊的力量。

《把信写给林小夏》

索书号：I287.45/440

作　者：杨娟 / 著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分 享 一 本 书：《把 信 写 给 林 小

夏》。书中的四个小伙伴阿朱、 小夏、

小北、小川都在一个初夏被灾难击中，从懵懵懂懂的孩童

世界里被残忍地驱赶出来。他们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

他们从最初的一蹶不振、敏感伤心，到温暖彼此、找回希

望。他们构建了新的生存规则和内容，在书的结尾，他们

学会了积极面对生活。朱是红色的代名词，“朱夏北川” 

可以是泣血夏日北川，也可以成为红彤彤的北川夏日吧。

相信在书中，你能发现自己的影子。

《遗失的龙船》

索书号：I287.45/468

作　者：梅思繁 / 著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星星侠客和圆球探长是王牌侦

探所的“寻宝二人组”，这次，他们接

受委托，来到挪威首都奥斯陆的维京船博物馆。在那里，

他们迎来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揭开历史的谜团，寻找

一艘遗失千年的维京龙船。

于是，星星、圆球带着小猫麻团踏上了北欧的冰雪之

地：他们在博物馆中搜寻真相、在暴风雪中艰难求生、在

世界的尽头追寻古老的传说……最终，传说中的预言会

将他们引向何方？他们又能否找到遗失的宝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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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小庄》

索书号：I287.45/504

作　者：曹文轩 / 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樱桃小庄》是一部感人的儿童

长篇小说，讲述两个乡村孩子不畏艰

辛寻找走失奶奶的故事。哥哥麦田和妹妹麦穗，在父母

外出打工后，和奶奶一起生活在樱桃小庄，但是奶奶由于

老年失忆，意外走失，为了寻找在他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

这位亲人，这对小兄妹毅然带着他们视为挚友的鹅和山

羊开始了漫长、艰辛、曲折的寻亲之旅。小说通过这对兄

妹在寻亲途中的一系列曲折经历，表现了他们在逆境中

自强不息成长的高贵品格和精神，具有象征意义和寓言

色彩，有独到的艺术价值。

 

《弄堂时光》

索书号：I287.45/780

作　者：周锐 / 著

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南京暑假》姊妹篇，温暖而又充

满生活的睿智。从南京到上海，从男

孩到女孩，周锐书写童年时光的双城记。通过上海弄堂

里呼妹妹的成长经历，透视时代的悲喜离合、人情冷暖、

市井情深，表现了浓浓亲情，反映了邻里和睦相处、和谐

美好的梦想。在日常的成长过程中，点点滴滴的小事情，

偶尔会让人哭，偶尔会让人笑。弄堂里的旧时光，童年里

的欢声笑语，从泛黄的记忆里走出来，不同时代的童年时

光，同样的快乐成长。那里有奶奶的影子，有妈妈的影子，

也有你我的影子。

《合欢》

索书号：I287.45/989

作　者：肖复兴 / 著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男孩韩信在上学路上偶然遇到

一对漂亮的母女，不想这对母女是刚

转来他们学校的新老师和新同学。让韩信意外的是这个

叫合欢的女同学乒乓球水平与自己不相上下， 让他吃惊

的是合欢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还能歌善舞、多才多艺。

他们一起入选学校文艺队，一起参加文艺会演，一起经历

着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校园生活……故事呈现了儿童

成长过程中的悲欢离合，是一部表现手法别具一格、艺术

特色鲜明、品位与格调俱佳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爸爸的秘密》

索书号：I287.45/990

作　者：肖米 / 著

出版社：晨光出版社

熊本一直在担心熊爸爸回外星
球的那一天会在某个早晨猝不及防地到来。所以在熊大
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时，熊本也常常目不转睛地盯着爸
爸，生怕一个不注意，他就会被手机给吸走了。当我们在
刷手机的时候，我们究竟错过了什么 ? 耳畔的风，雨后的
彩虹，混着青草与泥土的芳香，和朋友的一次开怀大笑，
和家人一起的一次远游……

《大师兄》

索书号：I287.47/324

作　者：沈虎根 /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师兄》是沈虎根的中短篇小说
自选集，共收录了 14 篇小说。这些中短篇小说分为三组：一
组是《鸡》《新米饭》《金玉良言》《小辫子哥和我》四篇，写
了旧时乡村和破败城镇少年儿童的艰难生活、见闻与苦乐。
一组是包括《大师兄》《小师弟》《还我权利》《满师》等纪实
题材在内的七篇小说，描写了一段段被奴役的学徒生活，如
大师兄辛辛苦苦为掌柜的工作了十二年，从开朗健康的少年
变成阴郁而积劳成疾的青年，而他善良温柔的本性并没有改
变，但老板却在大师兄生病后毫不留情地驱赶了他，让“我”
体会到世界的悲凉；大师兄尽力保护着二师兄和小师弟，而
他的师弟们在他被驱逐后，用自己的方式坚持着帮助大师兄；
还有小师弟被折磨致死等，令人心痛。第三组是《导师》《主
人翁》《金枝玉叶》三篇，描写了三位对青少年成长路上给予
重要影响的人生导师和良师益友，充满温情。

《香江的孩子》

索书号：I287.47/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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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香江的孩子》是为了纪念香港
回归二十周年，特邀香港七位具有代

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撰写的新作，体现了当下香港儿童
文学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水准。作品定位于孩子的成长，
将视角对准当下普通香港孩子，书写他们的所思、所想，
同时帮助内地儿童了解香港儿童，在他们之间搭建起一
座心与心的桥梁。图书主题积极、健康，给予孩子正能量。

故事中的小主人公面对生活中、校园中出现的各种
情况，或喜或悲，但始终乐观面对，积极改变，展现了“香
港精神”在下一代中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