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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哲学、宗教

《给孩子的哲理》

索书号：B-49/761

作　者：周国平 /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这是北岛主编“给孩子”系列 5
周年的重磅新品，由当代有名学者、

作家、哲学家周国平先生编选。汇集 36 本哲学经典，26
位哲人，固定的哲学主题分类，是一本系统、非常不错的
哲学启蒙之书，更是给孩子的人生解答书。周国平先生
带孩子逐一拜访西方两千年里那些智慧的头脑，倾听他
们人生问题的讨论。同时激发读者同样的求真热情，在
人生的道路上做一个自觉的思考者和践行者，培养孩子
独立人格的、提升批判性思维和逻辑素养。

C　社会科学总论

《超酷个人魅力》

索书号：C933-49/525

作　者：中华书局（香港）教育编辑部 / 著

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一本《超酷个人魅力》，聚焦于
古代圣贤的个人魅力，从树立形象、

坚定信念、开阔胸怀、谨小慎微等四个方面入手，将古文
经典改编的小故事配上精辟的导读，还有文言文名句的
解读赏析，让小读者在轻松的阅读过程中学习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汲取古人的智慧，快乐培养个人魅力。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拉鲁斯小学英语图解词典》

索书号：G624.33/365

作　者：法国拉鲁斯出版社 / 著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词一图，轻松掌握 1000 个小
学必备词！除了名词，还包括日常应
用频率较高的动词、形容词、副词和

介词等基础词汇。58 个儿童生活主题，配 713 个实用
例句，让孩子熟悉一个词的应用场景，学一词会用一词。

内文中添加二维码，扫码即可听音频。
附语法解释和单词索引，方便查找。
每页附有“影子游戏”，在互动游戏中学英语。

《博悟之旅：博悟明辨》

索书号：G260-49/000

作　者：史家教育集团 / 著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本书是“博悟之旅 • 亲子研学
中的传统文化”系列丛书的一本，侧

重在博物馆亲子研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如
通过木作勾心斗角的结构，理解古典建筑的造型，通过感
受诗情画意，理解书画创作方式等……本册适当增加价
值观潜移默化的内容，符合小学生学习特点。本书在保
证研学过程系统性、趣味性和知识性的基础之上，着重开
发小读者与周围世界的多重互动和对话，注重家庭成员
之间的亲情互动，让家长真正与孩子一起成长进步。

《太喜欢了！数学》

索书号：G624.503/320

作　者：（瑞典） 克里斯汀 • 达尔 / 著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双球冰淇淋能组合出多少种口
味，对半切开的苹果隐藏着什么规

律，哪种形状的瓷砖能够无缝拼接……看了这本书你会
发现，生活中的一切都与数学息息相关，找对方法，数学
就会变得很简单。知识拓展，趣味练习，动手搭建数学模
型，强化逻辑思维训练，数学越学越喜欢，越学越自信！

H　语言、文字

《汉字姐姐给孩子的成语》

索书号：H1-49/761

作　者：邱昭瑜 / 著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一群自以为聪明的猴子，却没
有得到任何好处；一字千金竟然是个

经典的营销手法？六出奇计到底是什么锦囊妙计呢？简
单的“中”字竟然藏有一只鼓和旗杆——，“多”可不是
两个“夕”，而是两块重叠的肉——；“总”怎么会和丝线
有关系？想知道有关概念的成语和汉字中的秘密吗？赶
快打开这本书吧！

《我的趣味汉字世界 辨析 • 彩绘版》

索书号：H123-49/810

作　者：猫九插画工作室 / 著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本系列是《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的顾问专家为小学生编写的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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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读物。本系列设有“雾里看花”“醍醐灌顶”“触类
旁通”“追根溯源”等板块，参照《通用规范汉字表》中所
列小学生应知应会重点汉字，从语文学习和考试的角度，
精选容易读错、容易写错、容易用错的汉字、词语，寻根
溯源、深入浅出地分析成因，辨析原因，揭示误区，提示要
点，帮助大家正确使用每个字、每个词。一笔一画大不同，
一声一韵有讲究，多音多义多歧路，易混易乱要看清……
语文学习来不得半点马虎，加油，同学们！

I　文学

《孤独的美洲狮》

索书号：I18/313

作　者：沈石溪 / 著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本书是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精
心编选的动物小说读本，适合小学中
高年级孩子阅读。沈石溪老师精中

选精，优中选优，将有代表性、有艺术特色、有阅读价值的
动物小说奉献给读者。沈石溪老师还亲自为每篇作品撰
写导读文字，细致分析作品的创作背景、作家的创作经
历、作品的艺术特色等，带领小读者体悟作品蕴含的情感
力量。阅读这部作品，读者可以真切感受到作家对生命
的敬畏和对动物的尊重，感受动物丰富的不为人知的情
感世界。

《月亮的磨刀石》

索书号：I18/410

作　者：杜霞 / 著

出版社：济南出版社

该书精选中外儿童文学中适合小
学低年级学生阅读的几十篇作品，以
主题为单元分类，并加以精彩的点评，

旨在为广大少年读者提供高品质的风格多样的文学读物，
使其得到更全面更丰富的文学滋养，提升其文学鉴赏能力
和艺术修养，为养成其健全的人格奠定一块坚实的基石。

《给孩子的最美散文》

索书号：I266/117

作　者：贾平凹 / 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给孩子的最美散文》是贾平凹、
史铁生、余光中等数十位现当代著名

作家写给孩子们的51篇经典散文佳作。或描绘自然生灵，
或回忆亲人故乡，或讲述历史故事，或阐发人生真谛，语言

优美简洁，叙事朴素真挚，情感细腻动人，意境唯美深远，
是孩子们拓宽阅读视野，提高写作水准的至佳范本。

《青青橄榄树》

索书号：I287.45/140

作　者：马嘉 / 著

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女孩一家与橄榄树的
感人故事。几十年前，为了解决中国

人的吃油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从国外引进了油橄榄
树苗。于是，这些珍贵的橄榄树在林场的大山里扎下了根。
林场工人们始终记着总理的嘱托：“一定要像照顾小孩子一
样，把油橄榄树种好。”爸爸妈妈给女孩起名“榄妹”。她和
油橄榄“榄哥”一起，迎着阳光雨露，茁壮成长……

《花木兰》

索书号：I287.45/942

作　者：小博集尹楠 / 著

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为了保护有腿伤的父亲，木兰毅
然决然走上“替父从军”的道路。她

无法想象，等待她的将是无尽的阻碍与危险。长发装关
山，寒光铁衣踏梦来。然而，没有哪条路是一帆风顺的。
当真实身份被识破，被同伴抛弃的木兰何去何从？木兰
信奉的“忠、勇、真”又是否救她于危难之间？刀光剑影，
这是一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战役。

《一棵行走的树》

索书号：I287.47/111

作　者：王璐琪 / 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王璐琪少年小说系列的其
中一本，共由十二个短篇小说组成。

这些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们对于周围的世界与自己做出的
选择都会有些不确定。这十二篇短篇小说中，有为了朋
友渐渐失去自己移动能力的大树；有努力实现朋友梦想
并默默保护朋友感受的女孩；也有产生误会后重归于好
的友谊，这是我们成长中遇到的不变的主题。 

《隔了这么久的一首诗》

索书号：I287.47./413

作　者：梅子涵 / 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跟着外祖母去表舅家，总会得到
贵宾般的款待，可是“我”却嫌他们



没有小孩子一起玩，急急忙忙地跑去了姨妈家。直到快
要离去的时候，看舅舅恨不能把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给
我们带走，才恍恍惚惚地明白：小孩就是这样走在美丽
里，知道美丽、心里有味道，却没有能力描述，结果只能简
简单单堆在那儿成了一个后来的更加好的味道，甚至成
为一首真正的诗和歌。一个会写诗写歌的人，童年的味
道在长大以后就被真切地闻得更清楚了。

《拥有超能力的人》

索书号：I561.84/7425

作　者：大卫 • 巴蒂尔 , 果麦文化 / 著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埃莉和弗雷德是一对双胞胎姐
弟，他们都喜欢并擅长电子游戏，但
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却并不如意。一

次 " 意外 " 经历，姐弟俩从神秘人那里获得了神奇游戏
手柄。从此，一系列美梦成真的故事发生着：他们互相遥
控对方，在与校霸的 PK 中获胜；弗雷德带领球队进了决
赛；埃莉变身为美丽的公主……可虚幻的胜利总是不会
太长久，突然有一天，神奇手柄快没电了，也无法充电。
姐弟俩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而真正的 " 战斗 " 刚刚开
始……

《追逐天空的人》

索书号：I561.84/942

作　者：艾玛 • 卡罗尔 /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法国街头流浪的女孩小喜鹊，在
一次受人指使的偷窃任务中，卷进了
皮埃尔一家人的生活中。这家人正

奉国王之命，要赶在英国人之前发明世界上首只热气球。
这次相遇改变了小喜鹊的生活。经历了一次次冒险

后，小喜鹊在热气球发明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世界上首只热气球，在国王的见证下成功飞越法国
巴黎上空！

故事灵感来源于 18 世纪蒙哥尔费兄制作的热气球
首次载人飞越巴黎的真实事件。

《阿尼家的秘密》

索书号：I521.84/342

作　者：克里斯蒂娜 ? 涅斯特林格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奥地利作家写青少年成长的小
说。卡莉是个小女孩，阿尼是个小男
孩，而斯皮笛的真名叫本杰明。他们

共同拥有一个刚从商店辞职的妈妈，一个钓鱼时钓到了
一条名叫威尔玛的漂亮“小鱼”的爸爸。他们的外婆和
奶奶水火不容，而外公和爷爷虽然是好朋友，却早已不在
人世……他们仨在家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在这个活
泼而有趣的故事里，三姐弟轮流给我们讲述了他们精彩
而幸福的故事。

K　历史、地理

《十万个为什么：家园天下》

索书号：K203-49/220

作　者：何俊胡海丹 / 著

出版社：浙江少儿儿童出版社

本书为“十万个为什么中华传统
文化”系列丛书之一，将采用“一问
一答”的呈现形式，侧重点为家国天

下情怀、人生观。书中将以知识点为话题，图文并茂，介
绍全面，语言简明，雅俗共赏，通俗易懂地介绍以儒学为
主的传统文化，侧重知识与精神，了解传统文化的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面向世界文明，传承 传统，创新民族
智慧，帮助孩子在大脑中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谱系，
建立文化自信，涵养身心。

Q　生物科学

《修复我们的地球 走进苔原》

索书号：Q948.15-49/640

作　者：迈克尔 • 里根 / 著

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走进苔原》图文并茂，生动地展
示了苔原生态环境现状；通过奋战在
苔原保护 * 线的科学家、应对气候变

化国际专家、苔原居民等众多视角，向读者揭示了苔原保
护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意义，
唤醒读者对苔原保护的重视。

R　医药、卫生

《神奇的人体旅行》

索书号：R32-49/878

作　者：( 韩 ) 郑民锡，

( 韩 ) 朴舒映 / 著

出版社：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通过驾驭“豆豆号科考船”
进入人体探险的幻想故事，跟着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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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孩子们将了解到人体的构造和各个器官的功能和特
点，包括骨、血液循环、呼吸、消化、大脑、感觉、生殖系统
等。

《给孩子的脑科学实验室》

索书号：R338.2-33/4

作　者：[ 美 ] 埃里克 •H• 查德勒 / 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脑在幕后为我们做了很多惊
人的事情。尽管科学家已经对大脑
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

究，并收获颇丰，但仍有许多关于神奇大脑如何发挥功能
的谜团有待解开。《给孩子的脑科学实验室》提供了 52
个适合全家一起玩的脑科学实验，简单又有趣，不仅呈现
了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还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和他
人，更好地学会沟通、自我激励、灵感启发以及和谐的团
队合作。

Z　综合性图书

《科学世界 • 全能机器人解读机》

索书号：Z231.3/000

作　者：( 日 ) 藤子 •F• 不二雄漫画 / 著

出版社：吉林美术出版社

未来的手术将交由机器人来
执行？机器人也有了自己的足球比
赛？沟通交流机器人将会成为人类

的朋友？在科学家的努力下，许多原本只存在于电影、小
说和动画片中的机器人正在一步步走进我们的生活。有
了它们，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了。那么，它们的发展过程
是怎样的呢？ 关于机器人的秘密，就让来自未来的猫形
机器人哆啦 A 梦来告诉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