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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哲学、宗教

《给孩子的外国美学史》

索书号：B83-095/955

作　者：小书虫读经典工作室 / 编著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本书全面介绍了上自古希腊时
代，下迄近代的外国美学发展历程，
勾勒出了一卷外国美学发展简史；同

时具体介绍了外国美学史中具有代表性的 5 位大师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席勒、黑格尔，以及他们的美学
思想。本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将抽象的美学知识娓娓
道来，从而使他们开拓视野、提升艺术修养。

D 政治、法律

《写给孩子的趣味法律启蒙书：安全与保护》

索书号：D920.4/261

作　者：代晓琴 夏点 / 著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本书通过“法治小分队”四人遇
到的法律探索故事，如校车超载、遭
遇邪教、被诈骗等，向孩子们介绍生

活中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以及防护、应对策略，让他们学
会如何分辨是非、保护自我，并在快乐阅读中萌发法律探
索欲望，启蒙法学，快乐成长。每个小故事后附有“超强
大脑”“小法官训练营”“小剧场”等部分，让青少年跟随
故事情节自发、主动地探究其中蕴含的法律知识，从小培
养、锻炼青少年的法律思维。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课本里的古诗词》

索书号：G624.203/310

作　者：谢琰 /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本书以”教育部统编小学语文
教科书”中的古诗词篇目为主，选定
100 首古诗词，紧密配合小学生的课

堂学习而量身定制，对于小学生应该掌握的古诗词基本
实现了“全覆盖”。编写以“大学标准，小学趣味；重知识，
重审美；随物赋形，灵活拓展；从易到难，从浅到深”为原
则，以深厚的专业素养、活泼幽默的文风，为孩子们呈现
了一本诗词解读佳作。

《小学生安全漫画 1：居家安全》

索书号：G624.103/339

作　者：读客小学生阅读研究社 • 安全组 / 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本适合 7-12 岁孩子阅读
的安全读本。整本书以家庭为场景，

通过漫画的形式生动有趣地讲述了孩子生活中常见的 39
个居家安全隐患，例如生鲜食品不要吃，陌生人敲门怎么
处理，油锅起火如何灭火等，引导孩子在认知、预判危险的
过程中，形成应对危险的能力。

H 语言、文字

《给孩子的史记：危难中的英雄本色》

索书号：H125.4/147

作　者：张嘉骅 / 著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本书运用孩子的语言和现代的
视角，写就的一部真正适合 10 岁以

下儿童阅读的《史记》。主要根据《史记》的“本纪”、“世
家”和“列传”的相关篇章，精选了唐尧到汉武帝间杰出
人物的事迹，其中有帝王、将相、世家公子、谋士、教育家、
武士、辩士、刺客等，共计 40 篇。

I　文学

《给孩子的古文》

索书号：I262/020

作　者：商伟 / 编注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本书精选从先秦到近代的古文
八十篇，内容既有诸子百家之言，如

《老子》《庄子》等篇章，也有史传篇目；既有脍炙人口的
唐宋八大家散文，也有历代学者名家的精彩论断。书中
古文言简意丰，有古人充满哲理的对话记录、朋友间寄思
怀远的感情抒发，有古代名家对历史、人生、艺术的思考
感悟，还有长辈的谆谆教诲，篇幅长短不一，读来朗朗上
口，有助于从小培养古典文学素养。

《一条狗的使命：贝利的故事》

索书号：I712.85/242

作　者：W. 布鲁斯 • 卡梅伦 / 著

出版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书讲述伴侣犬贝利从繁育场
逃脱，被小主人伊森认养，伊森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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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摔断了腿，贝利陪伴伊森一起成长，帮助伊森重新拾起
生活的希望。

《巴贝路乔不做“熊孩子”（上）》

索书号：I784.84/440

作　者：玛塞拉 • 帕斯 / 编

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是一部日记体小说，以一个顽
皮的小男孩巴贝路乔为主角，讲述了

他通过写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在生活中经历的平凡却充
满着悲喜的故事，有家庭的冲突、冷漠和关爱，有学校里
的矛盾和友情，有旅行中的奇妙遭遇，还有他被寄养在亲
戚家以及神父的寓所里所发生的温情故事。

《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

索书号：I287.7/764

作　者：周晓枫 / 著

出版社：天天出版社

本书写了一个关于沟通和理解
的故事。主人公小安因为失去兔子

阿塔，而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兽医。最终，他如愿以偿，
来到动物园，照顾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失去父母的动物宝
宝，他给小动物们看病，在小动物们很痛苦的时候接近它
们，照顾它们，可是小动物们并不能理解他，给他制造各
种麻烦，并给他起名叫“大魔头”。小安每天要与小动物
们斗智斗勇，最终它们理解了小安。

《大自然的孩子们》

索书号：I287.59/438

作　者：董宏猷 王永跃 胡 玥 / 著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该书以纪实文学的方式，来呈现
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愿望和作为。

《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森林》描写了神农架的自然风光，表
达了作者对森林的热爱之情，也为原始森林曾遭破坏以致
难以修复而深感痛惜。《大熊猫祥祥》以中国熊猫参加野
化培训放归试验为题材，记录它从人工圈养、野化训练到
最终走向野外的过程。《爱意的森林》写了森林警察的职
责与使命，以及自我的成长历程。

《神奇书屋 • 进阶版 •7 世博会狂欢夜》

索书号：I712.85/245

作　者：玛丽 • 波 • 奥斯本 / 著

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

在神秘的蛙溪树林里，哥哥杰克

和妹妹安妮发现了一个装满书的神奇树屋。每打开一本
书，就可以穿越到不同地方冒险。这次，他们要去的是
1889 年的法国巴黎，任务是找到四位“新任魔法师”，不
让邪恶巫师偷走他们的魔法祕密！杰克和安妮搭乘神奇
树屋降落到菲尔铁塔下，这里正在举行世界博览会。在
数以千计的参观人潮中，他们要寻找声音的魔法师、光的
魔法师、隐形的魔法师和铁的魔法师，兄妹俩该如何在人
山人海中找到这几位魔法师呢？

《终极恐龙》

索书号：I287.45/020

作　者：刘虎 / 著

出版社：天天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长篇科幻小说，作品
围绕“白垩纪生物大灭绝”进行了大

胆猜想，将故事舞台搬到一颗名为玛若的星球上，讲述了
玛若星球上恐龙的出现、繁荣、灭绝，以及星球进化等一
系列事件，探讨了关于生命的意义这一深刻的主题。

《会走路的歌》

索书号：I287/113

作　者：孙建江 张 洁 / 著

出版社：希望出版社

本书收录 2019 年的中国儿童
散文、诗歌的精品，这些很好的作品

集中展示了当年儿童文学创作的成就，反映了 2019 年
度我国儿童文学在这一领域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
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在风格、手法、形式、语言
等方面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
读者的阅读期待，雅俗共赏。本书精选的这些曾经深深
感动过少年儿童的作品，将使人终身难忘，终生受惠。

《神秘的雾笛》

索书号：I287.45/150

作　者：于青 / 著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作品主人公是一个名叫于小岛
的七岁男孩。于小岛对自己就读的大洋路小学的地下室
和地下通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和小伙伴丹娃
一起开始探险。他们在地下通道里发现了一座神奇的

“水晶宫殿”，还遇见了于小岛失踪了三十年的叔叔海波。
“水晶宫殿”实际上是一座海洋环保观测站，由一位老人
修建。因为特殊的原因，这位老人在暗道里生活了几十
年。海波叔叔很钦佩这位老人，于是接替老人，继续完成
其未能完成的深海环保事业……



《帽子也会打呼噜》

索书号：I287.7/962

作　者：常星儿 / 著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本书以小田鼠哇克为主要角色，
讲述了田鼠城堡里的有趣故事，同时

也对应着小读者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简洁幽默的文
字，会让读者忍俊不禁，又能令读者感受到作者那份对生
活的热爱。

《史前探险记》

索书号：I287.7/620

作　者：叶至善 / 著

出版社：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节选自《叶至善集》的科普
卷，以趣味科学小品为主，也收入了

作者具有代表性的科学推理小说，科幻小说。本书涉及
天文、地理、生物、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全面解读霍
乱、鼠疫、疟疾等流行病的相关知识，将科学原理融入日
常生活情境，和生活经验相结合，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堂生
动的科学课。

J 艺术

《神奇发明王 4 守护医学奇迹》

索书号：J228.2/146

作　者：张嘉骅 / 著

出版社：中国和平出版社

《神奇发明王》通过幽默爆笑的
漫画形式，讲述了发明守护者和“黑

暗冒险集团”“神野怪盗团”之间的一系列交锋，最终保
护科学家们的发明、发现的故事。作者将发明和发现的
过程自然地融入惊险、有趣的故事中，并顺势将关于发明
和发现的科普知识进一步拓展。

K 历史、地理

《讲给孩子的故宫 • 探秘建筑》

索书号：K928.74-49/310

作　者：祝勇 / 著

出版社：天天出版社

本书精选祝勇新作《故宫六百
年》中与故宫建筑知识相关、青少年

读者值得了解和关注的 7 个主题，每个主题下设置 3 个
与建筑知识有关、青少年熟悉且易混淆的小问题。（如：

“为什么故宫又叫紫禁城？”“故宫到底有多大？”等）作
品以优美、凝练、专业的散文化语言，为青少年读者讲述
故宫这座伟大而宏伟的古建筑群的专业知识，再现中华
文明的营造之美。从而引领青少年更清晰地了解历史，
掌握文博知识，更深入地体会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Q 生物科学

《原上草 / 少年与自然》

索书号：Q-49/415

作　者： 韩开春 / 著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本书向我们介绍了“鬼针草”“野
燕麦”“拉拉藤”等草本植物。 为读

者做了一个文学、知识、文化的立体呈现，并通过这样的
呈现综合培养读者的科学观、人文观和民俗认识，有较高
的阅读价值。

《宫泽贤治的鸟》

索书号：Q959.708-64/014

作　者：国松俊英 / 著

出版社：晨光出版社

本书通过对鸟类生活习性的细
致讲解和无与伦比的精美大图，将你

完全带入宫泽贤治的“鸟类世界”，从而真正深入宫泽贤
治的内心，了解他众多耳熟能详的作品背后所隐藏的真
正的“故事”，以及他对自然的向往、鸟类的热爱和与多
元生命共存的理念。

《有翅膀的朋友》

索书号：Q959.7-49/116

作　者：安娜 • 瓦西里耶芙娜 / 著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这是一本给儿童阅读的鸟类自
然科普读物。在本书的帮助下，孩子

将认识 36 种常见的鸟类，并了解：它们栖息的地方以及
原因、它们的外形特点、它们的行为方式、它们喂养幼鸟
的方式、它们迁徙的原因以及相关的观鸟知识等等。每
一种鸟类的介绍后面都附有一个二维码，手机扫描二维
码即可听到这种鸟的鸣叫声。书里有大量精美手绘插图，
同时也教给小读者们制作鸟窝和记录鸟类笔记的一些方
法，让孩子能够丰富自然知识，爱护动物，爱护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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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朋友》

索书号：Q95-49/411

作　者：赛 • 蒙哥马利 /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在这部饱含深情的回忆录中，赛
记录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 13 个动
物朋友。从新几内亚丛林里的树袋

鼠到曾经气息奄奄的宠物小猪，从圣诞夜惊鸿一瞥的白
鼬到陪伴自己数年的牧羊犬，这些可爱的生灵，每一个都
有自己的个性和怪癖，都以各自的方式充实着赛的生命。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神奇，窥见人与自
然的和谐之道，看到向这些可爱生灵释放爱意所带来的
回报——它们给予温暖，治愈创伤，让我们学会去爱、去
感同身受，去发现一个更广阔的闪闪发光的世界。

V 航空、航天

《航天知识小百科》

索书号：V4-49/421

作　者：胡名正 / 主编

出版社：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这是一套为 4 ～ 9 岁儿童编写
的科普百科书，选择了符合时代潮流及科技发展的科技
主题，包含丰富的科学内容，每本书包括约70个知识点、
140 幅图片，系统全面地为儿童介绍该科技主题的科学
知识，引导儿童从小爱科学、爱自然、爱探索、爱创造，培
养他们的科学兴趣，帮助他们树立建设现代科技强国的
远大志向。 本书为其中一册，介绍了航天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