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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哲学、宗教

《课本里的 < 论语 >》

索书号：B222.2-49/420

作　者：李山 /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社

《课本里的 < 论语 >》是北师大
教授、《百家讲坛》名师李山老师特

意为孩子打造的《论语》精读本。内容覆盖中小学语文
教材涉及的《论语》”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字句，李山老师将
这些字句摘选出来，还原到所在《论语》的章节，进行句
义串讲，结合《论语》全书以及其他儒家经典，以及《左
传》、《史记》等史书故事，对其进行阐发。在阅读中拓展
孩子的知识边界，提升孩子古文阅读力、理解力、逻辑力。

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改变世界的 101 种方法》

索书号：G41-49/464

作　者：澳大利亚孤独星球出版公司 / 著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谁说小孩不能改变世界？世界
很大，我们很小；大有大的优势，小

有小的必要，每个人都很重要！不找父母要钱，你也能做
公益，甚至可以学着组织慈善义卖；不爱吃蔬菜和水果，
你也许会爱上有趣的“彩虹饮食法”；至于那些垃圾，除
了分类回收，还可以通过你的巧手，变成花盆、文件盒、游
戏棋……本书汇集关爱他人、关爱地球、关爱自己的101
个小建议，行动起来，你我都能成为改变世界的那个人！

《你也可以了不起》

索书号：G479/481

作　者：苏美玲 / 著，迟云 编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青春是一首歌，婉转悦耳又激
昂跌宕。成长中的你，曾为好成绩

而欣喜若狂，也曾为小事情而情绪失控，可能遇到困难就
畏缩不前，也可能因为追星而影响学业……如何在美好
的时光里，调整出好状态，成为了不起的人，这是一个值
得用心思考的问题。《你也可以了不起》这本书送给在
成长中迷茫的你，希望能带给你很多思考和启发。

《寻找诗词王国》

索书号：G624.203/780

作　者：陈智文 / 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寻找诗词王国》以“万里路”
和“万卷书”兄妹俩寻找“诗词王国”

的历程为主要线索，将丰富的中小学古诗词知识融汇其
中，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带领孩子体会古诗词学习的
乐趣，分享成长的收获。本书故事性强、知识性强，每首
古诗词旁均配有作者亲自诵读的音频二维码，手机扫码
即可收听；同时，特别收录阅读测试卷，帮助孩子在快乐
学习中及时检验学习成果。

《飘在头顶上大船》

索书号：G624.233/130

作　者：张祖庆 / 著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百千大阅读三年级上册 飘在
头顶上的船》以统编版小学三年级

语文教材为依托，以课文单元为单位，以主题、作者、文
体、语文能力点、阅读策略等为统合依据，精心编选优秀
儿童文学作品，以期打通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帮助老师
和学生迈出海量阅读的关键一小步。本书体例清晰，选
文精当，作业单适用并且具有启发性。

I 文学

《德吉的种子》

索书号：I247.7/060

作　者：唐明 / 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德吉的种子》描绘了青海格尔
木生态移民村藏族孩子的群像，用

朴质而明亮的笔触记录了当地藏族孩子的生活：德吉在
秋天种下了芒果的种子，期待它们能生根、发芽、抽叶、开
花、结果；曲吉多吉送给乔帆阿姨一份特殊的礼物——带
着十万个祝福的小石头……这群率真、淳朴、真诚的高原
孩子如同昆仑山巅洁白的积雪，明亮而闪耀。他们循着
自己的心灵安安然然地生活在广阔的天地之间，自然、肆
意、善良地成长着，这正是童年最初的状态。当城市里的
孩子童年慢慢消逝的时候，这群高原孩子却将童年的简
单纯粹恣肆地舒展开来，还原了童年最本真的样子。



舟·载智慧　山·纳书香

《初春之城》

索书号：I267/123

作　者：孙幼军 / 著

出版社：广东新世纪出版社

《初春之城》是一部珍贵的日记
随笔集。少年的日记和老年的批注，
与记录历史的老照片、随笔一起，构

成了穿越时空的复调回响。其间有同学少年的灵动笑语，
也有父子家人的温情时分，有积极上进的团学情谊，偶尔
也流露朦胧美好的青春情感。少年在历史的洪流中被裹
挟着前进，常常感到个人的渺小，又常常感知时代的召
唤。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记忆，也是一个作家儿时
的珍贵留影。

《给孩子的 100 首童诗》

索书号：I287.2/011

作　者：方卫平 / 著

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时 光 的 钟 摆 —— 给 孩 子 的
100 首童诗》由著名儿童文学评论
家方卫平编选，精选金波、樊发稼、

任溶溶等 46 位童诗名家的代表性作品，按主题编排章
节，配以方卫平教授的专业点评，国内著名插画家的配
图，以及“金话筒”奖获得者新月姐姐的领读音频，让小
读者在朗诵的同时更好地理解诗歌内容，给读者以格调
高雅、妙趣横生的启发，充分满足青少年阅读和诵读的需
求、引领儿童诵读，以精装单行本呈现，内容形式兼美，打
造精致、权威、经典的童诗读本。

《墨童》

索书号：I287.45/324

作　者：冯与蓝 / 著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这是一部讲述一个男孩难忘暑
假经历的少年成长小说，也是一段带

领读者探访一方好墨的诞生过程、触摸传统文化根脉、感受
传统文化魅力的奇妙旅程。期冀小读者能从中感受到千百
年来笔墨余韵对中国人心性的滋养，领悟到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从而收获自信成长的力量。

《黑土地上的大粮仓》

索书号：I287.45/396

作　者：阎耀明 / 著

出版社：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亮亮和晶晶去黑龙江参加夏令

营，见识了广袤的大森林，探寻了新中国的油田，在扎龙
湿地与丹顶鹤相遇。夏令营结束后，宋阿姨一家又带他
们游览了吉林省，在长白山天池，他们惊喜地与爸爸妈妈
相遇。在全家人的辽宁之旅中，一起品味了厚重的历史
文化和民族风情。回到北京，亮亮晶晶终于明白：那座久
寻不得的大粮仓原来是……

《连香》

索书号：I287.45/414

作　者：李开杰 / 著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少年
成长小说。2008 年 5 月 12 日，举

世震惊的汶川大地震，让初中女孩连香失去了父亲、弟
弟、同学、老师……灾难突然发生，也很快过去，但失去的
人却再也无法回来，变成了心底永远的伤痛。生命脆弱
而坚韧，在灾后重建的岁月里，连香不断进行心灵的自我
修复之旅，努力走出过去的阴影，学着去接纳全新的生
活。当她怀揣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离开大山时，正是川西
高原满山的连香树金黄的时候，而那曾经被地震摧毁的
校园，早已重新修建，正从里面传出琅琅书声。

《明亮的黑眼睛——赵丽宏致小读者》

索书号：I287.6/413

作　者：赵丽宏 / 著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书是赵丽宏老师写给孩子们
的 25 封信，从爱国、亲情、励志、品

质、成长五个方面，讲述自己亲历的或温暖、或感人、或励
志的人生故事，解答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 25 个问题，
让孩子感受爱国之情，亲情之暖，智慧之力，大爱之力量，
成长之勇气。 本书文字优美典雅，语言诗意，富含哲思
和抒情意味，带领孩子走进色彩斑斓的世界，为孩子打开
文学与人生的艺术大门。 本书由中国、伊朗两国具有国
际水准的画家共同创作插画，带给孩子美的视觉享受从
而提高孩子的审美能力。

《中国人物故事全书——时代楷模》

索书号：I287.5/440

作　者：李妍 / 著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时代楷模 ( 美绘版 )》是一套
专为少年儿童编写的大型人物故事

丛书。讲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时期各方面的数百位杰
出人物的故事。他们当中既有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也有妇女、儿童的杰出代表。用
几个能体现人物特点的小故事把人物的主要生平事迹讲
述出来，故事既真实可信，又有声有色，同时本书还配有
精美插图，图文并茂，方便读者阅渎。

《小松的微信》

索书号：I287.7/620

作　者：李丹莉 / 著

出版社：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以新疆独特的自然科学知
识为写作素材，用童话这种文学艺

术形式，向孩子们逐一介绍新疆特有的野生植物、野生动
物，神秘而稀有的地矿、地貌等新疆自然资源科学知识。
故事充满幻想，充满人文精神，意境唯美，这里既有落叶
松、胡杨、雪莲、云杉、骆驼刺、红柳、阿魏菇、苦豆子，也有
北山羊、伊犁鼠兔、北鲑、野骆驼，还有和田玉、新疆大理
石等一系列科学知识。该书图文并茂，可让青少年在阅
读童话故事的过程中，轻松汲取科学知识，从而激发少年
儿童探索知识的好奇心，拓展孩子们的视野，增长孩子们
的知识，激发孩子了解新疆、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怀。

《心底的歌声》

索书号：I287.7/620

作　者：[ 英 ] 凯文·克罗斯利·霍兰 / 著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在神秘、美丽的威尼斯，哑姑娘
劳拉一出生就被送往了孤儿院，随

后她被寄养在农家。八岁的时候，她重返孤儿院。在那
里，她虽然经历了女孩的嫉妒、男孩的恐吓，但也守护了
友谊。更幸运的是，她结识了音乐老师安东尼奥 • 维瓦
尔第，安东尼奥激发了她对音乐的巨大热情。一支笛子
让她走进了音乐的殿堂，她的命运也随之发生转变……
故事的结尾，笛手劳拉吹出了心底的歌声，安东尼奥为其
记录下这首温暖又熟悉的歌曲。更让人感动的是，这首
为生命而奏的歌曲，最终让劳拉找到了自己的妈妈！

《尼斯湖水怪》

索书号：I561.84/853

作　者：迪克·金 - 史密斯 / 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场暴风雨后，在苏格兰西海
岸，八岁女孩柯思蒂和弟弟从海滩
捡回了一个大如饼干罐的神秘卵。

不料第二天，一只水怪宝宝破壳而出——它长着马儿一
样温顺的脸，像海龟一样的鳍状四肢，还有一条鳄鱼似的

尾巴。小水怪得名克鲁索，成为了柯思蒂一家偷偷饲养
的心爱宠物。可是，麻烦很快随之而来，克鲁索越吃越多，
无论多少鱼罐头都无法满足它，它还越长越大，大到柯思
蒂家的小屋都快要装不下了！

J 艺术

《法国博物馆》

索书号：J114-28/690

作　者：罗米 / 著

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自 17 世纪开始，巴黎逐渐成为
欧洲耀眼的明星城市。法国人对此
格外骄傲，为他们的精致大餐，为他

们的流行时尚，也为他们的艺术殿堂。
法国人骄傲的资本来自哪里呢？来自卢浮宫收藏的

40 余万件艺术珍品？来自 " 地球人都知道 " 的《蒙娜丽
莎》？来自橘园美术馆和玛摩丹美术馆里 " 盛开 " 的《睡
莲》？还是来自巴黎圣母院、巴黎歌剧院、埃菲尔铁塔这
些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标？答案不是的。当我们来到
法国，走进博物馆，大概能离答案更近一些。

《大英儿童漫画百科 亚洲》

索书号：J238.2/333

作　者：( 韩）波波讲故事 / 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学生罗云和美琪在亚洲地理
文化专家许博士的带领下，乘坐尖

端飞行器游览亚洲各个国家，比如中国、日本、韩国、柬埔
寨、印度尼西亚等等。在许博士的带领和介绍下，他们学
习到了许多有关亚洲地理、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知识，极
大地拓展了眼界。本书稿知识齐全，词条经过大英百科
研究部门严谨的审核，具有权威性；夸张有趣的漫画插
画结合高清的图片，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不同地域的文
化特点和魅力；行文条理明晰，传授科学知识的形式活泼
有趣，可以充分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培养孩子的探索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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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历史、地理

《圆明园为你说故事》

索书号：K928.73-49/031

作　者：李永新 / 著

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圆明园为你说故事》一书从圆
明园的营建开始讲起，详细介绍了
圆明园各个景区的建筑特色及文化

艺术价值，并对圆明园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全文以
浅显易懂的文字为小读者呈现了一幅生动的圆明园图
景，是一本面向低年龄段的圆明园历史文化知识普及性
读物。

R医药、卫生

《来自小卫士的一封信》

索书号：R392-49/493

作　者：姚怡心 / 著

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绘本用人体免疫系统“小卫士”
的形象，向孩子们介绍：人类与微生
物是地球上平等的生物，人体免疫

系统有助于人体抵御微生物的侵袭，以及发生传染病时，
各个专业的医生、流行病学家、免疫学家、药学家等是如
何一环扣一环，精诚合作，共同抗疫的。这本科普绘本突
破传统，使得医学这个专业领域，以更科学、更客观地面
貌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校园健康防护》

索书号：R4-49/014

作　者：庄建林 / 著

出版社：上海交通出版社

本书为儿童医学科普读物，通
过一个虚拟的世界—疯狂病原城，

将传染病病原体卡通化，根据其临床表现、传播特点等赋
予不同的性格特点，讲述了“四季之战”“四面楚歌”和“四
海之内”多个小故事，共覆盖手足口病、水痘、麻疹等 10 
多种校园常见病，并添加了近期正在肆虐的新型冠状病
毒。这些小故事将传染病的健康教育融入病原体与人类
的攻防大战，通俗易懂、幽默有趣。 本书适合中小学生
阅读，对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和传染病预防有积极的作
用。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校园健康防护》

索书号：X705-49/417

作　者：李玉鹏、赵冬梅 / 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垃圾分类》将枯燥无味的环保
常识和现实生活相结合，通过新鲜

有趣的漫画和深入浅出的文字，在主人公诙谐幽默的一
问一答中向读者介绍了以下内容： 生活垃圾的定义及存
在的问题，实用的生活垃圾分类法，垃圾分类的常识和误
区，垃圾分类处理流程，废旧物巧改造、小物件大变身以
及国内外垃圾分类的经验分享和成功案例解析，帮助读
者树立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和养成随时随地垃圾分类的
好习惯。本书旨在普及环境保护知识，倡导绿色环保理
念，适合所有对环保和垃圾分类感兴趣的大众读者，尤其
是青少年和儿童亲子阅读。

 

Z　综合性图书

《小学生爱看的趣味科学启蒙书—

天文与科学》

索书号：Z228.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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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爱看的趣味科学启蒙
书》是一套适合小学生阅读的科学故事读本，收录了作
者 120 篇与孩子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故事，按内容分为
四册，通过“科学小分队”三人组合的科学探索故事，分
册向孩子们介绍自然与地理、地球与海洋、天文与数学、
灾难与防护等孩子们好奇、也感兴趣的科学知识点。作
品知识鲜活，主题突出，构思新颖，其主要的特点是通过
孩子的探究与体验，把科学知识展现给读者。希望本系
列丛书能让孩子们在快乐的阅读中，萌发科学探索欲望，
并受到科学启迪，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