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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哲学  宗教

《少年哲学探险书》

索书号：B-49/223

作  者：(爱尔兰 )布伦丹·奥多诺休

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是一本专业的哲学启蒙读

物，爱尔兰将其用作哲学教育用书。

全书将哲学思维的培养比喻为一场探险，25个章节就是

25 段旅程，也是 25 个哲学命题，孩子们会跟随这些命

题，经历从“踏入未知”，到“发现新思路”，到“回到最初，

重新出发”这样一个逐渐深入的思考历程，从中发现探

索和思考世界的乐趣。作者和绘者独具匠心地运用优美

的插画和引人入胜的寓言来揭开每段思想旅程的序幕，

跟随着他们，读者将跨越时空的隔阂，对话柏拉图、尼采、

笛卡儿、康德、孔子等名贯中西的思想家。

《哲学世界大冒险：孩子都爱读的哲

学故事书》

索书号：B-49/182

作  者：冀建制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爱发呆的小学生小岚、爱思考

的初中生小妍，还有一位擅长推理、逻辑思辨的鞋匠，他

们发现了孔庙旁的小洞，开启了一连串奇幻又紧凑的历

程，也撞见了不同时空的孔子、苏格拉底和庄子欢聚一

堂、相互辩论、探讨哲思的奥妙世界。

本书结合趣味漫画和基础哲学，在冒险般的故事中，

带领读者学习推理与思辨，用更有智慧的角度看待事物，

让生命的视野更开阔！

G  文化  科学  教育  体育

《我会看图讲故事·一起去野餐》

索书号：G613.3/436

作  者：九通早教研究中心

出版社：九通电子音像出版社

本套亲子互动故事书共 6册，

包含《一起去野餐》、《我是消防员》、《白天睡觉的猫头鹰

阿姨》、《小海豹挖洞》、《墙边的小洞洞》和《神奇的泡泡

糖》，精选了 168 个儿童故事素材，引导幼儿通过观察丰

富的讲述素材，不仅能展开想象，讲述故事，有效培养幼

儿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观察力和想象力，更

能通过积极向上的故事，给幼儿的成长带来启发和帮助。

本书包含了视、讲、听三个步骤，可与幼儿讲述的故事进

行参照对比，调动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增加阅读活动的趣

味性和亲子互动性。

H  语言  文字

《五只小老鼠找幸福》

索书号：H125.4/614

作  者：吕丽娜

出版社：浙江少儿出版社

五只小老鼠都有自己的本领，

它们一起结伴去寻找幸福，前面的

四只老鼠很快在四个小镇子里寻找到了幸福，只有最后

一只认字的小老鼠走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一本书，而且

还是一本魔法书，终于在书中找到它认识的五个字，寻找

到了属于它的幸福。作品文字优美，想象丰富，能帮助孩

子打开想象的世界，积累优美的词汇，提高和拓展阅读能

力，去尝试开启自己的创作梦想。

《青蛙卖呱》

索书号：H125.4/400

作  者：萧袤

出版社：浙江少儿出版社

《青蛙卖呱》为“魔法拼音名家

经典”第二辑中的一册，为有名儿

童文学作家萧袤的短篇低幼童话集，囊括了经典有趣味

的故事 20篇，构筑了一个温暖、有趣、梦幻的童话王国。

书中，一个个形象鲜明、天真可爱的动物或人物，一出出

幽默俏皮、充满无限想象力的小故事，再配上丰富精美的

彩绘插图，为孩子们送去欢乐和想象，收获温馨、单纯和

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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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小乌龟》

索书号：H125.4/330

作  者：冰波

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阿笨猫全传”系列是一部充满

智慧和想象力的童话，讲述的是可

怜的阿笨猫与外星小商贩巴拉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诙谐

幽默的小故事。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手段让阿笨猫不断地

上当，再上当。故事情节大起大落，人物性格异常鲜活，

巧妙的细节令人目不暇接。作者巧妙地将对现实生活的

种种感悟用童话、幻想、夸张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睿智、

快乐、机敏、诙谐，同时又与现实中的生存经验保持着密

切的关联，引导孩子们从中认识生活、认识世界，体会克

服人性弱点的艰难不易。

I  文学

《那时月光》

索书号：I287.6/620

作  者：吴然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一份极具云南地域风情的童年

记忆，一段艰辛岁月中刻骨铭心的

求学经历。作品以优美而饱含深情的笔墨书写了上世纪

四五十年代苍山洱海间的童年时光，捉石蹦、抢春水、玩

月亮……在极具地域风情的故事中，展现出一幅童趣盎

然的南国民俗风情长卷。作者对爱与美有着卓越的感知

能力，擅长从细微的日常之物中汲取“真善美”的精神养

料，哪怕是艰辛岁月也在他的感悟中呈现出别样的情趣，

给孩子奉献了一份特别的“美的教育”“大自然的教育”，

是一部能给孩子精神打底的优秀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

《外婆的蓝色铁皮柜轮椅》

索书号：I287.8/023

作  者：刘毛宁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外婆的蓝色铁皮柜轮椅》讲述羞愧感在一个孩子

内心疯狂滋长又安然褪去的成长故事。故事里小男孩在

妈妈的要求下照顾年老孱弱的外婆，而小男孩却常常违

背母亲的命令，还偷偷拿了外婆藏在蓝色铁皮柜中的钱。

男孩的行为侧面反映了他和外婆之间膈膜的情感关系，

而故事的结尾，男孩的妈妈看着蓝色铁皮柜轮椅而落泪，

似乎也暗示着妈妈与外婆之间存在着一种略微疏离的

爱。这个故事聚焦于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中祖孙三代之间

微妙的相处，展现了传统中国家庭的亲情模式与情感联

系。

《小学生侦探社》

索书号：I287.45/281

作  者：伍美珍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小学生侦探社》：爱写作的女

生田晓蕊从北京来到小镇探望表妹

雯静。在晓蕊的倡议下，雯静和同学张俊杰、琪瑶组成

“001 侦探社”。因为雯静妈妈被诬陷为小偷，小侦探们

立即展开调查，他们闹出不少笑话，也学到很多侦探知

识。

《红娃仔》

索书号：I287.45/084

作  者：磨金梅

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

该儿童小说以广西十万大山一

带真实的革命斗争为背景，展现了

山区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与他们对家园的无限热

爱。

战争年代，壮族少年三儿跟随阿爸阿妈历尽艰险，

辗转求生。他们既要躲避日本战机的空袭，又要躲避国

民党反动派的清剿，屡次逃难上山。逃难途中，三儿与游

击队员相遇相识，为游击队员带路、送信，机智地化解了

一个又一个生死危机，不断经受历练，逐渐成长为勇敢的

“红娃仔”。

《杜杜来到布谷村》

索书号：I287.45/510

作  者：廖小琴

出版社：浙江少儿出版社

寒冷的冬天，一对母子来到民



风淳朴的布谷村。村里的男孩银豆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

奇，想要和新来的男孩杜杜认识，却在一次次接触中，发

现他有许多奇怪之处：这个孩子整日戴着口罩，许多方

面都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不论是什么游戏他都一学就会。

银豆独自寻找着答案，在逐渐触摸到横亘在他和杜杜之

间那堵墙的同时，隐约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叫梅步岛的地

方，正发生着一些他难以理解的事情……

《画妖怪的老师》

索书号：I287.45/640

作  者：叶梦

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系列从母亲角度图文并茂地

讲述了男孩阿墨的成长过程。从出

生，到开始说话、识字、学习画画到逐渐认识这个世界，书

中有忍俊不禁的童真，有无法抑制的爱怜，也有母子相处

的磕碰。很真实地记录了男孩的成长细节，折射出各种

与时代相关的人情世态。它不是对传统母职的歌颂，它

是对生命的实景写生，只有真正懂得爱的作家才写得出

这样的趣味故事。

《我的拇指妹妹》

索书号：I287.47/411

作  者：郁雨君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辫子姐姐成长系列”共六册，

每册都有一个高度凝练的主题词，

本册的主题词为：珍爱，这个主题词本身就具有一种积

极向上的意义。阅读书里这些精彩的故事，可以在生活

的磨砺中感悟成长的道理，以此汲取成长的能量，努力成

为善良、美好、坚强、自信、独立、热爱生活、勇敢追求梦想

的人。生命因为爱变得美丽，爱因为珍惜变得永恒。珍

惜所爱，真爱永远。全书旨在为广大青少年朋友上一堂

生动的德育教育课，生动而又妙味横生，在快乐中启发智

力、开拓美好的精神世界。

《左脚哥哥的秘密》

索书号：I287.47/411

作  者：郁雨君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温馨与

童趣的童话。本书故事生动有趣，

语言充满童趣，插画清新纯美，使小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感

受到语言美、艺术美。本册主题词：善良。善良的心像太

阳，温暖人们的心田；是灵魂中美的音乐，为生命谱写出

动人的乐章。希望小读者通过阅读这些精彩的故事，在

生活的磨砺中感悟成长的道理，汲取成长的能量，努力成

为善良、美好、坚强、自信、独立、热爱生活、勇敢追求梦想

的人。

《故宫御猫夜游记：忠实的椒图》

索书号：I287.8/990

作  者：常怡

出版社：人民邮电

“我”是御猫胖桔子，故宫的主

人。在一个刮着风的晚上，御猫们

在御花园里开起了化装舞会。“我”受邀参加，李小雨给

“我”换上了缩小版的皇帝服装。然而，“我”这奇怪的样

子都让人认不出来了。回到珍宝馆的时候，守护大门的

神兽椒图挡住了“我”的去路，怎样才能让他认出“我”

呢？

《拆信猫时间：爱摔跤的猪》

索书号：I287.7/210

作  者：徐玲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山北休养院来新客人了，名叫

猪小弟。猪小弟长得肥头大耳，不

是在吃东西，就是在找人摔跤，大家都喜欢他，又都害怕

他。猪小弟心事重重，总是叨念着“失去的东西怎么样

才能找回来”。他究竟失去了什么？从山南边寄来的一

封封信能不能解开谜团？有着神奇本领的拆信猫能不能

帮助猪小弟找回失去的东西呢？这本书为善良的孩子量

身打造，清澈的文字，安静的叙述，引人入胜的情节，直抵

灵魂的抚慰，感动心灵，呵护成长，传递爱与正能量！



《魔女宅急便 身边的魔法》

索书号：I313.85/264

作  者：[ 日 ] 角野荣子

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柯里柯镇是个美丽的海滨小

镇，这里有一个特别之处：镇上住着

一位名叫琪琪的小魔女，开了一家魔女宅急便，骑着扫

把帮大家送快递。不过，在琪琪到来之前，这里也发生过

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镇长与没有影子的一家人打过交

道，还受到过一只神秘黑猫的帮助；帮助琪琪在小镇立足

的爽朗的面包店女主人，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往；与琪琪有

着奇妙缘分的艾艾从柯里柯镇回到家乡后，另有一番奇

遇……每个人的生活里，都点缀着不可思议的魔法。延

续《魔女宅急便》的温暖与感动。

《雨林秘境 1. 黑豹梅兹》

索书号：I712.85/045

作  者：【美】艾略特·施勒费尔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动物奇幻冒险小说《雨林秘境》

以真实热带雨林探险为背景，融神

奇能力、解谜、幻想、雨林探险于一体。《雨林秘境》系列

共 3册，讲述身怀神奇能力的黑豹梅兹、卷尾猴高吉、树

蛙鲁米等雨林动物，为拯救家园，同蚁后带领的蚂蚁大军

展开对决的故事。《雨林秘境 1·黑豹梅兹》：卡尔德拉雨

林即将被蚁后带领的蚂蚁军团摧毁，黑豹梅兹和一群身

怀神奇能力的影行者——具有治愈力量的蝙蝠莉玛、能

控制风的树蛙鲁米，还有拥有火焰力量的卷尾猴高吉等

联合起来，开启一场雨林家园保卫战。

《小人精行侠记》

索书号：I287.7/501

作  者：秦文君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人精”丁宝是个孤儿，她被

郝医生家领养，和郝医生的女儿小

桃子共同建立了“孤独孩子之家”，吸引了蜘蛛大侠、胡

三郎、虫虫等几位好朋友。丁宝是一个热心而又有侠义

心肠的女孩，她还会神奇的小孩语。在她的带领下，小伙

伴们经历了神奇而有趣的故事。丁宝跟老保姆阿仙“作

对”，跟虫虫“离家出走”，保护家里下蛋的芦花鸡，惩罚

总是欺负人的同学田小军，在马戏团里制服了老虎，还揪

出了来家里偷东西的亲戚郝卜。

《绿色的守望》

索书号：I287.45/280

作  者：牧铃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多年前违规采矿，使白石村山

林被毁，留下了一大片寸草不生的

白沙坡，田地几乎损毁殆尽，村舍也成了危房，不得不合

村搬迁……以“侦探”自居的初中生梁多多为拍“微电

影”回到荒村，发现了动物们的许多秘密：被主人强行留

下的狗儿惶惶不安，眷恋家园的猫儿去而复还……一条

来历不明的狼，更是给它们宁静的生活投下了阴影。暴

雨再次来袭，身为村支书的父亲在突发的地质灾害中为

救护群众献出了生命；整理父亲遗物时，梁多多从一个日

记本里看到了父亲治理废弃矿山、还原绿水青山的强烈

意愿。从此他的拍摄有了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他记下了

觉悟了的人们在治理荒山付出的汗水，作为这项长远工

程的见证，也希望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我们的秘密》

索书号：I287.45/175

作  者：王巨成

出版社：海燕出版社

夏小凡因为母亲早逝而变得性

格脆弱、孤僻，重组家庭更使他内心

抗拒，不愿融入。某天他遭遇小混

混，妈妈留给他的珍贵玉佛被抢。此后他成为大家嘴里

的软货孬种。而一同被抢的三个同学有的沉默，有的向

小混混妥协，有的则与那些小混混沆瀣一气欺侮别的同

学。愤怒、压抑的他，在继母和小妹妹花儿的帮助下，鼓

足勇气，踏上了漫长的寻找玉佛同时也是洗刷自己耻辱

之旅。终于，夏小凡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坚持，以这些小混

混为突破口，帮助警察破获了一起重大案件，不仅找回了

自己的玉佛，同时更找回了自信、勇敢、亲情，获得成长。

舟·载智慧　山·纳书香



《我和收音机男孩》

索书号：I287.45/281

作  者：伍美珍

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俊杰自称是班里很孤独的

人，父母都在遥远的大城市打工，他

和奶奶生活在小镇上。班里转学来的新生陈然，眼睛有

残疾。孤单的张俊杰和陈然成了好朋友。在一次学校组

织的体验营活动中，由于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失窃事件，张

俊杰和陈然成了被怀疑对象。当他们的同学廖琪瑶收到

一封神秘邮件后，才揭开了所有秘密。

《士兵顺溜之雄鹰小子 3：开向风暴

的顶级武器》

索书号：I287.45/340

作  者：深圳市环球数码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鹰眼、顺溜等五人组成的救援小队误入鲜花山谷，在

那里，因闻到基因变异过的鲜花香味，他们陷入各自记忆

深处的梦境里。同时，深藏在每个人内心的秘密也浮现

出来：赵婧与双胞胎妹妹的童年约定、高超一直想成为机

甲战神的梦想、阿牛学生时代后悔的事情、顺溜一度被封

存的记忆、鹰眼梦中无数次出现的突袭行动……故事打

破传统思路，加入了新的科幻元素，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章节后加入“顺溜讲知识点”板块，带领小读者认识现代

军事装备，扩大知识。

K  历史  地理

《地图上的环球旅行》

索书号：K91-49/327

作  者：施特潘卡·塞卡尼诺瓦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本书用人物对话和讲故事的方式，结合 6张翻页大

地图，通过环环相扣的旅行冒险故事，介绍世界各地的人

文、地理百科知识，每本均有难字注音，近百个知识点。

每读完一段故事，都对下一段充满期待，在翻页的惊喜

中，感受世界风情，激发无限想象力！可爱鲜亮的绘图，

独特的地图翻页设计更好地激发孩子想象力，带给孩子

身临其境的环游体验，一边享受侦探冒险的乐趣，一边在

世界知识的科普中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