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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文化教育

《没有对手的比赛》

索书号：G613.3/530

作  者：井源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音乐是跨越时空的礼物，也是

沟通心灵的魔法。学音乐更是一种

品质的养成。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有早期的音乐教

育，干什么我都会一无所成。”不熟悉古典音乐的人数不

胜数，却没有不爱听故事的孩子。这里为宝贝们准备了

著名音乐家的成长故事，或温情洋溢、或美妙哀伤、或荒

诞诙谐，一起来感受音乐家们的勤奋和坚韧、正义和勇

气、责任和爱。小巴赫出生在童话般的小山城，这里充满

音乐与爱，城门上赫然醒目地镌刻着“音乐世界”四个大

字。巴赫家境贫寒，为了学习音乐，他顶风冒雨，步行很

远拜师学艺。宝贝，有没有一件事也会让你不畏困难、勇

于坚持呢？     

I2  中国文学

《太阳和蜉蝣》

索书号：I287.8/330

作  者：汤汤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一只小蜉蝣在一天

内诞生、成长的生命故事。这天，她

遇见了太阳并结识了许多大自然中的朋友。在太阳的陪

伴下，她自发、主动地探索了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认识

了昼夜交替、四季流转、风霜雨雪……然而，日落时分，怀

着一个无比美好的心愿，蜉蝣的生命结束于一片绚烂。

第二天，大自然又孕育出了新的蜉蝣……故事充满了对

比的张力——朝生暮死的蜉蝣和亘古不变的太阳、新生

的喜悦与消逝的忧伤，生命的渺小和大自然的丰厚……

可贵的是，故事绝不流于对比之下的伤感，而是传递出了

一种广袤的空间意识、迥绝的时间意识和豁达的生命意

识。

《脚印》

索书号：I287.8/430

作  者：薛涛 

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脚印》是一本反映中国东北留

守儿童生活现状的、现实主义题材

的原创图画书，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东北乡村的故事。大

雪封路的寒冬，主人公小禧的父母回城了，在北坡的雪地

上留下了两行脚印。小禧把棉鞋装进脚印里，每天和爸

爸妈妈一起“散步”；冰雪融化，他在脚印里撒下野菊种

子，用石子做标记；一场春雨过后，小禧为每一颗野菊种

子背诵古诗，默默地期盼着爸爸妈妈的归来。可是有一

天，北坡燃起了大火，脚印化为乌有。心痛的小禧故意忘

掉了脚印与野菊，只在心底默默等待。枯木总会逢春，等

待终有回应……春天来了，小禧等来的是新生的“脚印”，

等来的是伤疤生出的新绿，等来的是野菊头顶冒出的花

蕾，等来的是小客车上那一对熟悉的身影……小禧，一个

孤独却坚强的留守儿童，父母临走时留下的一排悠远的

脚印，串联起他单纯而孤单的童年岁月。

《太阳和阴凉儿》

索书号：I287.8/136

作  者：张之路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这是一本很好的原创图画书，

讲述了调皮的小太阳和阴凉儿赛跑

的故事。全书以极简的气势和儿童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

动和静、显与隐、大和小、能与不能……的故事。故事蕴

含哲理，文笔轻松愉悦；图画瑰丽奇伟，图文关系恰到好

处。

《小小虎头鞋》

索书号：I287.2/224

作  者：保冬妮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本书属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图画书大系》，该系列对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力图通过

文学性的创作，借助图画书的表现方式，将“非遗”项目

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呈现给中国乃



舟·载智慧　山·纳书香

至世界的儿童，让他们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能够了解中

华民族千百年来在民俗、文化、艺术等方面多姿多彩的智

慧和创意，从而产生对中华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这

部作品通过讲述家在陕北的姑姑送虎头鞋给侄儿的习

俗，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由小小虎头鞋创造的世界。本书

吸纳了民间剪纸的设色特点，造型古拙、风格粗犷，包含

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大山的种子》

索书号：I287.8/438

作  者：董宏猷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4 岁的山

娃回到了大山的老家。大山的美、

大山的奇、大山的一切，都让山娃觉得新鲜极了。山娃陪

着爷爷奶奶播下小麦种子、蔬菜种子、水果种子，爷爷和

小狗大黄陪着山娃收集风的种子、鸟鸣的种子、太阳的种

子，山娃还想要大山的种子。大山的种子在哪里呢？

《追光的向日葵》

索书号：I287.8/020

作  者：刘皞

出版社：晨光出版社

本书以梵高的《花瓶里的十二

朵向日葵》为背景，讲述了其中一朵

向日葵苏醒后，追逐阳光的故事。

我是一朵向日葵，是一朵梦想追上阳光的向日葵。

阳光似一轮圆盘，照亮整片大地。阳光似一张笑脸，点燃

生命的活力。阳光会把快乐和忧伤，编织成长长的头发。

我幻想有一天能与它牵手，挂在空中，抚慰万物。于是，

我推开窗，向着梦想前行…… 

《小鳄鱼别生气了》

索书号：I287.8/440

作  者：粘忘凡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小老鼠的一个无心之过让小

鳄鱼非常生气！生气的小鳄鱼回到

家，奶奶安慰并告诉他：只要睡一觉起来，气就会消了。

小鳄鱼在床上翻来翻去，好不容易睡着了……他在梦里

派出蚊子特攻队、蝙蝠侠，还命令恐龙嗯嗯在小老鼠身

上……他觉得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而且，醒来的时候

不会被知道……

《小蚂蚁大国王》

索书号：I287.8/266

作  者：魏晓曦

出版社：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魏晓曦的“小小昆虫记”系列

绘本，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探知蚂

蚁、蝴蝶、屎壳郎的生活，感受昆虫世界的脉博。它的童

话绘本有科普知识的内涵，给人物和情节赋予新鲜有趣

的味道；而科普绘本穿上了童话的盛装，贴合现代儿童趣

味，启发儿童求知探索。引领孩子们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兼具实用性、教育性和趣味性，以孩子的好奇心和眼睛发

掘自然界的丰富多彩，鼓励孩子们到户外去，跟随小昆虫

的线索和印记去探寻，发现大自然的野趣。《小蚂蚁大国

王》为该系列之一。

《兵马俑的秘密》

索书号：I287.8/720

作  者：陈伟

出版社：海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燕

出版社

本书的小主人公小杰克是一个

开朗、向上、爱冒险的英国小男孩，同时他还是一个中国

迷。本书精准地还原了秦朝的文化特征以及兵马俑出土

前的色彩与形象，仿佛置身于神秘的东方古国，与小杰克

一起开启奇妙的文化之旅。作者将兵马俑的知识融入其

中，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

国的兵马俑要来英国巡展了，小杰克高兴极了。在博物

馆参观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 小杰克来到了秦朝，

他跟随当地工匠，了解了兵马俑的制作过程、认识了秦朝

时将士们使用的各种兵器、发生了有趣的故事，他还知道

了将军俑的小秘密……可是，那个带领小杰克来到这儿

的神秘人到底是谁呢？



I3  亚洲文学

《蒂罗尔的苹果树》

索书号：I313.85/453

作  者：荒井良二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蒂罗尔住在群山环绕的村子

里，这里流传着家族树的风俗，每当

有人结婚、有孩子降生时，就种下一棵苹果树，它与家人

一起长大，守护着家人。对蒂罗尔来说，这里就是全世界

闪耀的地方，也是他爱的地方。这里的四季变幻、这里的

平凡生活、和他一起生活的家人和动物们、他的青梅竹马

等等，他都好喜欢。花开了、下雪了、去放牛、去收割……

这样的日子比什么都有意思。而无论到什么时候，苹果

树都会在这里坚实地陪伴和守候！

《小鸡漂亮》

索书号：I313.85/264

作  者：汤素兰 

出版社：济南出版社

“小鸡漂亮很羡慕雨箭会飞。

她扑扇着翅膀，想追上雨箭，可没想

到，她不但没飞起来，还一个跟头栽到了地上……”一般

的小鸡就会抓虫子和蚯蚓，这只叫漂亮的小鸡居然想像

小鸟一样会飞，她真的很大胆，敢于有梦，敢于有自己的

追求。你猜，最后她想飞的愿望能实现吗？

《生命可以看见》

索书号：I313.85/122

作  者：( 日 ) 及川和男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相信每个妈妈都会记得孩子出

生那天，惊心动魄又温暖感动的时刻；相信每个妈妈也都

会被孩子问自己是怎么来的？很多妈妈却不知道如何给

孩子讲生命的降生，就用“垃圾堆里捡的、肚脐眼里生出

来”等等说辞来敷衍作答。而《生命可以看见》却巧妙

地从盲人妈妈璐美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生动感人 ,

让人耳目一新。这本书通过小朋友惠理观察盲人邻居璐

美的角度，用长篇绘本的形式来描述盲人妈妈整个生产

过程，待产、进产房、宝宝出生、然后到照顾婴儿，让孩子

从故事中体验生命降生的全过程。

《奇怪的修理店》

索书号：I312.685/444

作  者：( 韩 ) 车载赫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如果你带领孩子走进这家在大

人眼中正常合理，在主角小伊眼中却无比奇怪的修理店，

你会提出怎样的要求呢？ 快和孩子走进这家奇怪的修

理店，种下人生幸福的种子吧！

《我不是每件事都擅长》

索书号：I313.85/053

作  者：( 日 ) 新井洋行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很喜欢运动。特别是踢足球

的时候，我就是出风头的那个。不

过，我不擅长在大家的面前做报告。每当这种时候，擅长

表达的小玲就会和我一起做报告。小玲不擅长和动物打

交道。可她却是班上的动物饲养员。不过，没关系，喜欢

动物的小健会来帮助她。喜欢唱歌的索菲亚不擅长做手

工。擅长做手工的小刚在座位上总是坐不住……每个孩

子都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有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擅长

的事和不擅长的事把这个世界连成了一个温柔的整体。

每个人都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每个人都在其中发挥着独

特的作用和价值。

I5  欧洲文学

《万能工程师麦克》

索书号：I532.85/243

作  者：( 瑞典 ) 乔治·约翰逊

出版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是为 3 ～ 6 岁孩子打造的小

工程师养成绘本，全 20 册，包含汽车、飞机、火车、轮船、

赛车、农用车、工程车等机器的知识。书中的万能工程师

麦克会带着小狗布法，和你一起去认识和了解各种各样

的机器，去机场、港湾、赛车场、城市里、农田里、山顶上，

小朋友可以认识上百种机器，包括不同种类的飞机、轮

船、火车、赛车、工程车、农用车等，还能了解到这些机器

分别在哪些地方使用、具有怎样的功能。



《谁赢了便便大赛》

索书号：I564.85/125

作  者：( 比 )G.V. 西纳顿

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又到了动物王国举行便便大赛

的时候，选手们带着自己精心制作

的便便艺术品到图德国王的城堡参加比赛。牛小姐带来

的是便便蛋糕，山羊兄弟带来的是便便高塔，小老鼠带来

的是便便吐司面包，海鸥更是别出心裁地带来了一场现

场便便表演……图德国王对大家的创作非常满意，当他

正准备宣布获胜名单时，蚂蚁小姐也申请参加比赛。蚂

蚁小姐的作品是什么呢？最后谁获得了冠军？ 这是一

个风趣幽默，令人捧腹的故事，而且在微笑背后还蕴藏着

深意。

《谁能战胜野蛮国王》

索书号：I565.85/760

作  者：( 法 ) 艾瑞克·巴图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书以轻松、明快的色彩，简单

的重复性对话向小朋友讲述了一个结局出乎意料的有趣

故事。一天，一位野蛮的国王要来攻占小国王的城堡，小

国王英勇迎战，先后派出了狮子、犀牛、鳄鱼，但没有想到

的是，最后战胜野蛮国王的，竟然是……这是个可爱逗趣

的故事，莞尔一笑之余，也会启发小朋友思考。作者巧妙

地运用孩子的逻辑和语言，真切地描画出他们自由想象

的历程。整本书用简单诙谐的文字配以明亮活泼的图画，

再现了孩童想象王国中的冒险故事。是一本妙趣横生，

非常适合和小读者互动的精彩故事绘本。

《意外的晚餐》

索书号：I561.85/524

作  者：( 英 ) 乔·托德·斯坦顿

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小老鼠朱利安一直过着自己喜

爱的独居生活，直到有一天狐狸为

了吃他卡在了他家的天窗里。出于同情，他和狐狸分享

了晚餐，头一次发现和别人一起共进晚餐是件不错的事。

但他还是不愿意狐狸打破他的独居生活，想尽办法帮狐

狸从天窗里脱身出去了。后来在一次外出觅食时，朱利

安不小心被猫头鹰抓住了，狐狸赶来救下了他。从那以

后，朱利安和狐狸依然各过各的，不过偶尔他们会聚在一

起吃晚餐。

《大脑里的快递站》

索书号：I516.85/340

作  者：安娜·鲁斯曼，尤迪特·布赫纳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当玛露睡着后，她的脑袋里发

生着什么呢？脑袋里的两个小家

伙，海蒂和马蒂，正忙着整理从外界投递来的快件，这些

快件装的是玛露这几天的所有经历。这一晚的快件堆成

了一座大山！玛露白天上午去了动物园，下午画画、捉蝴

蝶，晚上入睡的时候还在绞尽脑汁地想毛绒玩具小熊被

她放在了哪里……海蒂和马蒂把有用的快件挂在知识树

上或收到百宝箱里，把没用的扔进垃圾桶里。 天马上就

要亮了，她们能完成工作吗？这个充满想象的故事让孩

子了解按时睡觉的重要性，增强孩子主动上床睡觉的意

愿。

《小刺毛》

索书号：I533.85/464

作  者：( 挪 ) 拉什·索比耶·克里斯滕森

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一只猫的夜晚生活是什么样

的？她又怎样看待人类的生活习惯

呢？这本绘本别出心裁地以小姑娘贝斯家的猫咪——小

刺毛的视角，从小刺毛与贝斯一家人道晚安（对猫咪来说

是早安哦）开始讲起，至清晨（对猫咪来说是晚上才对呢）

的问候结束，为我们解答了这两个问题。画面和语言都

舒缓而优美，充满童趣和诗意，又不乏遐思和哲理，很好

适合爸爸妈妈在睡前读给孩子听。

《白雪公主织怪物》

索书号：I563.85/614

作  者：(荷兰 )安娜玛丽·梵·哈灵根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白雪公主喜欢织袜子，她给大

家织了很多羊毛袜。白雪公主想织

舟·载智慧　山·纳书香



点別的，织点和羊毛袜不一样的东西。她织了一整只山

羊．一只接着一只…… 绵羊太太来拜访白雪公主．一

边看一边在那儿自言自语。白雪公主一丁点儿也没在意

绵羊太太说些什么。白雪公主还没来得及扎好线头，线

头已经自个儿缝上了…… 一只大灰狼从毛衣针上跳了

下来！ 他啊呜一口吞下了绵羊太太，完完整整，一点不

剩。白雪公主赶紧躲进毛线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I7  美洲文学

《正要说晚安》

索书号：I712.85/242

作  者：( 美 ) 瑞秋·伊莎多拉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对于每一位还没有准备好告别

白昼的孩子们而言，拉拉可爱的“拖

延法”将会唤起他们父母的切身体验，同时也将令读者

欣赏到美妙的睡前道晚安的仪式。凯迪克银奖得主瑞

秋·伊莎多拉以她令人震撼的油画笔触，绘画出这则发生

在非洲平原上的欢快故事。

《爱打岔的小鸡和没想到的大象》

索书号：I712.85/440

作  者：( 美 ) 大卫·埃兹拉·斯坦 |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小红鸡放学了，她告诉爸爸，老

师教了一个新知识：每个故事中都

有一头“没想到的大象”。鸡爸爸解释说那叫“没想到的

真相”，就是会让人大叫“哇！没想到会发生这个”的部

分。可小鸡坚持认为是大象，并且让爸爸帮她完成家庭

作业，从故事里找到那头大象。他们读了《丑小鸭》《长

发公主》和《小美人鱼》，爸爸努力让小鸡相信故事里根

本没有大象……结果真的如此吗？

《艾爷爷和屋顶上的熊》

索书号：I712.85/633

作  者：凯西·罗宾逊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工厂的屋顶上有一只屋顶熊，

他的名字叫艾兹沃斯。每天中午，

工厂的工人艾爷爷都会爬到工厂屋顶，和这只名叫艾兹

沃斯的熊坐在一起，在屋顶上吃午饭，一起欣赏周围的景

色。根据季节的不同，艾爷爷要帮艾兹沃斯清除雨渍、枯

叶或者积雪，并确保艾兹沃斯的绳索系牢。艾爷爷越来

越老了，有一天，他告诉艾兹沃斯他要退休了。接下来只

在图片中展示了他们的故事：艾爷爷独自一人在餐厅吃

饭，独自一人去看电影；而此时艾兹沃斯从屋顶的绳索上

松开，飞越整个城市。当艾兹沃斯降落在艾爷爷家的屋

顶时，熟悉而又新鲜的陪伴之旅又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