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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哲学 宗教

《你在为谁读书》

索书号：B821-49/830

作  者：余闲

出版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你在为谁读书》系列共 7 册，

是一套优秀的励志文学作品。书中的主人公是一群中学

生，他们有梦想，也有烦恼；有激情，也有叛逆；他们承受

着繁重的学业压力，品尝着成长的苦辣酸甜，绽放着青春

的芬芳年华。该系列采用小说的形式呈现，情节真实自

然，文笔优美流畅，在校园故事中将人生规划、自控力、沟

通力、情绪管理、学习方法等当下中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

热点问题巧妙地穿插其中，并融入实用的方法和指导，可

读性非常强。每本书都是一个完整的校园故事，而 7 本

书连起来，就是主人公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的人生历

程。

《小孩哲学》

索书号：B-49/365

作  者：( 日 ) 河野哲也

出版社：晨光出版社

“为什么是这样？”孩子总是对

世界充满疑问，哲学的种子就埋藏

在这些问题里。哲学并非高深的学问，而是一切有理性

的人都可以使用，以便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工具。哲学对

话可以发挥孩子爱问问题、爱寻根究底的天性，轻松地进

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内容涉及霸凌、生死、规则、环保、人

际关系等 20 个话题，以主人公和朋友们对话的形式，向

小读者展示如何通过哲学性的对话，探讨这些问题，树立

自己的观点。父母、老师可以借助这类对话，引导孩子思

索自身的行为、生活方式，思考自己与家人、朋友的关系，

理解社会的规则。

G 文化 科学 教育 体育

《学校学不到的能力养成课》

索书号：G791-49/144

作  者：朴贤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让今天的孩子，拥有适应未来

的综合能力素养吧！终身学习的内

驱力、好好相处的社交力、驾驭金钱的财商力、职场的核

心竞争力、照顾自己的自愈力，每一个都是教科书中没

写，但却能帮助孩子适应社会、找到幸福的核心能力。这

套书手把手教孩子认识真实社会运转规则，告诉孩子们

应该追求什么价值观、如何做出正确选择。帮助他们自

主克服缺点，提升综合素养和竞争力，靠自己的力量把握

未来的幸福生活！

《小墨子的科学生活》

索书号：G624.63/490

作  者：姚煊

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

本书作者以多年小学实践活动

课的教学经验为基础，以小墨子这

个小学生为主角，围绕着他的生活，讲述了在一年四季里

发生的 80 个小故事。每个小故事都经过了巧妙的设计，

在日常生活、学习场景中蕴含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

学科的内容，解释了相关的科学原理，并配有活泼生动的

插图。我们不仅可以跟着小墨子学习科学知识，还可以

见证生活中的亲情与友情、趣味与创新。

《老师妈妈的私房作文课：轻松起步》

索书号：G624.243/120

作  者：王红，王娇，朱洁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文是小学阶段很多孩子难过

的一道坎，也是让家长手足无措的

一道坎。本书是三位老师妈妈联手分享的多年陪伴孩子

写作文的经验，以 26 篇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孩子从看图

写话，到洋洋洒洒写就一篇漂亮作文的过程中，遇到的各

种问题，分析原因、给出思路、支出绝招，让孩子由不会写

到会写、由写不好到写得好，收获高分，建立自信。本书

重在分析思路，而不是一味地讲解方法与技巧。用实际

案例和亲身经历来增强家长辅导孩子写作文的信心，更

能增进家长与孩子的感情交流，见证和孩子的共同成长。

《福尔摩斯探案笔记：追查凶手》

索书号：G898.2/442

作  者：( 法 ) 桑德哈·勒布伦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

“少年大侦探·福尔摩斯探案笔



舟·载智慧　山·纳书香

记”将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和益智游戏相结合，在悬念重

重的案件中设置大量互动谜题，为孩子打造沉浸式探案

场景体验，引导孩子主动探索、自主寻找答案，从而培养

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升观察力、专注力，锻炼分析、推

理能力，训练逻辑思维。本册书中有 9 个复杂的案件，

以逻辑推理为主，难度较大，适合 8-12 岁的儿童阅读。

在每个案件中，小读者需要根据证人和嫌疑人的证词，搜

集与案件相关的细节线索，逐一排除可疑人员的嫌疑，最

终锁定罪犯，在案件后设置“线索梳理”和“调查结果”

环节，让小读者验证自己的判断。

H 语言 文字

《一看就会演的少儿英语小剧场》

索书号：H319.4/406

作  者：杜效明

出版社：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看就会演的少儿英语小剧

场”是为小学生设计的英语读物，一

共 4 个分册：《有趣的节日》、《神奇的魔法》、《王子与公

主》和《农场与王国》，以英语短剧为表现形式，选取 8 个

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每个故事包含场景、演员、服装、道

具、表演剧本等几个部分，帮助小读者阅读和表演。孩子

通过阅读和演绎，可以提高团队合作能力，并加深对故事

的理解，在实践中进行语言学习。

《少年冒险王：千年古蜀道的秘密》

索书号：H125.4/423

作  者：彭绪洛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暑假到了，聪明吴、小机灵、香

蕉熊、水桶妹计划踏上探险之旅。

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神秘的古蜀道。探险途中，他们认

识了新伙伴司徒青、罗曼。罗曼告诉聪明吴，这次，她和

司徒青出来探险，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寻找千年古蜀

道上埋藏的宝藏。跃跃欲试的六人决定结伴同行，共同

探寻宝藏的秘密。他们接下来的旅程会一帆风顺吗？宝

藏的秘密又将如何揭晓？

《少儿说文解字：人多力量大》

索书号：H12-49/113

作  者：张一清、富丽、陈菲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少儿说文解字”系列是语言文

字应用研究所专家写给少年儿童的

当代版“说文解字”，系统梳理了现行常用汉字，逐一对

源头和发展演变进行讲解，呈现每个汉字的发展脉络。

本书《人多力量大》讲解了人部、勹部、儿部、匕部、几部、

亠部、冫部、冖部、凵部、卩部、刀部、力部等 12 个部首的

300个常用汉字，带领读者走进奇妙又博大的汉字王国，

体悟汉字之趣、文化之美。一“人”靠着“树”就是“休”，

两“人”侧身站立是“从”，三个“人”在“太阳”底下劳作

则是“众”；“六六大顺”的说法，原来和《周易》有关；透

过“伍、什”等字，可以窥见古代军队建制……

《小学生漫画数学日记》

索书号：H125.4/430

作  者：老渔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是一套专为一二年级小学生

打造的和教材配套的数学课外书，也是小学生日常生活

爆笑故事书。近百个父与子式的幽默故事，均来自小学

生的日常家庭、校园和社会生活，每个故事融入一个数学

知识点或易错点，让孩子在故事情境中更好地理解数学

核心概念和方法，理解易错点，避免犯类似错误。全套涵

盖现行部编版小学数学教材一二年级 73 个重要的知识

点，全面梳理了一二年级数学学习中常见的 14 个易错

点，内容编排科学，知识点难度梯度上升，循序渐进，有利

于保护孩子的数学学习兴趣。

K 历史 地理

《浙江历史人文儿童读本：不朽的先贤》

索书号：K820.855-49/192

作  者：张学继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书给孩子们讲述在浙江产生

深远历史影响的名人、名士、名臣等

的历史故事。例如通过讲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

九战九捷、平定倭寇的戚继光，“夜夜龙泉壁上鸣”的“鉴



湖女侠”秋瑾等英雄事迹，感受浙江文化中捍卫主权、反

抗侵略的爱国主题。书中将以清丽简明、深入浅出、短小

精悍、雅俗共赏的文字和轻松有趣的配图，让孩子们从小

接受本土传统文化的熏陶，熔铸“浙江精神”的内核，从

而激发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增强历史责任感，培养“文化

的根”。

《写给未来的艺术家》

索书号：K815.7/220

作  者：艾瑞·卡尔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23 位极具世界影响力的插画

家为本书提供了大量从未公开过的

照片、珍贵手稿、亲笔信和手绘自画像，倾情分享他们走

上艺术之路的经历、工作的细节、灵感来源和创作理念，

让每个有着画画和讲故事梦想的孩子鼓足勇气，坚持创

作下去。小艺术家，希望这本书会成为你的某种导师。

希望你在读到这些大艺术家的故事时，会感觉在与朋友

相处，与一群怀抱相同梦想、乐于涂涂写写的人相交，他

们遵从自己的直觉，聆听内心的声音。希望这些绝妙的

信件能让你感到愉悦并从中受益，这些信件正来自心灵

和记忆，正来自那奔涌出许多创造力的源泉。

N 自然科学总论

《人类的速度》

索书号：N49/246

作  者：肖恩·卡勒里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人类从未放弃对世界和宇宙的

探索，本书围绕“探索竞速”这一主题，串联起了人类“发

展史”上的每一项成就，插图精美生动，文字通俗易懂。

图文结合的形式，有利于提升孩子阅读兴趣，加深对于知

识点的记忆。每个对页对应一个主题的知识内容，有些

还附有时间轴，条理清晰，便于识记。科普知识的同时，

也鼓励孩子们勇于探索，勇于创造。

《一本书秒懂科技史》

索书号：N091/332

作  者：洋洋兔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本书以重要的发明创造为线

索，主讲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到现

代，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的科技、科学事件。书中对科技发明的原理和应用影响

做了重点介绍，令小朋友能够轻松了解人类文明科学进

步的过程，增加对科学现象的理解，起到寓教于乐的作

用。更有石器、青铜、铁器、大航海、机器、电气、信息时代

大事记概述性超全总结。

《神奇的自然学校：森林的秘密》

索书号：N49/406

作  者：( 韩 ) 李康旿

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森林到底是谁种出来的？”许

多孩子心中都曾经有这个疑问。如

果地球上没有森林，人类可能难以维持生存。在森林遭

到破坏、日渐消失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森林、保护

资源。在工业发达、人口激增的现代社会，只有珍惜“地

球之肺”——森林，才能减轻人类生存和自然资源的负

担，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家园。本书采用超

大开本设计，绿色环保印刷，适合所有对自然充满向往和

好奇的小朋友们哦！

P 天文学 地球科学

《海豆大洋科考记》

索书号：P7-49/344

作  者：宋婷婷 , 崔维成 , 朱茜

出版社：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原创科普绘本，以

“张謇”号出海驶向新不列颠海沟，进行为期 40 余天的科

学考察活动为背景，以一个小学生海豆的经历为故事线，

向广大读者展示了深海科考活动的全过程。书中介绍了

在科学考察中需要用到的设备支持，如采水器、取样器等，

还重点展示了我国自主研制的深潜器“蛟龙”号的结构组

成和工作成效。同时，书中最大限度地、真实地还原了科



学家们出海进行科学考察的船上生活，让青少年领略科

学家们坚忍、不畏艰辛、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科研精神，从

而培养他们对科学的热爱，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

《地球史诗》

索书号：P-49/422

作  者：苗德岁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本书是由真正的科学家为 9—

15 岁青少年撰写的科普作品，具有

“孩子读了不觉深，大人读了不觉浅；外行读了不觉深，内

行读了不觉浅”的通识特点。详细讲述了地球的起源、

演化与变迁，包括板块构造、火山、地震等孩子感兴趣的

内容。作者以“文理兼通”的品质文笔，字里行间展现了

“通识教育”“科学元典”的魅力，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基础

上，传递科学思维，传播科学精神。图书内容非常不错，

设计时尚，制作精致，是适合所有孩子的“软科普”精品。

《去火星》

索书号：P185.3-49/234

作  者：( 英 ) 凯蒂·詹宁斯

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你知道火星的天空是红色的

吗？卡卡．格兰特知道，他还知道

很多宇宙的秘密。不过，卡卡还没亲眼领略过火星的日

落。直到有一天，他和小猫踏进飞船，开始了一段史无前

例的冒险之旅。一个振奋人心的成长故事，充满了天马

行空的奇思妙想。

《蓝色星球》

索书号：P7-49/462

作  者：莱斯利·斯图尔特 -夏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本书以大幅精美的手绘插画，

向孩子展示了海洋的神奇美丽与浩

瀚深邃。既有全景式的对海洋及海洋对人类重要性的介

绍，又分别从深海、海底森林、珊瑚礁、海滨、远海等不同

海域，带孩子了解不同海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主要物种。

既有基本物种奇妙特征和奇怪习性的介绍，又有特别物

种的生活、游戏、捕食的日常故事。内容的拣选，文字图

片的呈现都很用心精当，充满趣味和温情。本书还传递

出人类对自然、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以一个海洋开篇，

每一海域的最后都用专门的大幅彩插和文字篇幅告诉孩

子，这片海域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给孩子的万物小历史》

索书号：P145.8-49/424

作  者：(瑞典 )乔纳森·林德斯特伦

出版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书是由真正的科学家为 9—

15 岁青少年撰写的科普作品，具有“孩子读了不觉深，

大人读了不觉浅；外行读了不觉深，内行读了不觉浅”的

通识特点。详细讲述了地球的起源、演化与变迁，包括板

块构造、火山、地震等孩子感兴趣的内容。作者以“文理

兼通”的品质文笔，字里行间展现了“通识教育”“科学

元典”的魅力，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传递科学思维，

传播科学精神。图书内容非常不错，设计时尚，制作精致，

是适合所有孩子的“软科普”精品。

Q 生物科学

《草的自然课》

索书号：Q94-49/444

作  者：玛丽恩·克劳森

出版社：海峡书局出版社

这是一本让孩子爱上自然观

察、感悟美丽生命的草地科普书。

本书将草地置于放大镜下，细致介绍了草地动物以及草

地植物的花、茎、叶等特点，并从科普、趣闻、故事、药用等

角度讲述了 14 种草地植物的辨别特征、奇闻妙事和价

值，还根据不同植物的特点详细介绍了 18 种美食制作

方法和小游戏。带领孩子学习草地植物的自然知识，让

孩子爱上自然观察，感悟生命的多样和美丽。

《你好，我是细菌》

索书号：Q939.1-49/725

作  者：陈俊尧

出版社：福建科技出版社

舟·载智慧　山·纳书香



别再抱怨人生好难，看看细菌们如何逆势求生！身

为眼看不见，而且没有脑袋的细菌，要在地球上生存，其

艰难程度一定超乎你的想象！为了成为有用好菌，它们

修补房子，制造氧气和抗生素，还要克服千奇百怪、恶劣

的环境。为了活下去，细菌们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有时甚

至为了延续命脉，还得牺牲自己拯救同胞！当你因为学

业、交友等各种压力感到心力交瘁时，不妨看看细菌们是

如何努力不懈地生存的！

《动物真疯狂》

索书号：Q95-49/030

作  者：( 日 ) 新宅广二

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猎豹跑得比汽车还快，但跑 1

分钟就得停下来休息；野猪不用助

跑，轻轻松松就能跳到 2 米高；独角仙是个大力士，能举

起比自己重几十倍的东西……在这本书中，动物们将作

为选手参加各项体育比赛。作者详细地介绍了动物们的

身体特征、生活习性和心理状态。同时，还解读了各类体

育项目的历史起源和比赛规则。生动幽默的图文、意想

不到的比赛结果，在开怀大笑中学习到课本上没有的动

物知识，体会大自然的奇妙与体育竞技的魅力。

X 环境科学

《海洋塑料：一个入侵物种》

索书号：X145/250

作  者：( 葡 ) 安娜·佩戈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当安娜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

经常在海滩上玩，而不是后院。她

会在沙滩上长时间散步，观察潮汐，收集化石，享受大自

然。但渐渐地，她开始注意到一种新的入侵物种在海岸

上变得越来越普遍：塑料。为了提醒人们塑料对地球生

命的影响，安娜成为了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她决定开始

收集塑料。甚至给这个新物种起了个名字：Plasticus 

maritimus。

《绿色地球：给孩子们的环保小书 .》

索书号：X-49/240

作  者：( 法 ) 艾莉丝·鲁索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这是一本很实用的环保小书，

它的概念解释部分简洁明了，日常

小建议简单易行，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唤醒我们每个人心

中对环保的关心和重视！孩子们已经有了环保意识，在

这方面孩子甚至已经超越了父母，并且希望他们能加快

环保的步伐。有些概念对于孩子来说也许还有些模糊，

比如污染、去森林化、可持续发展。来这里看看吧，孩子

们将会找到相关内容的详细解答。然后还可以把书本上

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根据地球提供给我们

的资源合理享用食物，制造有机杀虫剂，以及在家中节约

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