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中学华文课外读物参考书目（2015/2016）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1 阿婆的手 王德远 玲子传媒 
成长的感恩，亲情的感动，有血有泪有苦有乐的

生活篇章。 

《阿婆的手》收集了新加坡年轻作家王德远多年

来散文创作的精华篇章。每一篇作品，都是德远

真实的经历，有血有肉，也有欢笑哭泣。每一篇

散文，文字朴实，文采华美，内容新鲜，幽默风

趣。 

中学低年级 

2 蛋黄的杯盘狼藉 陈干煌 玲子传媒 
本地年轻作者陈干煌，以《蛋黄的杯盘狼藉》记

录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所带来的感悟、心得、

感受、反思、联想、想象以及憧憬。    

中学低年级 

3 奇思妙想故事集 学生得奖故

事 

玲子传媒 
《少年故事会》收录了 30 篇少年学生的故事佳

作，这些佳作都是 2013 年度“全国中小学生现场

华文故事创作比赛”的得奖作品。小作者们在发挥

“奇想”的同时，也宣扬了优良的价值观与劝人向

上向善的思想。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4 感恩小故事 子阳 玲子传媒 
《感恩小故事》以故事为导引，让我们更好地做

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在和平、安乐与友善中慢慢

地长大，成就我们的一生，付出了温暖，得到的

更为充实。让感恩常驻心灵，让未来结出美丽的

感恩之花。 

中学低年级 

5 芝麻班青春痘 陈帅 玲子传媒 
这是一本属于孩子的书，它是《芝麻班绿豆事》

（小学版）的延续。这本书依然围绕在一群来自

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身上，诉说了在中学头两年

发生的很多让他们难忘的故事。欢迎继续走进芝

麻班，一起分享这群生活在新加坡的孩子的绿豆

事。 

中学低年级 

6 穿越校园的青春 姚占新 玲子传媒 
华文教师创作的校园小说。中三 E 班的俊杰不喜

欢读书，每天上学就是为了和朋友一起玩耍。一

次巴士偶遇，俊杰结识了班级女“学霸”念慧，两

人产生了朦胧的爱情。后来，故事发展穿越时

空，俊杰在一次奇怪的电话后，奇迹般地穿越到

了清朝 …… 故事的后续发展有待读者去发掘。 

中学低年级 

7 
纽带海外华文儿童文

学典藏 

 

 

浙江少儿出

版社 

马来西亚儿童文学作家年红编著的《流花河》和

爱薇编著的《香喷喷的假期》 是华人儿童文学作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1  流花河 

2  香喷喷的假期 

年红 

爱薇 

 

 

家的原创作品。 

《流花河》写几个异族少年重游儿时旧地“流花

河”，竟发现当年清澈的河水已被严重污染，不良

发展商还收买当地巫师造谣以吓阻村民接近污染

区，结果几个少年合力揭穿“魔鬼河”背后的真

相。 

《香喷喷的假期》是中篇小说集。作品分别讲述

了生在马来西亚的孩子和少年不同的生活境遇和

生命轨迹，充满浓浓的温情和亲情，让人感触良

深。特别是《小小园艺家》，将孩子的理想融入

生活，反映在成长过程中孩子如何开始有了自己

的理想，再慢慢确定了自己的理想直至坚持执着

地追求自己的理想。透过小说的内容，反映了时

下青少年的心理诉求与内心的渴望以及待人处世

之道。 

 

8 小伞兵回家了 曾宝玲  
红蜻蜓 

出版社 

  

这本少年长篇小说围绕着一个十七岁的独生子展

开。正处于叛逆期的他，经常与要他到农地帮忙

又常对他训话的父亲起口角。对患有轻度老人痴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呆症而需要他帮忙照顾的婆婆，他感到厌恶与不

耐烦。有一天他骑着摩托车在路途中出了意外，

竟让他回到十七年前,让他了解了父母与婆婆的过

往。这叛逆的青年在爱的感染下，思想起着极大

的改变。 

9 从现在到未来 沈雨仙  
红蜻蜓 

出版社 

 

这本长篇少年小说描述了来自 2074 年的治朋因

一次意外失足跌入山洞，稀里糊涂和一只长相奇

怪的独角兽闯入了 2014 年的自然风农庄。他发

现自然风是外婆和母亲成长的地方，脑海中随即

浮现“外婆的故事”——母亲说外婆的成长过程有

一段无从解释的奇遇，她 12 岁时曾遇见一个未

来人，而那人也叫“治朋”。他不禁怀疑自己就是

当年的那个未来人...... 

中学低年级 

10 2042 年--背包里的

天空 

许友彬  
红蜻蜓 

出版社 

 

本书讲述风起与身为兽医的妈妈相依为命，风起

异于常人，这是他的秘密，也是妈妈的秘密。妈

妈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不让风起接触人。风起只

能和妈妈以及家里的狗狗说话，没有其他朋友。

风起十岁时，妈妈意外感染禽流感H4N12。风起

陪妈妈去医院，第一次面对陌生人，他手足无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措 ......他能救活妈妈，并守住自己的惊天秘密

吗？ 

11 大手掌上的天空 李慧慧  
红蜻蜓 

出版社 

 

 

 

 

 

 

喜儿从小在彩虹村长大。在多数人眼里彩虹村是

个偏远苍凉的没落小镇，但对喜儿而言，彩虹村

是个天堂一样的地方。村口有棵大菩提树，它叫

“大手掌”。喜儿喜欢跟它说话，它是喜儿的好朋

友，然而单纯的生活却抵挡不了发展的洪流，喜

儿爸爸的公司接到一个把彩虹村发展成旅游景点

的大型工程，工程队陆陆续续进驻彩虹村，而首

当其冲的就是村口的大手掌。喜儿不能眼睁睁看

大手掌被砍掉，她与朋友们阿亮、诚易和文慧，

以及一众村民联成一线，誓言对抗到底…… 

中学低年级 

 

 

 

12 命运抽奖 谢智慧  
红蜻蜓 

出版社 

 

这是发生在一个赌徒家庭的悲剧故事。郑茜的爸

爸妈妈是赌徒，常常欠下一屁股债。阿窿三天两

头守在屋外，用各种方法讨债。爸爸妈妈带着两

岁的妹妹终日流连赌场，让郑茜躲在邻居春花嬷

家。春花嬷独自抚养五个孙儿，个性刻薄无情。

长孙女紫珊遭受春花嬷的苦待，与郑茜同病相

怜。郑茜既得忍受春花嬷的白眼，又担心自己会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被阿窿砍死以及爸爸妈妈赌到倾家荡产后会把她

卖掉……   

13 梯阶上的寓言  张荟甄 
红蜻蜓 

出版社 

 

恒爱之家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在这里，人民被分

成高阶与低阶。就像一座长长的阶梯，兽人被摆

在梯阶上最高的地方，而人类，则被贬到最低的

位子——这个道理是我在孤儿院“恒爱之家”帮佣

时领悟出来的。于是，十七岁那年，我决定出

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中学低年级 

14 狮神决战 

（长篇故事漫画本）  

梁志强  名创教育出

版社  

狮神，原本师从贺师父。两人各持维护传统和结

合现代元素的想法，因而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

冲突、矛盾。由于看法不同，狮神离开虎鹤狮

团，另组云霄飞车。随着狮神的离开，二师兄

Micky被迫挑起大梁，当起虎鹤狮团的代表狮

头。Micky舞狮实力不错，唯独有严重的惧高

症。带着师父的期盼及自我的要求，他能否不负

众望？ 

中学低年级 

15 狮神决战之终极一战 

（长篇故事漫画本） 

梁志强 名创教育出

版社 

16 经典神话早认读——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 

韩中华编 辽宁少年儿

童出版社  

同学们知道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

秋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怎么来的吗？这些节日

又有怎样有趣的故事呢？那就赶紧来看看《经典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神话早认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附光盘）》

吧！ 

 

 

17 
中国古典名著—— 

聊斋志异 

( 儿童彩图注音 

  珍藏版)  

蒲松龄原

著，王彤 

改写 

辽宁少年儿

童出版社   

《聊斋志异儿童彩图注音（珍藏版）》是改写自

中国古典名著《聊斋志异》，以配合少年儿童的

阅读能力。《聊斋志异》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

蒲松龄创作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题材非常广

泛，内容极其丰富，艺术成就很高。 

中学低年级 

18 尤今散文- 

昙花的哲学 

尤今 浙江文艺出

版社 

这本尤今散文《昙花的哲学》共分六辑：“碗里乾

坤大”、“等待国旗 的人”、“寸寸土地皆故事”、“人

间乐土”、“昙花的哲学”和“甜咸人生”。选篇侧重

具有生活气息、蕴含朴素哲理的散文，适合青少

年和大众读者阅读。 

中学低年级 

19  狮心绘意 陈志锐主编 新加坡全国

书籍发展理

事会与湖南

少年儿童出

版社联合出

版 

中新儿童文学原创作品《狮心绘意》的 16 位作

者,围绕“家园、梦想与友谊”三个主题进行创作，

16 篇精致的儿童文学作品，包括新加坡艾禺的

《看到》、陈志锐的《谈琴》、希尼尔的《阿

里，阿公远游去》、谢裕民的《不是我踢的》、

尤今的《电子阅读器》、张挥的《纪念册上的话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语》、张曦娜的《药》及周粲的《小病容的健身

计划》。中国作家方面，有冰波的《到处是脚

印》、金波的《龙风筝》、梅子涵的《跑步》、

秦文君的《老房子》、汤素兰的《伞树》、王一

梅的《舞蹈的蛇》、萧袤的《淘淘和米粒的小红

旗》及周静的《青山大王》等。作品或温暖，或

幽默谐趣，或唯美忧伤，16 位作家的笔共同讲述

着和平与人类永恒之爱的主题。 

20 父亲与我  

马来亚敌后工作回忆录 

尤今  八方文化 
《父亲与我》 此书共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完整地收录了谭显炎的抗敌回忆录。

他在印度接受了极其严峻的军事训练后，成为

136 部队第一批乘坐潜水艇秘密潜入马来亚的抗

日志士，隐秘地从事高度危险的抗日活动。他以

鲜活而又富于条理的文字，带领着读者，步步惊

心地走入处处都是致命陷阱的抗日活动里。 

它记录了无理的侵略与正义的反抗、惨无人道的

杀戮与绝不妥协的对抗。 

中学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第二部分，尤今以温馨的笔触，通过现实生活的

点点滴滴，真实而具体地把她父亲（谭显炎）的

性格与为人刻画出来。许多生活的细节，在尤今

巨细靡遗的描写下，充满了感人的力量。 

21 下一首歌 

(学生励志版) 

玖健 玲子传媒 
《下一首歌》学生励志版除了收集玖健真情告白

的多篇文章之外， 还收集了他四年来游走各国的

生活摄影作品。 

他希望以学生励志版向年轻人说明：音乐如何改

变人生？人生如何从头再来？他希望读者看到一

个音乐人对音乐的长期贡献与付出，以及他勇于

克服人生、心理的种种困境，积极通过音乐发出

正面讯息的努力与成绩。 

中学高年级 

22 海魂 艾禺 玲子传媒 
本书共收录作者短篇小说共 8 篇，内容包括对年

轻岁月的书写、社会现象中的千奇百怪，人的无

奈与悲剧命运。部分小说也引领读者走入上世纪

的大观园，让人重新体会上一代人的刻苦艰辛与

他们付出的努力，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中学高年级 

23 回不去的候车站 小寒  玲子传媒 
小寒生活励志奇幻小说集，由十个短篇组成。

中学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当梦》、《回不去的候车站》用抽丝剥茧的方

式提醒青少年父母的好；《透明皮肤》、《魔镜

魔镜》谈及现代孩子过于受保护和饮食失调问

题。其他作品包括奇幻爱情小品《PS 我爱

你》、《灵魂半侣》，励志篇《不得已的英

雄》，科幻篇《房间旅行社》、《永远的小孩》

与超现实的《影子的悬丝人偶》。 

24 心的呼唤  绿的回响 

(散文彩色摄影集) 

冰秀著 赤道风出版

社 

辑一《绿色旋律》： 

这一辑收录的都是作者退休后，走进大自然、观

赏大自然、聆听大自然、与大自然对话的篇

章。  

辑二《两情相悦》： 

作者放下教学工作后，对日出日落、花鸟草木等

都感到赏心悦目。描写身边丰富多彩的生态环

境，表达对绿色家园的依恋。 

辑三《轰声远去》： 

承载着79年风雨的火车已于2011年7月1日走进

历史。作者记录在火车轨道上追火车的点点滴

滴，抒发怀旧之情。 

中学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辑四《尘世情牵》： 

除了绿色天地，各种人文活动、人世情缘、环境

变迁等，在在牵动着作者的关怀之情。 

辑五《异地风采》： 

收集作者走出国门、游览异地的五个篇章。抒写

令作者关注、向往的天地。 

25 岛国的情怀 2 江炳松 赤道风出版

社 

《岛国情怀 2》为作者第 2 本集子，作者给自己

35 年的土地测量员生涯留下些许笔录，全书共分

五个小辑：辑一、测地闲情辑二、亲情友情辑

三、微型小说辑四、生活小品辑五、时事小

评。本书收录作者过去八年陆续刊登于《联合早

报》、《新明日报》及《赤道风》共 55 篇各类

文体。 

中学高年级 

26 心灵的栖居 – 

名家美文  

 

罗文英编 
华中科技大

学 

出版社 

本书精选了一百余篇中外名家的经典美文 ，按

主题分为自然之美、人物之美、哲理之美、生命

之美四个部分，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美文的发展脉

络和杰出成就。本书选文多为名家名作 , 如培

根、纪伯伦、朱自清、徐志摩、巴金等中外著名

作家的经典文章。 

中学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27 生命的厚度- 

名家成名作  

亢博剑编 
华中科技大

学 

出版社 

本书精选了二十余篇中外名家的成名作，按主题

分为反抗的精神、生命的斑驳、人性深处、爱情

故事四个部分，如莫泊桑的《羊脂球》、欧·亨利

的《麦琪的礼物》等名作都收录其中。 

中学高年级 

28 智慧的简约- 

名家微型小说   

亢博剑编 
华中科技大

学 

出版社 

本书精选了数百篇微型小说，按主题分为形形色

色、荒谬的合理、繁琐的温馨生活、小处的智

慧、动物世界五个章节，所选篇目均出自名家，

且文笔洗炼、构思巧妙。 

中学高年级 

29 传世经典系列 

1 传世经典散文 

  99 篇 

2 传世经典美文 

  99 篇  

长江文艺出

版社编选 

 

长江文艺出

版社 

《传世经典散文 99 篇》和《传世经典美文 99

篇》收录了多位中外作家最经典的美文，有对多

彩人间滋味的品尝，如蒙田、老舍、周作人的名

篇，也有对岁月的感恩和向往，如郁达夫、丰子

恺、史铁生的佳作……篇篇意蕴动人，构思精

巧，文有余味，均为传世名作，能助我们滋养一

生心灵。 

中学高年级 

30 1 读者最受欢迎的文

章集萃-吟风看世界 

2 读者最受欢迎的文

读者杂志 

社编  

敦煌文艺出

版社 

读者杂志社以图书形式精选以往最受欢迎的作品

结集出版，编辑成“读者最受欢迎的文章集萃”系

列，每册按主题分类，以飨读者。 

《吟风看世界》为社会卷，该卷着眼小处，放眼

中学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章集萃-追智慧的人 全局，畅谈社会生活中发现的种种现状，或针砭

时弊，或发出呼吁，发人深省。 

《追智慧的人》为哲思卷，该卷精选一些哲理小

故事，篇篇经典，意味深长，给人深刻的人生启

示。 

 

*书单所推荐的书籍由新加坡各华文书店提供。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749346&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749346&ss_c=ssc.citiao.l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