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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小学华文课外读物参考书目（2020-2021） 

序

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 

年段 

1 《如果我是一只狮子》 （美）萨拉· 

威克斯 

 

吴敏嘉/译 

长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 

故事的开篇以一幅从孩子的角度仰视大人的画面，拉近与

读者的距离。故事主人翁考拉时常喃喃自语，将自己的行

为与各种动物对比，在读者的心里产生共鸣，引发孩子的

高度认同。 

低年级 

2 聪明豆绘本系列第 15辑： 

《怕黑的乔治》 

 

（英）玛德

琳·瓦伦丁 

 

熊宇/译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乔治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他不怕恶犬，不怕毛毛虫，有时

还会打抱不平。但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是这样

了。每晚，爸爸妈妈一转身离开，他就飞快地跑出房间，

却总是被抓回来。原来，乔治特别怕黑！黑乎乎的房间

里，乔治总能看见怪物。更糟的是，乔治在黑暗中把自己

心爱的小熊弄丢了！乔治该怎么办呢？ 

低年级 

 

3 聪明豆绘本系列第 15辑： 

《荒野之王》 

（加拿大）凯

尔·阿特金森 

 

袁本阳/译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主人翁是一个热爱探险，喜欢呆在野外的小男孩。他独自

在野外做了很许多有趣的事。直到有一天，小男孩碰到了

一个有趣的人物。他到底碰到谁呢？故事以作者自身对自

然的热爱及勇于探索的情节，融入更多人与自然关系的思

考，引导孩子们发现自然世界其实是如此之大。 

低年级 

 

4 童心悦读馆·幼儿成长故事绘本： 

• 《危险，不要碰！》 

• 《我不乱发脾气》 

• 《这样不可以》 

 

文心 天地出版社 

 

此系列通过各类儿童成长主题的故事，教导孩子如何辨别

善与恶、对与错等。故事图文并茂，用简练的语言、大大

的文字配上大插图，陪伴孩子阅读。同时，故事让孩子们

潜移默化地学习，最终学会故事中的字词。本套丛书也有

助于家长进行幼儿启蒙教育和亲子阅读，增进亲子互动。 

低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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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伴我阅读： 

• 《乐乐和佳佳参观消防局》 

• 《乐乐和佳佳去植物园》 

• 《乐乐和佳佳去河川生态园》 

• 《乐乐和佳佳搭新加坡摩天观景轮》 

• 《乐乐和佳佳学做黄梨挞》 

• 《乐乐和佳佳搭地铁》 

• 《乐乐和佳佳去樟宜机场》 

• 《乐乐和佳佳去牛车水》 

• 《乐乐和佳佳去图书馆》 

• 《乐乐和佳佳去食阁》 

万恩然 Armour 

Publishing 

此系列以牛车水、河川生态园、亚洲最大的观景摩天轮等

为主题，结合生活，以儿童的常用词语、简单的句子，让

孩子在阅读故事时学华语，提高阅读信心，培养阅读兴

趣。故事后面也附上有趣的活动，帮助孩子们学习。 

低年级 

6 品德小老师： 

• 行为规范故事 

• 品格教养故事 

黃淑慧、 

詹琇玲、潘慧芬 

 

童悦坊 

 

故事中的插图生动活泼、简单的文字，教导孩子进行正确

的行为规范和品格教养，鼓励孩子养成好习惯和行为。 

低年级 

7 启发精选华语原创绘本： 

• 《Grace 说专心》 

• 《Grace 说耐心》 

• 《Grace 说恒心》 

 

廖树清 

 

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这系列书以“专心”、“耐心”、“恒心”为三大主题展

开。通过小女孩 Grace 的讲述，引导读者们以感同身受的

方式去做有“心”人。同时，家长可以 Grace 爸爸教导孩

子的方式，满怀爱心地从每个孩子的身心特点出发，用最

简单、直接的方式，通过孩子所熟悉的生活体验去解释复

杂的概念，帮助他们养成好习惯。 

低年级/ 

中年级 

 

8 《爱哭公主》 

 

赖马 

 

河北教育 

出版社 

 

爱哭公主爱咪喜爱粉红色。今天是爱哭公主的粉红色生日

派对。在派对上，到处都装点着粉红色。突然，派对上冒

出了一只黄色的气球！爱哭公主便嚎啕大哭，朋友们则纷

纷落荒而逃。大家该怎样做才能让爱哭公主的哭哭脸变成

笑笑脸呢？ 

低年级/ 

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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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气王子》 

 

赖马 

 

河北教育 

出版社 

 

艾迪王子是一头可爱的小象。晴朗的今天是艾迪期待已久

的日子。因为国王答应带艾迪出游。没想到，艾迪一大早

就变成了生气王子！生气王子和国王究竟能不能顺利出游

呢？ 故事内容探讨孩子控制情绪的能力，以轻快的节奏，

让孩子体会沟通的重要，了解“协调比冲突更能让事情达

到圆满”的道理。 

低年级/ 

中年级 

 

10 星衢童书系列1： 

• 《我爱动物》 

• 《我爱生活》 

• 《我爱我家》 

• 《我爱运动》 

周星衢基金 周星衢基金 此系列共有四本书，每本书含四则故事。《我爱动物》鼓

励孩子关爱动物，有责任感地对待动物，从小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我爱生活》教导孩子要用心聆听、拥有团队

精神及尊师重道的道理。《我爱我家》让孩子体会分享的

快乐，秉持着不怕辛苦、谦虚忍耐的生活态度。《我爱运

动》提醒孩子运动的重要性，鼓励他们勇于面对生活的挑

战。 

低年级/ 

中年级 

11 星衢童书系列2： 

• 《我爱动物》 

• 《我爱生活》 

• 《我爱学习》 

• 《我爱大自然》 

周星衢基金 周星衢基金 此系列共有四本书，每本书含四则故事。《我爱动物》鼓

励孩子增广见闻，学习爱护动物。《我爱生活》提醒孩子

分享与呵护友情的重要性，并知足感恩地生活。《我爱学

习》让孩子从故事中学习要勤勉学习，多动脑筋，并时时

自省，改掉恶习。《我爱大自然》教导孩子成为善良诚

实、乐于助人的人，并懂得欣赏大自然的美好、爱护环

境。 

低年级/ 

中年级 

12 星衢童书系列3： 

• 《我爱动物》 

• 《我爱生活》 

• 《我爱古人》 

• 《我爱经典》 

周星衢基金 周星衢基金 此系列共有四本书，每本书含四则故事。《我爱动物》让

孩子学习守诺报恩，谨记师长的劝告。《我爱生活》教导

孩子要谦虚，做个有爱心、拥有判断力的人。《我爱古

人》引导孩子学习古代名人的智慧，活用知识化解困境。

《我爱经典》以源自俄罗斯、中国、爱尔兰的经典故事，

教导孩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的道理。 

低年级/ 

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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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星衢童书系列4： 

• 《我爱动物》 

• 《我爱生活》 

• 《我爱古人》 

• 《我爱学习》 

周星衢基金 周星衢基金 此系列共有四本书，每本书含四则故事。《我爱动物》带

出种种动物的可爱品性，充满童趣。《我爱生活》通过孩

子的生活与学习，让他们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生活。

《我爱古人》引导孩子学习中国名人的智慧，发挥所长。

《我爱学习》教导孩子实践勤奋与爱心，成为更好的人。 

低年级/ 

中年级 

14 米朵图画故事系列： 

• 《我班上来了个外星人》 

• 《超人爸爸的烦恼》 

• 《超人妈妈和她的娘惹糕》 

• 《米米和他的正义团队》 

 

小邝 玲子传媒 此系列共有四本书。作者通过故事主人翁米米和家人，以

图画书的形式，为孩子创作的这四个小故事贴近孩子的生

活，让他们理解亲人、朋友与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

相关爱的重要性。 

低年级/ 

中年级 

15 亲子绘本系列3： 

《我有一朵会下雪的云》 

小邝 玲子传媒 小男孩洋洋收到了一份最难忘的圣诞礼物：一朵会下雪的

云。于是，他带着弟弟凯凯乘着这朵云，让新加坡的各个

角落和景点都下起各种颜色的雪，把整个新加坡变成了美

丽的冰雪世界。 

低年级/ 

中年级 

16 《第一次去小贩中心打包》 贾立明 玲子传媒 一天，二年级的美美放学回家后，发现妈妈生病了，所以

在房间里休息。美美肚子饿了，但是爸爸和姐姐都不在

家。于是，她做了个决定：去小贩中心打包给妈妈吃！一

路上，美美会遇到什么事情？她能顺利完成任务吗？  

低年级/ 

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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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小学华文补充读物》第一级： 

• 《小木碗》 

• 《纸飞机》 

• 《小亮逃学了》 

• 《小黄鸟学唱歌》 

• 《西蒂学华语》 

• 《做人真好》 

• 《八哥弟弟》 

• 《小花猫学会交朋友》  

• 《不听话的甜甜》 

• 《书里的梦》 

新加坡教育部 

小学华文组 

 

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 

 

新加坡教育部 

课程规划与 

发展司 

 

名创教育 

此系列分为第一级至第四级。故事内容生动有趣，包括寓

言、童话、生活故事、历史故事等，为小学生提供了丰富

的阅读材料。每篇读物后面附有开放题，帮助学生理解故

事内容。这些分级读物可作为课后读物，配合学生的学习

需要供学生自习，也鼓励学生多阅读华文书籍。 

 

低年级/ 

中年级 

《小学华文补充读物》第二级： 

• 《睡虫》 

• 《毛毛的毛病》 

• 《为什么不可以》 

• 《我们玩具真有用》 

• 《穿衣镜》 

• 《爱美的蝴蝶》 

• 《跑吧！原子鞋》 

• 《勇敢的飞鱼》 

• 《爱玩的心》 

• 《大闹养鸡场》 

• 《 香香的梦》 

新加坡教育部 

小学华文组 

 

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 

 

新加坡教育部 

课程规划与 

发展司 

 

名创教育 

此系列分为第一级至第四级。故事内容生动有趣，包括寓

言、童话、生活故事、历史故事等，为小学生提供了丰富

的阅读材料。每篇读物后面附有开放题，帮助学生理解故

事内容。这些分级读物可作为课后读物，配合学生的学习

需要供学生自习，也鼓励学生多阅读华文书籍。 

 

低年级/ 

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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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华文补充读物》第三级： 

• 《卫立变了》 

• 《动物明星》 

• 《鱼医生》 

• 《小水滴怎么了？》 

• 《不开心的小白狗》 

• 《动物村的喇叭手》 

• 《数学盒子》 

• 《石光学乖了》 

• 《我要当太空飞行员》 

新加坡教育部 

小学华文组 

 

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 

 

新加坡教育部 

课程规划与 

发展司 

 

名创教育 

此系列分为第一级至第四级。故事内容生动有趣，包括寓

言、童话、生活故事、历史故事等，为小学生提供了丰富

的阅读材料。每篇读物后面附有开放题，帮助学生理解故

事内容。这些分级读物可作为课后读物，配合学生的学习

需要供学生自习，也鼓励学生多阅读华文书籍。 

 

低年级/ 

中年级 

《小学华文补充读物》第四级： 

• 《神奇的帽子》 

• 《谁偷了国王的黄金》 

• 《变成了机器人》 

• 《敌人没什么可怕》 

• 《神秘的鸟语》 

• 《谁偷了小铁钉》 

• 《孙悟空除妖》 

• 《 机器人阿铁》 

新加坡教育部 

小学华文组 

 

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 

 

新加坡教育部 

课程规划与 

发展司 

 

名创教育 

此系列分为第一级至第四级。故事内容生动有趣，包括寓

言、童话、生活故事、历史故事等，为小学生提供了丰富

的阅读材料。每篇读物后面附有开放题，帮助学生理解故

事内容。这些分级读物可作为课后读物，配合   学生的学

习需要供学生自习，也鼓励学生多阅读华文书籍。 

 

低年级/ 

中年级 

18 《我的守护熊》 

 

李文良  

Josef Lee 

 

耕读园 

 

一天，守护着小孩的气球熊不见了。这好不容易建立起的

友情就那么突然地终止了。小孩该怎么办呢？此绘本通过

小孩与气球的故事，描绘出孩子落单、孤独的心情及心

声。其实孩子们需要的是家长真实地看到他们的心情，并

接纳、陪伴他们。 

低年级/ 

中年级 

19 《闹闹漫画街1-4》  

 

洪汐 名创教育 此系列共有四本书，每本书含三个故事。故事主人翁闹闹

和他的好朋友，阿火，开始上小学后，在学校里和生活中

遇到许多有趣的事。他和同学们会怎么面对呢？故事贴近

读者的生活，必定会引起孩子的认同。 

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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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加坡华族传统食品图书系列： 

• 《今天我们捞鱼生》 

• 《今天我们包粽子》 

• 《今天我们做月饼》 

• 《今天我们搓汤圆》 

林文佩 玲子传媒 作者通过可爱的漫画和轻松的生活故事，为小朋友介绍鱼

生、粽子、月饼和汤圆的由来和做法。故事中勇于尝试的

姐姐和贪吃爱玩的弟弟跟着家中长辈学习制作传统美食。

过程中，姐弟俩不但更加了解华族传统文化，也让家里充

满了幸福、温暖的笑声。 

中年级 

21 狮城往事绘本系列5： 

《三轮车跑得快》 

虎威 玲子传媒 绘本的背景设在1960 年代，书中的街景里重现了牛车水一

带的老建筑。故事内容叙述男童小威想要画画却想不出要

画什么的时候，他的“宠物”竟然逃跑了。在三轮车夫忠

伯的帮助下，小威一路寻找“宠物”的踪影，并展开一段

温馨、奇妙的旅程。 

中年级 

22 狮城往事绘本系列6： 

《辛苦了红头巾——老狮城建筑女工的

故事》 

余广达 玲子传媒 “红头巾”是早年在新加坡建筑工地工作的妇女。她们多

数居住在牛车水。作者通过叙述红头巾从中国来到新加坡

工作、生活及落地生根的故事，让孩子们有机会了解早期

人民和外来劳工的生活，并向孩子们宣扬“刻苦耐劳，不

怕吃苦”的精神。 

中年级 

23 《有了问题你怎么做?》 

 

（美）科比· 

雅玛达 

 

张恩择/译 

 

北京科学技术

出版社 

 

有一朵问题乌云一直围在小男孩身边！小男孩不论用什么

方式都无法赶走问题乌云。小男孩要如何战胜问题乌云？

乌云中又会有怎样的惊喜等着他？这个充满想象的故事贴

近孩子的内心世界，鼓励他们积极面对问题，让他们知道

不应该逃避，要勇敢迎接挑战的道理。  

中年级 

24 《有了想法你怎么做?》 

 

（美）科比· 

雅玛达 

 

张恩择/译 

 

北京科学技术

出版社 

 

有一天，小男孩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看起来有些古

怪。当他要把想法告诉别人时，却被其他人嘲笑。小男孩

因而差点儿抛弃想法。小男孩接下来会怎么做呢？这本书

通过有趣的故事，让孩子学习如何思考以及实现自己的想

法。 

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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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有了机会你怎么做?》 

 

（美）科比· 

雅玛达 

 

张恩择/译 

 

北京科学技术

出版社 

 

小男孩得到了一个机会，却心存疑虑，因为他不知自己是

否有勇气面对。当另一个机会来临时，他勇敢地尝试，却

失败了。因此，他不再理会对其他的机会。后来，机会不

再出现，他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在乎它们。小男孩是否会再

次遇到机会呢？这本故事书鼓励孩子要勇敢面对、把握机

会，并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做到的。 

中年级 

26 爱丽肚肚 5-6： 

• 《小老鼠大混乱》 

• 《 狗狗救援行动》 

 

赵慈萍 

 

Bubbly Books 

 

《小老鼠大混乱》和《狗狗救援行动》是爱丽肚肚系列中

的故事书。故事主人翁爱丽有个秘密，就是她可以听懂动

物说的话。在《小老鼠大混乱》中，爱丽的好友在班上找

到一只小老鼠。小老鼠说它全家都被困住了。爱丽会怎么

做呢？《狗狗救援行动》则讲述在一个养狗场里的狗狗们

都快要饿死的故事。爱丽又是怎样帮助它们解脱困境呢？ 

中年级 

27 童心悦读馆·西游记： 

• 《大闹天宫》 

• 《三打白骨精》 

• 《大战红孩儿》 

• 《真假美猴王》 

文心 天地出版社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在西天取经

途中遇到了各种妖魔，演绎出一段段精彩的神话故事。本

系列精选《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大闹天宫》《真

假美猴王》等章节，配以精美插画，让学生在阅读中感受

古典文学的魅力。 

中年级 

 

28 不一样的卡梅拉： 

• 《我想去看海》 

• 《我想有颗星星》 

• 《我想有个弟弟》 

• 《我要挑战魔法屋》 

• 《我登上了逍遥岛》 

• 《我唤醒了睡美人》 

• 《我爱平底锅》 

• 《我不是胆小鬼》 

• 《我要救出贝里奥》 

• 《我好喜欢她》 

• 《我不要被吃掉》 

• 《我要找到朗朗》 

（法）克利斯提

昂·约里波瓦 

 

郑迪蔚/译 

 

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 

 

此系列讲述小鸡卡梅拉家族具神奇意味的历险故事。作者

以清新的画面、传神的语言，幽默的风格，让孩子在愉悦

中阅读。故事中的文字还附带汉语拼音。此外，孩子们可

通过扫描书中的二维码，一边听着声情并茂的诵读，一边

阅读故事。 

 

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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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打败怪兽》 

• 《我爱小黑猫》 

• 《我去找回太阳》 

29 名人传系列故事（中国篇）： 

• 《孔子》 

• 《屈原》 

• 《秦始皇》 

• 《华佗》 

• 《诸葛亮》 

• 《武则天》 

• 《李白》 

• 《岳飞》 

• 《徐悲鸿》 

好朋友童书编 吉林美术       

出版社 

此系列选取了九位具代表性的中国名人，让孩子从名人生

动有趣的成长故事中，学习名人身上的优点、经验和人生

智慧。故事内容能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让孩子变得更优秀。 

中年级 

30 米小圈上学记 四年级： 

• 《 来自未来的我》 

• 《 我的同桌是卧底》 

• 《 班里有个小神童》 

• 《 遇见猫先生》 

北猫 

 

四川少年儿童

出版社 

米小圈上四年级了！米小圈在生活中常常遇到一桩又一桩

层出不穷的新鲜事。此套书以全新的故事、有趣的漫画及

新鲜的作文魔法，让孩子们在欢笑中阅读，产生共鸣，并

学习如何写好作文。 

中年级 

31 姜小牙上学记： 

• 《好朋友争夺战》 

• 《老师的法宝》 

• 《我的变形记》 

• 《给我一个好朋友》 

北猫 四川少年儿童

出版社 

此系列以短日记的形式呈现，记录了米小圈的好友姜小牙

上小学后，在学习、友谊及生活的点滴和心理历程。姜小

牙和同学们究竟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呢？作者通过贴近孩

子生活的故事，让孩子们跟着姜小牙一同学习和成长。 

中年级 

32 “爱悦读”桥梁书： 

• 《小豆包与奇怪小家具》 

• 《小豆包与疯狂的食物》 

• 《小豆包读字典》 

• 《小豆包遇见童话书》 

• 《小豆包坐旋转木马》 

王蕾 安徽少年儿童

出版社 

此系列以小豆包为主角，讲述着神奇、充满想象的故事。

除了小豆包，故事中还有烧饼医生、想穿鞋的小桌子等奇

妙的人物。通过这些有趣的故事、形象及简单的词句，孩

子们能轻松地走进故事，亲近文字，提高阅读能力。 

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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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淘气包马小跳（漫画升级版）： 

• 《同桌冤家》 

• 《孔雀屎咖啡》 

• 《奔跑的放牛班》 

杨红樱 安徽少年儿童 淘气包马小跳最崇拜的老师是教科学的轰隆隆老师，因为

他会变魔术；最喜欢的老师是林老师，因为她能看到每个

学生的优点。因此，马小跳爱上科学课及美术课。语文老

师兼班主任秦老师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学生无微不至，但

她陈旧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让马小跳受尽委屈……无论是

儿童或成人，看了这套书后，都会被“马小跳”深深吸

引。 

中年级 

34 笑猫日记25：《属猫的人》 杨红樱 明天出版社 为什么十二生肖里没有猫呢？世界上有属猫的人吗？为了

证实自己确实在属猫的人那里生活过，球球老老鼠带着笑

猫来到一个神奇的地方。那里的人都是属猫的。他们形态

各异，性格千奇百怪。笑猫和球球老老鼠，还参加了一场

属猫人的比赛，最后的赢家会是谁呢？ 

中年级/ 

高年级 

35 《又是这一班6》 翁添保 玲子传媒 作者以幽默、生动的画笔加上校园生活元素，“自编自

导”了他的生活四格漫画作品。他善于观察孩子们的言行

举止和思维，内容不但生活化，而且风趣幽默，叫人笑了

之后有所反思。  

中年级/ 

高年级 

36 新加坡文化遗产图书系列： 

• 《大家来过节1：新加坡华族传统节

日与习俗》 

• 《大家来过节2：新加坡马来族传统

节日与习俗》 

• 《大家来过节3：新加坡印度族传统

节日与习俗》 

傅翀 玲子传媒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学校每年都会庆祝“种族和

谐日”，鼓励大家了解各自的文化传统。你对新加坡各族

同胞的传统和节日习俗知道多少呢？本套书以有趣浅白的

文字，配上精美的插图和好玩的小活动，让孩子在轻松阅

读中丰富习俗与节日知识。 

中年级/ 

高年级 

37 《乐乐计转弯1》 苏爱云 名创教育 本书以乐乐和家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三个小故事为主。每

篇故事后都附有“想一想”与“灵机一动”等趣味活动，

让孩子们动一动脑筋，解出答案。 

中年级/ 

高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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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郑小强奇妙事件簿系列： 

• 《神奇的木屋》 

• 《宠物风波》 

• 《魔力望远镜》 

• 《阿姨要结婚》 

• 《三根羽毛》 

永乐多斯 浙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 

此系列共有五个故事。故事内容充满童心，趣味十足，语

言风趣幽默，以小学生的视角描述了一个淘气、天真可爱

的男孩郑小强的学习与家庭生活。一个个充满童心的校园

故事，一段段精彩的奇妙经历，让读者们从中体会爱与成

长。 

高年级 

39 小作家是怎样练成的系列： 

《作文国奇遇记》 

葛欣 河北少年儿童

出版社 

故事主人翁杜小默有个烦恼，就是不会写作文。小噜噜是

个写作小神仙，小小的肚子里装满了写作方法。他时常带

着小默在作文国里游玩，教会了她很多写作技巧。而作文

小妖怪总是去作文国捣乱，和小默作对。故事中提到了多

种写作方法，让读者在阅读故事时也从中获益。 

高年级 

40 《不不园》 

 

（日） 

中川李枝子 

大村百合子 

 

田秀娟/译 

新星出版社 故事讲述男孩阿茂在幼儿园的种种冒险，从孩子们用积木

搭出了大船，出海去捕鲸鱼；聪明懂事的小熊向幼儿园递

交了入园申请，成了阿茂的新同学……书中想象与现实的

世界真幻交错，契合儿童以心造境的心理，展现出活泼生

动、丰富多彩的孩童世界。 

高年级 

41 红蜻蜓绘图小说 29： 

《这个天敌有点怪》 

 

赖宇欣 

 

 

红蜻蜓出版 

有限公司 

 

黑猫小黑侠接到一个任务，就是帮助一只叫“阿棒”的狗

寻找迷失的自己。但是，狗是猫的天敌，这令小黑侠害怕

极了。小黑侠真的能帮助“阿棒”，完成任务吗？可事情

并没有小黑侠想象的那么简单。 

高年级 

42 红蜻蜓绘图小说 30： 

《蓝头发女孩》 

永乐多斯 

 

 

 

红蜻蜓出版 

有限公司 

 

调皮的郑小强需要完成一项特别的假期作业——到马来西

亚的一个地方游览，并写成报告。由于小强的爸爸需要去

马六甲参加同学会，小强便一同跟去。到了马六甲，小强

遇到了一个有一头蓝色头发的女孩。小强与蓝头发女孩之

间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 

高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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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红蜻蜓绘图小说 32： 

《米莉的勇气考题》 

赖宇欣 

 

红蜻蜓出版 

有限公司 

 

米莉有一个“怪病”，就是当她看见蝴蝶时，她会尖叫，

会躲开，就连蝴蝶的图案也无法忍受。她害怕蝴蝶的事被

同学发现了，同学们都嘲笑她。后来，米莉接到了一个考

验她勇气的考题——养毛毛虫。她能坚持下去吗？ 

高年级 

44 桂冠国际大奖儿童文学： 

• 《超级乖女孩》 

 
• 《偷时间的孩子》 

• 《神奇小木屋》 

• 《索菲的烦恼》 

 

（法）贝阿特丽

丝·阿麦尔 

（韩）李知悬 

（韩）咸基石 

（美）丽莎·格

拉夫 

晨光出版社 此系列是精选国际获奖儿童文学作品。故事主题涵盖奇幻

冒险、励志成长、亲情友谊等，围绕着童心的世界，让孩

子感悟生命成长。这套加上拼音辅助的丛书图文并茂，内

容活泼有趣，是培养儿童独立阅读的优秀读物。 

高年级 

45 《游泳不是靠泳裤！》 （日）岛田 

洋七 

 

黄锐/译 

新星出版社 故事让孩子们认识一位幽默、智慧的外婆。她总能将萝卜

黄瓜变成美味佳肴，也常常告诉孩子见到人要微笑、要坚

持自己的梦想。生活故事搭配外婆的智慧名言，让孩子在

欢笑中感受生活的真谛，让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味。 

高年级 

 

46 允许我流三滴泪： 

• 《教室里的悄悄话》 

• 《自从二宝来到家》 

• 《一脚踢开坏习惯》 

赵静 河北少年儿童

出版社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许多小秘密。他们要拿这些秘密怎么

办？有些孩子可能不讨人喜欢，有些孩子喜欢指挥人，该

怎么办呢？每个家庭都有在小孩子看来难以理解的事。这

系列书既能让孩子学会面对这些事，又能让家长更好地了

解孩子。 

高年级 

47 大侦探福尔摩斯 32-33： 

• 《野性的报复》 

• 《逃狱大追捕 II》 

厉河 湖北教育      

出版社 

此系列改编自名著《大侦探福尔摩斯》，让孩子轻松地爱

上阅读。每一册故事都融入科学小知识，既可能是作案手

法，也是破案关键，让孩子们从中习得丰富的课外知识。

故事中传递的价值理念和人性善恶，可以辅助孩子慢慢建

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高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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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斗嘴一班： 

• 《插班新同学》 

• 《男女生大决战》 

• 《愤怒鸟老师》 

卓莹 浙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 

此系列围绕着高才生高立民及他一群有个性的朋友。这班

可爱的同学们会互相取笑、互相作弄，但又会互相帮助、

互相关心。作者轻松的笔法，配上丰富有趣的图画，让孩

子能开心阅读，与故事人物一起投入蓝天小学的大家庭。 

高年级 

 

 

*故事分级仅供参考。教师可根据学生的程度和学习进展选择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 

*书目由以下的出版社和书局联合提供。 

出版社/书局 联络人 电邮 电话 

周星衢基金 Chou Sing Chu Foundation 王绣越 Erina Wong erinawong@chouscfoundation.org 69085080 

玲子传媒 Lingzi Media Pte Ltd 林得楠 Denon Lim denon@lingzi.com.sg 62935677 

友谊企业有限公司 Maha Yu Yi Pte Ltd 宋恩玲 Sung Yuen Ling sungyl@yuyi.com.sg 63365222 

名创教育出版社 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 刘峻碣 Bryan Low bryanlow@mceducation.com 62139438 

大众书局 Popular Book Co (Pte) Ltd 李碧玉 Lee Pek Geok 

 

leepekgeok@popularworld.com 65146938 

64629500 

友联书局私人有限公司 Union Book Co Pte Ltd 陆冠豪 Loke Kwan Howe 

叶家维 Yap Chia Wei 

kwanhowe@unionbook.com.sg 

chiawei@unionbook.com.sg 

6338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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