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1 153天的寒冬 （法）佩提 安徽少年儿童

出版社 

 

本书诉说11岁小女孩与爷爷在蒙古草原共同度过生

命中一段快乐而又艰苦的时光，因而变得坚强及懂

得与长辈相处。 

中学低年级 

2 爱吃沙拉的狮子 (日)村上春树 南海出版社 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跟着作者的视角去细腻的体验观

察生活中那看似平凡的人事物，重新发现生活中被忽

略的美好及奇妙。 

中学低年级 

3 追梦少年 （美）路易斯.萨奇

尔 

南海出版社 辍学后，少年西奥多努力通过各种方式迈向立定的

梦想。不料却误交损友，离理想越来越远。直到历

经训许多教训后，才开时反省，重新追寻原初的梦

想。 

中学低年级 

4 青春第二课 王溢嘉 耕读园 本书整理了古今中外109位各领域的人物，包括新

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以简短的篇幅，精准的

剪裁，以及精炼的评点，让学生得到故事的趣味，

也从中获得启发。 

 

中学低年级 

5 饭桶食家妮妮 (新)赖威敏 Rojak City 以幽默的漫画形式呈现了新加坡从1965年至今的饮

食文化，如酿豆腐、海南鸡饭的食材、南洋特色的

咖啡、沙爹的吃法、印度杂锦豆（Kachang 

Puteh）、红龟粿的颜色…从美食认识新加坡的文化

历史 

中学低年级 

6 淘气包马小跳.孔雀屎咖啡 杨红樱 浙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 

本书主要讲述了马小跳家附近新开了一家名叫“孔

雀屎咖啡”的咖啡店，店老板为了谋取暴利，宣称

店里卖的是孔雀屎咖啡，并弄虚作假，甚至不惜伤

害珍贵动物孔雀。马小跳和小伙伴唐飞、毛超等人

利用自己的胆量和才智，勇敢地揭穿了咖啡店老板

的阴谋，并且在丁克舅舅的协助下，让可怜的孔雀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以及“孔雀女孩”小妍顺利地逃离了咖啡店老板的

魔掌。 

 

7 心灵种子系列 

1.乐观：最高境界的修行 

2.诚信：立人之本，成功之源 

3.学习：人不学 不知道 

4.坚持：跑着也要走完自己的路 

5.读书：遇见更好的自己 

6.冒险：开启不一样的人生 

7.积极：态度决定着一切 

8.认真：“简单”的成功之道 

9.尊重：用敬畏之心面对世界 

10.梦想:未来开始的地方 

（台）林婷煜 长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 

本丛书语言优美，故事精彩，包括历史、神话、寓

言、外国文学、宗教、现实生活等，让学生通过阅

读，养成良好的习惯、健康的思想情感和正确的做

事能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对于初中生学习写作

文，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中学低年级 

8 天作不合 侯文咏 新星出版社 《天作不合》是台湾故事大王侯文咏的写给孩子们

的幽默故事，不想长大的乖小孩小潘有一个外人眼

中的“模范之家”，可其实这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平

静：小潘和他的哥哥、爸爸减肥计划失败，爸爸妈

妈吵架后上演离家风波，周末全家人上演DVD争夺

战……九个故事搞笑不断，又充满家庭独有的温馨

与感动。 

中学低年级 

9 顽皮故事集 侯文咏 新星出版社 侯文咏第一部也是最受欢迎的童年散文集。 

《顽皮故事集》是透过顽童眼光所呈现出来温馨、

活泼、风趣、动人的世界，篇篇令人捧腹大笑、拍

案叫绝。不仅可以找回童年的回忆，同时也是为了

正在变笨变乖的大朋友开出来提神醒脑的一帖清凉

剂。 

 

中学低年级 

10 酷酷的代课老师 （日）东野圭吾 南海出版社 故事主人公是一个立志成为推理小说家的小学代课

老师，酷酷的，是个魅力十足的男子汉。因为是代

课老师，所以学校不把他当回事，学生也知道他干

不长久。他不指望被学生喜欢，也不说大道理，只

是在教课方面毫不含糊。这次，他来到了一文字小

中学低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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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五年级二班，没想到第二天就出大事了！于是

他运用缜密的逻辑思维，轻松地推理出了案件真

相。 

11 师恩小故事 子阳 玲子传媒 本书共40则小故事附带小启发，为了更好地启迪青少

年读者，分为真、善、美、爱四大部分，在培养读者

良好情操的同时，让他们更好地尊师重道，和老师和

睦相处，从而因为这份师生之情谊直至永远！ 

中学低年级 

12 时间小故事 子阳 玲子传媒 《时间小故事》取材于一些善用时间的成功事

例，让读者从阅读故事中有所启发。本书从不同的角

度给了你最好的答案，让你为自己的一生争取更多时

间。 

中学低年级 

13 国父小故事 子阳 玲子传媒 本书共五卷，叙述了 41 位国父生活中的小故事，包

括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五个小故事，带你回味那些激荡

人心的岁月。 

中学低年级 

14 武吉知马山的最后一只恐龙 陈帅 玲子传媒 本书讲述三个中学生在进行一个专题作业的比赛

时，无意中发现了三个古生物大盗以及世界上依然存

在史前恐龙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这个过程

中，孩子们勇敢地和古生物大盗对抗，最终将他们绳

之以法。 

故事发生在新加坡，故事里所呈现的自然景观皆

为新加坡存在的真实景观。 

中学低年级 

15 1.细读世上人－尤今励志小品选编1 

2.悦读人间情－尤今励志小品选编2 

3.品读天下事－尤今励志小品选编3 

  

尤今 玲子传媒 本套书共三册，编选自尤今老师近年出版的多本散文

集。编者按照人、情、事三大主题分类，每册精挑细

选出作品各 40 多篇，与读者再次分享尤今的领悟与感

动。 

中学低年级 

16 我家也是联合国 毕莫 玲子传媒 这是一部宣扬种族和谐与文化融合的少年小说，故事

情节温馨、有趣、感人。 

在偶然的机会下，作者的父母从事了寄宿家庭的行

业。他们家同时来了中国、印度、俄罗斯、韩国、印

中学低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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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的学生，不同国籍和种族的学生生活在一起，产生

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经历了几次的磨合期。主人

公从一开始的排斥、计较、妒嫉到体谅、尊敬和帮

助，不只在成长中学到了待人处事的道理，还获得珍

贵的国际友谊，更帮助各国学生进行了精彩的文化交

流。 
 
 

 

17 红蜻蜓绘图小说  

1 小黑侠  

2 我爱长鼻猴  

3 小胖减肥大作战  

4 大哥头与巴伟男  

5 阿姨要结婚 

       赖宇欣 

 许友彬  

 黑妈妈  

邓秀茵, 杨依宁 

 永乐多斯 

红蜻蜓出版有

限公司 

红蜻蜓绘图小说配合了精彩的图画，让孩子对书本

产生兴趣。故事内容有趣实用，。题材新颖且趣味

性高，可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故事内容富于教育

意义，旨在启发孩子，提升内涵与品德修养。 

 

中学低年级 

 

 

 

 

 

 

18 少年励志小说 

1. 不想说谎的孩子 

2. 我有一个愿望 

3. 把爱找回来 

4. 请为我骄傲 

5. 谁拐走了外公 

6. 不可能的任务 

7. 爱的手势 

8  勇敢的傻孩子 

 

司马贾 

巴塔耶 

温喜乐 

德福赛 

克莱蒙 

司马贾 

克莱蒙 

徐瑞莲 

湖北少儿出版

社 

“少年励志小说馆”系列，是为小读者打造的一套励

志成长类小说。书中的主人公都为成长中的孩子，话

题涉及了少年成长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难题、挫折和困

惑：亲人的离世、父母的离异、同学间的矛盾等等。

这套十分温暖贴心的“成长关怀小说”，直面了孩子

们成长中可能遇到的一个个具体难题，娓娓讲述着一

个个温暖的故事，帮助孩子走出种种阴影和困境，重

新获得成长的信心、快乐和勇气。 

中学低年级 

 19 红蜻蜓漫画故事 

1 一封迟来的信 

2 把你带走 

 

陈国胜漫画/许友彬 

陈国胜漫画/邓秀茵  

红蜻蜓出版有

限公司 

陈国胜老师与红蜻蜓出版社合作把畅销文学小说改

编成漫画，受到读者的欢迎，也让学生通过阅读漫

画而接触了优秀的创作。 

中学低年级 

20 新兵正传III:蛙人传 梁智强 名创教育 漫画以亮眼的图画讲述新加坡籍男生服役时难忘的共

同经历，必定能让周边正在服役、已完成国民服役、

或有服役朋友和家人的读者产生共鸣。 本书能让还未

当兵的朋友一窥新加坡武装蛙人部队不为人知的魔鬼

训练，对它有更多了解。  

 

中学低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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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天堂的小孩 侯文咏 新星出版社 《天堂的小孩》是台湾作家侯文咏最暖心的短篇小

说集，十六个故事叙写十六种人生悲欢。他以温暖

感性的文字，描绘了校园友情、恋爱滋味、工作烦

恼、医患关系，刻画了直面生老病死时人心中的善

与美。现实千疮百孔，但面对生活，仍需一颗赤子

之心 

中学高年级 

22 薛涛心灵成长小说珍藏本: 

1 小城池 

2 月光电影院 

3 蒲公英收购站 

4 正午的植物园 

 

薛涛  晨光出版社 这套《薛涛心灵成长小说珍藏本》，从一个角度记

录和呈现了作家薛涛的上述创作探寻所留下的足

迹。它选录了作家薛涛开始写作至今的中篇儿童文

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叙事在当下与历史、幻想与现

实的不同文学区间里展开，从现实的《月光电影

院》到幻想的《蒲公英收购站》，从描写当下童年

生活的《小城池》到穿行在真幻之间的《正午的植

物园》等，这些作品之间甚至在叙事语言上都形成

了不同的风格。 

中学高年级 

23 红蜻蜓少年长篇小说  

1. 头号粉丝 

2. 深夜甜品店 

3. 尼普顿手记  

4  水底魔头  

5  恶魔的交易 

6  世界的另一边 

7  听说 

8 莫比乌斯的月光 

9 2045沉寂的吼声  

10 2046年 自由的囹圄 

 

 

陈惠君 

谢智慧 

吴道顺  

吴彩欣 

沈雨仙 

张荟甄  

赖宇欣 

王元  

许友彬  

许友彬 

 

红蜻蜓出版有

限公司 

红蜻蜓少年长篇小说系列结合了多位马来西亚优秀

华文作家的作品，小说内容具备了多元性，有不同

的题材，不同的风格，百花齐放，让读者都能找到

心中所爱，小说能吸引读者，或许是故事，或许是

人物]] 

中学高年级 

24 《我来自纽约》电影漫画 张爵西 著 红蜻蜓出版社 阿根是跌打医馆的老医师，独自住在一个老旧的组

屋区里。一天，阿根家里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Sarah。Sarah的到来，使阿根十多年来的规律生活

有了微妙的变化。Sarah自小随妈妈在纽约长大，

从来没有见过在马来西亚生活的外公阿根。她的生

中学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活习惯、衣食住行等都与阿根大相径庭，两人的相

处宛如火星撞地球，祖孙俩关系势如水火，战争貌

似一触即发。十年来在彼此的生活中缺席的两人，

该如何才能向对方踏进一步呢？ 

25 青春【全新版】(Jun'15)/(台大众/

众阅堂)   

张曼娟 台大众/众阅

堂 

青春并不消逝，只是迁徙。张曼娟最历久弥新的散

文集。青春，是令人永远缅怀的滋味，更是失去之

后，费尽心思想要追寻的珍宝。青春永恒的封存在

记忆中，无法删除，不能取代。 

中学高年级 

26 给自己10样人生礼物(Feb15)/(台大

众/众阅堂 

褚士莹 台大众/众阅

堂 

给自己10样人生礼物！太多人问他：你怎么办到

的？ 太多人羡慕他的无国界价值观， 太多人欣赏

他的梦想与现实的结合力， 但他却想说： 我给自

己10样人生礼物， 形成了自已热爱的生命地

图！。以下就是作者的十样礼物。 

第 1 样礼物 为自己出发，勇敢跨出舒适圈 

第 2 样礼物 找到可以做一辈子的运动 

第 3 样礼物 结交10个互相了解的朋友 

第 4 样礼物 改变美中不足的能力 

第 5 样礼物 从Q&A学习不足的能力 

第 6 样礼物 接纳生命的拥有与失去 

第 7 样礼物 着迷一件事：成为某种专家， 

甚么专家都可以 

第 8 样礼物“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礼物 

第 9 样礼物 当一天用手思考的人 

第 10 样礼物 不要停止自我表达 

中学高年级 

27 椰林风光 李婉娥 新加坡文艺协

会出版社 

本书以散文的方式记叙作者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的

成长历史。让读者能通过作者的视角了解过去的新

加坡，同时比较当下的新加坡。 

中学高年级 

28 我的晃荡的青春 东野圭吾 南海出版社 本书述说东野圭吾从小学到大学这一人生关键时期

的真实经历，最后成为著名推理小说家的励志故

事。 

中学高年级 

29 岛上书店 （美）加布瑞埃拉.

泽文 

江苏凤凰出版

社 

本书诉说主人公人到中年，在一座孤岛上经营书

店。然而妻子去逝、书店危机，使他的人生陷入僵

局，他的内心沦为荒岛。就在此时，一个神秘的包

中学高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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袱出现在书店中，为他的生活带来了转机，协助他

走出了人生的困境。本书主要谈的是爱与被爱的能

力、付出与接受的意愿及救赎与转化。 

 

30 歪笑小说 （日）东野圭吾 南海出版社 全书共12个幽默的短篇，围绕灸英出版社，描写了

作家、作家的亲友、编辑、连载杂志、文学奖、图

书营销等12个趣味横生的故事。 

中学高年级 

31 偷书贼 (澳)马克斯·苏萨克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1939年的德国，9岁的小女孩莉赛尔和弟弟被迫送

往慕尼黑远郊的寄养家庭。6岁的弟弟不幸死在了

路途中。在冷清的葬礼后，莉赛尔意外得到她的第

一本书。在养父的帮助下，她学会了阅读。尽管生

活艰苦，她却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的东西

——书。她忍不住开始偷书。莉赛尔，这个被死神

称为“偷书贼”的可怜女孩，在战乱的德国努力地生

存着，并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受苦难的人

们。 

中学高年级 

32 新加坡街名的由来 吴彦鸿 宏硕工作厅 本地学者吴彦鸿实地考究新加坡各地街名、地名的

由来，以及当地的历史发展。本书是认识本土文化

很好的入门书。 

中学高年级 

33 零蛋老师 林锦 玲子传媒 《零蛋老师》收 50 篇微型小说，7 篇赏析。 

50 篇作品内容丰富，反映新加坡早期的乡村生活和目

前的城市生活，题材广，主题思想健康，有的故事生

动感人，有的故事趣味盎然。作者重视微型小说的写

作技巧，每篇小说都认真经营，文字精炼、规范，而

且富有文采。 

中学高年级 

34 四海漫游 虎威 玲子传媒 本书收集了这位爱好旅游，喜欢写游记的作者的 20 篇

作品。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游记，不但反映了地球一隅

某段时空的某种面貌，也显露出作者在生命旅途中，

某个驿站的某种心情。旅途上的故事，有多种基调—

—忧郁的、惊心的、温馨的、欢欣的。生命中的故

事，不亦如是。就因为有这许多基调互相辉映，路途

中学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遂变得更多彩，生命也显得更丰富。 

 

35 蝴蝶人生 尤今 玲子传媒 《蝴蝶人生》这部书，寄托了尤今对蛹的敬意，也寄

寓了她对蝶的憧憬。, 全书总共收录了 60 则小品文，

分成四辑。60则故事，60种感动。 

中学高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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