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中学华文课外读物参考书目（2018/2019）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1 青春五堂课 王德远 玲子传媒 本书收集了五篇以青少年成长为主题

的短篇小说。作者深入青少年的生

活，了解他们的经历与思想，将真实

的故事化为文字，希望让更多读者可

以走入青少年的心灵世界。 

中学低年级 

2 
 
 
 

中国历史原来如此 苏章恺 玲子传媒 本书通过文字浅白、内容简要的历史

故事，让青少年读者了解中国历史上

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并通过生动有

趣的叙述及穿插在故事中的人物精彩

对话，让阅读历史、学习历史、了解

历史不再那么枯燥乏味。 

 

中学低年级 

 

3 不见了的蓝色气球 艾禺 玲子传媒 新加坡作家艾禺根据小学与中学华文

教材的词汇表以及语文程度，创作了

这部少年小说。故事围绕在三位性格

不同的中学生与魔术师潘朵拉之间展

开，因为一宗当年的失踪事件，让三

个少年被牵扯了进去。潘朵拉的父亲

在魔术舞台上一消失就是二十年，经

过了二十年的追查、探访，潘朵拉在

三个少年的协助下，终于揭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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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典名著新加坡学生读本

（2017年修订版） 

1.爱的教育 

2.小王子 

3.野性的呼唤 

亚米契斯 

安东尼圣修伯里 

杰克伦敦 

玲子传媒 本系列世界经典名著之新加坡版本，

是根据新加坡学生的阅读水平和学习

需要而重新编排和修订的简易版。除

了重新绘制精美的插图，新加坡学生

版特别加入了故事亮点和读后想一

想，引导新加坡青少年思考、理解，

帮助他们进入经典名著的世界。 

 

中学低年级 

5 青春版四大名著——新加坡学生读

本 

1.西游记 

2.三国演义  

3.水浒传 

4.红楼梦 

吴承恩 

罗贯中 

施耐庵  

曹雪芹 

玲子传媒 本系列读本根据新加坡学生语文程度

编写，同时保留了原著精华。故事篇

幅不大，叙述与对白并重，并加上精

美插图。每一章节之后附上简短概述

和两个问题，让学生易于理解，也鼓

励他们读后思考。书后附上“速读原

著”，介绍原著的内容概要，方便学

生了解原著各章回的重点内容。 

中学低年级 

6 大家来过节 傅翀 玲子传媒 本地华人有不少传统节日。这些节日

到今天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有

些庆祝活动却是我们新加坡特有的，跟

其它地方不同。学生们翻翻这本书，瞧

瞧图画，读读文字，可以轻松地认识新

加坡华人到底是怎样庆祝华族传统节日

的。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7 读者文摘精华:  

1 总有一种爱滋润心田(学生版)  

2 做个快乐的天使（学生版） 

3 榜样的无穷力量(学生版) 

4 带着梦想奔跑(学生版) 

紫毫 

 

北京工业大学

出版社 

《读者文摘精华(学生版)》所选的故事

都具有深刻的生活内涵和丰富的教育

功能，不仅可以激发我们对社会、人

生进行多角度的思考，还可以点燃我

们内心深处的智慧火花，有助于我们

开阔视野、丰富语言知识，同时也能

极大地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理解能

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学低年级 

8 四色插图本：读者文摘精华(学生

版)  

1 有梦的青春一片晴朗 

2 每朵花开都有声音 

3 爱在青葱岁月里 

4 有你即是天堂 

杨晖 北京工业大学

出版社 

本书作者从浩瀚的美文小品中，精选

出极富阅读价值的篇章，每一篇都包

含了无穷的人生智慧，为我们快乐成

长、收获美好的爱情指引方向，更为

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大千世界的窗

子。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没有实现不

了的梦想，奋斗吧，只有怀揣梦想才

能远离平庸，成就辉煌！ 

中学低年级 

9 幸福的味道(漫画) 邓秀茵 红蜻蜓出版社 以伦是个喜欢烹饪的男生，一直想向

餐馆主厨Steve学习不同的烹饪技巧。

Steve答应收他为徒，条件是他必须在

学校的烹饪比赛中胜出！可是，蝉联

两届冠军的烹饪女王也参加了这场比

赛，以伦会有胜算吗？比赛前夕，以

伦无意中知道了比赛题目！为了赢得

比赛，他决定提前练习，没想到竟被

好朋友怡雯发现了……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10 米西西的入学通知单 王元 红蜻蜓出版社 喔，喔，喔，猫头鹰终于来了！米西

西从白天等到傍晚，终于盼来自己朝

思暮想的猫头鹰。猫头鹰是魔法学校

的信差，专给被录取的学生送入学通

知单。原以为猫头鹰会派信给自己，

没想到它却飞到好朋友珍妮的家——

米西西居然落选了！米西西伤心又失

望，不再理睬珍妮，因而被家人指

责。家人的不理解，加上对魔法的执

着，使她决定去寻找传说中的天才女

巫苏菲亚，求她教自己魔法。米西西

的求学路能一帆风顺吗？ 

中学低年级 

11 有画想说 10-小天堂 (漫画) 

 

邓秀茵／陈国胜 漫画 红蜻蜓出版社 学校假期快结束时，绿薏突然向父母

提出要到舅舅的“小天堂”民宿打工。表

面上她是为了赚钱，实际上她却是为

了寻找从未见过面的网友——海蓝 

在那里，绿薏认识了一起打工的小

柔，学习冲浪的王子与黑人，卖风筝

的水蔚，以及郁郁寡欢的燕姐姐。绿

薏推测海蓝就在他们之中，于是她想

方设法向他们打探……短短的七天，

究竟绿薏能否成功找到海蓝？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12 有画想说 11-小黄鹂鸟 (漫画) 许友彬 ／ 陈国胜 漫画 红蜻蜓出版社 百合和妹妹白雪一起报名参加歌唱比

赛。筹备过程中，百合惊觉没有参赛

经验的白雪唱歌比自己还要好！为了

能在比赛中胜出，百合努力练习，却

始终比不上白雪。 

另一边厢，家里来了一只小黄鹂鸟。

听说只要好好供养它，就能保佑供养

者歌声美妙，赢得比赛。百合积极地

说服家人将小黄鹂鸟留下，不料白雪

却反对……姐妹俩更因此而吵了起

来！究竟小黄鹂鸟是否可以留下？百

合和白雪两人，谁又会赢得比赛？ 

中学低年级 

13 绘图小说 18-阿姨要结婚 永乐多斯 红蜻蜓出版社 小强的阿姨要结婚了。在出发到砂拉

越参加婚礼前，妈妈抛给小强一个大

问题——她要小强代替表弟阿泰，当

婚礼上的花童！小强觉得自己快要十

一岁了，当花童太“老”，何况还要提着

花篮撒花，万一被肥仔、包打听他们

知道，他还能“抬头做人”吗？！小强不

想答应，可是如果让“与众不同”的阿泰

当花童，阿姨的婚礼可能会被搞

砸……想到这一点小强就十分头痛，

他该怎么办？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14 国际大奖小说·注音版--亲爱的汉修

先生 

(美)贝芙莉·克莱瑞 

 

柯倩华 译 

新蕾出版社 雷伊在小学二年级时读了一本课外读

物，他很喜欢那本书的作者汉修先

生，便写信联系他。到了六年级，为

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他跟汉修先生联

系得更加密切了。通过和汉修先生的

书信往来，雷伊不但学会了应该如何

面对生活，理解了父母无法共处的原

因，体会到了父母对他的关爱，而且

还练就了一手好文笔。一篇描写他和

爸爸坐卡车出游的文章使他获得了小

作家征文的荣誉入围奖，同时也更加

坚定了他要成为名作家的决心。 

中学低年级 

 15                                                                     国际大奖小说·注音版--天使雕像 (美)E.L.柯尼斯伯格 

 

郑清荣 译 

新蕾出版社 克劳迪娅厌倦了家里一成不变的生

活，她想做些出人意料的事情，于是

精心策划了一场“离家出走”。她选择的

去处是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物色的

同伴是她既 “富有 ”又小气的弟弟杰

米。 ！在这期间，一座被疑是米开朗

琪罗雕刻的小天使雕像正在博物馆里

展出。克劳迪娅决意要弄清这座雕像

到底出自谁人之手……可眼下，他们

没有丝毫线索，而且钱也快用光

了……克劳迪娅不甘心这样“平庸”地回

家去，她和弟弟设法找到了雕像原来

的主人福兰夫人。至此，真相能够大

白吗？ 

中学低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16 失窃的公式-爱因斯坦的故事 杨志强 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争相

研发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纳粹德军为

求达到目的，竟派出间谍偷走了爱因

斯坦研发出来的关键公式！可令人惊

奇的是，这道这公式只存在于爱因斯

坦的脑中，还没有被写下来。间谍是

怎么得知这个公式的？又怎么能在联

邦探员的眼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交

换了情报？且看天才科学家爱因斯坦

如何运用他的非凡智慧侦破奇案！ 

中学低年级 

17 亮光 尤今 八方文化创作

室  

《亮光》收辑了尤今在亚洲、南美洲

和欧洲的 83 篇游记，撰写的是有关以

色列、巴勒斯坦、斯里兰卡、菲律

宾、越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台湾、危地马拉等地的故事。 本

书许许多多富于趣味的故事，都晃动

着耐人咀嚼的思想亮光。 

中学高年级 

 

18 记得 林高 八方文化创作

室 

本书内容题材广泛，凡自我的成长，家庭

的温馨，师友的印记，旅途上的拾掇，阅

读时的耕耘，乃至于随想杂记，作者以娴

熟的技巧将这些细碎娓娓道来，引人入

胜。 全书以四辑：自己与亲人、游记与遐

思、师友与阅读、情志与杂想，让读者从

中感受作者的真性情、真体验、真人生的

智慧。 

中学高年级 

 

19 少年秦始皇（管家琪 少年王侯系

列） 

管家琪 浙江文艺出版

社 

秦始皇无论在政治、军事、文化上，

都有伟大的贡献，但他残暴的个性，

也使人民痛苦不堪。 

想认识秦始皇，怎样效法他的功，避

免犯他的过，就从这里开始吧！ 

中学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20 少年康熙（管家琪 少年王侯系

列） 

管家琪 浙江文艺出版

社 

本书是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一本介绍

“康熙皇帝”少年时代的历史故事书。

《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有个最好的

朋友，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但康熙

不仅是小说中的《好皇帝》，更是中

国历史上杰出帝王的典范，从少年时

期就可看出他的不凡之处。 

想认识康熙，想学习他的成功之处，

就从这里开始吧！ 

中学高年级 

21 中国当代闪小说 超值经典珍藏书

系 

1 冰淇淋的眼泪(感恩) 

2 身体里的海盗(人性) 

3 茶里加盐的味道(哲理) 

4 一百零八个红手印(美德) 

5 月亮是妈妈的枕头(成长) 

6 不肯下跪的羔羊(动物) 

7 影子不会痛（励志） 

8 爱情呼叫转移(幽默) 

9 找阳光的笨小孩(校园) 

10 幸福只需一张床(亲情)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

版社 

 

此系列共10卷，分别为亲情篇、校园

篇、幽默篇、励志篇、动物篇、成长

篇、美德篇、哲理篇、人性篇和感恩

篇。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有代表性

的闪小说作品，展现了中国当代闪小

说的创作成绩，是读者阅读珍藏的佳

品。 

中学高年级 

22 蔡志忠漫画中国经典系列（彩绘

版） 

1 三国志：忠肝义胆群英会 

2 水浒传：英雄好汉的本色 

3 聊斋：鬼狐仙怪的传奇 

4 少林寺：天下武学的殿堂 

5 唐诗三百首：千古的绝唱 

6 宋词：花间的细述 

蔡志忠 山东人民 蔡志忠先生以其独有的生动线条和漫

画形式重新解读了这几部名著，其生

动幽默的活泼形象，很适合青少年阅

读。 

中学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23 戏曲总动员- 红蜻蜓系列 原著剧本 / 林培强、谢佳

升、赖昌铭、陈睿翰 

 

小说改写 / 李慧慧 

 
 

红蜻蜓出版社 欧本很酷，在班上，他很少与同学们

说话，每天只是低着头专注地画画，

他拥有自己小小的蓝色世界，他是一

个自闭儿。班上的同学也不懂怎么与

他相处，在大家眼里，他是个可有可

无的人。直到有一天，班上来了一个

混血儿插班生宝儿，活泼善良的她主

动要和欧本做朋友，欧本的世界开始

出现了不一样的色彩。 

中学高年级 

24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

己 

张玉翠 华龄出版社 张玉翠的《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

拼命的自己》是一部青春散文集。每

一个成功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

光。只有忍受了那段寂寞、孤独、拼

命努力的沉默时光，才能品味到成功

的甘甜。 

中学高年级 

25 只有不肯将就，才能卓有成就 嵇振颉 南海出版社 本书通过几十个小故事，主要讲述有

梦想、有想法就应该去拼搏，没有晚

来的梦想，人生路上有很多不离不弃

的同行者，奋发的人并不孤独。不孤

独的奋发者，经风历雨，不断提高，

才能抬头见彩虹，才能从失误走向成

功，从过去走到未来。 

中学高年级 

26 框起人间事 林高 玲子传媒 《框起人间事》是新加坡文化奖得主林

高的最新微型小说集，全书分五辑，分

别是天天故事、人间鬼话、都市爱情、

话里话外、动物朋友。本书的每篇小说

后都附有“窗边寄语”，主要是为学生读

者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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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碗 尤今 玲子传媒 文字就犹如一只只多彩的碗，作者用

它来盛放人生甜酸苦辣各种味道。这

部小品文集收录了 60 则小品文。全书

共分五辑：第一辑《种瓜得瓜》，第

二辑《变通哲学》，  第三辑《百宝

锅》，第四辑《羊的启示》，第五辑

《旧欢如梦》。 

中学高年级 

28 彩虹在心中 尤今 玲子传媒 本书分为两大辑。“人生步履”收录了

 10 篇生活散文，通过了亲情、友情、

故乡情，写出了她许多坚如磐石的生

活信念。“中国行旅”总共收录了 32 篇

足履中国的故事，以记录人物和事物

为主。 

中学高年级 

29 幸好我不是满分女生 小寒 玲子传媒 汇集了自身与身边人的经历和心得，

新加坡著名写词人兼作家小寒以幽

默、逗趣、自嘲、尖锐的笔调整理出

这个“成长懒人包”，并以笔记的形式呈

现给读者，陪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另

一个高度看待学习、成长与幸福。 

中学高年级 

30 阿果图文书 

1 说好的，重逢有期 

2 也许明天，也许来世 

阿果 玲子传媒 以文字拼凑心中思绪，以插画描绘情

感底蕴。新加坡绘本作家阿果的图文

书，每一篇文章都配以作者的一幅手

绘插图，借稚气盎然的插画，引领读

者走入文字的世界。 

中学高年级 

31 鱼和钓鱼的人 周粲 玲子传媒 作者生活中汲取灵感，以自己所见所

闻所感，去芜存菁、剪裁拼贴后，凝

聚成一篇篇短小精悍、富有启发性或

震撼力的闪小说。 

中学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32 心中的火车 艾禺 玲子传媒 本地作家艾禺的微型小说和闪小说合

集。约六十篇生活作品是一列生活的

火车，不同颜色的车厢里，载着自己

和许多他人的故事，不分昼夜，向前

进发，永不停息。 

中学高年级 

33 蒲公英的初夏梦 胡月宝 玲子传媒 事关新加坡人、情、事的散文。每一

篇散文都由一个主题为轴心，分串几

则在国内外的生活见闻与所思所感。

内容共分四辑：一、以地为轴叙事写

人抒情、二、纪时写事记人抒情、

三、记人写事抒情、四、记事写史书

写描述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中学高年级 

34 扬声堂（有声书）    杨君伟 八方文化创作

室 

本书是杨君伟不断创新的尝试。收录

了他近年来的 76 篇散文随笔，也是新

加坡难得一见由作家本身进行录制的

有声书。 全书共分七辑：深入浅出；

吾爱吾语；当代表情；媒妁乱言；童

言无忌；拼贴记忆；沿途风景。在不

同章节里记录了作者对时事、民生、

环境、亲情、教学、旅行和城市等方

面的观察和体会，表现出作者的多重

性格和广泛涉猎。 

中学高年级 

35 舞台亮起 柯思仁 八方文化创作

室 

本书是柯思仁博士在《联合早报》副

刊的专栏文章，作为文化、剧场和表

演的研究学者，他期许以剧场和现实

互为隐喻的方式，书写剧场给予的启

示，现实产生的冲击，并以写散文的

精力来经营。这三十二篇散文是作者

在三十二幕特定空间与时间框架里当

下的启发和感受。 

中学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36 岛上纪事：1990-2015 符诗专 八方文化创作

室 

本书结集了符诗专博士近 25 年间在新

加坡不同角落所书写的 50 篇文章。记

载了当下的思绪，或评论一部电影；

或说说媒体发展之趋势；或讲讲岛上

的民生民情，有些当下眼望岛外风

光；有些当下评析岛国风雨，所书写

的不仅是一篇篇小块文章，也是在岛

上不同时间和空间所留下的一则则真

实纪事。 全书归类为电影内外、新旧

媒体和情牵岛国这三大单元。 

中学高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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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子传媒 

Lingzi Media Pte Ltd 

林得楠   

Denon Lim  

denon@lingzi.com.sg 

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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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联书局私人有限公司 

Union Book Co Pte Ltd 

叶家维 

Yap Chia Wei 

chiawei@unionbook.com.sg 63380696 

八方文化创作室 

Global Publishing 

冯婉明 

Feng Wan 

Ming (Mdm) 

wmfeng@wspc.com 6466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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