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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阅读是一种乐趣。一本好书可以让
你在烦恼的时候发现快乐，在寂寞
的时候感受陪伴，在迷茫的时候找
到方向。
阅读是一种习惯。培养阅读习惯的
第一步，是每天抽出一点时间进行
阅读。读一本你喜欢的书，坚持每
天读几页，日复一日，养成习惯，
有如一个人习惯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情是看手机；等车时刷看Instagram
上朋友或明星的图片然后分享点赞
留言；练舞和没练舞时也一边数拍
子、哼着音乐，一边摆动四肢。
书的种类繁多，我们都在浩瀚的书
海中寻找想看的好书，来一次探索
世界的旅程。我们这里推荐多数人
都爱看的小说分类：校园·励志、推
理·惊悚、奇幻·科幻、影视·动漫，还
有内容丰富有趣的非小说类别：语
言、休闲、文学、历史。
给自己一本书的时间，是让自己沉
淀专注，与自己对话，同时从阅读
中体验另一种生活，去感受别人的
喜怒哀乐。
致年轻朋友们，希望这本小册子里
的推荐读物，可以给你提供多样的
选择，有助你养成阅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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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
为毛小孩找个家

八月就要来了

作者 碧澄

索书号 Y BICG

作者 王淑芬

索书号 Y WGSF

现代人形容宠物猫狗为毛小孩。故事主人翁江佩琪从小就很喜欢狗，长
大后工作再忙还是会定期到流浪狗中心做义工。她也积极鼓励领养取代
购买宠物。当流浪狗中心面临经费不足、容纳流浪狗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的问题时，佩琪突然发现自己患上癌症。她又会如何面对未来的人生？

本书由九篇短篇小说组成。故事情节有不同的主线，围绕在青少年日常
中如何处理亲情、友情和爱情等问题。叙述的浅白文字配上生动的对
话，容易引起共鸣。身为学生的你是不是也像故事里的学生角色那样热
爱生活，追求梦想呢？

版权所有。Selangor：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2017

版权所有。昆明市：晨光出版社，2017

莫里

梦创营

作者 陈帅

索书号 J SING CNS

作者以第一人称书写，讲述善良的女孩卡琪和天资聪明却身患重病的男
孩莫里之间的真挚友谊。为了让莫里在剩下的日子过得开心和有意义，
卡琪想尽各种办法来鼓励莫里。温馨真诚感人不做作的故事情节特别动
人。这部中篇小说在中国荣获第二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之“银葵
花奖”。

作者 蛛宇恒

索书号 Y ZUYH

故事主人翁雨恒虽然成绩和课外活动的表现都很普通，但他擅长写长篇
小说，以笔名“痕宇”写的网络小说颇有名气。只不过他的稿件频频被
出版社退回，令他心灰意冷。直到同学诗柔邀请他参加梦创营，他认识
了其他同样拥有创作梦想的团员，他的人生才开始转变……
版权所有。Johor Bahru：青苗出版有限公司，2017

版权所有。北京市：天天出版社，2018

他们都说我有公主病
作者 斯帖

索书号 Y SITE

引用时下青少年最感兴趣的话题和熟悉的口头禅作为切入点，作者在叙
述每则故事的开头都会通过卡通插图人物的心声来道出青少年的烦恼。
故事通过问答方式来解答青少年的疑问，结尾也附上四格漫画的逗趣情
节来凸显主题。
版权所有。Selangor：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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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
瞄准吧！少年

别公开我的私信

作者 冬凡

索书号 Y DGFN

作者 谢智慧

索书号 Y XEZH

罗纳德10岁就在美国和阿姨生活念书，他特别喜欢射箭。他觉得射箭很
疗愈，能让他暂时抛开烦恼。17岁那年，他以交换生的身份回到马来西
亚，加入学校射道部，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参加比赛切磋箭术。
比赛终归有赢家和输家，在竞逐胜利的同时，大家的友情经得起考验吗？

故事的每个章节都是一封信，只有主角棠悦写的信，并没有主角笔友伊琳
的回信。棠悦很信任伊琳，毫无保留地在信里分享她的秘密，以及她参加
歌唱比赛的心路历程。怎知，棠悦的信被公开了，被媒体大肆渲染，对她
造成巨大的伤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伊琳出卖了棠悦？

版权所有。Kuala Lumpur：嘉阳悦读天地有限公司，2018

版权所有。Kuala Lumpur：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18

1/2男朋友

无用少年的怪奇守护者

作者 傅佳俊

索书号 Y FUJJ

作者 张万荣

索书号 Y ZGWR

美仪先邂逅在小吃店打工的男生，对他产生好感。后来在学校遇见长得
一模一样的篮球员，美仪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不是双胞胎，名字也
不同，可是怎么长得那么相似？他们俩究竟是什么关系，知道彼此存在
吗？从校园发展开来的情谊，出乎你意料之外。

林颖杰是个平凡的中学生，过着与好友打篮球、在学校时不时被恶霸同
学欺负的日子。直到那名叫渡、除了颖杰其他人都看不见的怪人突然闯
进他的人生，一切开始有了改变。渡究竟是什么身份？对颖杰感到好奇
的他如何激励颖杰？

版权所有。Kuala Lumpur，Malaysia：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19

版权所有。Singapore：Kadokawa Gempak Starz (S) Pte Ltd，2018

20几岁没做到的事
作者 王彪民

索书号 Y WGBM

故事主人翁从小就特别多话，总是对同学说话。班上的老师受不了，惩
罚他整节课说故事。没想到这个特殊的惩罚启发了他，他开始立志未来
要当一名电台DJ。尽管不断参加演讲比赛，但他还是必须应付课业。努
力不懈的他，是否离梦想更近一步？
版权所有。Singapore：Kadokawa Gempak Starz (S) Pte Ltd，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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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
沉睡天使

甲虫折纸

作者 艾禺

索书号 Y SING AIYU

接到莫名其妙的邀请后，潘朵拉回到了故乡，与明珠、子豪和志伟三位
小朋友再次重逢。潘朵拉邀请他们来到自己入住的民宿，却意外地经历
了一场密室逃脱游戏，而神秘的沉睡天使咖啡店也勾起了潘朵拉心中的
记忆。

作者 刘幸晨

索书号 Y LUXC

医学系学生维杰离奇死亡，揭开了几位好伙伴童年时的伤疤，迫使他们
回到当年常去的游乐园。接下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惨祸，都跟一个甲虫
折纸有着联系。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甲虫折纸是怎么回事？
版权所有。Singapore：Kadokawa Gempak Starz (S) Pte. Ltd，2018

版权所有。Singapore：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9

怪盗 Red 1 闪亮登场
作者 秋木真

啊，我的新朋友是阿飘！
索书号 Y AKIS

堂姐弟飞鸟和圭出生于怪盗世家，按照习俗当他们13岁那一年开始就要
继承家业，成为怪盗。两人都具有神奇的力量，飞鸟身手敏捷，圭则是
智商超群。两人成为完美组合，开始执行各种具有挑战的任务。
版权所有。青岛市：青岛出版社，2017

作者 许佩蓉

索书号 Y XUPR

小英是个性格内向的女孩，由于经常搬家又不善于与人相处，没有朋友
感到孤独的她非常渴望结交到新朋友。搬到新家后，小英认识了住在楼
上的小女孩小华，两人经常一起玩并成为好朋友。后来，一系列奇怪的
事情发生了……
版权所有。Kuala Lumpur：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2019

了不起的小侦探系列 1 百年老宅的危机
作者 胡万川

索书号 Y HUWC

一座百年老宅发生失窃案，镇宅之宝红木香案突然不翼而飞。
“花果山侦
探队”的四位小侦探来到老宅展开调查，却遇到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
诡异的声音、百年老宅的古老传说等都给调查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到底真相是什么？小侦探最后是否找回了失踪的宝贝？
版权所有。北京市：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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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上
作者 阿瑟·柯南·道尔

千眼怪盗
索书号 Y DOYA

作者 水泓

索书号 Y SIHG

退役军医华生遇到了福尔摩斯，成为他的好搭档，记录下了福尔摩斯一
系列精彩的探案故事。世界上最知名的侦探故事非“福尔摩斯探案集”
莫属，作者柯南道尔用他神奇的文字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个经典侦探
人物。

龙克是巧克力镇的探长，绰号“狼面探长”。巧克力节就要到了，保存
在库房里准备参赛的巧克力突然都不见了。龙克和助手来到现场寻找线
索，竟然发现案件和传说中的千眼怪盗有关。本系列【狼面探长】另有
《魔影迷宫》、《黑衣人与怪声案》、《尖牙图腾》。

版权所有。北京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版权所有。北京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

学校的池塘有古怪

见鬼

作者 猫灵

索书号 Y MOLG

作者 皇修劫

索书号 Y HGXJ

卓蓝西跟随妈妈从城市搬到了乡村。乡村学校里有个被诅咒的池塘，在
那里他遇到了鬼。30年前，学校发生的惨祸造成30多名师生死亡。真的
有鬼吗？到底真相是什么？本系列【36の禁忌】另有《被诅咒的高二C
班》、《不要随便向石头许愿》。

这是一本短篇故事集。其中〈见鬼〉这一篇讲述了佳佳和老师同学们去
露营时发生的故事。佳佳在露营时被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于是连忙跑
去追赶巴士，却发现没有人注意到她，而巴士上正坐着另外一个自己……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鬼”在等着你。

版权所有。Selangor：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2017

版权所有。Kuala Lumpur：Exact Publisher Sdn. Bhd.，2018

死亡诅咒
作者 李娜娜

索书号 Y LINN

书中有八个跟网络和死亡有关联的短篇故事。其中包括〈疯狂粉丝〉，
讲的是一个女孩在社交网络上被粉丝从追求到威胁最后到死亡；〈死亡
游戏〉，有关被诅咒的网络游戏让玩家困在游戏里直到死亡的故事。另
外还有六个离奇可怕的故事。
版权所有。Singapore：Kadokawa Gempak Starz (S) Pte. Ltd，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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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
纳米魔幻兵团

世纪之约

作者 黄海

索书号 Y HGHI

作者 汪玥含

索书号 Y WGYH

阿达原本身体健全，在一次意外坠楼后全身瘫痪。郭木城博士研发了心
物连接控制仪，让阿达通过仪器用意念来操作纳米机器人，智力有所提
升，与其他生物的感应力也增强了。失意的阿达找回了生命的意义，他
使用纳米机器人去帮助其他的人。

小文在潜水时，发现海里的一个神奇通道，来到了白硕星。白硕星国王
对小文的到来感到担忧。原来这个神奇通道“星门”，是以前占领白硕
星的暗黑王的通行之门。现在星门的封印已被解除，白硕星再次受到被
侵略的威胁。激烈的战争即将爆发，白硕星人能否抵抗暗黑王的入侵？

版权所有。太原市：希望出版社，2014

版权所有。北京：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

苍岩露营记

香香与木屋仙子：亲情和友情的历险故事

作者 买咯冰

索书号 Y SING MILB

作者 许予希

索书号 Y SING XUYX

一群中学生在参加学校主办的露营活动时，无故穿越到了中国明朝时
代。他们来到了苍岩山，加入苍岩派拜师学武。他们还要适应古代的生
活方式，学习亲自做家务事。因为对古代中国不了解，他们与古代人沟
通时，不经意掺杂了英语和现代语，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默思偶然来到了仙界，遇见五行仙子与大地母亲。五行仙子与大地母亲的
责任是保持地球万物的平衡。五位仙子凭借能控制金、木、水、火、土的
法力，看守自己的元素及相生相克的本质。大地母亲有预感将有可怕的事
情发生，因此希望得到默思的帮助。默思是否能及时阻止悲剧的发生？

版权所有。Singapore：Mainland Press Pte Ltd，2019

版权所有。Singapore：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5

烟囱之城
作者 西野亮广

索书号 Y NISA

从垃圾堆里诞生的垃圾人来到了烟囱之城。他身上又臭又脏，市民们都
远离他。善良的卢比奇愿意和垃圾人做朋友，还帮他取名普佩尔。不
料，卢比奇却因为和普佩尔成为朋友而受到同学们的欺负与排挤。卢比
奇因此决定不再与普佩尔来往。某天，普佩尔带着秘密来找卢比奇……
版权所有。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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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
法老，听说你被结界困住了
作者 稻草人

死神教会我的事
索书号 Y DOCR

作者 猫灵

索书号 Y MOLG

陈梦不停梦见古埃及法老，请求帮助他离开金字塔陵墓。尽管忐忑不
安，陈梦仍兴致勃勃地和家人到埃及旅行。他和在飞机上巧遇的同学宇
明发觉，他们都被一个蓝色瞳孔的人跟踪，随后还遭神秘组织绑架！神
秘组织的目的是什么？难道陈梦真的持有解放法老的神秘力量？

跳楼身亡的陆焕失去了生前的记忆，成为了见习死神亚瑟柯，任务是到
人间劝阻他人自杀。他跟着同样在拯救自杀灵魂的札骆兰一起执行任
务，跟恶魔和异界死神战斗。陆焕当初为什么会自杀？札骆兰背后又有
什么故事？见习死神之旅就此展开！《死神教会我的事》目前共三本。

版权所有。Selangor：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2018

版权所有。Selangor：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2018

动物园里的救世主

妖怪客栈 1 姑获鸟的纷争

作者 刘慈欣

索书号 Y LUCX

本书共有四个科幻奇异故事，每个故事都反映了奇妙的巧合对人类与地
球发展的影响，以及作者想象人类历史与命运之间的关联。其中一篇故
事〈白垩纪往事〉，是关于一同经历数万年的蚂蚁文明与恐龙文明。随
着高科技年代的到来，两个文明的冲突越来越剧烈，斗争最后导致了世
界的毁灭……

作者 杨翠

索书号 Y YGCI

李知宵所在的世界里，妖怪和人类生活在同一空间。他的太奶奶是妖界有
名的雪妖，建设的妖怪客栈能保护弱小的妖怪，给他们住宿。在太奶奶神
秘失踪之后，客栈的管理权传到知宵手中。要和妖怪相处，还要扛起保护
他们的责任，不会法术的知宵能胜任吗？《妖怪客栈》共有四本。
版权所有。合肥市：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

版权所有。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西游降妖记
作者 陆杨

索书号 Y LUYG

幻石是女娲补天遗留的神石化身的少年。他拥有穿梭时空的能力，在古
典名著《西游记》的世界里结识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路上，他们遇到
恶魔撒旦军团的阻扰，于是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撒旦的邪恶势力。本系
列【古典名著奇幻之旅】另有《烽火三国志》、《红楼千古梦》、《水
浒英雄榜》、《隋唐大决战》、《夜游聊斋界》。
版权所有。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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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
未来的未来

天气之子

作者 细田守

索书号 HOSM

作者 新海诚

索书号 Y SHIM

妹妹的降生，让四岁的小训充满期待。可是后来他发觉父母把精力放在
妹妹身上，陪伴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于是变得烦躁不安、并开始讨厌妹
妹。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每次在小训情绪失控之后，他竟然
可以穿越时空，还遇到了各种类型的人，其中包括来自未来的妹妹……

16岁的帆高独自来到东京，因为没有身份证而挣扎求存。他原本在圭介
和夏美的小公司打工住宿，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能让雨天放晴的晴女阳
菜。于是，两人借用这个特殊的能力赚取生活费。可是，东京的雨天不
间断，阳菜也发觉自己身体发生变异，一场重大的挑战即将来临！

版权所有。南昌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

版权所有。Singapore：Kadokawa Gempak Starz (S) Pte. Ltd，2019

奇迹

最好的我们：漫画版 1

作者 是枝裕和、中村航

索书号 Y KORH

因父母离异而分别住在鹿儿岛和福冈的兄弟航一和龙之介，有个共同的愿
望，就是希望一家四口可以重新聚在一起。一次偶然的情况下，航一和朋
友们亲眼目睹一位老奶奶在两辆新干线行驶交错时消失不见。于是，一群
人计划并展开一场实现奇迹之旅！
版权所有。北京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索书号 741.5951 BYC -[CMX]

作者 鲸奇动画编绘；
八月长安原著

开学第一天，耿耿和余淮在班级名单榜前结识，两人的名字凑在一起，
正好是“耿耿于怀”。于是，他们对彼此留下印象，后来更在班上成为
同桌。学习能力普通的耿耿，在课业上遇到各种困难，幸得成绩名列前
茅的余淮相助。精彩的高中校园生活，让两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漫画版故事未完待续，可参阅精彩小说版BYCA -[RO]！）
版权所有。武汉市：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大大哒：电影小说
作者 原著剧本：陈胜吉、陈定宁；
小说改写：赖宇欣

索书号 LIYX -[MO]

林满月从小就得到爸妈无尽的支持和关爱，是个乐观知足的女孩。在大
学毕业后，她在求职和工作上不尽如意。为了还债，林满月参加了一场
减肥比赛。为了成为全民女神，她用尽各种办法努力改变自己！然而，
她开始反思，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自己呢？
版权所有。Kuala Lumpur：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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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
养家之人

诛仙

作者 黛博拉·艾里斯

索书号 Y ELLD

作者 萧鼎

索书号 XODG

11岁的阿富汗女孩帕瓦娜每天都跟随爸爸到集市为别人读信写信。一
天，爸爸突然被四个塔利班军人无故从家里抓走，一家六口从此失去了
生活支柱。为了年幼的弟弟妹妹、颓废的妈妈、已经是个少女的姐姐，
帕瓦娜剪短了她的头发，伪装成男生，一边出门赚钱养家，一边等待爸
爸的归来……

青云山的草庙村全村村民惨遭杀害，只有发了疯的王二叔、张小凡和林
惊羽活了下来。两人分别投田不易道人和苍松道人门下为徒。张小凡隐
瞒自己曾与一名老僧相遇的经历，殊不知这竟将改变他平凡的一生！青
云门60年一次的七脉会武即将举行，正道与邪魔的对抗也似乎正要开
始…… 《诛仙》共有六本。

版权所有。北京市：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

版权所有。北京市：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

嫌疑人X 的献身

唐山到南洋

作者 东野圭吾

索书号 HIGK -[MY]

石神的邻居靖子在家里杀死了前夫，石神帮靖子处理尸体并掩盖真相。
然而纸包不住火，靖子前夫的失踪还是让警察查到了靖子家。石神的同
届同学、身为物理学副教授的汤川，对案件提出了各种疑点。石神和靖
子如何面对一连串的侦查？
版权所有。海口市：南海出版公司，2014

作者 故事人洪荣狄；
绘画张胜福

索书号 SING 741.595957 HD

石头和妻子鸭子从唐山飘洋过海来到南洋，途中结识张天鹏，两人结拜
为兄弟。初到南洋，生活不易，张天鹏、张天鹰兄弟俩在街道摆摊却遭
地痞欺负。后来天鹰得到蕙娘的帮助在西药房工作，天鹏则随石头和鸭
子到矿场工作。这一路崎岖不平，他们努力奋斗，为了过活而挣扎着。
本系列【信约三部曲】另有《动荡的年代》、《我们的家园》。
版权所有。Singapore：Popular book company，2014

如果世上不再有猫
作者 川村元气

索书号 KAWG

年仅30的男主角被诊断出患上脑肿瘤，可能不久于人世。忽然出现的魔
鬼，向他提出了一场交易：只要他答应让一样东西消失，就能换来延长一
天生命的机会。每样魔鬼列出的东西，都让他回忆起过去，开始思考自己
和周围事物的关系。缺少了这些被消失的事物，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版权所有。武汉市：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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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

低年级
神秘事件

读故事学成语·夸父逐日
作者 幼狮文化改编

索书号 Y 495.182 DGS

作者 杨仕成

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读故事学成语》共有四本，收录了很
多和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相关的成语及其故事，并加上解释和例句，让
你在读故事之余也能学习成语。

索书号 J 793.73 SMS

本书收集了60多个有趣的推理游戏，挑战你的思考与分析能力。在阅读案情
时，你能发掘关键的线索，找出真相吗？除了注明每个游戏的难度指数之外，
书里也提到有关破案和保护自己的有趣知识。本系列【60秒小侦探大智慧】
另有《非常现场》、《真相追踪》。

版权所有。杭州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

版权所有。成都市：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

成语 cool 1

真相只有一个 1

作者 N/A

索书号 Y SING 495.1820222
		 WAC

作者 保罗·马丁

本书收集了10多个有趣的推理游戏，挑战你的观察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要成
功破案，就得先了解案件的经过、受害人和嫌疑犯的陈述、破案线索。本书
的特别设计是折叠式的书页，分外部和内部场景让你观察案发现场，找出真
相。本系列【法国经典脑力游戏书】共有三本。

本书通过幽默风趣的老夫子漫画，解释了一百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成
语。每个成语都包括了英文解释和例句，还有反义词，能让你对这些生
活中常用的成语有更深刻的理解。《成语 cool》共有三本。
版权所有。Singapore：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2018

高年级

索书号 Y 793.93083 MAR

版权所有。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高年级
趣味汉字：好学好记的汉字课
作者 主编一功

全力扣杀
索书号 Y 495.1 QWH

想了解每个汉字背后的故事吗？怎样才能区分汉字并避免错误？本书包
括汉字趣话、趣学易错字、巧组妙词、猜字谜四大分类，让你了解汉字
的奥妙。
版权所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索书号 495.182 XH

在古代，“笨蛋”这个词不是用来形容智商？“床前明月光”指的不是睡
床？为什么用“马虎”来形容粗心？本书收录并介绍超过一百多个词的
原意和演变，以及它们与古代民俗故事及历史社会环境的关系。
版权所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索书号 Y 741.5 CYJ -[CMX]

莫子翔热爱羽毛球运动，想加入羽球社，无奈母亲反对。某天，子翔目睹同校
的羽球社队长被欺负，决定出手相助，与邻校羽球球技高强的对手对决。怎料
对决的进展出乎预料，子翔越战越勇，和对手不分上下。子翔最后能战胜吗？
他能顺利加入羽球社吗？本系列【超越极限系列·羽球篇】目前共四本，另有
《火力全开》、《杀风破网》、《蓄势待发》。
版权所有。Singapore：Kadokawa Gempak Starz (S) Pte. Ltd，2019

这个词，原来是这个意思！
作者 许晖

作者 故事：蔡诗中、李国靖；
漫画：疾风社团

世界上最跌宕起伏的推理故事
作者 崔钟雷

索书号 Y 793.73 SJS

本书收集了74个IQ问题，每个故事充满悬疑和趣味。分析了案件线索之后，
你能找出真相吗？本书挑战你的分析能力与IQ，让你享受破案的乐趣。
版权所有。长春市：吉林美术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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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

低年级
文明的曙光

风向鸡：李宁强的摄影诗
作者 诗、摄影：李宁强

索书号 SING C811.5 LNQ

作者 张武顺总主编；
主编：李征；漫画绘制：韩峰

因为一张照片有感而发，一首诗就此诞生了。诗集里的摄影和文字都由
作者一手包办。你热爱摄影吗？有没有想过为你的照片写首诗来抒发当
下的感受？相信这本摄影诗集会带给你一些启发。

索书号 Y 930.0222 HF

本书以漫画的形式，让你探索世界的古代文明，了解人类历史上的重大
事件，并知道古代人类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书中包括了古埃及文明、
两河流域文明和爱琴海文明。

版权所有。Singapore：高艺出版私营有限公司，2018

版权所有。北京市：地质出版社，2016

痕上月光

漫画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春秋 上

作者 安梓苏

索书号 Y SING C814.3 AZS

作者 林汉达著；洋洋兔编绘

作者13岁开始在《联合早报》投稿，这本书是作者送自己的18岁成人
礼。里头收录了小品和散文，从一个少年女子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再
把想法和观察到的人事物都转换成文字。朴实不做作，文字有感染力，
相信你也能感同身受。

本书是中国著名教育学家林汉达编写的历史故事集漫画版。书中介绍了
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烽火戏诸侯”、“一
鼓作气”、“老马识途”、“唇亡齿寒”等。
版权所有。北京市：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6

版权所有。新加坡：玲子传媒，2016

高年级

索书号 Y 951.00222 LHD

高年级
如果还有萤火虫

漫画名人故事 1 从老子到汉武帝

作者 林得楠

索书号 SING C811.5 LDN

这是一本诗集。作者把诗分成三个部份：树与世间情、人与真善美以及
梦与天下事。每首诗都源自于生活和梦境，每一字一句都包含了作者想
表达的情怀。
版权所有。Singapore：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7

索书号 Y 920.02 ZW

作者 张文编著；庄建宇、
李楠绘画

苏格拉底遭受家暴？秦始皇曾经是可怜兮兮的人质？本书以漫画形式告诉
你从中国古代老子到汉武帝时期中国、和世界上的名人们那些广为人知的
故事，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版权所有。北京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

说散就散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夏商西周篇

作者 刘瑞金

索书号 SING C814.3 LRJ

这本散文集按各篇章的内容分成故土、读书、性情和远行四辑，诠释了
作者这十多年来生活的各个方面。故土——有关新加坡地方的叙述。读
书——有关作者与书和阅读的旅程。性情——作者对生活的体会感悟。
远行——有关作者旅行后的有感而发。
版权所有。Singapore：新加坡作家协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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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肥志编绘

索书号 Y 931.0110222 FZ

作者以猫的形象替代人，假设历史是一群猫，把中国历史以漫画的形式
演示出来。书中包括了中国古代夏、商和西周时期重要的人物和历史事
件，如黄帝、大禹治水、武王伐纣等。
版权所有。哈尔滨市：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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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的手

大城小事

漫画唐诗 第一册

作者 王德远

作者 HOM

作者 林得楠

日治时期的童
年生活

狮城老街故事

说好的重逢有期

作者 王振春

作者 阿果

作者 李金龙

亲爱的青蛙

日常 1

作者 尤今

作者 新井圭一
あらゐるけいい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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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福尔摩斯 1
粉红色研究

又是这一班1
作者 翁添保

作者 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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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Read 3
使
使
用
用
指
指
导
导

一、

专为中学生提供的图书馆资源
专为中学生提供的图书馆资源

从苹果商店或
Play商店搜索

1

discoveReads

2

Recommendations For Teens

3

S.U.R.E. (for tips on acing your projects)

“hyread 3”后下载。
二、

三、

输入“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后以 myLibrary ID 登录。

搜索
想要的电子书，借阅后到书架
下载，随即可以开始阅读。打开电子书后有
更多功能辅助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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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我们！

脸书

活动快讯

扫描二维码，
加入中文图书馆服
务的脸书群组。

扫描二维码，
提交电邮，即可收到每个月
的活动快讯。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