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我一本书的时间】2021 年图书馆推荐给中学生的好书 

类别：小说、漫画、分类书籍（非小说） 

*欲查看馆藏现况，请点击书封面。 

 

纸本书 

 

主题：校园励志 

中学低年级 

 书名：胖少男减肥之歌 

作者：林满秋 

索书号：Y LNMQ 

出版社与年份：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19 

“橘红色的太阳正缓缓沉落，黄澄澄的，好像一个大橘子，让人忍

不住想剥开来吃。” 

太胖可能导致自己失去参加合唱团比赛的资格，故事主人翁小胖于是拼命减肥，但是

得不偿失，还被朋友们取笑…… 

 

书名：穿校服的老师 

作者：小寒文图 

索书号：Y SING XOHN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9 

“人生起气就像水煮沸了，你可以让蒸汽烫伤周围的人，然后自个

儿在空气里慢慢冷却消失，更或者你可以用它来推动一列火车。” 

萧米莉老师因为娇小，有张娃娃脸，被教育部要求到学校乔装成“卧底”学生，协助侦

察一些学生案件。 

（本书也有电子版：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5356843。） 

 

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5356843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083910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077665


书名：我只是想要有个温暖的家 

作者：斯帖 

索书号：Y SITE 

出版社与年份：Selangor：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2018 

“‘当我开始懂得赚钱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妈妈受委屈，而且一

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金明默默许下心愿。” 

金明的父亲成天酗酒闹事，搞得家里鸡犬不宁。金明和妈妈长期生活在恐惧中，但是

尽管妈妈受尽委屈，她还是不愿意带金明离开这个家…… 

 

书名：在你心里开满花·第七枚书签 

作者：徐玲著；不眠绘 

索书号：Y XULG 

出版社与年份：沈阳市：万卷出版公司，2019 

“我明白，我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感受。感受痛，

痛彻心扉的痛；感受爱，静默如山的爱。” 

七个孩子，七个不同的成长故事，给读者七种不同的体会。 

 

中学高年级 

书名：最美好的时光 

作者：杨志成 

索书号：Y YGZC 

出版社与年份：Kuala Lumpur：嘉阳悦读天地有限公司，2019 

“夕阳的最后一道余光，陪伴我们走出喧哗的街道。” 

小说的篇章各别从老师和学生们的角度来叙述，将新老师如何融

入学校生活以及同学们之间的互动串联在一块，写出动人的故事。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772549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913281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944890


书名：幸福失窃案 

作者：谢冰洁 

索书号：Y XEBJ 

出版社与年份：Kuala Lumpur：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17 

“只要她继续用行动表示真心，总有一天能打开方琳的心房。” 

幸福居然可以被偷走，你相信吗？最近，班里开始频频发生莫名

奇妙的事件，班里的气氛也被搞得越来越诡异。这一切改变似乎和新来的插班生方琳

有关…… 

 

书名：那封情书才不是我写的，略！ 

作者：伊卡 

索书号：Y YIKA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 : Kadokawa Gempak Starz (S) Pte Ltd, 2019 

“在那个小小的隔间之中，张嘉榆伤心地抬起头，她多么希望能有

个天使下凡，到她身边守护着她，不再让她受伤害，可是眼前残

酷地，只见一片长满霉菌的天花板。” 

青春也是情窦初开的时候，故事里的少男少女各怀心事，有时候只是需要一个能理清

整个局面的旁观者点醒自己。 

 

书名：变心密码 

作者：林俐娜 

索书号：Y LNLN 

出版社与年份：Johor Bahru：青苗出版有限公司，2017 

“现在，为了不伤害同学之间的友情，不管是为了芷柔还是为了她

自己，玮馨多次低声下气地说话，顺祺当然感受到她的真心诚

意。” 

朋友之间的默契，靠的是一份心意。如果朋友的性格突然发生了变化，你要如何走进

她的内心世界，试图了解她改变的原因？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007459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037876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2983450


主题：推理惊悚 

中学低年级 

书名：少年冒险王神州寻宝·莫高窟探宝 

作者：彭绪洛 

索书号：J PXL 

出版社与年份：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 

“一张张形象生动的壁画，在讲解员的口中成了一个个曲折美丽的

故事。壁画仿佛复活了，它正在说话，正在讲述着自己的故

事……” 

四位机灵勇敢的小伙伴们在莫高窟参观时，意外发现隐藏在壁画中的秘洞。经历了一

场布满重重机关的探险后，他们有了重大的发现。 

 

书名：口袋神探 1 音乐教室的神秘琴声 

作者：凯叔 

索书号：J KIS 

出版社与年份：济南市：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 

“你以为我们天生就是大人？不是啊。我们也是从你这么小的孩

子一点一点长成大人啊。” 

小侦探艾小坡和外星人鸡飞飞成了好搭档，侦破了一起起离奇的案件。每个案件的背

后都有一个科学道理，让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也学到知识。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914646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419786


书名：图坦卡蒙的诅咒 

作者：帕斯卡尔·艾德兰著；卡里姆·福里亚绘；顾珏弘译 

索书号：Y HEDP 

出版社与年份：北京市：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 

“如果有一天法老的安息受到了打扰，他的灵魂会重新回到身体，

然后再回到人世间……” 

故事主人翁作为记者跟随考古队寻找并发现了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陵墓里举世

罕见的珍宝震惊了整个世界。但之后考古队员却相继死去，让人们猜测他们的死因是

受了“图坦卡蒙的诅咒”…… 

 

书名：看不见的凶手 

作者：王修捷著；XII 图 

索书号：Y WGXJ 

出版社与年份：Selangor：大树出版社，2019 

“我想，它既然活在网络世界里，也许只有深入网络世界才可以找

到它。” 

雨军的弟弟被网络黑客“姑获鸟”迷惑而自残受伤住院。雨军在电脑高手“白袍甘道夫”的

帮助下，展开了一系列的网络行动并成功抓到了凶手。 

 

中学高年级 

书名：2 年 A 班侦探组·我们的废除考试事件 

作者：宗田理著；Shin Hashimoto 插画；蔡依伦译 

索书号：Y SODO 

出版社与年份：Kuala Lumpur : Kadokawa Gempak Starz Sdn Bhd, 

2018 

“让班上所有人都考到一百分这件事，跟让所有人都拿零分是一样

的。” 

写着考试答案的纸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同学们的家，让成绩差的同学都拿到了好成绩。

老师们开始怀疑，还请来了侦探组。结果，有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235871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068791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164966


书名：糊涂大侦探：怪兽工厂之谜 

作者：李志伟 

索书号：Y LIZW 

出版社与年份：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 

“人与动物虽然不能直接对话，却可以交流——” 

童话镇突然出现了很多怪兽，其中包括有着苍蝇翅膀的飞鼠和长

着象牙的河马等。糊涂大侦探为了调查，勇敢闯入怪兽来源处，找出了事件的真相。 

 

书名：衣柜里的女人 

作者：叶子槺 

索书号：Y YEZK 

出版社与年份：Kuala Lumpur : Exact Publisher Sdn. Bhd., 2019 

“他开始想象，以没有身躯的状态飘泊于世上会是什么感觉。附身于

别人身上，那感觉会不会像是重生呢？” 

一个个惊悚小故事，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带有生活的味道，让你感到熟悉的当儿

也嗅到可怕的气味。冷不丁，让你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 

 

书名：夜半听童谣 

作者：张世濠 

索书号：Y ZGSH 

出版社与年份：Kuala Lumpur : Kadokawa Gempak Starz Sdn Bhd ; 

Singapore : Kadokawa Gempak Starz (S) Pte. Ltd., 2019 

“这汤每个人就只有一份，坏掉了就没了。要是喝错别人的汤，就

会像他们一样。” 

一个个离奇且恐怖的故事串在一起，围绕着有关白化症小姐妹故事这个主轴，看似互

不相干，其实想要诉说人性的真善假恶。夜半听童谣，会让你沉醉还是让你害怕呢？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900535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944899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914579


主题：科幻奇幻 

中学低年级 

书名：故宫怪兽谈 1 地下皇宫 

作者：常怡 

索书号：J CGY 

出版社与年份：杭州市：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不但不会死，待在这里还会永远年轻。哪个人希望自己满脸皱

纹，眼神浑浊，皮肤松弛，脖子打褶呢？永远年轻地活下去，这

里简直是人类的天堂。” 

李小雨的父母是考古研究家，从小她就在父母工作的故宫里玩，能和故宫里的动物和

怪兽沟通。为了寻找离奇消失的父母，小雨闯入故宫底下的神秘皇城，继而发现惊人

的秘密。 

 

书名：两分钟的冒险 

作者：冈田淳著；太田大八绘；叶韦利译 

索书号：J OKA 

出版社与年份：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19 

“两位仔细想想，如果我告诉你们，这就是降龙剑，结果你们却

拔不起来，会怎么样呢？你们就知道自己不是注定的人选，也

打败不了龙，这么一来，就得在明知会惨败的情况下上阵战   

斗。” 

小悟向会说话的猫许愿，却被带到另一个世界，得知那里的人类因为猜谜输了，青春

活力都被龙吸走，变成了老人。身为这些人类后代的小悟因此决定前往龙之馆和龙展

开一场决斗。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176194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054786


书名：奇思妙想李大奇·星际二手市场 

作者：李志伟著；绘时光绘 

索书号：J LZW 

出版社与年份：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 

“我明白了，这是外星人的入侵地球计划！他们不用飞碟进攻，

而是派一个老板来贩卖外星高科技产品。地球人过度依赖外星产

品，就会变成懒人、胖人，几年之内全部慢慢死去。” 

这是李大奇和他的爸爸、方便面博士等人使用时光倒流手电筒、找东西指南针等发

明，以及与外星人邂逅时发生的八个奇思妙想故事。 

 

书名：时间猎人 1 时间规划师之路 

作者：卫斯卡 

索书号：Y WISK 

出版社与年份：长春市：吉林摄影出版社，2018 

“格诺知道，克卢说得没错。他们是穷人。穷人意味着在时间银

行没有存款，电子掌钟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只能靠每天领取公共

任务屏上的任务获得极少的报酬来勉强维持生活，压力大，日子

又都过得紧巴巴的……” 

在这个世界，时间取代了货币，费用都是以时间来计算的。格诺的母亲得了病重，为

了筹够时间来付医药费，他和他的朋友们接下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任务来赚取时间。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260957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968463


中学高年级 

书名：我的画风不太对 1 

作者：淡樱 

索书号：Y DNYG 

出版社与年份：长春市：吉林摄影出版社，2017 

“曼曼爸病逝后，曼曼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听到妈妈泣不成声

时，曼曼才意识到自己要坚强。不管命运能否扭转，她都想尝试

着去改变，最起码她为此努力过，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命运残酷

地画上句点。” 

地球被淡尔特星人改建成一个生活游戏系统，外星人以玩家的身份进行游戏任务，而

地球人则是这些游戏任务中过着真实生活的 NPC（非玩家控制角色）。艾曼曼是唯一

有辨认外星人能力的人类，她结识了秦烨教授和外星人小猫和张远，四人一同调查一

连串命案的真相。 

 

书名：阿多拉基 1 废墟中的幸存者 

作者：郭妮；索飞澜绘 

索书号：Y GONI 

出版社与年份：北京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 

“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机甲驾驶员，首先必须对机甲驾驶拥有超乎

寻常的热爱。机甲驾驶训练是极其枯燥而艰难的事情，如果你没

有足够的热爱和坚持，就会和绝大多数人一样选择放弃。只有坚

持到最后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胜利，成为最优秀的机甲驾驶员。” 

在废铁镇长大的沐恩，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机甲驾驶员。他过着平凡的日子，直到有

一天，他遇到了神秘的气球机械人，展开了一场面对智能人和外星人的冒险旅程。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178504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510189


书名：Hermes 马戏团 

作者：苏飞 

索书号：Y SUFI 

出版社与年份：Kuala Lumpur：嘉阳悦读天地有限公司，2018 

“黑狗俊乐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即使他牺牲了，他也不愿意小希受

到半点儿伤害。是他把小希牵连进来，绝对不能再连累她，他必

须自己去承担所有后果。” 

俊乐收到了神秘的音乐盒，打开后变成了一只黑狗。他寻求朋友小希的帮助，一起完

成马戏团团长 Hermes 给他们的任务，变回人类。 

 

书名：梦街灯影  

作者：王君心 

索书号：Y WGJX 

出版社与年份：大连市：大连出版社，2017 

“霄恬，你要记住，你最强大的地方绝对不是技巧，也不是灵

力，而是你能与梦进行沟通。无论在哪个梦里，能得到梦的信

赖，让梦帮助你，你就安全了。” 

少女于霄恬得知自己是一个梦巫，听说梦巫都有把梦从词转而封印到石器里的能力。

她被神秘的“四老司”邀请加入他们，为仙人收复人间的梦。然而于霄恬更想把梦留在

人间…… 

（本书也有电子版：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5744356。） 

 

  

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5744356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886538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117817


主题：影视动漫 

中学低年级 

书名：当我们在一起：电影漫画 

作者：原著剧本：张爵西；漫画改编：杨依宁、陈国胜、Harnyhi 

索书号：Y 741.59595 DYM -[CMX] 

出版社与年份：Kuala Lumpur：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18 

“淑娴啊，其实爸爸什么都不怕，最怕就是忘了你们，忘了你和思

家是我最爱的家人……所以，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林师傅搬家后，迎来了回国的女儿淑娴和外孙女思家，却发现自己患上失智症。林师

傅忌讳寻医，他和家人朋友该如何应对这场挑战？ 

 

书名：冰菓 

作者：米泽穗信著；方宁译 

索书号：YONH 

出版社与年份：长沙市：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 

“十年后，我一定不会后悔有过这样一段日子。” 

折木奉太郎受姐姐所托加入了古籍研究社，原本一心要过平静生

活的他，开始和另外三位社员一起调查、找寻 33 年谜团的真相。 

 

书名：情书 

作者：岩井俊二著；穆晓芳译 

索书号：IWAS 

出版社与年份：海口市：南海出版公司，2018 

“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就是幸福。” 

故事主人翁“我”莫名收到了一封署名渡边博子的信件，几封书信来

往后，她才明白原来收信人并不是自己，而是曾和自己同班、同名同姓的男同学，随

之回忆重新认识这段情谊。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142108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1083455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087295


书名：风声 

作者：麦家 

索书号：MIJA -[AW] 

出版社与年份：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不要因此有什么遗憾，事实上这个世界沉默的事远远比公开的

多。” 

1941 年抗日期间，张司令交代吴志国、金生火、李宁玉、顾小梦四人破译一封加密文

件，信息竟是他们当中有间谍。“吴金李顾四，你们谁是匪？” 

（本书也有电子版：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993988。） 

 

中学高年级 

书名：坏小孩 

作者：紫金陈 

索书号：ZIJC -[MY] 

出版社与年份：长沙市：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这一厘米，通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未来。” 

父母离异后跟随母亲的中学生朱朝阳，重遇小学同学丁浩并认识

了普普，在一次爬山玩耍后偶然掌握了张东升的犯罪证据，继而和他进行了一场玩命

的交易…… 

（本书也有电子版：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5704065。） 

 

 

 

 

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993988
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5704065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441242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1346860


书名：锦衣之下·上 

作者：蓝色狮 

索书号：LNSS 

出版社与年份：黑龙江市：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 

“他和今夏，是不是就像这狗尾巴草一样，拼尽全力地活着，拼尽

全力地让自己活得乐和的，但是，不管他们再怎么拼尽全力，终

究还是野草，风过，他们就得对人卑躬屈膝点头哈腰。” 

观察力强的捕快袁今夏因为调查私吞十万两修河款案件与冷酷严肃的锦衣卫陆绎相

遇，殊不知案件背后竟牵涉倭寇与朝廷，还翻出了今夏的身世。 

 

书名：我们的故事 1：曾经，我们以为没有明天 

作者：梁志强作品，张胜福绘图 

索书号：SING 741.595957 NJ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 :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 2016 

“在新加坡，不管你是什么种族，我们对待大家都是公平的，只有

对待大家公平，我们的社会才会稳定。” 

传统华人家庭重男轻女、迷信，被赶出家的招弟回到娘家后，为了留在娘家和养家糊

口开始摆摊做生意，一家人面临“地牛”、流氓、饮食卫生、种族暴乱、水患等各种问

题。 

 

书名：打喷嚏 

作者：九把刀 

索书号：JUBD -[MO] 

出版社与年份：台北市：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14 

“‘如果我有这种能力就好了，我从小就希望自己像漫画里的英雄一

样。’我有感而发，慢慢抬起头：‘但至少，我从漫画里学到了英雄

挺身而出的勇气，全是你教我的。’” 

王义智和叶建汉住在同一所孤儿院，两人都喜欢有超能力的英雄和心心姐姐。在离开

孤儿院后，他们各自寻找自己的目标和存在的意义。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1504030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2395508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1508668


主题：文学诗词 

中学低年级 

书名：诗词的韵味 

主编：陈爱民 

索书号：Y C811.004 SCD 

出版社与年份：深圳市：海天出版社，2018 

四个篇章分别介绍古典诗词的发展历程、体裁题材、艺术手法、

鉴赏方法。 

 

书名：华文老师趣味故事 

作者：穆军 

索书号：SING C814.3 MJ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20 

作者以华文教师的角度分享 25 个有关华文用语的故事，每一篇都

是教学时、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值得反思与学习。 

 

中学高年级 

书名：石头：英培安诗集 

作者：英培安 

索书号：SING C811.5 YPA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城市书房，2020 

这是作者 16 年来精选的 30 首诗，充满画面的文字加上浓厚情感，

诉说一个个诗人眼中的故事。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978565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263350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504136


书名：我们都在旅途上 

作者：赖国芳编著 

索书号：SING C814.3 LGF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 : Jayon Inc (Pte. Ltd.), 2019 

16 名作者自述生活中记忆深刻的故事，分享他们在国外工作、旅

游的体会，以及对亲情、生与死的反思。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936442


主题：历史文化 

中学低年级 

书名：兵马俑的秘密：西安·皇家篇 

作者：乔冰；纸上魔方绘 

索书号：J 951.022 QB 

出版社与年份：吉林市：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 

通过漫画中轻松有趣的介绍，读者将认识皇宫的建筑、文物、宫

廷御膳、有名的兵马俑和其他有趣的历史文化资讯，从中领悟中

华文化的精髓。 

 

书名：揭秘丝绸之路 

作者：麻雪梅 

索书号：J 951 MXM 

出版社与年份：西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未来出版社，2018 

跟随作者探寻丝绸之路的历史，读者将认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与

文化交流，以及现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计划与发展。 

 

中学高年级 

书名：漫画中国·圆明园 

作者：上尚印象绘著 

索书号：Y 951.0222 MHZ 

出版社与年份：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8 

这本漫画介绍了皇家园林——圆明园的由来，也分享了在圆明园

建筑资讯和在圆明园发生的历史事迹。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893831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022368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903350


书名：太喜欢历史了 叁 秦与西汉 

作者：知中编委会编著 

索书号：Y 931.01 CHI 

出版社与年份：北京市：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 

这个系列介绍中国古代历史。本书以秦朝和西汉为主题，分享了

这两个朝代的时代背景、衣食住行和历史事件。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002564


主题：自传传记 

中学低年级 

书名：小小艺术家：传奇画家小时候的真实故事 

作者：戴维·斯特布勒文；杜奇·霍纳图；柳筠译 

索书号：J 709.2 STA 

出版社与年份：桂林市：漓江出版社，2017 

这是关于 17 位传奇画家儿时的故事。虽然这些画家后来都举世闻

名，但是他们小时候跟其他孩子并无不同，都是顽皮又可爱。 

 

书名：李光耀光耀一生（1923-2015） 

作者：许春得 

索书号：SING 959.57051092 XCD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 :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Pte 

Ltd, 2015 

本书用插画的形式介绍了李光耀的一生，让年轻一代对新

加坡建国之父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怀念他对新加坡作

出的贡献。 

 

中学高年级 

书名：安妮日记  

作者：安妮·弗兰克；赵吉玲译 

索书号：Y 940.5318092 FRA 

出版社与年份：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7 

德国犹太少女安妮随父母躲在荷兰，后来被德国纳粹抓捕，最终

不幸病死于集中营。她在躲藏期间记录了每日的生活，日记被出

版成书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175601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1297486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2961952


书名：佘有进的风云际会 

作者：佘立松；魏君译 

索书号：SING 338.092 SS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八方文化创作室，2020 

19 世纪早期，佘有进从中国飘洋过海来到新加坡。他靠自己的勤

劳苦干取得成功，有新加坡的“甘蜜胡椒大王”美誉，也成为新加坡

华人领袖，为新加坡华社发展进步做出贡献。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244768


主题：休闲旅游 

中学低年级 

书名：坏狐狸 

作者：本杰明·雷内；谢昱译 

索书号：Y 741.5944 REN-[CMX] 

出版社与年份：石家庄市：花山文艺出版社，2018 

坏狐狸的名声不好，平日和周遭动物的互动难免遭嫌弃。它该如

何让其他动物相信它的本性并不坏呢？ 

 

书名：走过缅甸的日出日落 

作者：黄国安 

索书号：SING 915.91 HGA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8 

这本书以作者单独旅行时的自由视角和慢步伐观察，为读者深入

介绍缅甸。 

 

中学高年级 

书名：我要像海鸟一样飞 

作者：Harnyhi 漫画；陈惠君原著 

索书号：Y 741.59595 HAR-[CMX] 

出版社与年份：Kuala Lumpur：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19 

城市长大的转学生如何撇开成见，融入渔村生活和新朋友打成

一片？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174135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073604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827844


书名：台湾笔记 

作者： 黄匡宁文、摄影、编辑 

索书号：SING 915.1249 HKN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巴特尔，2019 

台湾好山好水，作者到这个国家无数次，吃遍也玩遍北中南等地

方，一起通过她的文字和照片，来一场台湾的精彩之旅吧。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038298


电子书 

 

类别：恐怖漫画 

书名：听说学校有那个 

作者：张义方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胆小者勿看！若曾在

学校上厕所时听到声音，或站在学校大树下时感觉上面仿佛有

人，请别因好奇心而查看，因为你或许会遇到“他们”...... 

 

 

类别：历史漫画 

书名：少年项羽之初露锋芒 

作者：韩阳动漫编绘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秦朝的暴政使得民

怨沸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终于起来反抗。后世称为悲

剧英雄的项羽是力能扛鼎的英雄，还是妇人之仁的懦夫？让我们

和穿梭古今的小主角们一起读历史、品英雄！ 

 

 

类别：狮城诗集 

书名：月光隧道 

作者：龙永华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这本诗集共分五辑，

收录作者童年往事，以及传奇典故、生活点滴、画作摄影、自然

风景。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17608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68641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13426


类别：狮城传记 

书名：壹千个回忆：管雪梅回忆录 

作者：管雪梅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本书涵盖娱乐圈的点

点滴滴，也记录作者自小到老的青春年少、学业事业、家庭天

伦、知己好友、圈里圈外、台上台下、感恩生活与岁月笔蹟等。 

 

 

类别：狮城散文 

书名：品味生活的感动 

作者：尤今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把生活的种种感悟化

为蕴含思想亮光的文字，牵动他人的心弦、影响他人的价值观，

让大家细细品尝人生甜酸苦辣的各种滋味。 

 

 

类别：奇幻小说 

书名：诗魂 

作者：陈郁如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十五岁的柳宗元和唐

朝诗人同名同姓，却对唐诗一窍不通。某天，他成功背会诗之

后，意外来到与诗里描写的简介一样的神奇异境。为了拯救并恢

复遭到邪恶力量破坏的诗境，他必须破解诗魂的提示，集齐五个 

魂气、找回诗魂。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12836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12929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8584


类别：疗愈小说 

书名：别告诉爱丽丝 

作者：凯西·卡瑟迪（Cathy Cassidy）；黄意然译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爱丽丝·毕奇在一场

过夜派对上失足摔落后昏迷不醒，经历了一趟穿越现实与奇境的

异想旅程，从被霸凌孤立到学会原谅。 

 

 

类别：写实小说 

书名：82 年生的金智英 

作者：赵南柱；尹嘉玄译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全文以金智英的记忆

为叙述主轴，探讨韩国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与偏见、看不到的性

别歧视，以及女性在家庭、职场、婚姻中的牺牲。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72024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6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