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名 月亮冰激凌
作者 白希那著；明书译
索书号 JP BAE
简介 一个炎热的夏天晚上，家家户户都关上门窗，打开风

扇和空调解热。没想到，突然停电了，而月亮竟然也
融化了！楼长奶奶用化掉的月亮做成美味的冰激凌，
并解决了大家又热又没电的问题。在大家都进入梦乡
后，楼长奶奶家又发出了声音。那会是什么呢？

 版权所有：南宁市：接力出版社，2015

书名 飞天大面包
作者 深见春夫著、绘；彭懿译
索书号 JP FUK
简介 大家坐上了飞天大面包，随着它到达面包王国，品尝了

各种形状的面包。当飞天大面包继而飞进森林时，一头
怪兽竟然冒了出来，将所有人都吞进了肚子里！大家能
否逢凶化吉呢？

 版权所有：北京市：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书名 森林深处的灯光
作者 香山美子著；柿本幸造绘；朱自强译
索书号 JP KOY
简介 小狐狸在雪停后外出，发现森林深处有一间它没看

过的小房子。小房子里灯光闪烁，小狐狸从窗户看
见许多种动物的影子，以为可以交到很多朋友，于
是第二天便和松鼠一家分享这个大发现。究竟小房
子里住着谁呢？

 版权所有：北京市：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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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乘秋千旅行的猫
作者 张秋生文；吴波图
索书号 JP ZQS
简介 一只黑猫突然异想天开，想飞上蓝天去旅行，于是他

选择乘秋千来开启这次的旅行。他飞过森林、山峰，
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周围连一只鸟都没有了。这
时的他，开始害怕了。正当他要往下掉时，却侥幸地
落在一个城堡的尖顶。城堡会是他的最终站吗？

 版权所有：南京市：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

书名 妈妈来了
作者 扎扎·平松著；露荷·蒙路布绘；余婷婷译
索书号 JP PIN
简介 一个粗心大意的妈妈经常丢三落四，全家人对于她

的粗心都习以为常。小女儿原本觉得很有趣，直到
有一天她要上小学前，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她变得十
分的忐忑。妈妈没有察觉，直到老师的提醒，她才
发现了女儿的不安。面对女儿的不安情绪，妈妈会
怎么安慰她呢？

 版权所有：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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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我们去火星 
作者 方素珍著；简永宏绘
索书号 JP FSZ
简介 地球发生爆炸了！熊多多、猪皮皮和羊咩咩惊吓之

余，决定逃到火星去。由于飞船是迷你型的，每人只
能带三样小东西上飞船，因此他们个别去作准备。临
行前，猪皮皮却发生了小意外，导致他晕倒来不及逃
离地球！

 版权所有：杭州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

书名 阳光小列车：最棒的小列车
作者 信实著绘；王维幸译
索书号 JP NOB
简介 勘太郎很喜欢火车，想看遍日本所有不同的火车，于

是便与小列车一同出发。一路上，勘太郎只顾着看其
他的火车，令小列车非常嫉妒。为了吸引勘太郎的注
意，小列车变身成为各种各样的火车。当小列车露馅
后，勘太郎发现他最喜欢的还是小列车！

 版权所有：武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

书名 爸爸去哪儿了？
作者 五味太郎著；猿渡静子译
索书号 JP GOM
简介 故事里的小男孩和爸爸一起去逛百货公司，但是因为

自己的好奇心，而和爸爸走散了。他不在原地等待，
而是到处去找爸爸。找爸爸的过程一点也不轻松，小
男孩越找越无助，他要怎么做才能再次见到爸爸呢？

 版权所有：北京市：新星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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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神奇的魔法毛线
作者 塞巴斯蒂安·麦什莫泽文图；王晓翠译
索书号 JP MES
简介 小猪公主每天有三个愿望，有一次她要了一团永远用

不完的彩色魔法毛线和一对全自动的织毛衣针。用完
后，她随手放在桌子上便出门了。独自留在家中的沙
皮狗先生出于无聊，由室内到室外，用毛线和织毛衣
针为各种物件织出了各式各样的毛衣，从中得到了无
穷的乐趣。然而，一场大雨却让五彩缤纷的毛衣变得
黯淡无色。小猪公主能否为他实现愿望？

 版权所有：武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

书名 莎娜和森林帽子店
作者 成田雅子文图；小汇译
索书号 JP NAR
简介 莎娜和鲁鲁在森林里捡到两顶会让他们变小的帽子。

原来这些帽子都是森林帽子店的蟋蟀老爷爷丢失的。
蟋蟀老爷爷因为这些专卖给橡子们的帽子最近供不应
求，十分烦恼。于是，莎娜和鲁鲁便动起手来帮老爷
爷做帽子。帽子都卖完后，莎娜和鲁鲁会不会变回原
来的样子呢？

 版权所有：北京市：连环画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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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千万别放弃
作者 宫西达也著；彭懿译
索书号 JP MIY
简介 大灰狼在路旁发现奄奄一息的小猪，并把它带回家，打算等小

猪病好后再把它吃了。然而，大灰狼却开始全心全意地照顾起
小猪，煮东西给它吃、唱歌和跳舞逗它开心。可是小猪的病情
却没有好转，它甚至要放弃生命，让大灰狼把它吃了。大灰狼
始终不肯放弃，还冒着生命危险去摘能治病的红花。最终，死
神会让大灰狼和小猪如命中注定般的死去吗？

 版权所有：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书名 森林里的茶话会
作者 宫越晓子文图；彭懿，周龙梅译 
索书号 JP MIY
简介 爸爸去奶奶家扫雪，忘记带上蛋糕，于是秋子追了出去。奶奶

家在森林的另一头，秋子沿着脚印追，一不小心把蛋糕摔坏
了。她看见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以为是爸爸，便尾随他走进
了一座陌生的房子。她惊讶地发现那个男子不是爸爸而是一头
熊！她还被小羊邀请参加茶话会，而参加茶话会的都是森林里
的动物们。它们不但热烈地欢迎秋子，还把自己的蛋糕送给秋
子，取代摔坏的蛋糕。奇怪的是，动物们把秋子送到奶奶家
后，秋子还来不及向它们道谢，它们竟然全部一起消失了！

 版权所有：贵阳市：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

书名 机器人小不点儿
作者 金波
索书号 JS JNB -[HAN]
简介 小不点儿是一个失灵的机器人，所以它被扔进了废料场。它很

幸运的遇到了小绿人，小绿人轻易地把它修好了。这个废料场
原先是绿人的家园，但是因为树木被人砍伐了，所以绿人都离
开了。小绿人和家人走散了，于是还留在这里。小不点儿决定
帮助小绿人到小岛寻找她的家人。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艘小蓝
船，开始他们的冒险之旅。一路上，他们虽然遇到了重重困
难，但是都因为动物朋友们的帮助而化险为夷。最终，小绿人
和家人能顺利地重逢吗？

 版权所有：北京市：现代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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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波
索书号 JS JNB -[HAN]
简介 小不点儿是一个失灵的机器人，所以它被扔进了废料场。它很

幸运的遇到了小绿人，小绿人轻易地把它修好了。这个废料场
原先是绿人的家园，但是因为树木被人砍伐了，所以绿人都离
开了。小绿人和家人走散了，于是还留在这里。小不点儿决定
帮助小绿人到小岛寻找她的家人。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艘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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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小铃铛历险记
作者 孙幼军
索书号 JS SYJ -[HAN]
简介 有一天，渔具店里来了一个顾客，他买了一个小铃铛

和一个大鱼钩。大鱼钩很锋利，扎进鱼的嘴巴，鱼就
无法逃脱。而拴在鱼竿的小铃铛，则在鱼儿上钩后响
起来，让主人把鱼竿抓起，鱼儿就被扯上岸。小铃铛
不忍心看到鱼儿们被大鱼钩伤得血流不止，也害怕听
到他们的哭叫声，所以决定离开去流浪。它遇到了一
只罗嗦的毛毛虫和冒失的小伙子，过得又惊险又有
趣。它最后会在哪里停留呢？

 版权所有：北京市：现代出版社，2014

书名 爱打架的独角仙 
作者 柯心平，兔子波西著 
索书号 JS KXP -[HAN]
简介 独角仙都很爱打架，特别是肥肥和胖胖这两个大恶

霸。他们从来不好好说话，老爱大打出手。仙仙是一
只与众不同的独角仙。他不喜欢打架而喜欢看书，因
为书看多了，就会懂得道理。他发现好吃或好玩的东
西，也一定与大家分享。有一天，森林里来了一个凶
恶的扁锹形虫阿诺，把肥肥和胖胖给打了一顿，并且
宣布他是森林里的老大，大家必须听他的话否则会被
他毒打。昆虫们被吓得胆战心惊。不知情的仙仙也被
阿诺摔得鼻青脸肿。仙仙突然想到书上提过  “团结力
量大”  ，于是他和其他昆虫们齐心合力把阿诺给团团
包围并制服了他。从此，阿诺不再欺负人了，大家变
成了好朋友。

 版权所有：沈阳市：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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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亚奇的料理梦
作者 林丽丽
索书号 JS LLL -[HAN]
简介 亚奇和奶奶的感情很亲密，特别是奶奶烹煮的佳肴，滋养了他

的童年，也让他爱上了烹饪。亚奇喜欢和妹妹玩过家家，想像
自己是个鼎鼎有名的大厨师，为扮演顾客的妹妹烹煮美味佳
肴。但是妈妈却认为他是男生，不应该玩这种游戏，而且她希
望亚奇能好好读书，而不是当一个在厨房里工作的人。在奶奶
的支持和教导下，亚奇坚持他的料理梦，不断地努力学会烹煮
料理。他做出来的道道佳肴甚至比奶奶的还好吃。妈妈看到亚
奇在准备料理时的快乐和自信，也决定不再限制他的兴趣了。

 版权所有：西安市：未来出版社，2015

书名 小鬼家来了外星人
作者 申正民
索书号 JS SHI
简介 纽扣外星人一直和地球人做伴，只是一直没被发现。有时它们

还会和地球人开开玩笑，让他们手忙脚乱。大有小朋友学习比
同学们慢，常常被取笑。然而，当大有戴上同学小琪的一粒纽
扣时，他竟然变得特别聪明，摸摸纽扣就能回答老师提的所有
问题！

 版权所有：北京市：华夏出版社，2014

书名 正义之士：德拉夫拉星人的故事
作者 宫西达也著；朱自强译
索书号 JP MIY
简介 在一个星球上，一群孩子抓住了一只蜻蜓。他们正想把它的翅

膀揪下来时，一个男孩却把它放走了。多年后，一个外星人来
到了这个星球。这位德拉夫拉星人想告诉人们坏蛋外星人就要
来到星球了，大家必须快点逃跑。可惜人们听不懂它说的话，
还开始胡乱的猜测，以为它是来吃星球上的人。突然，一个自
称是特别战士的外星人出现了。他把德拉夫拉星人给打倒，催
促大家赶紧坐上他的飞碟到他的特别星球去。原先大家都以为
长得丑、语言不通的德拉夫拉星人是坏人，还为特别战士加
油，希望德拉夫拉星人被打倒。但是当他们看到德拉夫拉星人
忍着疼痛，不躲避光束弹，只为了保护他们时，他们开始声援
它。特别战士能量用完后就逃走了，可是德拉夫拉星人却伤得
倒下不起。它变成小小的蜻蜓飞落在一个男人的手心里。原来
它是为了报答当年放走他的男孩而来。

 版权所有：青岛市：青岛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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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飞天鸭子与黑猫女巫
作者 林茵, 王洛夫 
索书号 JS LNY -[HAN]
简介 野鸭子巴夫很爱干净，为了不把脚弄脏，他一定要飞在

空中，不让脚着地。住在隔壁的鼹鼠最近忙着挖房子，
闹得巴夫夜夜失眠，于是巴夫决定去朋友巴可家暂住。
飞往巴可家的途中，巴夫不小心撞上树枝，摔在地上，
再也飞不了。他很难过，因为他不能飞，只能走在他认
为 “脏脏” 的路上，跟着巴可回家。巴夫在巴可家发现
了一本叫《呼噜森林魔法大全》的书，并决定去找作者
哈莉卡女巫向她学习飞行魔法。一路上，有了朋友的陪
伴和打气，巴夫渐渐不觉得地上很肮脏。巴夫和朋友们
也认真地向哈莉卡女巫学习魔法。

 版权所有：沈阳市：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

书名 一场风波（猪小锅和狼小怪8）
作者 梅艳 
索书号 JS MIY -[HAN]
简介 有一天，鸡小皮遇到了袋鼠大爷，而后者竟然说它精

通算命。由于袋鼠大爷准确地猜到鸡小皮的心情不
好，所以当袋鼠大爷说鸡小皮是一个天才时，鸡小皮
也深信不疑，把钱给了袋鼠大爷。接下来狼小怪、猪
小锅和狼怪妈妈同样地被袋鼠大爷给骗了。幸好，袋
鼠大爷骗人的把戏很快被揭发了，猪小锅和朋友们也
从此事理解做人不可以太迷信！

 版权所有：长春市：吉林美术出版社，2014



书名 非常小子马鸣加
作者 郑春华
索书号 J ZCH
简介 马鸣加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但心地却十分善良，又聪明

伶俐的小学三年级学生。他虽然只是个小学生，但是他
的生活却因为他独特的个性变得多姿多彩、幽默有趣。
他的学校和家庭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搞笑的事情呢？

 版权所有：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

书名 聊斋志异 
作者 蒲松龄原著；梅杰改写
索书号 J WGT –[HAN]
简介 改编成适合儿童阅读的中国经典名著，聊斋志异收录

着各种神秘和奇异的故事。每个故事的人物形象鲜明
加上生动的插图，并搭配了汉语拼音，方便孩子在阅
读经典的同时，也可以认识新的词汇。

 版权所有：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书名 迷失百慕大（航海王瓦特1）
作者 疯帽匠
索书号 J FMJ
简介 瓦特航海团的起源故事！瓦特曾是个马戏团的猴子演

员。当瓦特发现马戏团主人，布诺，想要把马戏团和
所有的动物给卖走，然后航海到百慕大寻找享用不尽
的宝藏时，瓦特决定要拯救他的朋友们逃离成为试验
品的命运。经过一连串的经历，瓦特发现自己迷失在
百慕大海域，也和他马戏团的朋友们分离了。瓦特现
在必须带领着一群陌生的动物团友去搜索他迷失朋友
门的下落！

 版权所有：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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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闹鬼的旅馆
作者 汤萍
索书号 J TGP
简介 神探四侠这一次接到了一件灵异事件！林薇儿的姑妈

寄来了一封求救信，写道她经营的旅馆正在闹鬼，而
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进行调查的当儿，林薇儿、
幕容云、慕容海以及胡涂旦也不断地遇到危险。神探
四侠能够安全地揭开事件的谜底吗？

 版权所有：北京：天天出版社，2014

书名 妈妈不在的日子
作者 南仁淑著；金光浩绘；胡晓威译
索书号 J NAM
简介 为了和亲生妈妈住在一起，英宇瞒着爸爸和继母偷偷

打工赚钱。他糊纸袋、派报纸、洗车、甚至隐瞒年龄
偷偷去油站打工。即便受尽爸爸和继母的冷落、同学
们的取笑、暖心的银行姐姐的不告而别，英宇仍旧不
放弃梦想。最终得到爸爸的许可以及同学们的体谅的
英宇是否能如愿与妈妈住在一起呢？

 版权所有：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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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激发孩子想像力的1000个奇思妙想：日常生活大揭密
作者 于秉正主编
索书号 J 039 RCS
简介 地铁是怎么到地下的？飞机可以倒着飞吗？地震时，在

高楼的第一层还是上层最安全？书里所记录的种种奇思
妙想都会令你瞠目结舌，而每篇文章都有诙谐有趣的插
画，以便孩子们能够轻松地理解当中的资料。这些资料
也大多都是在课本中找不到的  “标准答案”  。

 版权所有：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

书名 复活的恐龙
作者 郑渊洁
索书号 J ZYJ
简介 此书收录了四篇  “童话大王”  郑渊洁所创作的现代童话

故事。当国都自然博物馆的摇钱树，一个恐龙标本，因
为使用了新型清洁剂而活了起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
吓得不知所措。馆长下令把恐龙给杀了，但是对长期照
顾着恐龙标本的长发李来说，恐龙已经是活生生的一条
命了，不能就这样随便把它给杀了。他有什么办法保护
巨大无比的恐龙呢？

 版权所有：南昌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

书名 最豪华的机器人 
作者 管家琪
索书号 J GJQ
简介 作为一个机器人，黑衣魔一直觉得自己的装备太普通

了，他想要拥有和最豪华的机器人一样酷的装备。黑衣
魔有可能轻易地得到那豪华的装备吗？让我们跟着黑衣
魔一同去找寻他的梦想吧！

 版权所有：郑州：海燕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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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复活的月球飞船
作者 邓湘子
索书号 J DXZ
简介 《复活的月球飞船》由十二章所组成，讲述的是一个

充满幻想和希望的新世纪，属于勇敢的探索者的崭新
时代。其中一位就是麦冬冬，他因为心脏病，来到月
球养病。没想到月球发生了山体爆炸，并离开了所在
位置，与外界失去了联络，让月球上的人类充满了恐
慌与绝望。冬冬能否帮忙月球回到所在的位置呢？他
又会遇到什么外星人和奇怪的事物呢？让我们陪着冬
冬，做一个勇敢的探索者吧！

 版权所有：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

书名 我想当医生
作者 阿里斯托著；张琦译
索书号 J 610.69 WXD
简介 大事不好了！传奇王国里的所有人都罢起了工！更奇

怪的是人们并不是嫌薪水太少，也不是因为假期不
够。传奇王国里的所有人都离奇地感染了懒虫病毒！
染了这个病毒的人会出现不愿意工作，只想休息的症
状。为了拯救传奇王国，超级跑跑家族的成员出动收
集病毒的疫苗。超级跑跑家族一到传奇王国里便遇见
了一位昏倒的人，把他送进医院却发现医院里只有满
满的病人，没有任何的医疗人员。这该如何是好呢？

 版权所有：杭州市：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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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山村雨夜惊魂 （大侦探猫九1）
作者 水泓
索书号 Y SIHG
简介 大侦探猫九和她的跟班们在一次探险中不小心在深山

中迷了路。他们在紧急之下发现了一个长得像古代的
皇宫的神秘建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硬着头
皮往那儿去。里面住着一位神秘的六十出岁的老太
太，脸上有着诡异而疯狂的笑容。猫九和她的跟班们
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奇异事件呢? 本书还记录了《神秘
绑架案》、《恶魔现形记》和《库斯坦王宫怪案》三
个故事。

 版权所有：石家庄市：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

书名 我是侦探推理高手
作者 崔钟雷主编
索书号 Y 793.73 WSZ
简介 想要挑战自己的推理和逻辑思考能力吗？让你展现高

人一等的观察力和智慧的机会到了。《我是侦探推理
高手》中有超过三十个曲折迷离的案件，等待你来破
解，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侦探推理高手！

 版权所有: 长春市：吉林美术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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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你看得见我吗？
作者 方家杰
索书号 Y FGJJ
简介 方子优拥有阴阳眼，而这能力导致他的告白每次落

空。程紫晴是子优的第一位告白对象。他们本来是儿
时挚友，但因为一份情书而变成恶交。一起连环杀人
事件让子优和紫晴再次有了交流，却也让他们惹来杀
身之祸。这经历将让他们二人不得不正视他们之间的
羁绊。

 版权所有: Kuala Lumpur: Kadokawa Gempak Starz Sdn 
Bhd; Singapore: Kadokawa Gempak Starz Sdn Bhd (S) 
Pte Ltd, 2016

书名 侏罗纪的恐龙大战
作者 陆杨
索书号 Y LUYG
简介 探险小龙队的五位成员又开始了另一个冒险旅程！这

次，他们利用死亡钟穿越时空，回到了侏罗纪。他们
的任务是阻止那场人类和恐龙之间的战争，拯救地
球！没想到，他们竟然被捉了起来。五小龙能安全地
完成任务吗？

 版权所有：合肥市：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

书名 三条命
作者 小雷纤纤
索书号 Y XLXX
简介 高中生路小佳放暑假时，与久违的老朋友秦风会面，

却得知他们的死党，俞铭，早在他们十四岁时离奇失
踪。其失踪案则是从路小佳爷爷家的院子开始。为了
查询事件的来龙去脉，路小佳和秦风回到了老家的院
子，但发现一连串类似俞铭事件的失踪案，俞铭可能
已经死亡，此案还涉嫌一位长生不老人所干的连环凶
杀案。

 版权所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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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遇见大傻瓜
作者 许有彬
索书号 Y XUYB
简介 丁可儿和魏麒麟是从小玩到大的邻居。有一天，可儿

的爸爸在河边堆满了沙，送给了她一个沙滩！可儿高
兴地立刻去玩沙，但没想到她竟不小心挖出了一个宛
如椰子那么大的蛋！究竟这是个怎样的蛋呢？可儿和
麒麟会不会遇上什么危险呢？

 版权所有：吉隆坡：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13

书名 电子宠物大反攻
作者 段立欣
索书号 Y DNLX
简介 如果你养的电子宠物从机器里钻出来，你会怎么反

应？觉得很可爱？别高兴得太早。故事里，电子宠物
钻出来后，开始攻击人类！看看潘朵朵跟同学们如何
对付这些电子宠物。书中还有二十五则既奇幻又让人
捧腹大笑的短篇故事。随着潘朵朵的日记进入她逗
趣、搞笑，甚至有点疯狂的世界吧！

 版权所有：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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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米兰小游星 
作者 保冬妮
索书号 Y BODN
简介 乔米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球，但无法及时证明这星球的

存在，因为他和好友，露露，在旅游途中在飞机上被
该星球上的外星人绑架了。他们在星球上和外星人成
了好朋友、误闯垃圾槽、收服大沙虫，露露还差点当
上明星。殊不知，在星球上呆上一个星期的他们，等
同于在地球上的几十年。

 版权所有：北京：天天出版社，2010

书名 我和狗狗的10个约定
作者 川口晴著；王佳译
索书号 Y KAWH
简介 小晴从未哭过。小时候，每当脸上流露出要哭的征兆

时，妈妈就会马上哄着她。就连妈妈去世时，小晴也没
哭过。在妈妈去世之前，她答应让小晴收养流浪到院子
的小狗，但是必须和它遵守十个约定。就这样，袜子成
为了家中的一分子，和小晴过着幸福的日子。小晴的生
活变得忙碌，她也渐渐地把十个约定给忘了……

 版权所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书名 漫画爆笑三国. 赤壁之战
作者 罗贯中原著；吴宁泰改写；高章钦绘图
索书号 Y 741.5 WNT
简介 《漫画爆笑三国. 赤壁之战》通过诙谐、搞笑的漫画带

领读者们穿越时空回到兵荒马乱的战国时代。让我们
一起通过此书，轻松地了解  “草船借箭”  、“孔明借东
风”等著名桥段吧！

 版权所有：台湾：世一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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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转角遇到僵尸
作者 李恒义
索书号 Y LIHY
简介 本书由五篇故事组成，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纸上历

险记。书中各个异乎寻常者，例如：礼堂的女鬼、会
说话的木偶、水中的幽魂、像僵尸般的古怪女生，她
们的出现、对人的纠缠，无不叫人感到惊悚万分！

 版权所有：Cheras，Selangor：金鑫出版社，2014

书名 黑猫诅咒帖
作者 陈惠君
索书号 Y CNHJ
简介 何灵是一个超级科学迷，和家人从城市搬到沙沙村去

后，她发现村里的人都很迷信，于是一心想要改变大
家的思想。然而，同学们都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
信其无。何灵不以为意，直到她因一时贪玩而害死
了一只黑猫后，没想到死去的黑猫会送来一张诅咒
帖……

 版权所有：吉隆坡：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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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汪汪喵喵啾啾侦察队
作者 刘幸晨
索书号 Y LUXC
简介 一个怕狗的少年和一群狗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看似

是少年试图拯救狗，殊不知狗儿们也正在打开少年所
未知的动物世界。刚组成的侦察队面对不少棘手的问
题，要怎么做才能通过重重难关，把欺负动物的宠物
大盗逮捕归案呢？

 版权所有：Kuala Lumpur: Gala Unggul Resources Sdn 
Bhd; Singapore: Art Square Creation (S) Pte Ltd, 2015

书名 黑衣人与怪声案
作者 水泓
索书号 Y SIHG
简介 这是《狼面探长》系列的第二本。本书以巧克力镇为

背景，讲述了带着神秘狼头面具的侦探龙克和他的助
手巴托一起破案的故事。本书着重地描写两个案件：
《黑衣人与怪声案》和《地狱之吻》。每个案件都离
不开人类的贪婪与自私心态。龙克和巴托认真办案，
势必揭开罪犯的真面目！

 版权所有：北京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

书名 灵狐与魔笛
作者 上桥菜穗子著；辛如意译
索书号 Y UEHN
简介 精通读心术的少女小夜与灵狐野火曾经互救，两人在

彼此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野火的主人是个巫师，
因为小夜的身世，将她视为眼中钉，还下令让野火把
她斩除。然而野火于心不忍，不惜背叛主人。小夜得
知魔笛能救野火，然而其代价是以命抵命，她会如何
选择呢？

 版权所有：武汉市：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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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穿越古罗马角斗场
作者 谢鑫
索书号 Y XEXN
简介 《冬巴拉侦探社》系列的故事背景是现代都市。侦探

冬巴拉携带助手美丽梅小姐和可爱的黄金猎犬  “超白”
一起破案。故事以解谜、科普和逻辑为主要元素，搭
配了幽默和励志的内容，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

 版权所有：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

书名 恶魔的告白
作者 林俐娜
索书号 Y LNLN
简介 留级生给人的第一印象一般都是很负面的。反之，模

范生都是大家眼中的乖宝宝。直至校园发生了一件偷
盗事件，牵扯了一个留级生和一个模范生，班主任才
不得不对留级生更关注，也因此发现他的真实处境。
一个是人人厌弃的留级生，一个是样样卓越的模范生
候选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恶魔呢？

 版权所有：柔佛州新山：青苗出版有限公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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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哑号
作者 曹文轩
索书号 Y COWX
简介 本书收集了曹文轩的八篇作品。每一篇都记录了一段回

忆，每一段回忆都带着一份情感。你想像过鸟和冰山之
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吗？你听说过香蒲雨吗？这些都来自
于作者倡导的 “思想的力量不亚于美感的力量”   美学
观念，就等你去发掘他每部文学作品的灵魂。

 版权所有：青岛市：青岛出版社，2014

书名 他来自星星
作者 阿晓
索书号 Y AXXO
简介 杨千顺的身上发生了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莫名其妙

的超能力、神秘莫测的貌美少年、身份可疑的追踪
者、萝莉外表的年轻妈妈等。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
是，这一切竟然和杨千顺的身世之谜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

 版权所有：石家庄市：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

书名 噢-我偷吃了妳的牛油面包 
作者 方家杰著；走刀口绘
索书号 Y FGJJ
简介 如果碰到美少女遭无赖流氓欺负，你是否有勇气出面

救她？故事主人翁夏智九在一家便利店打工，正巧遇
到这种状况。然而他鼓不起勇气，为了明哲保身而不
吭声。他没朋友，没热情，又讨厌猫和牛油面包，他
一直认为这样的人生没什么不好，直到一个野蛮女孩
的出现……

 版权所有：Kuala Lumpur: Gala Unggul Resources Sdn 
Bhd; Singapore: Art Square Creation (S) Pte Lt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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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永生者猎人 
作者 郭瑱鋆
索书号 Y GOZY
简介 “长生不老药”  是许多人类所追求的，而威尔森博士也

因这项发明引起各界关注。他万万没想到会牵连儿子
科顿，让他卷入一系列的追逐、枪战、潜入和绑架活
动中。这过程中，科顿惊觉这一连串事件很可能跟一
个建立于秦朝的永生者组织有所关联！

 版权所有：广州市：花城出版社，2014

书名 机械幻想：蒸汽朋克之梦
作者 漫友文化编
索书号 Y JXHX
简介 哪个少年不向往一个可以放任自己去疯狂和冒险的世

界？本书由六篇短篇故事组成，每篇都展现了各个传
奇人物在蒸汽朋克世界里的冒险历程。让我们跟随少
年科学家去制造出世上最可怕的差分机；看看程序员
利用程序设定人的命运；去了解有着离奇身世的复制
人等等。

 版权所有：广州市：广东旅游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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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只有猫知道的……秘密
作者 方家杰著；走刀口绘
索书号 Y FGJJ
简介 宇仁成天梦想着成为一名侦探，破解犯罪之谜。可是

在现实生活中，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学生。直到
神秘的孟菲斯马戏团出现，宇仁邂逅了一只黑猫，从
那刻起，他竟化身成黑猫充当侦探到案发现场收集
罪证！

 版权所有：Kuala Lumpur: Gala Unggul Resources Sdn 
Bhd; Singapore: Art Square Creation (S) Pte Ltd, 2015

书名 山海经·太古密经
作者 喻昊
索书号 Y YUHO
简介 久经寻觅，一支《山海经》考古队终于找到了  “山海神

殿”  古迹。不料一场大火吞噬了神殿，导致少年禹斯阳
不幸失去片段记忆，领队教授姬澍彦离奇失踪，而其他
人都当场罹难。为了解开考古队遇难之谜，禹斯阳另组
一支探险队，踏上了不可思议的旅程。

 版权所有：长春市：吉林摄影出版社，2015

书名 快乐传说
作者 黄寿忠
索书号 Y HGSZ
简介 小牙一家经济拮据，养父牙大叔为了生计还惹上了高

利贷。为了帮家人渡过难关，爱说谎的小牙向流星许
愿，承诺一旦愿望实现，他将不再撒谎。然而，如愿
以偿后，小牙却不守承诺，仍频频说谎，以致他受到
惩罚！小牙该如何是好？

 版权所有：吉隆坡 ：嘉阳悦读天地有限公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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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电子书资源

浏览：http://eresources.nlb.gov.sg

点击〝Login〞并输入你的个人资料。

1

2

3

此馆拥有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制作
的电子图书总量为35万余种、70万余
册和年鉴1千余种。其中电子图书为来
自 400 多家出版社的正版电子图书，
覆盖了中图法所有二级分类。

Apabi 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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