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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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的小房间》（绘本） 虎威 玲子传媒 作者通过小房间的故事，让时光倒流

至40年代的新加坡。当年，人民生活贫

困，住在牛车水店屋的小房间内， 不

但吵杂拥挤，还要共用公共空间。故

事场景以外公一家六口住在租来的小

房间为主。虽然当时人们物质上贫

乏，但精神上却是富足的。 

低年级 

2 欢乐屋图画书系列 11 

《不可以妈妈 没问题爸爸》 

（绘本） 

贾立明 玲子传媒 本书叙述爸爸妈妈在家庭中扮演不同

角色：妈妈严格，规矩多些，以自己

的观念为准；爸爸宽松，没有原则， 

以孩子的感受为主。孩子自然喜欢爸

爸宽松的方式。然而，爱有时需要宽

容，有时需要规则，恩威并施。 

低年级 

3 我家在这里 万一光 泛亚出版社 小鸦鸦找到一个现成的家，不必费时

费力去织什么鸟巢了，谁知道一阵强

风把“ 现成的家”吹落到地上。后来，

它觉得小鸟不一定得住在树上， 就四

处寻找地点搬家。几经挫折，它终于

找到了一个最安全、最舒适的家。你

想去看看小鸦鸦的新家吗？ 

低年级/中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4 我就不叫小鸦鸦 万一光 泛亚出版社 小鸦鸦自视为英雄，想为大家做一些 

“伟大” 的事情。有一次，他想 “为

民除害”，想做一件他自以为是惊天

动地的大事，结果猫头鹰笑得连眼镜

都掉了下来。到底小鸦鸦要做什么事

情呢？ 

低年级/中年级 

5 森林医生 

(供注音版和无注音版) 

万一光 泛亚出版社 森林里没有医生，小猴子便当起医生

来。他提了药箱，到处去找病人，可

是动物们都会为自己治病，结果他没

有生意。这种情形，森林里还需要医

生吗？ 

低年级/中年级 

6 这还不容易 

(供注音版和无注音版) 

万一光 泛亚出版社 “这还不容易” 是小猴子的口头禅。

它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太容易了，因此

从不认真去学，去做。一天，小猴子

爬树去采椰子，结果大家发现它爬的

不是椰子树啊！ 

低年级/中年级 

7 皮皮系列丛书1-5 

《神奇的安吉》 

《无礼球》 

《谁赢了》 

《考不及格》 

《可恶的蛀牙虫》 

吴星华 名创教育

出版社 

此系列有5个故事，通过小男孩皮皮生

活趣事，带出一些生活知识。皮皮爱

踢球。他有一只机械忠狗安吉。安吉

陪着皮皮上学，结果安吉身上的毛线

和课室里的电风扇缠在一起了，怎么

办呢？皮皮学习不好，安吉怎么帮助

皮皮呢？安吉为什么要教皮皮防身术

呢？  皮皮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无礼球

呢？大小蛀牙虫为什么和皮皮住在一

起呢？后来它们为什么会分开呢？ 

低年级/中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8 狮城儿童成长绘本2 

《我一定能做到》（勇气篇） 

《飞翔》（勇气篇） 

《南极熊的旅程》（勇气篇） 

《有你陪我》（感恩篇） 

《多多的超人蛋糕》（感恩篇） 

《无条件的爱》（感恩篇） 

《森林大赛跑》（诚实篇） 

《足球梦》（诚实篇） 

《巧克力跑进我的嘴巴里》 

（诚实篇） 

《小宝历险记》（坚持篇） 

《我写的故事》（坚持篇） 

《山上的那一棵树》（坚持篇） 

公教中学、 

圣尼各拉女校、新加坡

女子学校 

玲子传媒 此系列是由公教中学、圣尼各拉女校

和新加坡女子学校携手出版，故事围

绕着“勇气”、“感恩”、“诚实” 和

“坚持”四大主题展开。同学们根据自

己的生活感悟，分享成长过程中的挑

战和喜悦。 

低年级/中年级 

9 欢乐屋图画书系列4 

《一团臭袜子》（绘本） 

王美玲/林得楠 玲子传媒 故事讲述一团臭袜子远走高飞，寻找

自由。他们四处飘荡，飘进河里洗

澡。变干净后的袜子们看到了繁华与

落后的城市，也看到了富有和贫穷的

人们，最后把自己奉献给无袜子穿的

穷人，以此传达“分享”与“奉献” 的

精神。 

低年级/中年级 

10 欢乐屋图画书系列10 

《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绘本） 

林文佩 玲子传媒 故事述说孩子寻找“亲情的味道”。在

孩子眼中，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不是

很多奶油、很多果酱的蛋糕，也不是

有很多水果配料的蛋糕，而是妈妈亲

手做的蛋糕。 

低年级/中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11 欢乐屋图画书系列6 

《外公和外婆》（绘本） 

贾立明 玲子传媒 美美在新加坡出生，从没有见过外公

外婆。他们从中国来新加坡，给美美

带来了礼物及做好吃的东西，也陪美

美玩乐。两代人的亲情慢慢升温。离

别之际，他们才明白亲情不因距离而

有所隔阂，借此传递了剪不断的祖孙

情。 

低年级/中年级 

12 《快乐的黄色气球》（绘本） 余广达／林得楠 玲子传媒 故事叙述小男孩乐乐在帮妈妈购买面

粉的途中，看见城市里到处都是低头

看着手机、不快乐的人们。于是他买

了黄色气球和黑色水笔，画上笑脸， 

将 “ 快乐的黄色气球 ” 分发给每个  

人，让大家都放下手机，展现友好的

笑脸，借此散播爱与欢乐。 

低年级/中年级 

13 “想得美”图画书系列 

《拼图王国》 

《奇妙迷宫》 

《飞天大面包》 

《快乐面包王国》 

《会走路的丸子小弟》 

（日）深见春夫著

彭懿译 

电子工业

出版社 

此系列包括5 个小故事。这些故事把孩

子们带进天马行空的自由想象空间， 

这些地方有可怕的妖怪，也有善良的

伙伴；有未知的危险，也有战胜困

难、逃离危险的喜悦，充满了刺激和

挑战。这种突破现实、看似荒诞不经

的想象，是对孩子的现实世界与心理

世界的必要补充，更是对未来世界的

延伸与探索，给他们带来成长的勇气

和力量。 

低年级/中年级 



14 “睡得香”图画书系列 

《怪兽云》 

《睡得好香》 

《捣蛋猫米乐》 

《布谷先生搬家》 

《妖怪们快出来》 

（日）深见春夫著

彭懿译 

电子工业

出版社 

图画书系列包括5 个小故事。这些故事

将把孩子带入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

界。开头惊险刺激，中间热闹有趣， 

最后归于平静……作品被誉为“不仅是

美好一天的结束曲，更是开启孩子 

美梦的钥匙”。 

低年级/中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15 《丽莎生气了》 (奥地利) 汉斯.雅尼什著

徐胤译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故事叙述丽莎生气时宣泄负面情绪的

整个过程。整本书以红色开始，到绿

色结束，反映丽莎的情绪变化，而读

者则在这样的色彩变化中不由自主地

被调动着。故事中间的画面有很多蓝

色在“发挥”作用：蓝色可以消除紧张

的情绪，起着镇定的作用。 

低年级/中年级 

16 《弄丢影子的男孩》 (阿根廷) 佩德罗· 

贝尼索托著 

熊宇译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有一天，阿飞在画画时，他的影子遮

住了他的画。阿飞认为都是他的影子

惹的祸，害他画得一塌糊涂！于是他

对影子发起脾气，甚至说“影子是世界

上最没用的东西”。影子很生气， 它

愤慨地离开了阿飞。弄丢影子的阿飞

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事呢？ 

低年级/中年级 

17 《坏心情的一天》 （英）斯特拉·J. 琼斯著

张喆 耿嘉阳译 

晨光出版社 森林里弥漫着糟糕的情绪！一开始是

小熊，它让鼹鼠很不开心。接着，鼹

鼠惹恼了刺猬，刺猬又扎到了狐狸。

很快地，小熊的坏心情让每个人都变

得不开心！那么，一点点爱能够让它

们重新快乐起来吗？ 

低年级/中年级 

18 欢乐屋图画书系列 3 

《谁偷走了黑夜》（绘本） 

王易之 玲子传媒 一天，黑夜被不明飞行物卷走后，小

动物们到处寻找黑夜。为了恢复原有

的黑夜，它们齐心协力，把找到的黑

夜挂回天空中。午夜的钟声响起，黑

夜真的回来了。 

中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19 欢乐屋图画书系列5 

《一家都是喷火龙》（绘本） 

贾立明 玲子传媒 故事描述“我”和家人有个重大的秘密

——我们都是喷火龙。我们一家人都

具有各自的喷火本领，会释放出不同

的负面情绪。然而，如果“坏脾气”及

“乱发脾气”的人能自我改善，彼此体

谅，他们就会有个快乐家庭。 

中年级 

20 欢乐屋图画书系列7 

《谢谢萤火虫》（绘本） 

黄淑君 玲子传媒 一个怕黑的孩子安安和拟人化的萤火

虫交朋友。在善良萤火虫的关心与引

导下，安安开始正视自己的烦恼，克

服了对黑暗的恐惧。故事充满着乡间

童趣，以及同伴之间友爱互助的温

情。安安最终说服同伴释放萤火虫， 

报答萤火虫的恩惠。 

中年级 

21 欢乐屋图画书系列8 

《一双袜子吵架了》（绘本） 

黄淑君 玲子传媒 故事以拟人化的手法，讲述一双左右

袜子兄弟因为好胜争功而发生争吵， 

阿左被阿右的话伤透了心，阿右也为

此感到愧疚。经过一毛钱的开导，以

及袜子兄弟的自我反思后，两兄弟终

于意识到彼此都是不可或缺的，最终

和好如初。 

中年级 

22 欢乐屋图画书系列9 

《世界上最美丽的圣诞树》 

（绘本） 

黄淑君 玲子传媒 活泼开朗的娜娜和缺乏自信的宁儿， 

即将在圣诞晚会表演一支芭蕾舞。在

排练的过程中，宁儿总是怀疑自己的

能力，娜娜也因为角色分配的问题而

心情低落。在王老师的鼓励下，她们

终于建立自信心，发挥了自己的才

能。只要勇于接受挑战，每个人都有

机会发光发亮。 

中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23 《妈姐的金鱼灯笼－狮城女佣故

事》 

（绘本） 

余广达/林得楠 玲子传媒 本书叙述一名妈姐阿妹漂洋过海到南

洋工作，并和小主人阿发建立了深厚

的感情。文中透过阿发的金鱼灯笼， 

传递阿妹与阿发之间彼此陪伴的温暖

情感，并以阿妹的人生经历刻画出勤

劳、忠诚、坚毅及刻苦耐劳的妈姐精

神。 

中年级 

24 《闹闹漫画乐园1-5》 洪汐 名创教育

出版社 

此系列共五本书，每本有3个故事。故

事中的叶孝阳很爱闹，所以大家都叫

他闹闹。他也很喜欢吃东西，所以长

得胖嘟嘟的。闹闹在生活中碰到很多

有趣的事情，他又怎么应对呢？ 

中年级 

25 屁屁侦探系列 

《小局长的大危机》 

《消失的人气甜点》 

（日）Troll 著

甜老虎译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屁屁侦探是一名侦探，无论何时，他

都能冷静地解决案件。小狗布朗是屁

屁侦探的搭档，它嗅觉灵敏，跑得非

常快。故事以幽默的语言、华丽的画

风，加上迷宫、画谜等益智游戏，带

领读者展开了一系列的推理及侦破案

件的活动。 

中年级 

26 《涂鸦日》 （英）罗斯·柯林斯著

熊宇译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哈唯在涂鸦日涂鸦，打破了成人世界

的惯例，惹下了很大的麻烦，才有了

一种游戏，然后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尝

试，那就是他解决涂鸦所造成的“后

果”。即使有了妈妈神秘而模糊的叮

嘱，哈维必然会破坏游戏的规则。 

中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27 冰波识字童话 

《章鱼抱抱》（注音） 

《月光宝箱》（注音） 

《蘑菇房子》（注音） 

《生病的星星》（注音） 

《红地瓜足球队》（注音） 

《云朵变的小羊》（注音） 

冰 波 

王一梅

胡志远

冯小丽 

浙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 

青蛙先生的珍珠为什么会变得暗淡无

光？点心大师浣熊做了什么美味的食

物？三只兄弟鼠是怎样把月光藏进宝

箱里的？兔兔邮局的电动兔邮递员是

怎么送信的？沙漠里的虫虫大厦是怎

么盖起来的？你想坐上豇豆火车和刀

豆汽车去旅行吗？千里眼和顺风耳一

起办了什么俱乐部？阿笨猫偷的“鸟

蛋”为什么会爆炸？书中有好玩的故

事，有趣的汉字，快快翻开《冰波识

字童话》吧！ 

中年级 

28 《免费赠送》 （瑞士）洛伦茨·保利著

徐胤译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故事中的施尼佩尔先生慷概地向路人

赠送苹果。无巧不成书，  那张写着

“ 免费赠送” 的纸条随性飞舞。于

是，他本不想赠送的篮子、自行车， 

甚至路边的长椅都被“ 免费赠送” 

了。那张写着“免费赠送”的纸条真

是太自作主张了，毫无保留地把施尼

佩尔先生的好心向更多的人、更大的 

范围播种。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中年级 

29 《他们是不会说的》 邓禄星 耕读园 小星有一个手表，他要把手表送给他

最爱的阿公。这个手表是从哪里来的

呢？阿公会接受他的手表吗？这是一

个刻画祖孙情的感人故事，让孩子读 

了能够从中接收到爱与被爱的力量。 

中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30 大灰熊系列1-2 

《快乐伙伴》 

《淘气伙伴》 

林文佩 名创教育

出版社 

这是一套給小朋友在成长中许多启发

的漫画书。主人翁大灰熊是一个幽

默、善良、睿智、憨厚、学识渊博的

大朋友。小永、小萱、安安、乐乐、

杰克和书虫都非常地喜欢它。大灰熊

经常用幽默的方式来解开小朋友们在

成长中所遇到的种种迷思。 

中年级/高年级 

31 《拯救超人》 （比) 蒂埃里· 

罗伯埃克特 

未来出版社 会喷火、能隐身、能穿墙、能像风一

样急速奔跑……哇！超人学校的小超

人们真是太酷，太厉害了！可是，亨

德里克呢？他贪玩儿，爱搞恶作剧， 

成绩差，什么超级技能都不会！但

是，他最后竟然打败了强大的蓝毛

怪，拯救了整个超人学校！这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呢？ 

中年级/高年级 

32 阿凡提的故事系列 

《卖树荫 兔送信》（注音） 

《神医 比智慧》（注音） 

《偷东西的驴 吝啬鬼》（注音） 

《巧断案 驴说话》（注音） 

余非鱼编 江苏凤凰美术

出版社 

阿凡提的故事系列采用动画电影高清

原图素材，把西域的风情和阿凡提的

幽默、机智带给读者。 

中年级/高年级 

33 《寓言故事》（注音) 姜小妹 北方妇女儿童

出版社 

每个寓言故事都藏着一个道理。小青

蛙的目光多么短浅，把自己住的一口

井当成了一座大皇宫，却不知道这座

皇宫连海龟的一条腿都塞不下。更有

意思的是燕国少年，明明会走路，却

非要跟别人乱学，学来学去最后变得

不会走路只会爬。寓言里还讲到一个

厨师和一个神箭手。厨师宰牛的技术

非常高明，神箭手只用弓不用箭，就 

中年级/高年级 



能射下一只大雁，真是太厉害了！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34 最好的我 

《我不让妈妈担心—让我懂得自我

保护的故事》（注音） 

《我能管理我自己—让我学会照顾

自己的故事》（注音） 

《我一定能成功—让我充满自信的

故事》（注音） 

《我有很多好朋友—让我学会与人

相处的故事》（注音） 

《我有一个好习惯—让我养成良好

习惯的故事》（注音） 

《我做事不分心—让我专心致志的 

故事》（注音） 

刘祥和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丛书全系列分六个成长主题，精选篇

幅适中，蕴含道理，适合孩子阅读。

一则则的趣味小故事引导孩子自己体

会、学习，在领悟中成长，自觉自发

地去做“最好的我”。每篇故事设有引

导提问，篇末附有成长小贴士。 

高年级 

35 小学生活没烦恼系列 

《我要上学啦》（注音） 

《美味的午餐》（注音） 

《发言很重要》（注音） 

《超人，注意安全！》（注音） 

《交朋友一点儿都不难》（注音） 

 

（韩）徐志源著/金美玲译 

（韩）崔亨美著/金美玲译 

（韩）郑珍著/金美玲译 

（韩）朴贤淑著/金美玲译 

（韩）文贞玉著/金美玲译 

江苏凤凰少年

儿童出版社 

《小学生活没烦恼》是一套小学生活

指导故事书，内容紧贴实际，很好地

解决了小学生入学可能遇到的一系列

烦恼。故事生动形象，可读性和趣味

性强。 

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36 《林海音奶奶讲故事》（拼音） 林海音 万卷出版公司 这是一本故事集精选，包括故事篇和

动物篇。每个大篇都由数个短小精干

的小故事组成。小朋友可以从《我们

都长大了》《不怕冷的鸟—企鹅》等

故事里读到乌龟、鸡、青蛙、蝴蝶、

猫、兔、企鹅等的不同生长特点和生

活习性；可以从《小快乐回家》《六

趾儿》等故事里了解如何和动物们和

谐相处，如何爱护小动物；还可以从 

《请到我的家乡来》里知道世界各国

的风土人情。 

高年级 

37 成语怪探系列 

《查不到的 X 档案》（注音） 

《查不到的 Y 档案》（注音） 

《没道理的 A 计划》（注音） 

《没道理的 B 计划》（注音） 

 

墨思理

墨思理

何 瑄 

何瑄 

新疆青少年

出版社 

《成语怪探》系列用侦探故事把成语

故事串联起来，每册书的内容相互联

系，但又相对独立。故事对成语的解

读并不墨守成规，而是把人物引入侦

探故事中，让他们扮演其中的角色， 

同时还加入了不少时下流行的词语。 

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38 《天使雕像》（注音） (美) E.L.柯尼斯伯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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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戒备森严的大都会博物馆里，

他们俩竟神奇地度过了一个星期！在

这期间，一座被疑为是米开朗琪罗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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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级 

39 《亲爱的汉修先生》(注音) (美) 贝芙莉·克莱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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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写信同他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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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雷伊说

出了他父母离异的实情、自己转学后

的不适应以及他内心的孤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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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体会了父母对他的

关爱，而且还练就了一手好文笔。 

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40 魔仙花园的故事系列 

《第 101 位魔女继承人》 

《第二代魔女的花草茶》 

《薄荷香草的小小魔法》 

《花语捧花和三个小魔女》 

《谁都会变的神奇魔法》 

（日）安蒜保子

刘笑梅译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系列包括五个故事。故事讲述嘉

莉特拥有香草魔女多宝斯的遗产继承

权，遗产是多宝石山庄。嘉莉特由此

挑起魔仙花园的工作，学到了丰富的

香草知识，同时也学习独立自主、爱

护大自然、关怀别人，成为人见人爱

的香草魔女！ 

高年级 

41 大侦探福尔摩斯系列 

《肥鹅与蓝宝石》 

厉河 湖北教育

出版社 

一个女伯爵丢了一块蓝宝石，这块蓝

宝石价值 20 万英镑，所有的报纸上都

登载了这个特大新闻，但是谁也找不

到盗窃者。到底是谁偷的呢？一个小

孩子拿回来一只大肥鹅，福尔摩斯循

着蛛丝马迹，慢慢发现了事情的真

相…… 

高年级 

42 大侦探福尔摩斯系列 

《连环失踪大探案》 

厉河 湖北教育

出版社 

军人葛菲无故失踪，战友多德亲赴葛

菲家乡调查，酷似葛菲的白脸人如鬼

魅般一闪而过，葛菲家人却讳莫如

深。前来调查此事的私家侦探也突然

人间蒸发，不见踪影。福尔摩斯应邀

出手，一举揭开善恶交织的连环大失

踪之谜！ 

高年级 



序号 书名 作者／编者 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适合年段 

43 淘气包马小跳系列 

《奔跑的放牛班》 

杨红樱 浙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 

说话结巴的张达居然进了合唱团，还

成了合唱团的领唱！这个不可思议的

事件缘起于夏林果的一个梦。刚从音

乐学院毕业的慕容老师，一直梦想能

组建一个出色的男童合唱团，马小跳

他们难能可贵的团队精神，让她看到

了闪闪的希望。可张达真的能胜任合

唱团的领唱吗？ 

高年级 

44 《笑猫日记—樱花巷的秘密》 杨红樱 明天出版社 在这个落叶飘飞的深秋，樱花巷里那

些枝丫干枯的樱花树竟然在一夜之间

花开满树。往日宁静的小巷因此变得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主人翁在樱花

巷里究竟会发现哪些惊人的秘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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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