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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书类 

 

 

推荐： 

这一个单亲家庭的故事，一段令人动容的父子之情，以孩子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小孩子对爸爸的渴望与思念。书中的故事幽默、风趣，

充满了幸福与温情，善于渲染气氛的插图赋予文字以魔力，令全书诗意盎然。 

 

 

 

 

推荐： 

这是一本根据《格林童话》中的“睡美人”改编的图画书。当王子拨开玫瑰丛俯身亲吻公主时，一顶白帽子离开了小徒弟的脑袋，挂

到了一边的玫瑰枝上。所有的东西都在沉睡，是谁把它从小徒弟的脑袋上拿走了呢？是玫瑰。故事里只有玫瑰不停地生长，是玫瑰用

了一百年的时间把白帽子移到了它现在挂着的地方。 

 

 

 

 

推荐： 

本系列共上下两册。雅诺什的作品在欧洲被誉为欧洲革命性教育经典，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情怀，儿童成长的摇篮，小读者可以从书

中感受到一个活在理性世界的德国人的一颗智慧顽皮的童心。 

 

 

 

《我要去找我的爸爸》 

作者：（德）杰基·格莱希，（德）凯依·吉特贝尔格，

译者：陈俊  

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1-1 

(Wo ist Papa?, Jacky Gleich) 

《睡美人》 

作者：（瑞士）费里克斯·霍夫曼 

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3-1 

(Dornröschen, Felix Hoffmann) 

《雅诺什最佳作品选（上下）》 

作者：（德）雅诺什，译者：陈俊  

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9-1 

(Das große Janosch Lesebuch, Janosch)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7%D1%C0%EF%BF%CB%CB%B9%A1%A4%BB%F4%B7%F2%C2%F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1%AC%BB%B7%BB%A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1%C5%C5%B5%CA%B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1%AC%BB%B7%BB%A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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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全套书两册，包括：《你认识这些车吗？》、《建筑工地》。通过真实的场景再现，让孩子了解消防队、机场以及我们生活的城市，那些

遍布在我们身边的各种车辆和机械，认知各种车辆的型号、类别以及各自的功能。 

 

 

 

 

推荐： 

本书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向小读者深入浅出的介绍了太阳公转和地球自转的科学知识。比如，小公鸡曾生气地在午夜里啼叫起来，他

叫得低沉，接着就再也发不出声了。一切都乱套了。后来，农场主使小公鸡明白他早上的啼叫有多么重要。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要遵

从规律。 

 

 

  
 

推荐： 

全套书六册，包括：《太阳的四季》、《大地的四季》、《树木的四季》、《草地时四季》、《花的四季》、《蝴蝶的四季》。荣获

德国青少年文学大奖，是一套知识性、文学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科学绘本；清新流畅的文笔，华丽秀美的图画，描绘出植物和动物

在四季中不同的面貌。 

 

 

 

 

系列：《你认识这些车吗？》《建筑工地》 

作者：（德）沃尔夫冈·梅茨格，译者：顾白 

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1 

(Kennst du diese Fahrzeuge?, Wolfgang 

Metzger) 

《是谁把太阳叫醒的》 

作者：（瑞士）马丁•巴尔切特，（瑞士）克里斯托夫•梅特  

出版社：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 

(Der Sonnenwecker, Martin Baltscheit) 

 

《最美的科普·幼儿版》系列  

作者：（德）雅各布等著，耕林文化编译  

出版社：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4-1 

(Die Blumen-Uhr. Mit Blüten und ihren Gärten 

durch das Jahr, Una Jacobs)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E%D6%B6%FB%B7%F2%B8%D4%A1%A4%C3%B7%B4%C4%B8%F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1%AC%BB%B7%BB%A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2%ED%B6%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0%CD%B6%FB%C7%D0%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F%CB%C0%EF%CB%B9%CD%D0%B7%F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3%B7%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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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爱的礼物》系列丛书共十册，包括：《接纳真实的自己》、《原来就是你》、《如果没有你》、《送给你，一颗心》、《祝你好运》、《幸福，

很简单》、《有你在身边》、《孩子祝福你》、《我的幸福就是你》、《非常感谢》。欧洲著名作家和画家的绘本集，散文诗一般的文字与清新

的绘画，给爱插上了灵动的翅膀。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份充满爱意的礼物吧！ 

 

 

         

    

推荐： 

很久很久以前，在离古龙德镇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家很古老很古老的磨坊。一天，磨坊主和两个徒弟钓了一条大雨来煎，香味四溢，

没想到引来了附近的小水怪。小水怪也想一起尝尝鲜，却被拒绝了。这下可不得了，愤怒的小水怪把磨坊搞了个天翻地覆，而且每天

都要来闹一场。磨坊主和徒弟不胜其扰，只好每天躲到别处。有一天，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牵熊人和他的大狗熊要去磨坊里借宿。

这下，好戏要上演了…… 

 

 

 

 

推荐： 

故事中的土狼小姐，幻想自己是公主，却有着无法掩藏的肮脏的本性，因为这就是她的真实面貌。本来是一个用动物作比喻的爱情故

事，在这部绘本中，却被画家反转成用爱情来作比喻的关于人和动物的故事。只要大家用心去读，就会发现书中深刻的寓意。 

 

 

小水怪与大狗熊 

作者：（德）奥德弗雷德·普鲁士勒 （德）威尔纳·琴柯  

译者：陈俊 

出版社：河北少儿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5-1 

(Wasserschratz und Tatzenkatze, Otfried Preußler, 

Werner Schinko) 

 

 

《公主四点会来》 

作者：（德）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尔，（德）罗特劳特·苏

珊娜·贝尔纳，译者：王星 

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1-1 

(Die Prinzessin kommt um vier, Wolfdietrich Schnurre) 

《爱的礼物》系列 

作者：（奥）海因茨·雅尼什 （德）尤塔·鲍尔 

译者：梁爽 

出版社：河北少儿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7-1 

(All das wünsch ich dir, Jutta Richt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A%D3%B1%B1%C9%D9%B6%F9%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A%D3%B1%B1%C9%D9%B6%F9%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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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书中借活泼、开朗、乐观的爷爷对孙子讲述自己小时候及长大后做的一些事情，表达对生活的处理态度与生命的感动情怀；孙子在爷

爷的“爱与分享”中，也体会到“爱的传承与连结”，虽然爷爷已经不在世上，但他仍然认为他们会永远在一起。本书细腻地表达了祖

孙间温馨的关系。 

 

 

 

 

 

推荐： 

可以翻翻转转的玩具书，每一页都给你带来惊喜。生活中的各种画面都能在书中找到，每种汽车都有可以转可以翻的地方。让孩子们

在认图、识车的同时还可以动手玩起来，加强孩子们动手学习的能力，调动孩子们的创造性思维。也让他们更生动地了解身边生活中

关于城市、农场、工地、消防员的知识，更直观的感受生活！ 

新颖独特的设计理念，清新亮丽的插画，让孩子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游戏的乐趣，打开画面亲自动手找找书中的惊喜吧！ 

 

 

 
 

推荐： 

全套书七册，包括：《开学第一天》、《谁折断了友谊树》、《午夜大餐》、《一个人去灯笼岛》、《野外露营历险记》、《我来当小丑》和《寻

找圣诞老人》。劳拉全家从乡下搬进城里，她非常想念从前的树林、草地、野花、秋千和朋友们。一天晚上，劳拉坐在窗边看着星星想

心事。突然，一颗小星星从天上掉了下来。劳拉小心翼翼地捧起星星，为它疗伤，放回星空。星星成了劳拉的秘密朋友。劳拉和小星

星的神奇故事，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 

《爷爷的红脸颊》 

作者：（德）汉斯•雅尼什，译者：王星  

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1 

(Rote Wangen, Heinz Janisch) 

《翻翻转玩具书》 

作者：（海）埃玛·克隆巴赫   译者：李正新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4-01 

(Tatütata! Die Feuerwehr / In der Stadt / Auf dem Bauernhof / 

Achtung! Auf der Baustelle, Emma Crombach und Christian Zimmer) 

《劳拉的星星》 

作者：（德）鲍姆加特，（德）诺伊戴尔特，译者：许婷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7-1 

(Laura kommt in die Schule, Klaus Baumgart/ 

Cornelia Neud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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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花袜子小乌鸦成长故事》系列丛书共 8 册，包括：《全都是我的！：花袜子的夺宝秘诀》、《全都不许做！：花袜子的特别训练》、《全都

没关系！：花袜子的倒霉朋友》、《全都有名字！：“花袜子”的姓名来历》、《全都很勇敢！：花袜子的古堡历险？》、《全都去做客！：花袜

子的善意谎言》、《全都别吵了！：花袜子的开心妙计》和《全都会害怕！：花袜子的恐怖之夜》。小乌鸦和朋友们在森林里过着自由快乐

的生活。他聪明、活泼、热情，又有点儿淘气、任性，常常冒出一些鬼主意。所以，小乌鸦一出现，就受到孩子们的认同和喜爱。 

 

 

 
 

推荐： 

本系列丛书共 6 册，包括：《小蜜蜂的生活日记》、《小刺猬是怎样长大的》、《小山雀和它的朋友们》、《小松鼠的日常生活》、《小瓢虫和

草地上的伙伴》和《小狐狸和森林里的动物》。这些孩子们喜闻乐见、温柔细腻的的动物生活故事，配上充满细节与激情的的插图，再

现了动物们真实的生活场景。 

 

 

 

 

推荐： 

《世界音乐大师系列》共 10 册，包括：《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威尔第》、《维瓦尔第》、《亨德尔》、《施特劳斯》、

《海顿》和《肖邦》。这是一套针对儿童的全面介绍音乐家的图画书。书中文字和图画相得益彰，透过细腻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画，孩子

们可以了解音乐家的人生经历和不同作品的创作背景，从而更好地了解音乐家的个人风格，更深刻的体会出音乐里面包含的丰富情感。 

《花袜子小乌鸦成长故事》系列 

作者：（德）莫斯特，（德）卢道夫，译者：王星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6-1 

(Kleiner Rabe Socke, Nele Moost) 

 

《我的自然生态图画书》系列 

作者：（德）赖兴施德特，（德）德林，译者：叶森林  

出版社：海燕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6-1 

(Der kleine Marienkäfer und die Tiere auf der 

Wiese, Friederun Reichenstetter) 

《世界音乐大师系列》 

作者：恩斯特•爱卡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1 

(Johann Sebastian Bach, Ernst A. Ekk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4%AA%CB%B9%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2%AC%B5%C0%B7%F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D0%C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6%D0%B9%FA%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0%B5%D0%CB%CA%A9%B5%C2%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5%C2%C1%D6&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2%B6%C9%AD%C1%D6&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A%A3%D1%E0%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6%F7%CB%B9%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0%AE%BF%A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BF%C6%D1%A7%BC%BC%CA%F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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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狐狸先生特别喜欢书。他是怎么喜欢的呢？实际上，狐狸先生每次读完一本书，就要把这本书配着盐和胡椒粉全部吃光。后来，穷困

的狐狸先生用非法的手段搞“粮食”，被关进了监狱……这是一个非常奇特而又耐人寻味的故事，是一份献给各个年龄段爱书人的精神

美食。 

 

 

推荐：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培养孩子的强大内心很重要。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内心强大的孩子能够对自己的能力有正确客观的评价，

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能客观看待荣誉和挫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能为追求梦想而坚持不懈。 

故事中的小乌鸦灵格，拥有强大的内心，他知道并相信自己与众不同的能力，在没有乌鸦会唱歌的环境中，在全家人的质疑与嘲笑中，

仍坚持梦想，并努力达成。书中图画细腻，颜色多彩，小乌鸦美妙的音符，似幻似真地飘出了画面，像是在为那些想勇敢做自己，坚

持内心梦想的孩子们放声歌唱。 

小乌鸦的成功来源于内心的坚持，那么，请让孩子相信自己，告诉孩子不要放弃，充分发掘孩子的潜能，并发挥特长，告诉孩子你是

最棒的！ 

 

 

 

推荐： 

一个毛茸茸的小伙伴，一段毛茸茸的温暖回忆。风靡欧美及日本等地多年，迄今再版三十余次，令祖孙三代都念念不忘的童年经典。

绝无仅有的动物伙伴：有一只小毛驴做朋友，真的很棒！ 本书以希腊小岛为背景，佐以四十多幅可爱的照片，诉说了小女孩苏茜和小

毛驴本杰明之间逗趣温馨的小故事。迄今再版近四十次。美丽的地中海风貌在一张张黑白照片中别有韵味，而书中小女孩和小毛驴之

间的情谊，相信能打动所有曾渴望拥有一个动物朋友作伴的心。是大人和小朋友都将回味不已的经典图文集。 

 

《吃书的狐狸》 

作者：（德）比尔曼，（德）比尔曼，译者：王从兵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5-1 

(Herr Fuchs mag Bücher!, Franziska Biermann) 

 

 

 

《谁说乌鸦不会唱歌》 

作者：（德）曼弗雷德•马伊，（德）勒莱因 

译者：郭嘉惠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6-1 

(Ringo Rabe traut sich was, Manfred Mai/ Henning 

Löhlein) 

《我的小毛驴本杰明》 

作者：（德）汉斯·利默  

译者：陈琦 

出版社：北京科技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6-1 

(Mein Esel Benjamin, Hans Limmer/ Lennart 

Osbeck)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1%C8%B6%FB%C2%F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1%C8%B6%FB%C2%F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B4%D3%B1%F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BF%C6%D1%A7%BC%BC%CA%F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1%B1%BE%A9%BF%C6%D1%A7%BC%BC%CA%F5%B3%F6%B0%E6%C9%E7_1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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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茱莉娅吃得太多、太快，所以她的肚子里出事了! 

饭菜一大块一大块地掉进肚子火车站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这可害惨了肚子里的小精灵们，他们冒着被砸晕的危险拼命干活，想把

这些食物统统装上火车，送到弯弯曲曲的隧道里去。可是没想到，还有更大的暴风雪在等着他们。他们游行示威、罢工抗议……肚子

火车站里一片混乱。小精灵们能渡过这个难关吗? 

这本独具创意的图画书会带领读者参观肚子火车站，以一种极其有趣的方式使我们了解自己的消化系统，从而帮助我们养成健康的饮

食习惯。 

 

 

推荐： 

哈克和迪克这两个小东西看起来古灵精怪，其实是两个野心勃勃的危险分子——他们在牙齿上挖洞建房，不仅要修建自己的舒适小窝，

还梦想着修建可以出租的豪华公寓……就在他们的梦想快要实现的时候，一把大刷子带着很多警察出现在牙齿大街上。哈克和迪克贮

藏的粮食几乎被一扫而空。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一个巨大的钩子从天而降，伸向了哈克和迪克的家…… 

哈克和迪克的命运将会怎样呢？那些警察是从哪里来的呢？牙齿大街还能恢复往日的平静吗？ 

看完这本图画书之后，聪明的小朋友们肯定会知道，怎样做才能不让哈克和迪克这样的小东西在我们的嘴巴里干坏事！ 

 

 

推荐： 

“孤独与友谊”是这本书的主题。书中两个有着截然不同性格的孤独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找到一个朋友。透过这个故事，孩

子们很容易就理解了什么是孤独，什么是友谊。 

 

《肚子里有个火车站》 

作者：（德）安娜 

译者：陈俊 

出版社：北京科技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4-1 

(Neues aus dem Bahnhof Bauch, Russelmann 

Anna/ Schulz Stefan) 

《牙齿大街的新鲜事》 

作者：（德）安娜 

译者：王从兵  

出版社：北京科技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 

(Neues aus der Milchzahnstrasse, Russelmann 

Anna) 

《胆大包天的睡鼠和胆小如鼠的巨人》 

作者：（德）安娜格特·富克斯胡贝尔，译者：陈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4-1 

(Riesengeschichte; Ein halbes Bilderbuch, Annegert 

Fuchsberger )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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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作者略带调侃地展现了田鼠爸爸、妈妈的宽容和无奈，而当他们终于精疲力尽地坐在床边时，小田鼠悄悄地说出了爱的秘密。天下的

父母，谁不期望这样的奖赏？ 

 

 

 

 

 

 

推荐： 

小不点儿战胜庞然大物的故事，孩子们尤其喜爱。兔子皮科竟然提出要和大象和河马比赛拔河！这个小不点儿真是自不量力！可是俗

话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瞧瞧，他是用什么方法战胜了这两个狂妄的庞然大物的？  

 

 

 

 

推荐： 

鲁迪太想知道米丽的秘密了，可米丽就是不说，只是怪笑，任鲁迪想尽办法。终于米丽自己忍不住了，这个秘密实在是太惊人了……

这是一本让孩子的视觉体验充满变化的图画书。 

 

 

 

 

《快睡吧，小田鼠！》 

作者：（德）艾尔哈特·迪特尔，译者：陈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8 

(Schlaf gut, kleine Maus!, Erhard Dietl ) 

《小机灵鬼皮科的故事》 

作者：彼特娜·布罗斯特，译者：陈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4-1 

(Piccolino zeigt's den Großen, Petra Probst) 

 

《米丽的大秘密》 

作者：安格丽卡·格里兹，译者：陈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4-1 

(Mills ungeheures Geheimnis, Angelika Glitz)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1%CB%CC%D8%C4%C8%A1%A4%B2%BC%C2%DE%CB%B9%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bookuu.com/cd%5Bkeywords%5D_%25E5%25AE%2589%25E6%25A0%25BC%25E4%25B8%25BD%25E5%258D%25A1%25C2%25B7%25E6%25A0%25BC%25E9%2587%258C%25E5%2585%25B9.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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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不管床底下有没有“鬼”，尽管一切都因“鬼”而起。我们应感谢维利床下的那个“鬼”，这个“鬼”编织的幸福真让我们，包括孩

子在内，感到意外，有时候竟然热泪盈眶。 

 

 

 

 

推荐： 

蓝色，不仅是天空和海洋的色彩，黑色也不只是夜晚和封面上那只孤独的船，它们仿佛还述说着小狗内心深处的忧郁和惆怅。在孩子

的眼中，色彩不只是世界和万和的的外衣，更是我们心灵中各种情感的暗示。 

 

 

 

 

推荐： 

发明家奇奇兔感到孤独，他决定要为自己设计出一种“寻找朋友的机器”。正当他苦思冥想的时候，发现周边的邻居们急需他的帮

助。于是，根据邻居们的生活需求，他设计出了“胡萝卜清洗机”、“复活节彩蛋描绘机”、“预防狐狸袭击兔窝机”、“迷惑猎人

机”等精妙装置。然而，他终究没有为自己发明出“寻找朋友的机器”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读一读这本书就知道啦。 

 

 

 

《维利床下的鬼》 

作者：安格丽卡·格里兹，恩纳特·施沃宝达， 

译者：陈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4-1 

(Monster unter Willis Bett, Angelika Glitz/ Imke 

Sönnichsen) 

《月亮狗》 

作者：尤塔·比克尔，纳娜·莫斯特，译者：陈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4-1 

(Der Mondhund, Nele Moost) 

《发明家奇奇兔》 

作者：卡罗拉·荷兰特，埃迪特·施爱伯-威克， 

译者：陈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4-1 

(Leonardo, Edith Schreiber-Wicke/ Carola 

Holland) 

http://search.bookuu.com/cd%5Bkeywords%5D_%25E5%25AE%2589%25E6%25A0%25BC%25E4%25B8%25BD%25E5%258D%25A1%25C2%25B7%25E6%25A0%25BC%25E9%2587%258C%25E5%2585%25B9.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3%C8%CB%FE%A1%A4%B1%C8%BF%CB%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4%C9%C4%C8%A1%A4%C4%AA%CB%B9%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E%BF%C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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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乌鸦曾经有五彩缤纷的羽毛，天下的乌鸦都很好看。不过，他们为了争论谁的颜色最好看，排斥异己，拉帮结派，以至相互厮杀。终

于，一场黑雨平息了所有的争吵，上天把乌鸦全部变成了黑色----没有了差别就没有了冲突。这个故事是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寓言。

爱好沉思的德国人，就是在童书中也不忘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念。谁说儿童文学只属于简单和浅显?简单的外壳中蕴涵着复杂的内核，

本来就是儿童文学的最高形式。 

 

 

 
 

推荐： 

阳光明媚，食物充足，朋友众多，可是彩色乌鸦还是觉得心中空空的，像缺少了什么似的。他四处寻找，帮助松鼠找到了榛子，帮助

人类找到了黄金，还像猫头鹰一样找到一颗星星。可是他发现这些并不是他所缺少的，最后他找到了一只温柔而美丽的乌鸦，确定这

才是他一直要寻找的。 

 

 

 

 

推荐： 

当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时，彩色乌鸦当然就与众不同了。的确，“枪打出头鸟”的古训，恐怕也是经验教训的总结。当然，这本图画

书的本意并不是告诉读者“与众不同”是如何的危险，而是劝告大家应当宽容地接纳各种各样的“与众不同 ”，包括外表、行为和

思想。 

 

 

《一只与众不同的乌鸦》 

作者：卡罗拉·荷兰特，埃迪特·施爱伯-威克， 

译者：三禾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4-1 

(Der Rabe, der anders war, Edith 

Schreiber-Wicke) 

《彩色的乌鸦》 

作者： 埃迪特·施爱伯-威克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4-1 

(Als die Raben noch bunt waren, Edith 

Schreiber-Wicke/ Carola Holland) 

《一只孤独的乌鸦》 

作者： 埃迪特·施爱伯-威克 

译者：三禾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4-1 

(Ein Rabe kommt selten allein, Edith 

Schreiber-Wicke)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F%A8%C2%DE%C0%AD%A1%A4%BA%C9%C0%BC%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0%A3%B5%CF%CC%D8%A1%A4%CA%A9%B0%AE%B2%AE&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E%BF%C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8%FD%BA%C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0%A3%B5%CF%CC%D8%A1%A4%CA%A9%B0%AE%B2%AE&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E%BF%C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0%A3%B5%CF%CC%D8%A1%A4%CA%A9%B0%AE%B2%AE&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E%BF%C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8%FD%BA%C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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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发现谜底》讲述的是：一个奇怪的红色物品忽然出现在院子里，在动物之间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每

个动物都有自己的想象，而且都大声地要求留给自己。但谜底究竟是什么呢？ 

 

 

 

 

推荐： 

《威玛的愿望》主要内容简介：威玛想要一个更美的名字，她希望爸爸妈妈总有时间和她一起玩。由于哥哥是一个“生气世界冠

军”，她更愿意有一个双胞胎姐妹。威玛有很多愿望，但是所有的愿望不一定都能实现。 

 

 

 

 

推荐： 

《小红鸟和钟表匠》主要内容简介：在一个灰暗的星期日的早晨，，一只红色的小蜂鸟木库乐乐突然站在钟表匠泰特宝伊姆先生的窗

外要进来。但是，钟表匠不需要这只小鸟，更不需要小鸟为他报时。可是木库乐乐顽强而又迷人地赖着不走，它施展浑身解数，直到

钟表匠对它产生好感为止…… 

 

 

《发现谜底》 

作者：达妮埃拉·罗默,斯文·雷贝勒尔,  

译者：李士勋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4-1 

(Das rätselhafte Findelding, Daniela Roemer/ 

Sven Leberer)  

 

《威玛的愿望》 

作者：保丽·弗劳特维尔,弗兰齐斯卡·毕尔曼  

译者：李士勋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4-1 

(Wilma wünscht sich was, Susanne Koppe) 

《小红鸟和钟表匠》 

作者：萨伊德,卡塔琳娜·格罗斯曼-亨塞尔, 

译者：李士勋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4-1 

(Mukulele, Said/ Katharina Grossmann-Hensel)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8%BE%BE%E5%A6%AE%E5%9F%83%E6%8B%89%C2%B7%E7%BD%97%E9%BB%98&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6%96%AF%E6%96%87%C2%B7%E9%9B%B7%E8%B4%9D%E5%8B%92%E5%B0%94&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6%9D%8E%E5%A3%AB%E5%8B%8B&search-alias=books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6%9D%8E%E5%A3%AB%E5%8B%8B&search-alias=books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8%90%A8%E4%BC%8A%E5%BE%B7&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8D%A1%E5%A1%94%E7%90%B3%E5%A8%9C%C2%B7%E6%A0%BC%E7%BD%97%E6%96%AF%E6%9B%BC-%E4%BA%A8%E5%A1%9E%E5%B0%94&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6%9D%8E%E5%A3%AB%E5%8B%8B&search-alias=books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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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阿尔贝塔寻找爱》讲述的是关于爱的故事。你想知道爱在哪儿吗？你不用去寻找它，它会找到你。如果它在这儿，你的心会看见

它。 

 

 

推荐： 

《晚安利勒比》向你推荐快速入睡的好方法。主人公利勒比睡不着，什么都不能帮他。睡前故事只能让他越来越兴奋，催眠曲也使他

越来越疯狂。如果没遇到他的好朋友，利勒比马上就会崩溃的。沃里布是一只小羊。看到小羊，利勒比突然想出一个绝妙的入睡方

法！ 

 

 

 

推荐： 

这是一个溢满浓浓爱意的故事，如何才能找到一位好朋友，一本关于梦想和发现的图画书，利勒比遇到了小羊，并和他一起经历了一

次激动人心的探宝之旅。他们共同体验了一次又一次的冒险，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明白：好朋友才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宝

藏！ 

 

 

 

 

 

《阿尔贝塔寻找爱》 

作者：伊萨贝尔·阿贝蒂,安德蕾娅·黑布洛克, 

译者：李士勋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4-1 

(Alberta geht die Liebe suchen, Isabel Abedi/ 

Andrea Hebrock) 

 

《晚安利勒比》 

作者：尼娜·斯坦贝克，译者：王星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4-1 

(Gute Nacht, Lillebi!, Nina Steinbeck/ Walter 

Steinbeck) 

 

《利勒比找到一个好朋友》 

作者:（德）尼娜·斯坦贝克，译者：王星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4-1 

(Lillebi findet einen Freund, Nina Steinbeck/ 

Walter Steinbeck)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4%BC%8A%E8%90%A8%E8%B4%9D%E5%B0%94%C2%B7%E9%98%BF%E8%B4%9D%E8%92%82&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AE%89%E5%BE%B7%E8%95%BE%E5%A8%85%C2%B7%E9%BB%91%E5%B8%83%E6%B4%9B%E5%85%8B&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6%9D%8E%E5%A3%AB%E5%8B%8B&search-alias=books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B0%BC%E5%A8%9C%C2%B7%E6%96%AF%E5%9D%A6%E8%B4%9D%E5%85%8B&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7%8E%8B%E6%98%9F&search-alias=books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7%8E%8B%E6%98%9F&search-alias=books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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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一只小河马在寻找幸福——哪种颜色会给它带来最大的快乐呢？是早已习惯的泥潭灰，还是太阳黄、亮桔红、草莓红、巧克力棕，海

水蓝或是雨林绿？ 蝴蝶、兔子、小狗、小猫、小猪、龙虾、鳟鱼、鳄鱼和豹子，他们都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奥莉会怎么决定呢？这

是一本用爱心创作的有趣的色彩书。 

 

 

推荐： 

这本书洋溢着轻松俏皮的味道，故事内容也充满孩子气的想象。大熊在冬眠醒来后瘦长的身躯，翻过一页，就已吃得胖嘟嘟了。大熊

的表情和姿态屡屡呈现出小孩般的稚气与天真，而且充满困惑。 

 

 

 

推荐： 

我们都会上路，那是做人的一世、做事的一生推辞不了的。它是响应了心底的一个愿望，或是响应了远处的一个邀请。犟龟的故事讲

的是全程的坚持，可是它不再仅仅是讲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原来只要上路，就终究没有落空那回事。记住这个哲学：上了路，就天

天走，总会遇见隆重的庆典。 

 

《河马的幸福生活》 

作者：（德）贝埃特·朔贝尔，米夏埃尔·朔贝尔， 

译者：淡薇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4-1 

(Olli Nil badet im Glück, Beate Schober/ 

Michael Schober) 

《一只想当爸爸的熊》 

作者：沃尔夫·埃布鲁赫，译者：方素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3-1 

(Das Bärenwunder, Wolf Erlbruch) 

《犟龟》 

作者：（德）恩德文，（德）施吕特，译者：何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1 

(Tranquilla Trampeltreu, die beharrliche 

Schildkröte, Michael Ende)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1%B4%B0%A3%CC%D8%A1%A4%CB%B7%B1%B4%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3%D7%CF%C4%B0%A3%B6%FB%A1%A4%CB%B7%B1%B4%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5%AD%DE%B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E%D6%B6%FB%B7%F2%A1%A4%B0%A3%B2%BC%C2%B3%BA%D5&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7%BD%CB%D8%D5%EF&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6%F7%B5%C2%CE%C4&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A%A9%C2%C0%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A%CE%C9%BA&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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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森林里发生了一段小风波：建了一半的高塔突然倒了，獾的腿被咬了一口，熊也跑了过来……争吵让原本好好的游戏中断了：獾、狐

狸、熊、松鼠都来讲述事情的经过，可他们说的却都不一样。“不是那样，是这样！”到底是怎么样呢？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推荐： 

儿童情绪情感绘本教孩子懂得理解和接纳。产生不满情绪时，抱怨和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积极的做法是学会包容。 

 

 
推荐： 

期待孩子会感恩有担当，期待孩子善良勇敢，期待孩子自强息，期待孩子能发现和享受这个世界的美两。 

 
推荐： 

当沉稳安静的长耳先生遇见热情懒散的熊美小姐，这两个外貌、性格和生活习惯都大不同的朋友，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能不能和

睦相处呢？经历误会、吵闹、气愤、埋怨、原谅和欢乐之后，长耳先生和熊美小姐找到了开启幸福和友谊的钥匙。作者用轻松而欢乐

的笔调和孩子们探讨一个个关于交往的话题，可爱而温暖的故事，将友谊和幸福诠释的淋漓尽致，深深进入每一个大人或小孩的心

里。 

《不是那样的，是这样的》 

作者：卡琳·谢尔勒 文/图  译者：陈琦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0-1 

(So war das! Nein, so! Nein, so!, Kathrin 

Schärer) 

《大嗓门爸爸》 

作者：菲利普·韦希尔  译者：陈琦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2-1 

(Der Krakeeler, Moni Port/ Philip Waechter) 

《兔叔叔的旋风式到访》 

作者：(德)克里丝塔.肯普特   译者：陈敏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 

(Herr Hase und Frau Bär bekommen Besuch, 

Christa Kempter/ Fraukel Weldin) 

《熊美小姐的度假风波》 

作者：(德)克里丝塔.肯普特   译者：陈敏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 

(Herr Hase und Frau Bär: Der große Ausflug, 

Christa Kempter/ Fraukel Weldin)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德译中精品少儿书单(2015)   
 

 

15 
 

 

 
 

推荐： 

你是举世无双的 FTH国家队又怎么样？你踢出了历史上没有的 108：0的记录又怎么样？其实你还不如就心平气和地和蚂蚁，蝗虫踢一

踢，倒也有趣得多，有意思得多，会有很多人为你鼓掌。你注意了吗？这样的事情在人间也是有的，而我们最好都别犯类似的错！   

记住这个哲学：知识自己，也就能比较正确地估计别人，无人守门的足球赛可以不参加。 

 

 
 

推荐： 

从前有一个布头娃娃，它是用鲜艳的彩色布条做成的。布头娃娃唯一擅长的事情是为它的主人小男孩逗乐。可是有一天，小男孩觉得

别的玩具都比布头娃娃要好看好玩得多，并因此遗弃了布头娃娃。此后，布头娃娃遭遇了很多，甚至危在旦夕，但它仍没有忘记自己

的使命为小男孩逗乐。 

 

  
 

推荐： 

威利是个好奇的孩子，他对什么都有自己的疑问。这不，他赖上爱德华伯伯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连续不断地抛给爱德华伯伯。好在爱

德华伯伯很有耐心，威利在爱德华伯伯的回答中跟着爱德华伯伯一起进行了一次神奇的穿越之旅。 

《苍蝇和大象的足球赛》 

作者：（德）恩德   译者：何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1 

(Filemon Faltenreich, Michael Ende/ Daniela 

Chudzinski) 

《布头娃娃》 

作者：（德）恩德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1 

(Das kleine Lumpenkasperle, Michael Ende/ 

Roswitha Quadflieg) 

《威利的疑问》 

作者：（德）恩德    

译者：何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1 

(Lirum Larum Willi Warum, Michael Ende/ 

Bernhard Oberdieck)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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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绒布熊小顽童每天坐在沙发角落无所事事，因此受到苍蝇的奚落嘲笑。小顽童决定出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她走遍街道巷尾，丛林草

原，询问老鼠、小鸟、蟒蛇、猴子大象，始终没有找到她要的答案。最后就在她绝望的时候...... 

 

 
 

推荐： 

有这样一所学校，里面专门教些没有教养的家伙。到这里来的学习的学生，要学会凡事先干后问，不说请，也不说谢，吃饭吧唧嘴，

边吃边说话……最后课程结束时，孩子们还要经过测试，测试他们在争吵、说粗话、推撞别人、刮破人鼻子这类事情上的本领，只有

通过考试的人，才能得到“捣蛋鬼”的光荣称号。 

 

 

推荐： 

本书由 8张大开图片组成，绘者从同一角度取景，以 3年为一段间隔时间，忠实记录了一个城市的某条街道 20年的景观变化，书中没

有文字解说，除了画面上的广告牌上的文字或店铺名字等。8 幅画面让读者成为目睹城市变化的最佳证人。穿越时光河流中的一幅幅

画面，透过历史的剪影，阅读到一个城市从表面到深层的变化，就在这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图画书作品之中。 

 

 

《出走的绒布熊》 

作者：（德）恩德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1 

(Der Teddy und die Tiere, Michael Ende/ 

Bernhard Oberdieck) 

《捣蛋学校》 

作者：（德）恩德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1 

(Die Rüpelschule, Michael Ende/ Volker 

Fredrich) 

《城市的改变》 

作者：（瑞士）约克 米勒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4-1 

(Die Veränderung der Stadt, Jörg Müll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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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这是一套给小宝宝读的纸板书，书里的故事最最简单，小宝宝能够读懂它，还会喜欢上它。书里的故事简单，内容可不简单，它开启

了宝宝认知的世界：认声音，认动物，认颜色，认宝宝最最喜欢的东西。书里的故事简单，里面的哲理可不简单，在读故事的时候，

宝宝会渐渐懂得爱是什么，懂得尊重是什么，懂得朋友是什么，懂得怎样看待自己。 

 

 
 

推荐： 

小熊每天晚上都在洞口看月亮，已经坚持了七年。月亮是他最好的朋友。小熊有个愿望，他希望自己离月亮近一点儿。为此他试过很

多办法。他尝试着爬上最高的山峰去摸月亮，还尝试着在水中捞起月亮，结果都失败了。直到一天晚上，小熊想到了一个新点子…… 

 

 
 

推荐： 

《博物馆奇案》是启发绘本馆已出版的启发精选世界优秀畅销绘本系列之一，适合 4 岁以上儿童阅读。博物馆发生了离奇案件，世界

名画《蒙娜丽莎》被盗走了，现在急需找到它。书中以游戏的形式，让小读者参与进去，帮助馆长找到失窃的名画，非常亲切并具有

互动性。这一路上，小读者会遇到不同的人，他们都可能提供有用的信息！与此同时，还能学习艺术史、知名赝品和杰出画家等有趣

的知识！ 

《水彩大师赫姆·海恩的童心世界》 

作者：（德）赫姆•海恩  

译者：陈敏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2-1 

(Der Hase mit der roten Nase/ Der Hühnerhof/ 

Der Katzentatzentanz/ Die Farben, Helme 

Heine) 

《月亮熊》 

作者：（德）罗尔夫范尔 、乌尔丽克莫尔特根  

译者：陈敏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2=1-1 

(Der Mondbär, Rolf Fänger/ Ulrike Möltgen) 

《博物馆奇案——名画失窃记》 

作者：（德）阿尔曼德•格贝尔 译者：赖雅静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3-8-1 

(Aufregung im Museum, Armande Gerb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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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垃圾山上住着阿嚏的一家，他们整天不停地找垃圾吃。阿嚏妈妈会做美味的鞋带汤，阿嚏爸爸喜欢用垃圾做手工，小阿嚏也和其他孩

子不一样，小阿嚏不喜欢蔬菜汤而喜欢钉子汤，他们喜欢在烂泥中玩耍，喜欢骑着火龙到处飞，他们给火龙举办了生日派对，他们也

去幼儿园和小朋友一起做游戏。 

 

 
 

推荐： 

和波波鸭一起了解我们的身体是如何工作的！你能学到很多相关知识：空气吸入肺中，血液经由血管流动。甚至骨架都是可以看到的

噢！快和好奇的波波鸭一起踏上这次探索之旅，开始了解那些有关骨骼、肌肉、感官和器官的有趣的知识吧。绝对会让你倍感惊奇

的！ 

 

 
 

推荐： 

让我们与波波鸭一起认识交通工具的世界吧！飞机敢在空中翻跟头，直升机直着飞离地面，摩托车手开着摩托腾空跳跃，汽车车身会

抬起来——一切都活动起来！和好奇的波波鸭在一起，你将认识到所有有趣的东西——全速向前吧！ 

《保姆来了-垃圾小超人》 

作者：（德）迪特尔，译者：褚春源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8-1 

(Die Olchis- Wenn der Babysitter kommt, 

Erhard Dietl) 

 

) 

《我们的身体》 

作者：（德）克里青 译者：李竞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4-1 

(Entdecke die Welt mit Polo Propeller: Der 

Körper, Maren von Klitzing) 

《交通工具》 

作者：（奥）涅斯特林格，译者：任庆莉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5-4 

(Entdecke die Welt mit Polo Propeller: 

Fahrzeuge, Maren von Klitzing)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5%CF%CC%D8%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F1%D2%B4%BA%D4%B4&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5%E7%D7%D3%B9%A4%D2%B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8%CE%C7%EC%C0%F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4%F9%CB%B9%CC%D8%C1%D6%B8%F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8%CE%C7%EC%C0%F2&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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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这是一本非常幽默的知识类绘本，用一个简单的故事串联，让小朋友认识各种动物的粪便是什么样子。故事透过一只倒霉的小鼹鼠，

寻找到底是哪个坏蛋“嗯嗯”在他头上的过程，轻松愉快地让我们了解：原来每一种动物的排泄物形状都不同，什么样的动物就有什

么样的“嗯嗯”——“便”。简单诙谐的笔调很适合读给孩子听，幽默连贯的剧情也能成功勾起孩子的好奇心。 

 

 

推荐： 

在被白雪覆盖的静谧森林里，雪人就像一个有生命的精灵，见证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个奇迹。它仿佛是用无声的语言，在默默地诉

说：你付出的一切，都不会白费力；你得到的一切，都不会毫无价值。 

 

 
 

推荐： 

在这个小村庄里，像矮树丛里的鲜花一样雪白可爱的小老鼠——蒂尔达斯，生活在教区教堂里的一个小公寓中，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那

么可爱：自由自在地爬爬山，在各个角落里进行大大小小的探险……更重要的是，每当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小老鼠蒂尔达斯都会伸

出热情之手，帮助所有的人。他和他的朋友们——小老鼠莫莉、小鸟罗宾、松鼠比利和贝尼、刺猬鲁贝特，一起生活，一起玩耍。本

套绘本借一只可爱的小老鼠，带领孩子们进入友爱和分享之旅。 

《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 

作者：（德〕维尔纳霍尔茨瓦特 译者：方素珍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4-1 

(Vom kleinen Maulwurf, der wissen wollte, 

wer ihm auf den Kopf gemacht hat, Werner 

Holzwarth/ Wolf Erlbruch) 

《松鼠先生和第一场雪》 

作者：（德）塞巴斯蒂安·麦什莫泽，译者：刘海颖  

出版社：湖北少儿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7-1 

(Herr Eichhorn und der erste Schnee, 

Sebastian Meschenmoser) 

《爱心鼠小弟系列》 

作者：（奥）涅斯特林格，译者：王晓翠  

出版社：湖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0-1 

(Warum ich dich am liebsten hab, Andreas H. 

Schmachtl)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5%E3%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8%FB%B0%CD%CB%B9%B5%D9%B0%B2%A1%A4%C2%F3%CA%B2%C4%AA%D4%F3&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1%F5%BA%A3%D3%B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A%FE%B1%B1%C9%D9%B6%F9%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4%F9%CB%B9%CC%D8%C1%D6%B8%F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8%CE%C7%EC%C0%F2&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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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本书讲述了病重的爷爷躺在病床上，向懵懂的小孙子讲述了自己年少的经历：童年的无忧、战争的无情、生活的无奈……作者用朴实

简洁的文字描写故事、用活泼的插图勾勒出爷爷面对生命的包容和知足，提醒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无精打采地走着，或许在某

个转角处，又是一片光亮！ 

 

 

 

 

推荐： 

刺猬先生爱上了美丽的刺猬小姐，但是该如何打动刺猬小姐的心呢？松鼠先生和刺猬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英雄”！变成

英雄名气大，英勇又有胆量。于是，松鼠先生和刺猬开始了他们的英雄之旅。 

 

 
 

推荐： 

奥地利儿童文学奖荣誉奖得主莫泽尔创作的这一系列“大象小不点”的故事，涵盖了孩子心灵成长的各个阶段，小不点每邂逅一位朋

友，就向着独立和更明确的自我认知迈出重要的一步。它教给孩子：孤单的时候不要慌张，失望的时候不要沮丧，困难的时候不要放

弃。 

《爷爷的天使》 

作者：（德）尤塔·鲍尔，译者：高玉菁 

出版社：湖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3-1 

(Opas Engel, Jutta Bauer) 

 

《松鼠先生找幸福》 

作者：（德）麦什莫泽，译者：王晓翠  

出版社：湖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7-1 

(Herr Eichhorn weiß den Weg zum Glück, 

Sebastian Meschenmoser) 

 

《大象小不点系列》 

作者：（奥）莫泽尔，译者：赵远红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1-1 

(Winzig, der Elefant/ Winzig geht in die Wüste/ 

Winzig sucht die Elefanten/ Winzig findet seine 

Eltern, Erwin Mos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3%C8%CB%FE%A1%A4%B1%AB%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8%DF%D3%F1%DD%B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A%FE%B1%B1%C3%C0%CA%F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2%F3%CA%B2%C4%AA%D4%F3&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CF%FE%B4%E4&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A%FE%B1%B1%C3%C0%CA%F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2%F3%CA%B2%C4%AA%D4%F3&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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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如果你常常感到疲惫、孤独；如果你常常感到焦虑、迷茫；请你随身带着这本书，《幸福》会带给你幸福！ 

 

 

 

 

推荐： 

德国著名绘本作家尼古劳斯·海德尔巴赫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索取与付出的寓言。善意的付出是否代表了怯懦，无休无止的索取是

否总能得到满足？友好与尊重如果不是相互的，结果又会如何？在这本书里，一个小女孩与一群灰沼狸演绎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推荐： 

《小熊比尔和大熊爸爸》是一套温馨而特别的绘本，讲述了父子间的生活小故事：小熊比尔顽皮、爱犯错，但又可爱、懂事，大熊爸

爸细心地照顾比尔，勇敢地保护比尔，还用他的行动与智慧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比尔。 

 

 

 

《幸福》 

作者：（德）德尤塔•鲍尔，译者：王星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2-1 

(Selma, Jutta Bauer) 

《女王吉瑟拉》 

作者：（德）尼古劳斯·海德尔巴赫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1 

(Königin Gisela, Nikolaus Heidelbach) 

《小熊比尔和大熊爸爸系列》 

作者：（德）莫斯特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6-1 

(Ein Tag mit dir ist immer schön/ Dich geb ich nie mehr her/ Ich 

habe dich und du hast mich/ Krümel feiert Geburtstag/ Krümel 

lernt schwimmen/ Krümel ist der beste Tröster/ Ohne Krümel geht 

es nicht/ Krümel und die Weihnachtskiste, Nele Moost)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3%C8%CB%FE&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1%AB%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D0%C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4%CF%BA%A3%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4%CF%BA%A3%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4%CF%BA%A3%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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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画家布霍茨以对日常生活的细节刻画见长，本书的画面色彩明丽而柔和，光影处理恰如其分，既配合了活泼欢快的故事情节，又留下

静谧悠远的想象空间，不知不觉就能将人带进入故事之中，与莎娜一起体会心情的起起落落，共同经历这次难忘的马戏团历险。 

 

 

推荐： 

这本书精彩地呈现了过去与现代的历史事件、社会变迁、日常生活和设计时尚,将各个时代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用精确得令人难以置信的

笔触展现在读者面前，连细枝末节都刻画得非常完美。 

 

 

推荐： 

在《当鸭子遇见死神》的故事中，作者将人们生活中尽力回避、难以面对的死亡话题，通过诙谐幽默的故事表现出来，让读者通过鸭

子直面死神的经历，去学会接纳、思考和勇敢面对“死亡”这个字眼。作者并没有企图通过故事告诉读者死亡的感受以及死后是什么

样子，而是给读者更多的空间自己去思考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问题。 

 

《莎娜想要演马戏》 

作者：（德）古德荣·梅布斯  

译者：王星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1 

(Die Sara, die zum Circus will, Gudrun Mebs/ 

Quint Buchholz) 

《一条街的 100 年》 

作者：（德）克里斯塔·霍尔泰   

译者：张晓静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0-1 

(Die Strasse, Christa Holtei/ Gerda Raidt) 

《当鸭子遇见死神》 

作者：（德）沃尔夫·埃布鲁赫   

译者：陈科慧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9-1 

(Ente, Tod und Tulpe, Wolf Erlbruch)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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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妈妈是个大嗓门，居然用喊声把孩子震碎了！当然，世上所有的妈妈都一样，大嗓门妈妈也有温柔体贴的一面。她走遍千山万水，不

畏艰辛把孩子找全，缝在一起……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有时候，骂也是爱的一种表现！ 

 

 

 

推荐： 

“一个人”其实就是你我他，就是很多人——正如同一幅风景在不同人看来，已然幻化为很多风景。 

 

 

 

 

推荐： 

没耳朵的兔子与其他兔子一样，他能跑、能跳、爱吃胡萝卜。可是，他没有耳朵。其他的兔子都不和没耳朵的兔子做朋友，就连狐狸

都懒得捉他……这本图画书是德国著名电影制作人特尔和德国童书插画家克劳斯共同创作的。他们想通过这个好玩、有趣的故事告诉

孩子：不管你有多特别，都要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地生活下去。 

 

《大嗓门妈妈》 

作者：（德）保尔   

译者：王星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1 

(Schreimutter, Jutta Bauer) 

《我就是一个人》 

作者：（奥）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 

(Einer, Christine Nöstlinger/ Janosch) 

《没有耳朵的兔子》 

作者：（德）鲍姆加特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2-1 

(Keinohrhase und Zweiohrküken,  

Klaus Baumgart/ Til Schweig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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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本书通过一个矛盾情境，展现了小兔子被吃的恐惧和智取巧胜的开心。当一只小兔子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窜出一只狐狸来，那会发

生什么事呢？狐狸又一次张大了嘴巴，这一次却不是要吃兔子…… 

 

 

推荐： 

小猪波波、小老鼠强强和公鸡咕咕是好朋友，它们认为好朋友是永远不分开的。 

 

 

推荐： 

可爱的形象，柔和的色彩，幽默夸张的运作表情，还有那贯穿始终的浪漫情调……一位小个头的鳄鱼先生爱上了一位大个头的长颈鹿

女士，他们从彼此陌生到相识相知；因彼此相爱而生活在一起，却因为相互间的巨大差异而面临着许多的麻烦；但他们终于勇敢地携

起手来，共同打造幸福的生活，而且还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了奇迹。 

 

 

推荐： 

哲学不枯燥，它是美妙的。哲学不遥远，它是亲切的。哲学不深奥，它在每个孩子心里。 

《假如狐狸和兔子互道晚安》 

作者：（德）舍雷尔  

译者：陈俊 

出版社：希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1 

(Wenn Fuchs und Hase sich Gute Nacht sagen, 

Kathrin Schärer) 

《好朋友》 

作者：（德）赫姆海恩 

译者：王真心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9-1 

(Freunde, Helme Heine) 

《搬过来搬过去》 

作者：（德）库洛特，译者：方素珍 

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Das kleine Krokodil und die große Liebe, 

Daniela Kulot) 

《大师经典哲学绘本（共 4 册）》 

作者：（德）莫妮卡•菲特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 

(Der Schilderputzer/ Der Gedankensammler/ Der Maler/ 

Die Stadt und das Meer/ Als die Farben verboten 

wurden, Monika Feth)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9%E1%C0%D7%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5%E3%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5%E3%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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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这是一本高品质的图画书，不仅包含了美丽的经典诗句，还是一份给孩子的美好的生命礼物。 

 

 

推荐： 

本书包括了社会自然、童话传说、风俗人情、交通地理、运动休闲、音乐器材等各方面的热门词汇。最常用的单词解释，最直白的图

画展示，最全面的音标注解，训练“听说读写”立体式的英语全才。 

 

 

推荐： 

要告诉孩子世界的真相：有爱就有恨，有善就有恶，要保证生命安全就必须懂得自我保护——不仅要向他们灌输自我保护的意识，还

要教会他们自我保护的方法。当孩子必须走出我们的怀抱去独自面对世界，当孩子必须离开我们身边独自远行，我们才有资格给他们

最美好的祝福。 

 

 

推荐： 

新颖独特的“手风琴” 式与精装相结合的装帧，长长的折叠画卷展开后是一幅巨大的图，画面丰富细腻宛如图画故事书；摺叠起来

是一本书，可以和普通的书一样阅读。除了长长的画卷，图书还配有系统而详尽的说明文字，让孩子在感受新奇的同时学到丰富的科

学知识。 

《冯·里贝克先生：一个关于分享的故事》 

作者：（德）特奥多尔 冯塔纳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1 

(Herr von Ribbeck auf Ribbeck im Havelland, 

Theodor Fontane/ Nancy Hogrogian) 

《我的第一本英汉图画词典》 

作者：（德）施瓦格尔与施泰因莱因研究组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2-1 

(1000 erste Wörter Englisch) 

《我不会走丢》 

作者：（德）达柯玛尔·盖斯勒, 杰妮·桑德斯  

出版社：地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4-1 

(Ich geh doch nicht verloren!, Dagmar Geisler) 

《拉拉看全景小百科（共 5 册）》 

作者：（德）德国雅各比和斯图尔特出版社 

出版社：中国人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1  

(Leporello-Riesenposter Tiefsee, Hans Baltz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5%E3%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5%E3%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5%E3%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5%E3%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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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本和丽娜——看医生，这是一本关于“健康”的儿童情感读本。这是一本关于成长纪实手册。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的跨越时空的礼物图

册。 

 

 

推荐： 

本和丽娜——小猫咪，这是一本关于“喜欢与爱”的儿童情感读本。这是一本关于成长纪实手册。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的跨越时空的礼

物图册。 

 

推荐： 

今天是本第一天入园的日子。幼儿园里，有一位和善的老师。她带着本熟悉幼儿园，并且指给他积木乐园、滑梯和绘画角的位置。可

是没有一个小朋友邀请本和他们一起玩。本想回家了。然而就在这时，本发现了一个有秘密的同龄男孩…… 

 

 

推荐： 

本和丽娜——去购物，这是一本关于“独立”的儿童情感读本。这是一本关于成长纪实手册。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的跨越时空的礼物图

册。 

《本和丽娜——看医生》 

作者：（德）米娅姆·普莱斯勒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8-1 

(Ben und Lena gehen zum Arzt, Mirjam Pressler/ 

Dagmar Geisler) 

《本和丽娜——小猫咪》 

作者：（德）米娅姆·普莱斯勒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8-1 

(Ben und Lena und das Kätzchen, Mirjam Pressler/ 

Dagmar Geisler) 

《本和丽娜——去幼儿园》 

作者：（德）米娅姆·普莱斯勒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8-1 

(Ben und Lena im Kindergarten, Mirjam Pressler/ 

Dagmar Geisler) 

《本和丽娜——去购物》 

作者：（德）米娅姆·普莱斯勒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8-1 

(Ben und Lena gehen einkaufen, Mirjam Pressler/ 

Dagmar Gei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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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本和丽娜——欢度圣诞节，这是一本关于“家”的儿童情感读本。这是一本关于成长纪实手册。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的跨越时空的礼物

图册。 

 

 

推荐： 

小格鲁比和他的宠物小狗一起去海边度假。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物：他们一起去海象家做客，一起用海贝作画，一起爬

上高高的灯塔，远眺往来的船舶。不过，小海蟹的鳌已经举起，小格鲁比，你们可一定要小心啦！ 

 

 

推荐： 

小格鲁比到农场去帮忙，他的宠物小狗也陪在他身旁，他们开心地忙碌在农场，和动物伙伴们一起，拥抱着假日里暖融融的太阳。 

 

 

推荐： 

小小格鲁比带着他的小狗和他的朋友米娅一起去草原上上散步。他们看到了精巧的鸟巢，他们听到了蚱蜢的鸣唱。还有很多沿途的美

景，让他们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本和丽娜——欢度圣诞节》 

作者：（德）米娅姆·普莱斯勒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8-1 

(Ben und Lena freuen sich auf Weihnachten/ Mirjam 

Pressler, Dagmar Geisler) 

《小小格鲁比——沙滩记》 

作者：（瑞）伽布里·那迷施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0-1 

(Glöbeli am Strand, Gabriel Nemeth) 

《小小格鲁比——农家乐》 

作者：（瑞）伽布里·那迷施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0-1 

(Glöbeli auf dem Bauernhof, Gabriel Nemeth) 

《小小格鲁比——草原篇》 

作者：（瑞）伽布里·那迷施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0-1 

(Glöbeli auf der Wiese, Gabriel Nem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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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小格鲁比和他的朋友小狗，一起去游乐场玩。在那里，他们遇到了骑着新的小三轮车的米娅。他们一起玩耍，让一切都变得更有趣

了！ 

 

 

 

推荐： 

每八本为一个系列，每本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每个系列一个主题，把精华浓缩在可以随身携带的空间里，而且丰富的题材可以满足

不同类型孩子的需求。书中的图画全部由德国著名的绘本画家绘制，十分精美细致，且风格迥异，立即吸引住孩子的眼球，并且给他

们带来持续的新鲜感。 

 

 

 

 

 

 

 

 

 

 

 

 

 

 

 

 

 

 

 

 

《小小格鲁比——游乐场》 

作者：（瑞）伽布里·那迷施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0-1 

(Glöbeli auf dem Spielplatz, Gabriel Nemeth) 

《皮卡西随身绘本系列》 

作者：（德）西蒙纳·南丁斯迈尔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2-1 

(Pixi-Bücher 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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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故事类 

 

 

 

推荐： 

希尔达城的居民有一个悲伤的故事。很久以前他们以智慧著称，但现在他们却以愚蠢闻名，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坏名声感到痛苦，年轻

的一代决定挽回智慧的美名。希尔达的居民承诺要证明他们的机智，然而，没有一次结果如他们所愿。快去看看这些“聪明”人都办

了哪些“聪明”事吧！这个精彩的故事一定会让你捧腹大笑。 

 

 

 

推荐： 

这是一只特别的乌鸦，它会流畅地说各国语言，会惟妙惟肖地模仿各种声响，更有一手绝活，那就是能发出猛虎的吼叫。只是它由于

太过好奇而落入捕鸟人之手，被辗转卖到德国，并以这个美丽国家为舞台，开始了传奇的一生！ 

 

 

 

 

推荐： 

这是一本书中之书，梦境交织着现实，将生活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十岁的利普尔被迫与雅科布夫人生活一个星期，但他和她根本合不

来。与此同时，利普尔的班上来了两个土耳其孩子，他们和利普尔交上了朋友，甚至在他的梦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王子和公

主…… 

《傻瓜城》 

作者：（德）普鲁士勒，译者：顾丽娟，陈坤泉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Bei uns in Schilda, Otfried Preussler) 

《虎啸鸟》 

作者：（德）乌韦·蒂姆，译者：陈俊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Die Piratenamsel, Uwe Timm) 

《利普尔的梦》 

作者：（德）保罗·马尔，译者：李士勋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Lippels Traum, Paul Maa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6%D5%C2%B3%CA%BF%C0%D5&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9%CB%C0%F6%BE%EA&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C0%A4%C8%AA&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5%E3%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E%DA%CE%A4%A1%A4%B5%D9%C4%B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5%E3%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1%A3%C2%DE%A1%A4%C2%ED%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0%EE%CA%BF%D1%A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5%E3%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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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塔上的小狐狸》为短篇作品合集，收纳了八十四则妙趣横生的短篇故事，这些故事来自生活的细微处，被作者精微的笔触一一展开

渲染，生活情致静静闪现。该书以一文一画的独特形式、发人深省的深刻道理、新颖别致的艺术构思、幽默滑稽的智慧故事让人们爱

不释手。 

 

 

 

 

推荐： 

本套书共 3 册，包括：《古怪故事集》、《荒诞故事集》和《下饭故事集》。书中的故事看似荒诞离奇，却充满了寓教于乐的深刻用意。

作者通过一个个短小的故事。有时机地、有侧重地向读者灌输一点一滴的为人之道、处世之道、观察世界之道，在孩子们的潜意识中

培养起真善美。 

 

 

 

推荐： 

《我和动物交朋友》系列共 5 册，包括：《兔子史努菲》、《猫咪卡尔》、《小狗巴鲁》、《鹦鹉费罗》和《乌龟爱玛》。书中讲述了三个小

朋友和不同动物之间的友情故事。每本书后都附有浅显易懂、操作简单的“动物交友秘诀”，告诉你如何与动物相处，如何照顾来到家

中的动物朋友。 

《我和动物交朋友》系列 

作者：（德）舍菲尔特，（德）图斯特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1 

(Tierärztin Tilly Tierlieb, Margot Scheffhold) 

《塔上的小狐狸》 

作者：（德）韦尔芙尔，译者：陈俊 

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Das Lachkind, Ursula Wölfel) 

《古怪故事集》 《荒诞故事集》 《下饭故事集》系列 

作者：（德）韦尔芙尔，译者：陈俊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8-1 

(acht und zwanzig Lachgeschichten, Ursula Wölfel)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9%E1%B7%C6%B6%FB%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BC%CB%B9%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6%D0%B9%FA%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E%A4%B6%FB%DC%BD%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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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5%E3%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E%A4%B6%FB%DC%BD%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1%C9%C4%FE%BD%CC%D3%F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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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本书讲述一个初露天赋的少年钢琴手的故事，是一部充满幽默和想象力的都市小说。本书在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时刻，给予最好的人生

指导，是属于青少年自己的最优秀、最经典的文学书，是值得珍藏一辈子的书。 

 

 

 

推荐： 

一个关于扫帚的问题，让小男孩铁木儿了解到了一段有趣的爱情故事，并进入到了扫帚发明人库宾先生和他的“追爱”故事中去，他

能帮助库宾先生追求到美丽善良的姑娘阿佳莎吗？ 

 

 

 

 

推荐： 

本书讲述了小姑娘丹妮尔在自己家的钢琴里发现了一个钢琴小精灵。为了喂饱这个以音乐为食的小人儿，不爱弹钢琴的丹妮尔不得不

天天练习弹琴，这可让丹妮尔的父母大吃一惊。通过聊天，丹妮尔得知钢琴小精灵因为进入丹妮尔的钢琴而与家人分离，她决定帮助

小精灵回到家人的身边。 

《最后一块拼图》 

作者：（德）普吕茨，译者：王泰智，沈惠珠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3-1 

(Cornelius oder Weil man dann etwas anderes 

findet, Sigurd Pruetz) 

  

《爱的魔法》 

作者：（德）玛丽丝·巴德利，（德）安珂·库尔， 

译者：王泰智，沈慧珠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9-1 

(Timur und die Erfindungen aus lauter Liebe, 

Marlies Bardeli) 

《钢琴小精灵》 

作者：（德）金仕可菲，译者：郑高凤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1 

(Der Klavierling, Lotte Kinskof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6%D5%C2%C0%B4%C4&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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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哈玲卡是一个生活在孤儿院的十二三岁的女孩，她性格孤僻，内心封闭，没有朋友。一次偶然的打抱不平，使她获得了尊重与友谊，

并认识到，美虽然不像面包一样是生活必需品，却可以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 

 

 

 

推荐： 

十五岁的艾芳因肥胖而感到自卑和孤单，她把所有的烦恼都寄托在巧克力上，用吃巧克力来发泄她的郁闷。直到有一天，她遇见了男

孩米契。艾芳第一次尝到恋爱的滋味，她一直沉醉在幸福和自信中。因为爱，她不但学会了如何接纳自己，也学会了与别人沟通的艺

术。 

 

 

 

推荐： 

蒂莉阿姨有个神奇的“魔法箱”，她总能用它把自己装扮成巫婆或是美丽高贵的神秘女郎。大卫的同学和老师都很欣赏蒂莉阿姨的表演，

甚至有些嫉妒他能有这样一位可爱的阿姨。然而，现在蒂莉阿姨要离开了，大卫要如何选择呢？ 

 

《幸福来临时》 

作者：（德）米亚姆•普莱斯勒,译者：佘葆青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1 

(Wenn das Glück kommt, muss man ihm einen 

Stuhl hinstellen,Mirjam Pressler) 

《苦涩巧克力》 

作者：（德）普莱斯勒，译者：李紫蓉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3-1 

(Bitterschokolade, Mirjam Pressler) 

 

 

《蒂莉阿姨的魔法箱》 

作者：（德）赫尔德林，译者：王泰智，沈惠珠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2-1 

(Tante Tilli macht Theater, Peter Härtling)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3%D7%D1%C7%C4%B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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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9%DC%DD%E1%C7%E0&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0%C2%C0%D9%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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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CC%A9%D6%C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9%F2%BB%DD%D6%E9&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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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这不是发生在达官显贵家里的故事，也不是发生在家贫如洗的孤儿身上的故事，而是发生在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家庭里的故事。 

这是一个出人预料的故事，结尾仿佛是个奇迹。其实，奇迹并没有出现，那是马蒂一家实实在在的努力。任何的限制，都是从内心开

始的，而马蒂帮助家人打破了自我设限，得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美好夏天。 

 

 

 

推荐： 

埃利亚斯的妈妈拥有一头秀丽的长发，爸爸设计电脑游戏。小朋友们都十分羡慕他。但爸爸妈妈却很有少时间陪他。一天，他发现了

一个蛋，直到有一天从蛋中孵出一个会飞的东西，竟然是一位奶奶！ 而且这位奶奶满脑子都是恶作剧…… 

 

 

 

推荐： 

作者第一人称口吻的讲述毫无粉饰地呈现出最本真的孩童心理和最原生态的现实世界；幽默风趣的语言塑造出两个“反英雄”式的全

新的儿童形象。一个无法适应快节奏社会的深智商孩子的日记，令自作聪明的大人们感受到慢思维的魅力。 

 

《蛋壳里出来的奶奶》 

作者：（捷）普洛查兹科娃，（德）格德匀特， 

译者：王泰智，沈惠珠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Elias und die Oma aus dem Ei, Eva Procházková) 

《蹦跳的宾果》《乌龟盒的秘密》宾果男孩儿日记系列 

作者：（德）安德里亚斯•施泰恩胡弗，（德）彼得•许绍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 

(Rico, Oskar und das Herzgebreche,  

Andreas Steinhöfel) 

《马蒂和三个天大的谎言》 

作者：（德）萨拉·瑙拉，译者：王泰智，沈惠珠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8-1 

(Matti und Sami und die drei größten Fehler 

des Universums, Salah Nao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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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CC%A9%D6%C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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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时空之恋”系列讲述了一对时间旅行者恋人的惊险时空之旅和生死不渝的爱情传奇。两个世系绵长的家族，12 块宝石与 12 种音律

对应着宿命中的 12 名时间旅行者；一名长生不老的伯爵，掌控着古老家族的终极秘密。 

 

推荐： 

死亡随着云朵来了，核电站爆炸的辐射摧毁了一切。女孩亚娜虽然活了下来，但核辐射给她留下了永远无法平复的创伤：头发脱落的

焦虑、失去亲人的悲痛、对冷漠人群的失望、对掩盖真相的政客的愤怒……女孩亚娜能否在苦难中自救？ 

 

 

推荐： 

《最后的孩子》是一个关于界限的故事：郡县之间的边界线、地图上的红记号、善与恶、生与死、绝望与信念之间分明的界限。约翰· 哈

特将人物与情节，感情与行为完美地结合起来，动人心魄地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救赎故事。 

 

 

推荐： 

本套书《丽丽安娜的秘密》系列共 6 册，包括：《老虎爱上狮子了》、《海豚遇到大麻烦》、《是谁绑架了黑猩猩》、《马儿为什么不听话》、

《熊猫宝宝找妈妈》和《有人能和大象说话》。本套书讲述了主人公丽丽安娜的各种奇遇。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爱心和幽默的书, 为它

的作者赢得了“金书大盗”奖最佳新人奖的荣誉。 

《丽丽安娜的秘密》系列 

作者：（德）唐雅·史都娜，译者：龚迎新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9-1 

(Mit Elefanten spricht man nicht, Tanja Stewner) 

《时空之恋》系列 

作者：（德）科斯汀•吉尔，译者：丁效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1 

(Liebe geht durch alle Zeiten, Kerstin Gier) 

《穿过云朵的少女》 

作者：（德）古德伦•鲍瑟王，译者：廖迅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 

(Die Wolke, Gudrun Pausewang) 

《最后的孩子》 

作者：（德）约翰·哈特，译者：陈宗琛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2-1 

(Die letzten Kinder von Schewenborn, Gudrun 

Pause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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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摩西是在一个狂风肆虐的暴风雨之夜加入海盗的。长大后的一天，摩西被克拉斯船长的死对头木腿欧勒绑架了。欧勒似乎知道摩西的

来历，要求克拉斯说出堕落的血红宝石的埋藏地，以此赎回摩西。但是，他们能抢在海盗之前找到血红宝石吗?摩西的真实身份又是什

么呢？悬念即将揭开。 

 

 

 

 

推荐： 

  《动物会议》讲述了：全世界的动物们要开会了，因为人类整天在无休止地进行战争。为了全世界的孩子们，动物们终于忍无可忍

了！全世界所有的动物代表都聚集在动物大厦，它们向人类发出通牒，要求人类停止战争。 

 

 

 

推荐：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丛林的山洞中、地下室和被遗弃的家园里走出很多孩子，有些年纪尚幼。这些孩子或是和家人走散，

或是被遗忘、被抛弃、被强行留在那里。他们在绝望中穿越丛林，去寻找心中的理想世界。他们互相扶持，顽强前行，仿佛一个兽群

——他们被叫做“狼孩”。 

《海盗公主摩西》 

作者：（德）波伊，（德）朔尔兹，译者：王小青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0-1 

(Seeräuber Moses, Babara Scholz) 

《他们被叫做“狼孩”》 

作者：（德）凯泽林克，译者：黄晓晨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 

(Sie nannten sie Wolfskinder, Linde von 

Keyserlingk) 

《动物会议》 

作者：（德）凯斯特纳，（德）特里尔，译者：侯素琴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0-1 

(Die Konferenz der Tiere, Erich Kästn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2%A8%D2%C1&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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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这是一部没有人类出现，却让人类读时欢笑、读后深思的小说。三只企鹅，两张船票，一场灾难一只鸽子，一艘方舟，一位上帝。一

起遭遇灭顶，还是同舟共济？记住八点钟之前必须登上诺亚方舟！ 

 

 

 
 

推荐： 

《闪电球探长•第一辑》共 8 册，包括：《橙色的面具》、《黄色的珠宝箱》、《绿色的鹦鹉》、《淡紫色的手摇风琴》、《蓝色的房

间》、《奇幻魔术》、《粉红色的河马》和《红色的袜子》。《闪电球探长》这是一套兼具侦探与科普内容的科学探案系列丛书。闪

电球探长反映灵敏，思维如闪电般迅速。他到处惩治坏蛋，从纽约到上海，哪里有坏蛋在作案，哪里就有他破案的身影。 

 

 
 

推荐： 

《闪电球探长•第一辑》共 6 册，包括：《闪电球探长在伦敦》、《闪电球探长在威尼斯》、《闪电球探长在伊斯坦布尔》、《追踪到上海》、

《南瓜幽灵和银色喷漆》和《闪电球探长在纽约》。《闪电球探长》这是一套兼具侦探与科普内容的科学探案系列丛书。闪电球探长反

映灵敏，思维如闪电般迅速。他到处惩治坏蛋，从纽约到上海，哪里有坏蛋在作案，哪里就有他破案的身影。 

《八点钟的诺亚方舟》 

作者：（德）哈勃文，（德）穆勒，译者：陈琦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1-1-1 

(An der Arche um Acht, Ulrich Hub) 

 

《闪电球探长·第一辑》 

作者：（德）乌瑟尔·舍弗勒，（德）沃尔夫·施罗德， 

译者：黄超 ，毛毛  

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Kommissar Kugelblitz – Teil 1, Ursel Scheffler) 

 

《闪电球探长·第二辑》 

作者：（德）乌瑟尔·舍弗勒，（德）沃尔夫·施罗德， 

 译者：刘煦姣，毛毛  

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 

(Kommissar Kugelblitz – Teil 2, Ursel Scheff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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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安妮日记》是以犹太小女孩安妮的视角记述二战期间密室里的人的生活实录。在漫长的 25 个月内，她用她的笔，用她要做个作家的

梦想，刻录下顶楼内每一天的事情和自己的成长，面对战争、反犹太人主义，思考与父母的关系、自然、性、上帝、宗教等等问题。 

 

 

 

 

推荐： 

《魔法女孩》系列丛书共 3 册，包含：《故事大王》、《神探莉莉》和《印第安冒险之旅》。莉莉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在她的故事里，“小

红帽”的故事是由绿色引起的，大灰狼因为恐惧落荒而逃，老奶奶和年轻的猎人之间产生了浪漫的爱情。但莉莉有时却把故事讲得过

了头…… 

 

推荐： 

世界到底是怎么开始的？两位作家想象并讲述出 34 个有关造物的稀奇古怪的故事，由舒比格开头，霍勒收尾，中间你一篇我一篇，轮

流登场。 这是一本荡涤心灵的书，一本平复心情的书，一本回归真我的书，一本感悟与感性并存的书，一本怀念与怀旧同在的好书。 

 

 

《安妮日记》 

作者：（德）安妮·弗兰克，译者：桂滢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7-1 

(Tagebuch, Anne Frank) 

魔法女孩系列 

作者：（德）克尼斯特，（德）比尔吉特•里格尔， 

译者：李晓旸  

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1 

(Hexe Lilli macht Zauberquatsch, Knister) 

《当世界还不存在的时候》 

作者：（德）舒比格，（德）霍勒，（德）鲍尔， 

译者：王泰智，沈惠珠 

出版社：四川少儿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9-1 

(Aller Anfang, Jürg Schub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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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当她还小的时候，天堂是这样一个世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改变了。接下来的其实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舒比格让人惊喜、充

满童话色彩的故事是不会让你提前猜到结局的，要耐心等待。我们在那些简单又神秘的事物中发现故事，比如：动物是从哪里得到名

字的；怎样才能获得帮助和幸福。 

 

 

 

 

推荐： 

诗歌集《风过生日》是舒比格的最新力作，并配以极富童趣的插图。诗作清新隽永，富含哲理，回味悠长，让人不忍释卷。书中收录

的这些诗作短小精悍，引人遐想，有的清新隽永，有的幽默俏皮，有的富含哲理，读它们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反正，你无论是站着看，

坐着看，躺着看，趴着看，还是倒立着看，四脚朝天地看，都会发现这本书棒极了。 

 

 

 

 

推荐： 

英国有写《哈利·波特》的 J.K.罗琳，在德国则有柯奈莉亚·芳珂！善于耍弄火舌的脏手指和那只有角的貂为何始终形影不离？面无表

情的山羊杀人不眨眼全是因为他的母亲喜鹊？魔法舌头多年以来头一次朗读真的能让《金银岛》和《天方夜谭》里的人物活生生出现

吗？ 

 

 

《墨水心》 

作者：（德）芳珂，译者：刘兴华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6-1 

(Tintenherz, Cornelia Funke)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作者（德）舒比格，（德）贝尔纳，译者：廖云海  

出版社：四川少儿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10-1 

(Als die Welt noch jung war, Jürg Schubiger) 

《风过生日》 

作者（德）舒比格，（德）贝尔纳 

译者：王泰智，沈惠珠 

出版社：四川少儿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10-1 

(Der Wind hat Geburtstag, Jürg Schubiger/ Wiebke Oe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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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罗伯特是个德国小男孩，他原本十分讨厌数学，见了数字就头疼！忽然有一天他变了，因为他遇见了一个数字魔鬼。可爱的数字魔鬼

让小罗伯特体验到数学的乐趣，从此他和数字交上了朋友，再也不怕上数学课，就连数学老师都感到吃惊。 

 

 

 

 

推荐： 

1816 年德国童话作家 E.T.A.霍夫曼创作的《咬胡桃的小人和鼠王》塑造出了一个经典的童话形象——胡桃夹子。圣诞夜．小女孩玛丽

得到了一个像威武士兵的胡桃夹子作为圣诞礼物，从此开始了一段爱丽丝漫游仙境的奇幻旅程。 

 

 

 

 

推荐： 

人们都说，星期天的孩子特别幸运。《星期天孩子》的主人公——一个星期天出生的小女孩对此也坚信不疑。爱成为这个故事的内核，

激发着作品中每一个角色生命的光彩与热能：爱同样成为一条主线，改变着“我”的个性，点燃着乌拉对生活的热爱。 

 

 

 

《胡桃夹子》 

作者：（德）霍夫曼，译者：杨武能  

出版社：湖南少儿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0-1 

(Der Nussknacker, E.T.A. Hoffmann) 

《星期天孩子》 

作者：（德）梅布斯，译者：汤习敏 

出版社：湖南少儿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8-1 

(Das Sonntagskind, Gudrun Mebs) 

《罗伯特与数字魔鬼》 

作者：（德）恩岑斯伯格，（德）贝尔纳，译者：朱显亮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3-1 

(Der Zahlenteufel, Hans M. Enzens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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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故事写的是一个老顽童托夫勒，因为尝试普通人的生活，化名舒尔策获得了一个有奖竞赛的旅行。而后阴差阳错，穷小子被当成了百

万富翁，而真正的富翁却被当成乞丐。因为这场巧合，在误会层层升级，老顽童找到自己的事业继承人，而穷小子也获得了爱情和事

业的双份丰收。 

 

 

 
 

推荐： 

小女孩布莱曼的爸爸患癌症去世了。女孩的妈妈拿起笔，记下了女儿对亲爱的爸爸的真情流露：或在手边小纸条上，或在报纸的白边

上……一记就是五年，小纸条、报纸白边存满了一个大纸盒。这些加上女儿五年来给爸爸画的画，就成了一本充满爱意的小书。 

 

 

 

 

推荐： 

《双把儿铁锅卡琦娅系列》丛书共 3 册，包括：《我上报纸啦》、《贪心惹祸啦》和《我上学啦》。“双把儿铁锅”卡琦娅是一个只有七岁

的女孩，却聪明、善良、独立、乐观，她向所有的小朋友们讲述她在乡村奶奶那儿发生的故事，她用小孩子特有的思维，特有的一种

语言来讲述地的故事，生动，有趣，纯真。 

《老顽童历险记》 

作者：（德）凯斯特纳，译者：韩瑞祥  

出版社：湖南少儿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7-1 

(Drei Männer im Schnee, Erich Kästner) 

《爸爸是天使》 

作者：（德）莉儿·布莱曼，译者：郭力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 

(Mein Papa ist jetzt bei den Engeln, Liel Braitman) 

 

《双把儿铁锅卡琦娅系列》 

作者：（德）赫尔姆特•萨克夫斯基，译者：王星  

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 

(Katja Henkelpott, Helmut Sak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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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这本书把读者带入因特网的虚拟世界。主人公在这个奇妙的幻想王国里追逐虚拟的龙形怪兽．受到网络恐怖分子的百般阻挠，险些成

为肆无忌惮的网络犯罪者的猎物。一连串的冒险，一个接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 

 

 

 

 

推荐： 

《问号小侦探》丛书系列共 3 册，包括：《小镇魅影》、《神秘的喷水池》和《云端呼救》。本书讲述的是：地震警报！所有落基镇居民

必须立即全部撤离！但是，三个小侦探却在全城骚动中发现了一辆奇怪的地震测量车，他们听到有人说地震警报是编造的，背后隐藏

着巨大的阴谋——抢劫落基镇。城里的居民都搬走了，平时热闹的城镇此时有点儿恐怖，仿佛一座幽灵城。 

 

 

推荐： 

《吸血鬼姐妹》系列丛书共 2 册，包括：《不能说出的秘密》和《魂惊博物馆》。本书讲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吸血鬼故事，关于两个吸

血鬼女孩的前世今生，适合所有喜欢刺激读者阅读。  

《网络龙形怪兽》 

作者：（德）以扫，译者：李士勋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Das Netz der Schattenspiele, Ralf Isau) 

《小镇魅影》（《问号小侦探》丛书系列） 

作者：（德）布兰克，译者：盛理解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5-1 

(Die drei ??? Kids In der Geisterstadt, Ulf Blanck) 

《不能说的秘密》（《吸血鬼姐妹》系列） 

作者：（德）格姆，译者：王薇  

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 

(Die Vampirschwestern 1: Eine Freundin zum 

Anbeißen, Franziska Gehm)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2%D4%C9%A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0%EE%CA%BF%D1%A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C0%ED%B9%A4%B4%F3%D1%A7%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2%BC%C0%BC%BF%C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A%A2%C0%ED%BD%E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4%CF%BE%A9%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8%F1%C4%B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F5%DE%B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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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大鼻子汪妲系列》丛书共 6 册，包括：《秘密笔记》、《不懂事的大人》、《讨厌的仇女帮》、《马场复仇记》、《大鼻子明星》和《野蛮英

雄》。汪妲长着一个大鼻子，梦想成为一名画家。学校里竟然还有一种生物叫“仇女帮”，好朋友卡蒂和法比安也不让人省心。这个来

自德国的古灵精怪的小丫头，她的生活，究竟又是怎样的妙趣横生呢？ 

 

 

 

推荐： 

本书讲述了：木菲尔认为暑假里应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老师却给每个孩子留了一整本的算数作业。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木

菲尔的算术作业本上还一个字都没有。他高高兴兴地帮爷爷奶奶刷墙、买菜，收拾草地。快要开学了，木菲尔的假期作业能完成吗？ 

 

 

 
 

推荐： 

书中讲述了兔子和刺猬是一对小冤家的故事。他们赛跑、比爬山、比超车，有竞争、有争吵、也有欢笑，让我们一起进入书中来一睹

他们的快乐生活吧。 

 

《大鼻子汪妲系列》 

作者：（德）达格玛·盖斯勒，译者：景艳燕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出版时间：2010-7-1 

(Wandas geheime Notizen, Dagmar Geisler) 

《木菲尔不爱做作业》 

作者：（德）胡拉，译者：田辰晨  

出版社：新时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6-1 

(Der Mathemuffel, Saskia Hula) 

《躲开！刹不住车了》 

作者：（德）斯科兰兹卡，译者：李颖妮  

出版社：新时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3-1 

(Hase und Igel - Kaum zu bremsen, Franz S. 

Sklenitzka)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4%EF%B8%F1%C2%EA%A1%A4%B8%C7%CB%B9%C0%D5&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E%B0%D1%DE%D1%E0&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9%BD%CE%F7%C8%CB%C3%F1%B3%F6%B0%E6%C9%E7%B7%A2%D0%D0%B2%BF&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A%FA%C0%AD&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C%EF%B3%BD%B3%BF&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0%C2%CA%B1%B4%FA%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B%B9%BF%C6%C0%BC%D7%C8%BF%A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0%EE%D3%B1%C4%DD&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D0%C2%CA%B1%B4%FA%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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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米丽成长系列》丛书共 8 册，包括：《米丽不是胆小鬼》、《米丽当侦探》、《米丽过生日》、《米丽和猫奇》、《米丽上学第一天》、《米丽

圣诞奇遇记》、《米丽有了新爷爷》和《米丽最伟大》。每个人的成长都是独一无二的。本书以小女孩米丽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向你讲述

一个个童趣横生的故事。 

 

 

 

推荐： 

小恐龙将带你从蒂蒂乌岛出发，和众多的动物朋友一起踏上险象环生而又笑料百出的探险之旅！ 

 

 

 

 

推荐： 

《野兽帮》系列共 4 册，包括：《神秘河流》、《大搜捕》、《大闹百货公司》和《自然博物馆的秘密》。在这座城市里一个秘密的

地方，生活着一个野兽帮。他们为了躲避人类而聚到一起，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回归自由。然而，野兽帮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还没有

谁真正一睹他们的风采…… 

 

 

 

《米丽不是胆小鬼》（米丽成长系列） 

作者：（奥地利)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 

译者：李颖妮  

出版社：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5-1 

(Mini ist kein Angsthase, Christine Nöstlinger) 

 

《冰里来的小恐龙（小恐龙的故事）》 

作者：马科斯·克鲁塞, 埃里希·雷勒,  

译者：周晓霞  

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11 

(Urmel aus dem Eis, Max Kruse) 

 

 

《野兽帮》系列 

作者：（德）马克思，（德）普法伊弗尔，（德）

迈尔，译者：曾移红   

出版社：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5-1 

(Das wilde Pack und der geheime Fluss, Andre 

Marx/ Boris Pfeiffer) 

)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F%CB%C0%EF%CB%B9%B5%D9%C4%C8%A1%A4%C4%F9%CB%B9%CC%D8%C1%D6%B8%F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0%EE%D3%B1%C4%DD&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9%FA%B7%C0%B9%A4%D2%B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9%A9%AC%E7%A7%91%E6%96%AF%C2%B7%E5%85%8B%E9%B2%81%E5%A1%9E&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9F%83%E9%87%8C%E5%B8%8C%C2%B7%E9%9B%B7%E5%8B%92&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91%A8%E6%99%93%E9%9C%9E&search-alias=books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2%ED%BF%CB%CB%B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6%D5%B7%A8%D2%C1%B8%A5%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2%F5%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4%F8%D2%C6%BA%E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3%C0%CA%F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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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小不点是个可爱、聪明、调皮的小女孩，她有一个富裕的家庭。安东是个真诚、善良、懂事的小男孩，他家境贫穷，一个人照顾生病

的妈妈。小不点和安东是好朋友，他们互相帮助、相互关心。在两个迥然不同的家庭里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同期待吧！ 

 

 

推荐： 

《飞翔的教室》是一个讲述友情、勇气和自信的故事。五个性格迥异的孩子，敏感多思、擅长写作的约尼，绘画天才、学习尖子马丁，

总也吃不饱的大块头马蒂亚斯，自卑怯懦的小个子乌利，头脑机智的赛巴斯蒂安，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因为有伯克博士和不抽烟的

人的引导和帮助，使得他们的人生向着一个明朗的方向前进。 

 

 

 

 

推荐： 

本书讲述今天是 5 月 35 日，一个平常普通的星期四，可是，康德拉和他的叔叔林格尔胡特却碰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大人上学、

小孩上班的颠倒世界，一切全是自动化控制的自动城，遇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终于来到了南太平洋。 

 

《小不点和安东》 

作者：（德）凯斯特纳，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8-1 

(Pünktchen und Anton, Erich Kästner) 

《飞翔的教室》 

作者：埃里希·凯斯特纳，译者：赵燮生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4-1 

(Das fliegende Klassenzimmer,Erich Kästner) 

《5 月 35 日》 

作者：（德）凯斯特纳，译者：刘冬瑜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8-1 

(Der 35. Mai, Erich Kästn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F%AD%CB%B9%CC%D8%C4%C9&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3%F7%CC%EC%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9F%83%E9%87%8C%E5%B8%8C%C2%B7%E5%87%AF%E6%96%AF%E7%89%B9%E7%BA%B3&search-alias=books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3%F7%CC%EC%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F%AD%CB%B9%CC%D8%C4%C9&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C3%F7%CC%EC%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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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彩乌鸦系列（原创版）》共 20 册，包括：《人鸦》、《文身狗》、《小女巫》、《小鬼儿》、《小水精》、《小幽灵》、《本爱安

娜》、《火鞋与风鞋》、《爱心企鹅》、《跑猪噜噜》、《德国,一群老鼠的童话》、《香草女巫》、《妈妈走了》、《兰心的秘密》、

《公猫拿破仑》、《我和小姐姐克拉拉》、《火车老鼠》、《弗朗兹的故事》、《汪汪先生》和《出走的泰奥》。“彩乌鸦系列”已

经成为了引进版儿童文学图书中一个颇有名气和影响的信得过的品牌。 这套书是德语文学大奖权威评审机构德国青少年文学研究院

选荐的，是从德语儿童文学作品中选精拔萃、优中选优而来的。这些作品，或超越现实，写精灵鬼怪，富有想象力，充满有趣的游戏

精神；或将现实生活和奇妙的幻想水乳交融地揉和在一起，贴近孩子的生活和心灵，充满童真童趣，能引起小读者的共鸣。 

 

 
推荐： 

《幻想文学大师书系》共 13 册，包括：《少年克拉巴德》、《永远讲不完的童话》、《火车头大旅行》、《十三海盗》、《毛毛》、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小怪物六六-奇妙的一周》、《小怪物六六-重逢的愿望》、《小怪物六六-满月的星期五》、《小怪物六六

-永远的星期六》、《大盗霍琛布鲁茨-会唱歌的咖啡磨》、《大盗霍琛布鲁茨-会唱歌的咖啡磨》和《大盗霍琛布鲁茨-会唱歌的咖啡

磨》。该套“幻想文学大师书系”集结了德国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大幻想文学大师作切尔•恩德、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保罗•马尔的

精品之作。其中《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被译作 43 种语言，全球销量达 20，000，000 册。在德国连续 113 周占据镜报杂志畅销书排行

榜第一名。曾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片、芭蕾舞剧、歌剧、话剧等。荣获 13 项国际国内文学大奖，畅销书作家米切尔•恩

德的巅峰之作。 

 

 

推荐： 

《弗朗兹的故事》系列共 8 册，包括：《弗朗兹的故事》、《弗朗兹的校园故事》、《弗朗兹的假期故事》、《弗朗兹的心情故事》、

《弗朗兹和动物的故事》、《弗朗兹的奇趣故事》、《弗朗兹的亲情故事》和《弗朗兹和足球的故事》。讲述了弗朗兹从 6 岁到 8 岁

的成长故事，包括了一个孩子在长大过程中所能遇到的所有问题，实录的生活化和高超的叙述技巧，塑造了弗朗兹这样一个善良、宽

容、有正义感却又麻烦不断的经典形象。 

《彩乌鸦系列（引进版）》 

作者：（德）韦尔芙尔等，译者：陈俊等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9-1 

(Bunte Raben Serie: Edith Schreiber-Wicke 

u.a.) 

《幻想文学大师书系》 

作者：米切尔•恩德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Meister der Jugend-Fantasy, Michael 

Ende/ Otfried Preußler/ Paul Maar) 

《弗朗兹的故事》系列 

作者：(奥)克里斯蒂娜·纽斯特林格尔， 

译者：陈俊等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6-1 

(Geschichten vom Franz, Christine Nöstling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E%A4%B6%FB%DC%BD%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3%D7%C7%D0%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6%F7%B5%C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F%CB%C0%EF%CB%B9%B5%D9%C4%C8%A1%A4%C5%A6%CB%B9%CC%D8%C1%D6%B8%F1%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3%C2%BF%A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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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四个半朋友系列》共 12 册，包括：《宝藏之谜》、《叨棍狗的阴谋》、《生物老师失踪案》、《圣诞老人的长袍》、《神秘的教师

中毒案》、《林克先生的黑盒子》、《七根黄瓜的秘密》、《老师办公室的尖叫》、《网上鳄鱼》、《对校长的侦察》、《丢失的钻

石沙皮狗》和《校庆日丑闻》。《四个半朋友》系列小说是德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剧作家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为小朋友们创作的故

事，故事跌宕起伏，幽默风趣，由德国版“名侦探柯南”之称。 

 

 

 

推荐： 

《山妖传》讲述在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之间有一座冷峭巨大的山脉，它的名字叫做巨人山脉。山脉中的雪峰、狐鸣，与阴晴难测的闪

电、响雷、浓雾都透出一股寒冷阴森的妖气。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带领您进入这座神秘的巨人山脉，其主人——那位绰号叫做“萝卜

数字”的古老的山妖将为您展现出他具有侠义心肠、惩恶助善的一面…… 

 

  

 

推荐： 

在人们的生活中，总会出现那么一些无法用智力或逻辑取得理解的神秘事件，这些事件往往发生在午夜钟响以后。奥得弗雷德•普鲁

士勒所著的《午夜钟响》收集了三组共三十九个德国民间传说，它们都涉及虚无缥缈的、在午夜发生的种种怪事，堪称德国的“聊斋

志异”。 

《四个半朋友》系列 

作者：（德）弗里德里希，译者：丰卫平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2-1 

(Viereinhalb Freunde Extra-Kommando, Joachim 

Friedrich) 

《山妖传——日耳曼聊斋》 

作者：（德）普鲁士勒，译者：王滨滨，卫茂平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8-1 

(Mein Rübezahlbuch, Otfried Preußler) 

《午夜钟响——日耳曼聊斋》 

作者：（德）普鲁士勒，译者：王滨滨，卫茂平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8-1 

(Zwölfe hat's geschlagen, Otfried Preußl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8%A5%C0%EF%B5%C2%C0%EF%CF%A3&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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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德吕舍尔动物故事》系列共 6 册，包括：《遭遇雄狮》、《察沃草原的食人者》、《抓条鳄鱼当早餐》、《与狼共嚎》、《动物王

国的权力游戏》和《六大洲动物考察记》。一个曾与食人印度虎对峙的人,一个曾经和非洲阔嘴犀牛邂逅的人,一个曾经在月夜遭到狼群

包围的人,维托斯•德吕舍尔一次次化险为夷，回到他在汉堡的书桌旁，结合同行们的科研报告，写出了这一本本沉甸甸的动物故

事…… 

 

 

推荐： 

“空手道仓鼠”系列共分为六册，分别是《仓鼠捉贼记》《仓鼠选秀记》《仓鼠灭火记》《仓鼠失踪记》《仓鼠飞行记》《仓鼠跳水

记》。一只身手敏捷，会空手道的小仓鼠尼欧，一只爱睡爱吃的小仓鼠成，一只思维奇特的小仓鼠李，把他们组合在一起能发生什么

故事呢？很明显我们的功夫仓鼠尼欧从不缺少冒险精神，他驾着飞机遨游高空，和好伙伴们展开了一系列奇妙的经历。可以肯定的是：

凭借勇气和一身功夫，小仓鼠也能一飞冲天！ 

 

 

 

推荐： 

一位 16 岁少年米卡不寻常的情感成长经历他的初恋情感和对纯真爱情执著追求。作为第一次感情经历，米卡爱上了桑德拉。他和美丽

的桑德拉两小无猜，相处得十分融洽。但一天，桑德拉突然提出和米卡分手。米卡十分困惑，后来发现了桑德拉的轻率和肤浅。他十

分伤心。正在此时，米卡偶然结识了聪明可爱的聋哑女孩蕾雅，并很快喜欢上了她。蕾雅热情、直率、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但同时内

心也十分脆弱敏感。由于语言的障碍，走进她的内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和蕾雅沟通，他决定学习手语…… 

《德吕舍尔动物故事》系列 

作者：（德）德吕舍尔，译者：吴永初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 

(Die Welt in der die Tiere leben. Meine 

Expeditionen auf sechs Kontinenten, Vitus B. 

Dröscher) 

《空手道仓鼠》系列 

作者：（德）蒂娜·臧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1 

(Der Karatehamster, Tina Zang) 

《个性都市》 

作者：（德）施洛克，译者：郑萌芽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Freak City, Kathrin Schrocke)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5%C2%C2%C0%C9%E1%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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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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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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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侧重于贴近青少年的生活现状，反映他们的生活故事，笔触细腻，情感充沛，看似平淡琐碎，但却蕴含着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通过这些浸润心灵的文字，可以提升青少年对人生的认识，引发他们的深层次思考，从而净化心灵，启迪心智。 

 

推荐： 

伊尔莎的妈妈说：“十一月的小猫什么都干不了 ，没有人会想要它。”其实伊尔莎就跟这只十一月的小猫差不多，弱小又没有人心疼。

自从爸爸离开家以后，她和妈妈还有两个年长一点儿的哥哥，一起住在穷人居住的乡公所里。伊尔莎是三个孩子中年龄最小、最柔嫩

体弱的。她在学校没有朋友，总被同学们嘲笑；在老师的心中，也被盖上了反应迟钝的章子。她总是一个人，也只能独来独往。不过

后来她有了一个朋友一个由于意外而瘫痪在床的男孩儿…… 

 

推荐： 

侧重于贴近青少年的生活现状，反映他们的生活故事，笔触细腻，情感充沛，看似平淡琐碎，但却蕴含着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通过这些浸润心灵的文字，可以提升青少年对人生的认识，引发他们的深层次思考，从而净化心灵，启迪心智。 

 

推荐： 

侧重于贴近青少年的生活现状，反映他们的生活故事，笔触细腻，情感充沛，看似平淡琐碎，但却蕴含着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通过这些浸润心灵的文字，可以提升青少年对人生的认识，引发他们的深层次思考，从而净化心灵，启迪心智。 

 

《十一月的猫》 

作者：（德）米亚姆普莱斯勒，译者：李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Novemberkatzen, Mirjam Pressler) 

《萨穆尔的秘密》 

作者：（德）米亚姆普莱斯勒，译者：林澜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Wundertütentage, Mirjam Pressler) 

《快跑，玛尔卡》 

作者：（德）沃尔夫冈赫尔多夫，译者：荆妮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Malka Mai, Mirjam Pressler) 

《安东潜水记》 

作者：（德）白石，译者：车云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Anton taucht ab, Milena Baisch)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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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保罗是个普普通通的男孩儿，长相普通，成绩普通。但是，跟同龄孩子不同的是，他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父母几次，他们总是有重要的

事情，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比保罗重要，保罗就这样被“遗忘”在一栋居民楼里，被各位好心的邻居收留。 

 虽然大家都对他很好，可是，保罗觉得自己一点儿都不好，被父母遗忘的滋味，真是糟糕透了。 

 保罗的十三岁生日要到了，他的生日愿望就是能见到爸爸妈妈，他的愿望实现了吗？《被遗忘的保罗》的作者是彼得赫尔特林。 

 

推荐： 

侧重于贴近青少年的生活现状，反映他们的生活故事，笔触细腻，情感充沛，看似平淡琐碎，但却蕴含着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通过这些浸润心灵的文字，可以提升青少年对人生的认识，引发他们的深层次思考，从而净化心灵，启迪心智。 

 

推荐： 

这是一个难忘的夏天。两个十四岁的孤独少年——齐克和麦克，因为各自的家庭问题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驾驶齐克偷来的一辆老旧

的拉达车，开始了穿越德国东部的梦幻之旅。没有地图，也没有指南针，向着心中的目的地瓦拉齐，他们去往远方的世界，公路延伸

的尽头，他们为自己的青春找到了一个出口。 

 

推荐： 

一只叫达莉的老鼠在逃亡的过程中跌落悬崖，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她看到了早亡的跛腿叔叔和表妹小馋

妮，遇到了生前相处过的朋友，还有曾经最害怕的敌人狐狸白肚皮。与过去一一告别中，许多事物在悄然改变……下一个生命的轮回

里，她和白肚皮将会怎样继续、前生的矛盾和纠葛，一切是否会释然？通往天堂的路上，她找到了答案。 

《被遗忘的保罗》 

作者：（德）赫尔特林，译者：莫光华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Paul, das Hauskind, Peter Härtling) 

《夏洛特的梦》 

作者：（德）加比克瑞斯蕾娜，译者：赵琳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Charlottes Traum, Gabi Kreslehner) 

《公路少年》 

作者：（德）沃尔夫冈 赫尔多夫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Tschick, Wolfgang Herrndorf) 

《老鼠也能上天堂》 

作者：（捷）普罗卡斯科娃 译者：李蕊 

出版社：２１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1 

(Auch Mäuse kommen in den Himmel, Iva Procházková)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A3%B2%A3%B1%CA%C0%BC%C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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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蜜蜂玛雅不愿守在蜂巢中过平静舒适的生活，独闯世界，经历风雨，见识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经历了种种磨难，同时也结识了很多朋友，

学到了知识，如散文般细腻唯美的文字，让任何拿起这本书的人，都会爱不释手！ 

 

 

推荐： 

如果你想找一本既好玩动听，又能得到收益或者启发的故事书，那雅诺什的作品最合适不过。他的作品既充满孩子般的纯真，又暗藏

哲学的深意，浅显中透着深刻，幽默里闪着智慧。 

本书中收录了他为最经典的作品，非常适合亲子共读，也是低年级孩子独立阅读的最佳选择。 

 

推荐： 

史努豆是居住在树洞里的小人儿，他和他的家人既生活在森林里，也生活在我们身边。他们会在你遇到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还拥有

掌握神秘银河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大家身处困境时无所畏惧。你想知道他发生过哪些精彩的故事吗？这本书将会告诉你！ 

 

 

推荐： 

本套书共三册：《假如我是海盗》讲述的孩子每天都要去补习班，成绩却依旧下降，该怎么解决；《戴帽子的米娅》讲述的是两个好

朋友闹矛盾，如何才能维持好友谊；《戴帽子的米娅》讲述的是爸爸妈妈吵架时，孩子该如何自处。 

《蜜蜂玛雅历险记》 

作者：（德）邦瑟尔斯 译者：周宇迪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1 

(Die Biene Maja und ihre Abenteuer, Waldemar Bonsels) 

《兔爸兔妈育儿记》 

作者：（德）雅诺什  译者：陈俊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 

(Das große Janosch Lesebuch, Janosch) 

《树洞小人儿史努豆》 

作者：（德）雅诺什  译者：陈俊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 

(Das große Janosch Schnuddel-Lesebuch, Janosch) 

儿童心灵成长故事系列 

作者：（德）卡琳 科赫，译者：王泰智、沈惠珠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2-1 

(Mia mit dem Hut/ Wär ich Pirat/ Am liebsten eine 

Katze, Karin Koch/Andre Rö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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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莱纳特·韦尔施的《魑蝠小子》系列出版后，受到了各国小朋友们的欢迎。该系列第一本《瓦姆佩尔》成书于 30 多年前，因为太受孩

子们喜爱，作者不得不在这 30多年间接连创作出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孩子们常常用小魑蝠的形象作画或做小装饰，甚至做成

小玩偶，可见其在国外的受欢迎程度。 

 

 

 

 

推荐： 

这是一本影响现代社会的童话。很久以前，有个小国家的国王和王后感情不合，终日吵架，最后决定离婚。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两人

谁都不肯放弃，小王子也左右为难。后来小王子想出一个办法：他把自己的床横架在一条大河的最窄处，他每天就睡在父亲和母亲的

领地中间。国王和王后从河的两岸争夺王子，结果，河岸坍塌，王子掉进了河里，顺流而下…… 

 

 

推荐： 

  有一天，一个头戴紫帽子的小矮人钻进了小女孩安娜的耳朵里，住了下来。结果，发生了十分奇妙的事!小矮人可以知道安娜的

所有想法，甚至可以帮安娜把数学题答案都算好。小矮人帮着安娜爬进她同学黑尔曼的脑袋里，才导致他爱吹牛，无法和人好好相处

等等……小矮人神奇的能力扰乱了一切。 

《魑蝠小子》系列 

作者：（奥）莱纳特·韦尔施，[德]黑里贝特·舒尔迈耶尔 

译者：李士勋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1 

(Das Vamperl/ Vamperl soll nicht alleine bleiben/ 

Wiedersehen mit Vamperl/ Ohne Vamperl geht es nicht, 

Renate Welsh)  

《冻僵的王子》 

作者：（奥）涅斯特林格，译者：任庆莉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Der gefrorene Prinz, Christine Nöstlinger) 

《脑袋里的小矮人》 

作者：（奥） 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德） 尤塔·鲍

尔，译者：夏阳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Der Zwerg im Buch, Christine Nöstling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4%F9%CB%B9%CC%D8%C1%D6%B8%F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8%CE%C7%EC%C0%F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F%CB%C0%EF%CB%B9%B5%D9%C4%C8%A1%A4%C4%F9%CB%B9%CC%D8%C1%D6%B8%F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3%C8%CB%FE%A1%A4%B1%AB%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3%C8%CB%FE%A1%A4%B1%AB%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F%C4%D1%F4&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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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涅斯特林格借用该书的主人公匹诺曹和他的故事，创作了《新木偶奇遇记》，塑造了一个当下的、全新的“匹诺曹”形象。故事力图

反映当今社会的生活，以生动、幽默、现代的语言取代十九世纪古板的语言，使得一个有血有肉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推荐： 

这是作者为所有喜欢和朋友一起进行发现之旅的读者而写的。小时候，小袋鼠和妈妈在一起。长大后，他跳出袋子，走上了自己的发

现之旅。你们和朋友们会做的事情，他也同样会做，小袋鼠也有自己的朋友，他们都是谁呢？请大家一起来看吧！ 

 

推荐： 

小袋鼠拎着箱子要去闯世界了，回来要给妈妈带什么礼物呢？妈妈说带施特劳斯吧。可施特劳斯是什么呢？小袋鼠找到了好朋友小跳

鼠一起去冒险。一路上，他们遇到很多新奇的事。最后他们给妈妈带回了什么礼物呢？请大家一起来看吧！ 

 

推荐： 

非常精彩的一本动物小说！故事中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的情节，如狄更斯笔下荒原狼与人的极致搏杀，又如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

中老人与鲨鱼的缠斗，既体现了兽的强大与灵性，也体现了人的坚强意志。 

《新木偶奇遇记》 

作者：（奥）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德） 尼克劳

斯·海德巴赫，译者： 蔡鸿君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Der neue Pinocchio,Christine Nöstlinger) 

《小袋鼠和他的朋友们》 

作者：（德）保罗·马尔，译者：李士勋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Das kleine Känguru und seine Freunde, Paul 

Maar) 

 

《小袋鼠历险记》 

作者：（德）保罗·马尔，译者：陈俊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Alles vom kleinen Känguru, Paul Maar) 

《人狼大战》 

作者：（德）马丁·巴尔夏德，译者：周宇迪  

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1 

(Die Belagerung, Martin Baltscheit)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F%CB%C0%EF%CB%B9%B5%D9%C4%C8%A1%A4%C4%F9%CB%B9%CC%D8%C1%D6%B8%F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4%E1%BF%CB%C0%CD%CB%B9%A1%A4%BA%A3%B5%C2%B0%CD%BA%D5&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4%E1%BF%CB%C0%CD%CB%B9%A1%A4%BA%A3%B5%C2%B0%CD%BA%D5&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2%CC%BA%E8%BE%FD&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1%A3%C2%DE%A1%A4%C2%ED%B6%FB&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0%EE%CA%BF%D1%AB&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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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作者丰富的想象力贴近小读者的生活和认知水平，字里行间充满人性的关爱和自然而然的童趣。故事情节环环相扣，设计精巧，很有

吸引力。主人公阿曼达、我、朵朵等人物形象平易亲切，很有亲和力。她们的乐观、勇敢、机智通过一个又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跃然

纸上，启迪读者的正义感和分析思考判断能力。 

 

 

 

推荐： 

小发明家托比为了帮朋友—小机器人罗比完成作业，跟它一起开着飞水嘀嘀开始了大冒险。他们在大海上探寻特别的灯塔，雇海豚做

“纤夫”；在北极认识了一家爱斯基摩人，还看到了极光；最后在古堡里探险，打败了一位神秘的公爵……精彩的故事正在上演！ 

 

 

推荐： 

遥远的猫国有一位猫国王豪子贝格，它受到猫民和鼠民共同爱戴。可是，猫王感到生活越来越没劲了，只能用吃饭来打发无聊的生活。

为了让它过一个精彩的生日，猫王的子民想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办法，还试图用喇叭、铁桶、割草机组装一个收集暴风雨的机器……它

们成功了吗？猫王能不能高兴起来呢？ 

与此同时，一拨性格各异的小偷惦记上了猫王的宝库，上演了一幕幕滑稽的故事：一心认为自己是公主的绿蜘蛛、只会埋怨别人

的狐狸、胆小的野猪、开锁专家浣熊……它们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阿曼达 X 档案》 

作者：（德）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8-1 

(Amanda und die Detektive, Joachim Friedrich) 

《罗比、托比和飞水嘀嘀》 

作者：（德）洛恩森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1 

(Robbi, Tobbi und das Fliewatüüt, Boy Lornsen, F. J. Tripp) 

《猫国王的生日礼物》 

作者：（奥）埃尔温莫泽  译者：王泰智，沈惠珠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1 

(Katzenkönig Mauzenberger, Erwin M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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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从作家丁香木的童话故事里，跳出来了一只会说话的猫，名叫猫丁丁。猫丁丁偷溜进城市，开始了一系列大冒险：为了获得游泳的权

利，它把游泳场搅了个天翻地覆，甚至惊动了市长；为了给“狮子亲戚”打抱不平，它遭到了马戏团老板的悬赏缉拿……因为一本书，

猫丁丁成了大明星。从此，它的故事更加有趣了，甚至“导演”了一场状况连连的电视秀。同时，它的困扰也越来越多……猫丁丁离

家出走，却落进了坏人手里。它的朋友们为救它开始总动员……故事的结局究竟怎样？ 

 

 

 

 

 

 

 

 

 

 

 

 

 

 

 

 

 

 

 

 

 

 

 

 

 

 

 

 

 

《会说话的猫》 

作者：（奥）维佩斯贝格 

译者： 王泰智，沈惠珠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1 

(Kater Konstantin, Walter Wippers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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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知识类 

 

推荐： 

这套大型的少年儿童百科知识全书，共计 120 册，如今在德国乃至欧洲已是家喻户晓，是每个家庭必备的少年儿童读物。这套书陪伴

着德国几代孩子长大成人，成为他们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之一。 

 

 

推荐： 

《365 科学成长系列》共 3 册，包括：《365 个创意手工》、《365 个经典游戏》和《365个科学实验》。 

不同的难度，不同的选择，所有手工、游戏都按照季节和主题分类。自己做漂亮的礼物送给朋友，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推荐： 

这是一套知识性、文学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科学绘本。荣获德国青少年文学大奖，作者以清新流畅的文笔，描绘出植物和动物在四

季中不同的面貌；以华丽秀美的图画，揭示出关于太阳、大地、树木、草地、花和蝴蝶的鲜为人知的秘密。 

 

推荐： 

《图解美绘版十万个为什么》系列共 4 册，包括：《地球和宇宙》、《动物和自然》、《机械和技术》和《世界和历史》。最迷人的

知识、最生动的讲解、最精美的图画，《图解美绘版十万个为什么》带你上天入地、溯古追今；最广泛的领域、最前沿的信息，解答

孩子们最关心的知识！ 

《什么是什么》系列 

作者：（德）雷纳·科特，（德）埃贝尔哈尔德·埃曼，

译者：李玉茹等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8-1 

(Was ist was? Serie) 

365 科学成长系列 

作者：（德）萨恩，（德）图斯特，（德）马吉尔斯基，

译者：胡蕴玮，廖云海   

出版社：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 

(365 Experimente für jeden Tag, Anita van Saan) 

《最美的科普(少儿版)》系列 

作者：（德）雅各布，译者：顾白  

出版社：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6-1 

(Die Vögel-Uhr, Irmgard Lucht) 

《图解美绘版十万个为什么》系列 

作者：德国勒韦出版社，（德）谷，译者：丁锐  

出版社：河北少儿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0-1 

(Wissen kompakt - Erde und Weltall, Loewe  

Verlag)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0%D7%C4%C9%A1%A4%BF%C6%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0%A3%B1%B4%B6%FB%B9%FE%B6%FB%B5%C2%A1%A4%B0%A3%C2%F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0%EE%D3%F1%C8%E3&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A%FE%B1%B1%BD%CC%D3%FD%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8%F8%B6%F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D%BC%CB%B9%CC%D8&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2%ED%BC%AA%B6%FB%CB%B9%BB%F9&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A%FA%D4%CC%E7%E2&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1%CE%D4%C6%BA%A3&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D1%C5%B8%F7%B2%B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9%CB%B0%D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D%AD%CB%D5%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5%C2%B9%FA%C0%D5%CE%A4%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6%A1%C8%F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A%D3%B1%B1%C9%D9%B6%F9%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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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简单的科学游戏》共 8 本，包括《奇妙的感官》、《声音的奥秘》、《魔术中的科学》、《水中的科学》、《户外的科学》、《不

可思议的纸》、《食物也神奇》和《颜色的秘密》，是一套来自德国的权威科学启蒙游戏书。从简单好玩的科学游戏入手，引导孩子

观察生活中最简单的现象，让孩子通过动手方式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激发求知欲和探索欲，在轻松有趣的游戏中爱上科学！ 

 

 

 

推荐： 

这本书构思巧妙、极具创意，把色彩的知识融于一场颜色的战争中。细细品读，你会发现隐藏在其中的各种秘密：颜色是如何产生和

变化的，各种颜色的象征意义是什么，这本书让孩子在认识颜色的同时，建立对颜色的感性认识，感受色彩搭配的美妙。 

 

 

 

 

 

推荐： 

《住满科学的房子》介绍了关于世界的各种历史、趣闻、奇人、轶事。它融合了文学、艺术、历史、科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包罗万

象，趣味性强。它就像一位博学多识的导游和朋友，带你徜徉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俯仰之间，告诉你有关目光所及的世界的点滴知

识，揭开它们不为人知的历史，触摸文明发展的脉络，带来惊喜的发现。 

 

《颜色的战争》 

作者：（德）爱娃•海勒，译者：郭嘉惠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7-1 

(Die wahre Geschichte von allen Farben. Für 

Kinder, die gern malen, Eva Helle) 

 

《简单的科学游戏》系列 

作者：（德）贝尔格，梁晶晶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0-1 

(Die Hör-Werkstatt, Ulrike Berger) 

《住满科学的房子》 

作者：（德）布施，（德）霍斯特曼，译者：葛囡囡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4-1 

(Das Haus-Buch, Stephanie Buch/ Ulrich Noller)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0%AE%CD%DE&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A%A3%C0%D5&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9%F9%BC%CE%BB%DD&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BF%C6%D1%A7%BC%BC%CA%F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1%B4%B6%FB%B8%F1&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C1%BA%BE%A7%BE%A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BF%C6%D1%A7%BC%BC%CA%F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2%BC%CA%A9&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B%F4%CB%B9%CC%D8%C2%FC&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8%F0%E0%EF%E0%EF&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3=%B1%B1%BE%A9%BF%C6%D1%A7%BC%BC%CA%F5%B3%F6%B0%E6%C9%E7&order=sort_xtime_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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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住满科学的城市》把关于世界的知识带到我们生活的城市。无论是坐地铁还是坐电车，无论是徜徉于步行街还是漫步于老城区，无

论是奔驰在城市高速公路上还是流连于博物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认识一座城市。城市的每个角落和每个细节背后都

有值得探索的知识和历史。 

 

 

推荐： 

《科学 DIY》是最基本且最全面的科学实验丛书，共 9 册。分别是关于营养、感官、色彩、环境、科技、自然、光影、飞行及声音的

小实验。跟着本书一起做实验，一定会让孩子们对相关的科学知识有系统的了解，并对科学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 

 

 

推荐： 

《有趣的科学游戏》系列共 3 册，包括：《我们一起看一看》、《我们一起尝一尝》和《我们一起听一听》。现代的大脑研究证明，

如果学习过程中运用所有感官，并且积极动手操作，就能更好地记住所学的东西。这本书正是通过一系列简单有趣的小实验，以游戏

的方式启发孩子们用各种感觉去认知世界。 

 

 

 

《科学 DIY》系列 

作者：（德）盖勒森，（德）费尔特，译者：许小平   

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2-1 

(Experimente rund um die Farben, Ruth 

Gellersen ) 

《有趣的科学游戏》系列 

作者：(德)安妮娜·凡·萨恩 (德)玛丽特·派克尔特 

译者：许小平等   

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4-1 

(Rund ums Riechen und Schmecken- Spannende 

Experimente für kleine Forscher, Anita van Saan) 

《住满科学的城市》 

作者：（德）布施，（德）诺勒尔，（德）海斯， 

译者：周妍彬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4-1 

(Das Stadt-Buch, Stephanie Buch/ Ulrich N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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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体验大自然》系列共 14 册，包括：《森林发现之旅》、《池塘里的故事》、《大自然的夜空》、《冬季里的动物》、《动物的孩子

们》、《发现夜行动物》、《放大镜下发现》、《风和雨的故事》、《海滩漫步寻趣》、《节肢动物世界》、《寻找动物踪迹》、《一

起去观察鸟》、《午夜漫游历险》和《自然界的方位》。本套《体验大自然》丛书正是专为小读者量身打造的儿童版野外指南手册。

栩栩如生、清新自然的精美手绘图画配上生动活泼的语言，哪怕是最挑剔的小读者也会被吸引住。同时本书内容丰富多彩、叙述方式

新颖、版式充满浓浓童趣，不仅小读者喜爱，富有童心的大人们也会爱不释手。 

 

 

 

 

推荐： 

本丛书共 3 册，包括：《动物植物卷》、《人体科技卷》和《生活人文卷》。本书精心挑选出德国"聪明小孩俱乐部"小朋友最爱提的

500 个问题，邀请各专业领域里的科学家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有趣而权威的回答。这里的每一个问题都非常有趣，充满了孩子们的奇思

妙想。这些问题的提出折射出孩子们五彩斑斓的童心世界，而这些问题的回答则让我们看见一个和谐丰饶的智慧之海。 

 

 

 

 

推荐： 

一次偶然的机会，12 岁的吉娅救助了一只受伤的小狗，并给它取名叫“钱钱”。没想到，钱钱居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理财高手，它彻

底改变了吉娅一家人的财富命运……“ 

 

 

 

《小狗钱钱》 

作者：（德）舍费尔，译者：王钟欣，余茜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2-1 

(Money oder das 1x1 des Geldes, Bodo Schäfer) 

《体验大自然》系列 

作者：（德）奥弗特林，（德）科尔布，译者：郑高凤等  

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1 

(Entdeckungen an Bach & Teich, Nature Scout, 

Matina Gorgas) 

《聪明小孩问不倒—奇问妙答 500 题》系列 

作者：德国布洛克豪斯编辑部，  

译者：李蕊，桂春梅，王剑丽，张千婷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7-1 

(Der Kinder Brock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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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本书作者是德国资深儿童广播节目撰稿人，主持 “百科辞典”节目多年，擅长用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方式为小听众们解答各种稀奇

古怪的问题。书中的所有问题都是小听众通过电话向伊莎贝拉提出的，从人体、动物、科技，到宇宙、自然、海洋等，充满了孩子们

的奇思妙想，答案则由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气象学家和各行各业的专家们来提供，让孩子了解科学、爱上科学！ 

 

 

  

 

推荐： 

本书以 400 多个游戏帮你揭开自然科学的秘密，了解自然科学的规律，探索动植物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游戏都简单得让你吃惊，所

使用的工具就在你的身边和家里。本书还为每个游戏提供了详尽的说明和图解，使你的实验轻而易举，快乐无穷! 

 

 

  

 

推荐： 

在《和爱因斯坦一起乘电梯》一书中，你可以和伟大的爱因斯坦一起乘电梯！你不仅能结识这位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物理学家，而且还

会遭遇一系列未知的探险经历。《和爱因斯坦一起乘电梯》中包含 50 多个神奇的意念实验和有趣的物理小实验。物理无所不在，只要

掌握了它的规律，你就会用全新的眼光观察世界。 

 

 

《游戏中的科学》 

作者：（德）普雷斯，译者：王泰智，沈惠珠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出版时间：2009-6-1 

(Spiel, das Wissen schafft, Hans J. Press) 

《小朋友最爱问的经典科学谜题》 

作者：（德）伊莎贝拉·奥尔巴赫，译者：林德南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5-1 

(Haben Hühner einen Bauchnabel?, Isabelle 

Auerbach) 

《和爱因斯坦一起乘电梯》 

作者：（德）泰希曼，（德）克拉普著，译者：王泰智，

沈惠珠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出版时间：2011-5-1 

(Mit Einstein im Fahrstuhl - Physik genial erklärt, 

Jürgen Teich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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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乌拉·波拉博士的奇妙科学故事》一共由 15 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组成，是一本内容通俗易懂、文字生动活泼的科普著作。书中记载了

一位古怪老头乌拉·波拉博士给孩子讲的许多奇异的故事。故事里讲到小水滴的历险，天体运动，梦游地球，呆子怕鬼，太阳请假，

海底求生，还有火山爆发，彗星出现等内容。 

 

 

 

 

推荐： 

书中记述了 38 位大哲学家的生平观点、影响以及他们的朋友敌人和女人，从普通人的角度来审视哲学家。 

 

 

 

 

推荐： 

《小学生最喜欢做的实验》系列共 3 册，包括：《沙土实验室》、《植物实验室》和《空气实验室》。内容主要是小学生感兴趣的科

学小实验，其中包括各个学科的相关知识，如物理、化学。图书分类细致，形式特别，用精美写实的照片来阐释有趣的实验，不仅可

以吸引小读者动手动脑，还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乌拉波拉博士的奇妙科学故事》 

作者：（德）柏吉尔，译者：吴利霞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 

(Die seltsamen Geschichten des Doktor Ulebuhle, 

Bruno H. Bürdel) 

 

 

《自从有了哲学家》 

作者：（德）药尔格·齐特劳，译者：王泰智，沈惠珠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5-1 

(Die philosophische Rolltreppe - Kleines Lexikon 

der Denker und ihrer universellen Weltweisheiten, 

Jörg Zittlau) 

《小学生最喜欢做的实验》系列 

作者：（徳）乌尔里克·伯格，译者：任铁虹  

出版社：湖北少儿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6-1 

(Schau so geht das! Die Sandwerkstatt, Ulrike 

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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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这本书里的游戏操作性强，和孩子一起玩不但可以锻炼孩子的各种能力，还可以培养亲子关系。让每一个妈妈在游戏中与孩子共享快

乐，在游戏中促进孩子发展。 

 

 

 

推荐： 

这是一套知识性、文学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科学绘本，它与新课标科学教材同步。荣获德国青少年文学大奖，作者以清新流畅的文

笔，描绘出植物和动物在四季中不同的面貌；以华丽秀美的图画，揭示出关于太阳、大地、树木、草地、花和蝴蝶的鲜为人知的秘密。 

《玩是最好的学》 

作者：（德）麦赫蒂尔德·维塞尔，布里吉特·冯·魏戈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4-12 

(Das große Ideenbuch Kinderförderung,  

Brigitte Vom Wege/ Mechthild Wessel) 

 

最美的科普四季时钟系列（全套共 6 册） 

作者：（德）乌纳·雅各布等  译者：顾白   

出版社：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4-1 

(Die Wiesen-Uhr. Das Jahr der Wiese, Una Jaco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