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世纪先锋学校小学生 2011 年读书目录

一年级学生必读书目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邶笪钟编写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外神话传说》 田新利选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十万个为什么》 卢嘉锡主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 年版
《与鸟儿一起飞翔》 郑作新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 2000 年版
《海底两万里》 (法)儒勒"凡尔纳 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汉字的故事》 梅子涵著 上海科普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选集》(丹麦)安徒生著，叶君健译 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

二年级学生必读书目
《克雷洛夫寓言全集》 (俄)克雷洛夫著，裴家勤译 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
《拉"封丹寓言》 (法)拉"封丹著，倪海曙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版
《格林童话全集》(德) 雅各布"格林威廉"格林著杨武能杨悦译译林出版社 1994
《科学王国里的故事》 王会等主编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 年版
《神奇的符号》 苏步清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 2000 年版
《诗词中的科学》 唐鲁峰等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国古代科幻故事集》杨鹏、刘道远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 年版文化教育
《阿凡提的故事》 赵世杰编译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1 年版

《三毛流浪记》 张乐平&nbs, p;&nb, sp;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年版
《宝葫芦的秘密》 张天翼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2 年版
《今年你七岁》 刘健屏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年版
《荒漠奇踪》 严阵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6 年版

三年级学生必读书目
《伊索寓言》 (希腊)伊索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7 年版
《宫泽贤治童话》 （日）宫泽贤治著周龙梅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年版
《列那狐的故事》 (法)玛"阿希"季诺著 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天方夜谭》 郅涛浩等译 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
《130 个科学游戏》 (德)汉斯"普雷斯著，吴衡康编译 中国少儿出版社 1981 年版
《东周列国志故事》 郭 平、陈咏超改编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 年版
《成语故事３６５》 帆女

阿雪等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2 年版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 董宏猷 21 世纪出版社 1997 年版
《我们的母亲叫中国》 苏叔阳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5 年版
《小兵张嘎》 徐光耀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 年月版
《三寄小读者》 冰心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1 年版
《皮皮鲁传》 郑渊洁 学苑出版社 1995 年版
《肚皮上的塞子》 周锐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乌丢丢的奇遇》 金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年版

《我要做个好孩子》 黄蓓佳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灵性的王国》 张香桐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 2000 年版
《爱的教育》 (意)亚米契斯著，马默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年版

四年级学生必读书目
《稻草人》和其他童话 叶圣陶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9 年版
《中国当代儿童诗歌选》 张继楼，彭斯远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4 年版
《外国儿童诗选》 文成英，李融编选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7 年版科普科幻
《科学家故事１００个》 叶永烈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外探险故事精选》 伊明选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 年版
《无尽的追问》 王淦昌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 2000 年版
《昆虫记》 (法)法布尔著，言小山译 人教社大百科全书 2003 年版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法)蒂皮"德格雷，黄天源译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外战争的故事》 张鸿海等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年版
《做人与做事》 卢勤 接力出版社 2000 年版
《30 天环游中国》 郑平等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 年版
《草房子》 曹文轩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三军团》 张之路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 年版
《巫师的沉船》 班马 21 世纪出版社 1998 年版
《糊涂大头鬼》 管家琪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01 年版

《木偶奇遇记》 (意)卡洛"科洛迪著，杨建民译 上海科技教育版 1996 年
《格列佛游记》 (英)乔纳森"斯威夫特著，杨吴成译 人教、译林版 2003 年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英）柯南道尔，丁锦华译， 远流公司 1988 年
《顽皮捣蛋鬼》 （德）威廉"布什 湖北少儿出版 2003 年自版
《七彩的分光》 王大珩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 2000 年版
《悠长的岁月》 贾兰坡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 2000 年版
《写给小读者》 晓玲玎当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8 年版

五年级学生必读书目
《圣经神话故事》 陈静选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 年版
《严文井童话选》 严文井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3 年版
《普希金童话》 (俄)普希金著，亢甫，正成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年版
《王尔德童话》 (英)王尔德著，唐讪辉译 中国连环画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外动物故事选》 伊明选编 中国少儿出版社 1999 年版
《中外经典科普故事》 伍钚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外网络故事》 伍钚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 年版
《科学改变人类生活的 100 个瞬间》 路甬祥主编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00 年版
《水陆两栖人》(苏)阿历山大"别利亚耶夫，孟庆枢，译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外艺术家的故事》 江钥含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年版
《国际知识问答》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 年版

《上下五千年》 林汉达 曹余章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 年版
《马燕日记：一个感动世界的现代童话》（法）韩石 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华经典诵读本》 徐含之选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漂亮老师和坏小子》 杨红樱 作家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版
《鲁滨逊飘流记》 (英)笛福著，王泉根译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年版
《魔法师的帽子》 (芬)杨松著，任溶溶译 纺织工业出版社 2001 年版
《金银岛》 (英)史蒂文生著，单蓓蕾 译 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
《吹牛大王奇游记》 (德)埃"拉斯伯刘浩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0 年版
《淘气包艾米尔》(瑞典)阿"林格伦著，高锋红译 中国少儿出版社 1984 年版
《童年》 （俄）高尔基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做一个快乐的少年人》 邓碧霞译 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六年级学生必读书目
《科学的发现》 郭正谊等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年版
《高士其科普童话》 高士其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元素的故事》 (苏)依"尼查叶夫，滕砥平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中国民间故事》 宣仁选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年版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与儿童对话》 三联书店 2003 年 6 月版
《世界五千年》 段万翰、顾汉松、陈必祥编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版
《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 来新夏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丛林传奇》 (英)吉卜林著，徐朴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6 年版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英)刘易斯"卡洛尔著，陈伯吹译上海科技教育版 1996 年版
《骑鹅旅行记》 (瑞典)塞"拉格洛夫著，王泉根译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年版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著,钟雷主编 哈尔滨出版社 2000 年版
《捣蛋鬼的日记》 (意)万巴著，思闵译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 年版
《小王子》（法）圣埃克苏佩里著，马振聘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
《哈里"波特与魔法石》 （英）joko 罗琳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版
《生命的密码》 谈家桢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 2000 年版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海伦"凯勒著李汉昭译 华文出版社 2002 年版
《父与子》 (德)埃"奥"卜劳恩，洪佩奇编 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
《大作家史努比》 （美）蒙特"舒尔兹 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
《再见了，可鲁》 （日）秋元良平等 南海出版社 2003 年版
《父母大学》 《好妈妈，慢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