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别 编号 书名 封面 作者 ISBN 出版社 页数 价格/元 购买数量

幼儿启蒙 1 动物儿歌系列 刘芳 9787548036401
江西美术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10月1日)
44 10,80 1

幼儿启蒙 2 植物儿歌系列 刘芳 9787548036418
江西美术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10月1日)
44 7,00 1

幼儿启蒙 3 自然儿歌系列 刘芳  9787548036432
江西美术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10月1日)
44 7,00 1

幼儿启蒙 4 生活儿歌系列 刘芳 9787548036425
江西美术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10月1日)
44 7,00 1

幼儿启蒙 5
会动的房子        
短篇注音童话

冰波 9787532952427
山东文艺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6月1日)
129 11,50 1

幼儿启蒙 6 新编儿歌365 圣野 9787534269196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6月1日)
365 13,00 1

幼儿启蒙 7
林良看图说话:   

 树叶船 
（台）林良

9787539550640, 
7539550643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3月1日)

109 21,00 1

幼儿启蒙 8
不完美的小完美 
(套装共6册)

（英）朱莉•安德鲁
斯

9789900122838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1月1日)
252 88,80 1

幼儿启蒙 9
:鼹鼠的月亮河(注音版)(套

装共3册)
王一梅

 7534266203, 
7534266220001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9月1日)

395 28,30 1

幼儿启蒙 10 歇后语儿歌100首 玄老汉 9787531564324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2版 

(2015年5月1日)
165 14,30 1

幼儿启蒙 11 谚语儿歌100首 玄老汉 9787531564386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2版 (2015年5月1日)

165 13,00 1

幼儿启蒙 12 成语儿歌100首 玄老汉 9787531564317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2版 (2015年5月1日)

165 13,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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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启蒙 13
汉字演变图解儿歌:人与生活

 
李海生  9787540551070

 新世纪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2月1日)

92 9,50 1

幼儿启蒙 14
汉字演变图解儿歌:自然时空

 
李海生 9787540551322

新世纪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2月1日)

92 15,80 1

幼儿启蒙 15 汉字演变图解儿歌:植物 李海生 9787540551339
新世纪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2月1日)
92 11,20 1

幼儿启蒙 16 笑破肚的儿歌(套装共10册)  王清秀 116723091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2月1日)
450 58,70 1

幼儿启蒙 17
经典原创图画书乐读本:曹冲

称象 
9787302449591

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9月1日)

21 9,90 1

幼儿启蒙 18
道理故事          

(彩图注音版）
禹田 B0192XFYTC

同心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5月1日)

230 21,30 1

幼儿启蒙 19
三字经故事       

(彩图注音版）
禹田  9787547714935

同心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5月1日)

240 21,70 1

幼儿启蒙 20
坚强故事          

(彩图注音版）
禹田  9787547714744

同心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5月1日)

240 22,80 1

幼儿启蒙 21
感恩故事         

 (彩图拼音版)
禹田 9787547714799

同心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5月1日)

230 18,00 1

幼儿启蒙 22
好性格故事       
(彩图拼音版)

禹田 9787547714737
同心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5月1日)

230 17,00 1

幼儿启蒙 23
智慧故事          

(彩图注音版）
禹田 9787547715000

同心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5月1日)

240 21,90 1

幼儿启蒙 24
公主故事         

 (彩图拼音版)
禹田 B0192XFX98

同心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5月1日)

230 15,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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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启蒙 25 彩泥手工:提高篇  张薇  9787532234035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第1版 

(2003年2月1日)
96 25,60 1

幼儿启蒙 26 五笔国画(1级) 翼马  9787538617269 吉林美术出版社; 第1版 68 7,90 1

幼儿启蒙 27
幼儿早读早识早开发:儿歌15

0    (注音版)
冯微焱 , 王永慧  B0088FU1U8

吉林美术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1月1日)

59 3,90 1

幼儿启蒙 28 幼儿故事大王(白金版） 冰波 9787534238024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2

006年01月）
212 15,50 1

幼儿启蒙 29
阿罗在马戏团(新版)/阿罗系

列
克罗格特·约翰逊   9787544815482

接力出版社; 第2版 
(2010年12月1日)

59 7,20 1

幼儿启蒙 30
阿罗房间要挂画(新版)/阿罗

系列 
克罗格特·约翰逊  9787544815512

接力出版社; 第2版 
(2010年12月1日)

59 7,20 1

幼儿启蒙 31
阿罗在北极(新版)/阿罗系列

 
克罗格特·约翰逊  9787544815512

接力出版社; 第2版 
(2010年12月1日)

52 7,20 1

幼儿启蒙 32 阿罗漫游太空  克罗格特·约翰逊 
接力出版社; 第2版 
(2010年12月1日)

59 9,70 1

幼儿启蒙 33
失落的一角(线条绘本大师谢
尔•希尔弗斯坦传世经典)

谢尔•希尔弗斯坦  9787544257688
南海出版公司; 第2版 

(2011年4月1日)
60 28,00 1

幼儿启蒙 34
培养孩子聪明机智的100个智

慧故事
201 1

幼儿启蒙 35 智勇小哪吒 子君  9787531543459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月1日)
107 11,90 1

幼儿启蒙 36
童话中国,传承美德 第1套                        

（共10册）
（1-10册）

柯明, 张世明, 毛水
仙

9787221088994
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4月1日)
130 12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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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启蒙 37
童话中国,传承美德 第2套                        

（共10册）
（11-20册）

柯明, 张世明, 毛水
仙

9787221095916
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4月1日)
130 120,00 1

幼儿启蒙 38 儿童学三字经 4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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