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别 编号 书名 封面 作者 ISBN 出版社 页数 价格/元 购买数量

中国儿童文学 1
允许我流三滴泪     

(注音版) (套装共5册)   
(附写作魔法)

赵静 9789900394334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17年4月1日)
693 56,80 1

中国儿童文学 2
杨红樱画本:             
注音书系列            
(套装共4册)

杨红樱 bkbkay7646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
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

公司; 第1版 
(2013年6月1日)

447 52,70 1

中国儿童文学 3
稻草人                   

(彩图注音版)
叶圣陶  9787552220056

北京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3年5月1日)
199 7,80 1

中国儿童文学 4
小巴掌童话               
(彩图注音版)

张秋生  9787552220049

北京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3年5月1日)
199 9,90 1

中国儿童文学 5
365夜故事             

(彩图注音版)
刘敬余 9787552202366

北京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6月1日)
213 5,10 1

中国儿童文学 6
小老虎历险记      

（注音全彩美绘)              
(上下)(套装共2册) 

汤素兰 9789900378181

 春风文艺出版社; 
第1版 

(2017年1月1日)
304 38,00 1

中国儿童文学 7
土土的故事            
(注音版)

任溶溶 9787534267901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 第1版 

(2012年4月1日)
140 10,70 1

中国儿童文学 8
爸爸的老师           
（注音版） 

任溶溶  B01CS33MYC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16年3月10日)
没写 12,00 1

中国儿童文学 9
没头脑和不高兴   
（注音版）

任溶溶 9787534267925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12年4月1日)
140 10,80 1

中国儿童文学 10
小锡兵的故事      
（注音版） 

任溶溶 B01CS33ERM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16年3月10日)
没写 12,80 1

中国儿童文学 11 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 任溶溶 9787534263699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11年3月1日)

253 14,20 1

中国儿童文学 12
大大大和小小小历险记 

（拼音版） 
任溶溶 B00XU1U542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15年5月18日)
124 9,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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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 13
大个子老鼠小个子猫   
系列•第1辑(注音版)   

(套装共9册)
周锐 bkbkbd1017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3月1日)

1316 112,46 1

中国儿童文学 14
吃黑夜的大象            

(注音全彩美绘版)
白冰 9787531347491

春风文艺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3月1日)
118 16,70 1

中国儿童文学 15
披着被单的国王      
（注音版）

张秋生 B01DTY2Q3C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 第1版 

(2016年4月5日)
195 7,50 1

中国儿童文学 16 爱心魔法师(注音版)  张秋生 9787534266065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11年8月1日)

202 7,50 1

中国儿童文学 17
有魔力的怪草莓         

(注音版)
张秋生  9787534258398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10年3月1日)
199 7,50 1

中国儿童文学 18
木头王国的歌声      

（注音版）
王一梅 9787530762868

新蕾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9月1日)

149 15,50 1

中国儿童文学 19
书本里的蚂蚁          
（注音版）

王一梅 9787530762875
新蕾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9月1日)

149 15,60 1

中国儿童文学 20
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
·汤素兰系列:笨狼的
故事(套装共6册)

汤素兰 7534281259061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2版 

(2008年6月1日)
1279 66,30 1

中国儿童文学 21 每颗星星都会闪耀 伍美珍 B01MDTOJV3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人民邮电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7月1日)

216 14,70 1

中国儿童文学 22 小鼹鼠也要环游世界 伍美珍 B01M6BM9EZ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人民邮电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7月1日)

206 15,40 1

中国儿童文学 23
君伟上小学                

(套装共6册) 
（台）王淑芬 7534279911061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14年3月1日)
854 55,80 1

中国儿童文学 24 芝麻开门 祁智  9787556044061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16年4月10日)
325 21,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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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 25
中国兔子德国草•        
生日恶作剧 

周锐 9787534247330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08年5月1日)
237 13,00 1

中国儿童文学 26
中国兔子德国草:         
父亲节的鸡翅膀

周锐 9787534247361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08年4月1日)
255 13,10 1

中国儿童文学 27
哪吒传奇: 

(套装全10册）
郭志安  7307122294

武汉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3年1月1日)
280 68,00 1

中国儿童文学 28
老舍小说精汇:幽默小

品集
老舍  9787807414599

文汇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1月1日)

237 23,00 1

中国儿童文学 29 小英雄和芭蕾公主  杨红樱  9787544806138
接力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1月1日)

166 13,80 1

中国儿童文学 30 跳跳电视台 杨红樱  9787807324478
接力出版社; 第1版 
(2006年8月1日)

178 13,80 1

中国儿童文学 31
我的儿子皮卡 
再见，钢琴

曹文轩  978753914999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
团; 第1版 

(2014年4月1日)
179 13,80 1

中国儿童文学 32 我的儿子皮卡 尖叫 曹文轩  9787539150017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
团; 第1版 

(2014年4月1日)
180 13,80 1

中国儿童文学 33 功夫熊猫(电影珍藏版) 美国梦工厂  978753853470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08年6月1日)
106 10,00 1

中国儿童文学 34
儿童校园亲情小说•非

常琳妹妹
刘东  9787806849293

大连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6月1日)

174 12,50 1

中国儿童文学 35
第56号教室的奇迹:让
孩子变成爱学习的天使

雷夫·艾斯奎斯 
(Rafe Esquith) 

 9787511266866

光明日报出版社; 
第1版 

(2014年8月1日)
236 19,10 1

中国儿童文学 36
小公主人见人爱魔法书
:爱自己,爱别人的7招
友谊魔法(全彩漫画版)

梁心绮、 孟宸 180 23,7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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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8%80%81%E8%88%8D&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6%9D%A8%E7%BA%A2%E6%A8%B1&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6%9D%A8%E7%BA%A2%E6%A8%B1&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ebooks_1?ie=UTF8&text=%E6%9B%B9%E6%96%87%E8%BD%A9&search-alias=digital-text&field-author=%E6%9B%B9%E6%96%87%E8%BD%A9&sort=relevancerank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ebooks_1?ie=UTF8&text=%E6%9B%B9%E6%96%87%E8%BD%A9&search-alias=digital-text&field-author=%E6%9B%B9%E6%96%87%E8%BD%A9&sort=relevancerank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BE%8E%E5%9B%BD%E6%A2%A6%E5%B7%A5%E5%8E%82&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88%98%E4%B8%9C&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9B%B7%E5%A4%AB%C2%B7%E8%89%BE%E6%96%AF%E5%A5%8E%E6%96%AF+%28Rafe+Esquith%29&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9%9B%B7%E5%A4%AB%C2%B7%E8%89%BE%E6%96%AF%E5%A5%8E%E6%96%AF+%28Rafe+Esquith%29&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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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 37
动物小说王:那个年代

的我
189 1

中国儿童文学 38
杨红樱非常校园系列:
非常男生(最新版)

杨红樱  9787534261145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11年1月1日)
161 13,70 1

中国儿童文学 39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
奖作家书系:玩过的游

戏
孙卫卫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年6月 1日）

165 12,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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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mazon.cn/dp/B004DLL1CS/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524216152&sr=1-1&keywords=9787534261145
https://www.amazon.cn/dp/B004DLL1CS/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524216152&sr=1-1&keywords=9787534261145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6%9D%A8%E7%BA%A2%E6%A8%B1&search-alias=books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3%A4%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3%A4%BD%AD%C9%D9%C4%EA%B6%F9%CD%AF%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