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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典 1
安徒生童话                                   

(注音美绘版)
（丹麦）汉斯·克里斯汀·安徒

生
9787513514965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月1日)

208 15,20 1

世界经典 2
伊索寓言                                       

(注音美绘版)
（古希腊）伊索 9787513514965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月1日)

208 14,90 1

世界经典 3
一千零一夜                                  

（注音美绘版)
牧童 9787513570718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3月1日)

192 17,10 1

世界经典 4
格林童话                                        

(注音美绘版)
（德）格林兄弟 978751351498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月1日)

208 14,70 1

世界经典 5
鲁滨孙漂流记                                
(注音美绘版)

（英）丹尼尔·笛福 9787513514958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月1日)

208 14,60 1

世界经典 6
爱丽斯漫游奇境                             
(注音美绘版）

(英)刘易斯·卡罗尔  978751351499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月1日)

208 15,00 1

世界经典 7
彼得·潘                                                    

 (注音美绘版）
（苏格兰）詹姆斯·马修·巴利 9787513570770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3月1日)

192 18,20 1

世界经典 8
昆虫记                                           

(注音美绘版)
（法）让-

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
9787513514927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月1日)

208 15,20 1

世界经典 9
福尔摩斯探案选                              
(注音美绘版)

（英）阿．柯南道尔 978751351497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月1日)

208 15,90 1

世界经典 10
爱的教育                                        

(注音美绘版)
（意）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 978751351493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月1日)

208 15,00 1

世界经典 11
木偶奇遇记                                     

(注音美绘版)
（意）科洛迪 9787513570695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3月1日)

192 18,20 1

世界经典 12
小鹿斑比                                       

(注音美绘版)
（奥）费利克斯·萨尔腾 978751357074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3月1日)

192 18,20 1

世界经典 13
绿野仙踪                                       

(注音美绘版)
（美）弗兰克·鲍姆 978751351500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月1日)

208 15,40 1

世界经典 14
小兔彼得和他的朋友们                 

 (注音版)                                          
 1小兔彼得的故事

(英国)毕翠克丝·波特  9787533661427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5月1日)
156 15,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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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典 15
小兔彼得和他的朋友们                

（注音版）                                       
2渔夫杰里米的故事 

(英国)毕翠克丝·波特  9787533661434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5月1日)
147 8,82 1

世界经典 16
小兔彼得和他的朋友们                 

（注音版）
3  小猫汤姆的故事

(英国)毕翠克丝·波特 9787533661441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5月1日)
154 8,82 1

世界经典 17
小兔彼得和他的朋友们                 

（注音版）                                 
 4 城市鼠詹尼的故事

(英国)毕翠克丝·波特  9787533661458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5月1日)
148 8,82 1

世界经典 18
小兔彼得和他的朋友们                

（注音版 ）                                      
5 托德先生的故事

(英国)毕翠克丝·波特 9787533661465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5月1日)
148 8,82 1

世界经典 19
好兵帅克奇遇记                              

(彩图注音)
（捷克）哈谢克 9787534251856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5月1日)

204 13,00 1

世界经典 20
丛林历险记                                    
(彩图注音)

（英）吉卜林  9787534271274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1月1日)

204 14,20 1

世界经典 21
热爱生命                                      

 (彩图注音)
（美）杰克·伦敦  9787534265914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8月1日)

204 13,90 1

世界经典 22
狼王洛波                                        

(彩图注音)
（加拿大）欧·汤·西顿 9787534265938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8月1日)

204 16,80 1

世界经典 23
八十天环游地球                               

(少儿版)(注音美绘本) 
（法国）儒勒·凡尔纳  9787539433608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
美术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4月1日)

202 10,20 1

世界经典 24
海底两万里                                    

(少儿版)(注音美绘本)
（法国）儒勒·凡尔纳 9787539433585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
美术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4月1日)

202 10,10 1

世界经典 25
科学家的故事                                 

(少儿版)(注音美绘本)
孙静改编 9787539433141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
美术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4月1日)

202 10,30 1

世界经典 26
小故事大道理                                

(少儿版注音美绘本)
李琳改编 9787539433127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
美术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4月1日)

200 10,40 1

世界经典 27
阿凡提的故事                                
(注音美绘版)

（土耳其）艾克拜尔·吾拉木 9787567114821
上海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4年11月1日)
197 13,80 1

世界经典 28
汤姆叔叔的小屋                             
(注音美绘版)

（美）哈丽叶特·比切·斯托  9787567111721
上海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4年11月1日)
201 13,8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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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典 29
会飞的教室                                    

(注音美绘版)
（德）艾利克·卡斯特纳  9787567111790

上海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4年11月1日)

201 10,20 1

世界经典 30
王子与贫儿                                    

(注音美绘版)
（美）马克·吐温  9787567111660

上海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4年11月1日)

200 10,50 1

世界经典 3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注音美绘版)
（美）海伦·凯勒 9787567111738

上海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4年11月1日)

200 10,60 1

世界经典 32
汤姆·索亚历险记                            

(注音美绘版)
（美）马克·吐温   9787567111967

上海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4年11月1日)

200 13,80 1

世界经典 33
世界100个文明奇迹                        
(彩绘注音版) 

朱明霞 9787539150932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10月1日)
224 9,60 1

世界经典 34
世界100个自然奇观                         

(彩绘注音版)
朱明霞 978753915092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10月1日)

224 9,60 1

世界经典 35
中外节日故事                                
(彩绘注音版)

孙娜娜 9787539191522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10月1日)
215 8,40 1

世界经典 36
希腊神话故事                                 
(套装共4册) 

聂作平 978990037431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10月1日)
430 52,25 1

世界经典 37 丛林故事 （英）罗德亚德·吉卜林  9787500797104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1版 (2010年5月1日)

145 23,85 1

世界经典 38 水孩子 （英）金斯莱 9787500797197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6月1日)

138 23,75 1

世界经典 39 秘密花园(青少版) （美）弗·霍·伯内特  9787535465184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1版 

(2013年5月1日)
205 12,90 1

世界经典 40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英）罗尔德•达尔 9787533259617
明天出版社; 第1版 
(2016年3月1日)

211 18,40 1

世界经典 41 机器人短片全集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 9787539964799
江苏文艺出版社; 第1版 

(2014年1月1日)
533 33,10 1

世界经典 42 芭比亲子故事:小公主魔法故事(注音版) 美国美泰公司 (编者) 9787535377876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13年1月1日)

99 13,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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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典 43 芭比亲子故事:小公主爱心故事(注音版) 美国美泰公司 (编者) 9787535378378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版 (2013年1月1日)

99 14,70 1

世界经典 44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  (纪念版) 
J.K.罗琳 (Rowling 
J.K.)、 马爱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  
（2009年04月） 

322 22,7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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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7%BE%8E%E5%9B%BD%E7%BE%8E%E6%B3%B0%E5%85%AC%E5%8F%B8&search-alias=books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8%CB%C3%F1%CE%C4%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8%CB%C3%F1%CE%C4%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