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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专版《新课程助学》、《新课堂同步学习与探究》等系列丛书，十几年来历经打磨、常做常新，已成为我市历届学生及其家长们信赖的品牌学习用书！系列丛书均由一线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领衔编写，展现了高权威的教师教
学成果让全市中小学生普惠共享。

为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有关意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推进“书香校园”建设，营造良好的校园阅读氛围，经研究，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文化和旅游局、枣庄
广播电视台、市新华书店决定在全市中小学广泛开展“枣·悦读”校园读书活动。

《“下次开船”港》
北京教育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儿童文学泰斗严文井先生的
《“下次开船”港》《小溪流的歌儿》《南南和胡
子伯伯》等经典童话作品。在《“下次开船”
港》一文中，主人公小西被灰老鼠带到了“下
次开船”港，这是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世界，
在这里，他结识了橡皮狗、纸板公鸡、木头人
和老面人等好朋友，他们共同拯救了被白瓷
人、洋铁人等坏人压迫的布娃娃……这个故
事能够让孩子明白时间的重要性，学会珍惜
时间。

《城南旧事》
北京教育出版社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以其童
年时的生活为背景写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
集。全书共分为5个故事，透过英子童稚的
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其中蕴含的淡淡的哀愁与沉沉的相思，感染
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本书为了让读者更容易
理解作品，在文前设置了“阅读有方法”和“名
师导读方案"，能让读者迅速了解本书作者的
生平、写作背景以及本书需要精读的重点章
节，让读者能有的放矢地抓住重点章节，理解
本书的主旨。同时，阅读本书，读者能通过章
节中的夹批，文后的“赏读”栏目，更深刻地理
解名著，提升自己的阅读水平和能力。

《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自述》

江苏译林出版社

本书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送给青少年的
励志之书，讲述其守一不移的传奇人生，深度讲
解精美绝伦的敦煌艺术，呈现感人肺腑的“莫高
精神”，本书亦可作为参观莫高窟的导览手册。
内含敦煌研究院石窟艺术彩色插图，图文并茂，
悦目怡情；收录樊锦诗写给北京大学新生的亲
笔信，情真意切，启迪心灵。

《万物简史：少儿彩绘版》
接力出版社

《万物简史》是一部有关人类科学发展史的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科普名著，作者以超常的智慧、幽默风趣的
笔法，结合有关现代科学的发现，勾勒了自然的演化史
和人们认识宇宙、探索万物的科学历程。

《窗边的小豆豆》
南海出版公司

《窗边的小豆豆》是一部影响20世纪的儿童文学
杰作，讲述了作者黑柳彻子上小学时一段真实的故
事。小豆豆因淘气被原学校退学后，来到巴学园。在
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一般人眼里“怪怪”的小
豆豆逐渐成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孩子，并奠定了她
一生的基础。世界上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有眼睛却发
现不了美，有耳朵却不会欣赏音乐，有心灵却无法理
解什么是真。不会感动，也不会充满激情。《窗边的
小豆豆》不仅带给千万读者无数的笑声和感动，而且
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全世界极有
影响的作品之一。

《湘行散记》
人民教育出版社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的散文集代表作之一，饱含
沉甸甸的责任意识，面对一种特殊的历史场域，追溯神
性生命的始终，透过表层的血与泪，体验一份人生的庄
严。本书除《湘行散记》外，还另选入《新湘行记》以进
行辅助补充性内容阅读，进而更深层次地理解沈从文
先生有关以湘西为主题而创作的相关作品。

《青春万岁》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为王蒙十九岁时创作，是其
进入文坛的代表作品。《青春万岁》集理想主义、英雄
主义、浪漫主义于一身，描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
一群天真烂漫的北京女中学生的学习、生活，赞美了
她们不断探索的精神、昂扬向上的斗志，如诗似歌的
青春热情，同时也探讨了当时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矛盾
和问题。

《林海雪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46 年冬，我人民解放军进
入东北林海雪原，搜剿被我击溃之
国民党残匪。牡丹江军区派少剑
波率小分队进剿，杨子荣智擒特务
栾平，刘勋苍擒获匪徒刁占一。卫
生员白茹治愈蘑菇老人疾病，战士
栾超家攀登绝壁，飞越天险，我军
出群匪不意，袭取山头，活擒匪首
许大马棒父子，肃清残匪。

《镜花缘》
山东友谊出版社

本书是我国古典名著，前半
部分描写了唐敖、多九公等人乘
船在海外游历的故事，后半部写
了武则天科举选才女，由百花仙
子托生的唐小山及其他各花仙
子托生的一百位才女考中，并在
朝中有所作为的故事。

《飞向太空港》
山东友谊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人文社科类小
说，记录了我国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外国卫星——美国“亚洲一号”
的故事。

《蜡烛的故事》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书的内容是1848年法拉第在英国
皇家科学院圣诞讲座的演讲，一共六篇，以
蜡烛为切入点，讨论其中的物理、化学问题。
现在看来当然是有些过时的，但这种方法和
态度，值得现在的科学家和科普家参考。全
书从蜡烛的制造谈起，围绕蜡烛燃烧时经历
的化学过程，倾尽地阐述了氢、氧、氮、水、空
气、碳与二氧化碳等日常生活中无时不与我
们同在的物质。法拉第像剥笋一样，一层层
地揭示和剖析，并用许多生动具体的实验加
以引证——通俗移动，清晰明了。

《童年河》
天天出版社

七岁那年，男孩雪弟离开崇明岛祖母
家，被父亲接到上海。从乡村到城市，面对
首次分别和未知,不舍、难过和不安袭上心
头，首次遇见坏人，首次迷路，首次遭到盘问
和围观，甚至与妈妈之间也存在着说不清
的陌生感……虽然有欢乐，有哀伤，有对世
道崎岖的初尝，但生活中有长辈的关怀与
扶助，有伙伴情、有师生爱，雪弟始终能在童
真和善意中完成一次次不平凡的成长。

《好兵帅客》
山东美术出版社

帅克是一个看上去有点滑稽
可笑，实际却机智过人的捷克士
兵，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被搅的
鸡飞狗跳，天翻地覆。故事情节幽
默，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
广为流传。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好兵帅
克吧！

《我要做个好孩子》
长江少儿出版社

新华书店——2022秋季（暑假后）新课堂助学书目

《跟着教材学作文》
山东教育出版社

以教材为抓手来提升思维，丰厚语文素
养，以简驭繁，是通罗马之条条大路中的捷
径。从学生学习角度来看，跟着教材学作文
有益于使学生读、写融会贯通，从而培养学生
们的精读能力和鉴赏能力，有效提高他们的
写作水平。紧扣统编教材体系、充分训练学
生思维、由易到难螺旋上升、图文并茂激发兴
趣。

《新课程助学丛书》
山东友谊出版社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帮助学生更
好地学习，让学习在课堂中真正发生，山东
友谊出版社组织教育专家和骨干教师，编写
了这套基于学历案的助学丛书——“新课程
助学丛书”。本丛书依据各学科课程理念及
学科特点，按照素质教育新要求和核心素养
下的学历案导向，秉持“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教育理念，突出学生对学习过程的经历与
体验，为学生建构起通向目标达成的脚手
架，引领学生深度学习，在课堂中学足学
好。

《语文单元读本》
山东友谊出版社

为了使经典诵读活动有序、高效地进
行，本书组织了部分教育专家、特级教师和
骨干教师进行编写，广泛吸取了全国各地市
名校校本教材的编写经验，以年级为单位，
统筹考虑部编语文教材的单元特点，并结合
教学实际编写而成。本书有“名言警句”

“词语积累”“诗词吟诵”“经典诵读”“推荐
阅读”等板块，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阅读习
惯，开阔学生的眼界，增长知识，通晓文
理，为今后的语文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提优测试卷》
山东美术出版社

提优测试卷采用8开活页试卷的形式，“课清测
试”采用16开形式装订，无论是课上测试还是课下
练习，都能够方便老师和学生灵活使用。提优测试
卷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课清卷夯实基础抓重
点，提优卷提升能力破难点，基础知识与中考真题
交叉练习，帮助学生聚焦重点，突破难点，走出误
区，强化思维，是同步类教辅的有益补充。

《分层检测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分层试卷是由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目
前的市场形势精心策划、竭力打造，并安排山东教育
出版社编写出版，由山东新华书店全权发行的一套高
质量产品。本套产品拥有独特创新的编写思路，结构
上设置周考练、阶段测、专项功、综合评四个不同层
次的训练，打造联动式层次化的核心素养评价体系。

《新课堂同步学习与探究》
山东友谊出版社

多年受学校青睐，本季又对篇章内容设置进行
了完善。配有随堂图书分自学站、练功房、对话窗
三个栏目，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自学、巩
固、复习，让学生尽快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完全满
足学生的基本需求，增加学生的基础知识积累，提
升学生的阅读写作等综合能力。

《写字》
山东美术出版社

《综合实践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套图书要求学生们耳、目、手、脑并用，
坚持“做中学，学中做”，不仅能让学生获得关于
材料、工具、操作程序和技术要领等，还能通过
参与作品的设计、制作和评价等活动，密切与现
实生活的联系，培养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

《口算题卡（升级
练）》

齐鲁出版社

2020 年充分调研后，在之前的
基础上做了系统地优化提升，升级亮
点。1.练习量增大。本书采用 16 开
本，版面扩大，题量增加，学生的练
习更充分。2. 配图更精美。本书图片
由专人手绘，风格统一，灵动自然，
且采用双色印刷，立体感更强，视觉
效果更好。3. 题型更丰富。本书题型
丰富多样，且都与学生生活密切相
关，能够满足多层级学生的训练需
求。

扫描小程序码
进入2022年秋季（暑假后）新课堂助学图书预定

枣庄市“枣·悦读”校园读书活动推荐书目（2022年秋季）

《精练课堂分层作业》
山东友谊出版社

本丛书在编写中贯穿“纵向发展+横向联系”
的整体设计理念，各学科依据课程性质、学段目标
精心设计分层作业。每册图书分“课清作业”和

“单元作业”两大部分，帮助学生夯实基础抓重点，
提升能力破难点，学习技巧避雷点。“课清作业”是
本丛书的特色和亮点，它针对每课时重点、难点等
设计分层作业，准确体现“单点聚焦”，加强随堂
练、随堂测，夯实基础知识。“单元作业”包括“专
项作业”和“阶段性作业”，纵向横向设计不同梯
度、形式多样、新颖活泼的练习题,以便科学化、多
样化测评学生的知识储备、学习能力、学习习惯、
学习表现、创新精神和核心素养，便于进行学业成
果展评。

客服部

客服一部

客服二部

客服三部

客服四部

服务监督电话：13256322777、13280278881、13181289696

服务学校

市直中小学校

区直中小学校

永安镇、齐村镇、光明街道办各中小学校

税郭镇、西王庄镇、孟庄镇各中小学校

客服人员

张老师

吴老师

黄老师

刘老师

郭老师

马老师

陈老师

师老师

姜老师

客服电话

18678259587

13869462450

15763205656

13354486055

13376377734

18563212021

13806322105

13021596059

17763210343

《我要做个好孩子》是黄蓓佳的长篇小
说，也是一部适合少年儿童和家长、老师共
同阅读的作品。六年级小学生金铃，乐天
派，大大咧咧、开朗大方，可是学习却始终
排除在“好学生”的行列之外，她颇具文学
才华却害怕数学，资质佳却未能得到发挥。
在能不能升入好中学的现实下，她如履薄
冰。她真的努力了，但也与大人们做了许多

“抗争”。她是我们周围背着沉重书包的芸芸
学子中的一个，她的快乐和悲哀，失败和成
功，恶作剧和做好事，烦恼和得意，怪事和
奇遇，正是十一二岁孩子的心灵轨迹。而

“我要做个好孩子”作为本书的中心话语，
令人震撼和回味。本书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小学 《写字》 是依据人民教育出版社统编版
小学 《语文》教科书内容同步编写。该套书编写
者，经过与使用地区一线语文老师共同教学研
究，特别是听取了小学三个学段的执教者对语文
识字、练字以及书写的不同要求，有针对性地进
行内容设计，凸显语文学科教授学生书写能力的
提高。该套教辅力求达到同步嵌入语文课堂教
学，为识字教学和学生书写能力提供训练平台，
力争做到不增加师生过重负担，为语文学科有效
教学提供辅助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