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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正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出版
时间

1 安的种子 王早早 文；黄丽 图 海燕出版社 2015

2 辫子 黑眯 文/图 天天出版社 2015

3 嘟·嘟·嘟 曹俊彦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5

4 方脸公公和圆脸婆婆 武玉桂 原文；翱子 编；王天天 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5

5 会说话的手 朱自强 文；朱成梁 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5

6 恐龙快递 董亚楠 文/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5

7 梁山伯与祝英台 唐亚明 文；于虹呈 图 中信出版社 2015

8 绿池白鹅 林良 文；陈美燕 图 海燕出版社 2015

9 跑跑镇 亚东 文；麦克小奎 图 明天出版社 2015

10 三个和尚 蔡皋 文/图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5

11 三十六个字 阿达 文/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5

12 十兄弟 沙永玲 文；郑明进 图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5

13 谁需要国王呢？ 陈卫平 文；陈美燕 图 希望出版社 2015

14 糖果乐园大冒险 吕游铭 文/图 海燕出版社 2015

15 小狐狸 向华 改文；绘本创作工作室 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16 北京的春节 老舍 文；于大武 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4

17 大闹天宫 马得 文/图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18 地上地下的秘密 依依 文/图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19 好神奇的小石头 左伟 文/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20 黑米走丢了 弯弯 文/图 明天出版社 2014

21 记事情 余丽琼 文；朱成梁 图 明天出版社 2014

22 九色鹿 保冬妮 文；刘巨德 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3 霉菌 虫奶奶 文/图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

24 棉婆婆睡不着 廖小琴 文；朱成梁 图 明天出版社 2014

25 你睡着了吗? 邱承宗 著 希望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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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胖石头 方素珍 文 ；崔永嬿 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27 三国演义·草船借箭 唐亚明 文；于大武 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

28 树叶 马岱姝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9 谁的家到了？ 刘旭恭 文/图 明天出版社 2014

30 我讨厌宝弟 符文征 文/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31 寻猫启事 郭乃文 故事；周见信 图 明天出版社 2014

32 烟 曹文轩 文；（英）郁蓉 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

33 夜游 王子豹 文/图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

34 爱画画的诗 林芳萍 文；林小杯 图 明天出版社 2013

35 拔萝卜
（俄）阿·托尔斯泰 原著；杨永青
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

36 百鸟羽衣 蔡皋 文/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

37 北冥有鱼 刘畅 文/图 明天出版社 2013

38 猜猜我是谁 卜佳媚 文/图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9 大灰狼娶新娘 朱庆坪 文；黄缨 图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40 花木兰 改编自北朝民歌；蔡皋 图 明天出版社 2013

41 花生米样的屁 王晓明 文/图 接力出版社 2013

42 京剧猫·长坂坡 熊亮 文；熊亮，吴翟 图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3

43 巨人和棉桃 许英辉 文/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44 萝卜回来了 方轶群 文；陈永镇 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

45 米米说不 周逸芬 文；陈致元 图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

46 南瓜和尚 向华 文；熊亮 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

47 神笔马良 洪汛涛 文；张光宇 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

48 谁咬了我的大饼 徐志江 文/图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49 小马过河 彭文席 文；陈永镇 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

50 小纸船看海 林良 文；郑明进 图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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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片披萨一块钱 郝广才 文；（意）朱里安诺 图 新星出版社 2013

52 蝇王 田宇 文/图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3

53 羽毛 曹文轩 文；（巴西）罗杰·米罗 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

54 猪八戒吃西瓜 包蕾 文；詹同 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

55 子儿，吐吐 李瑾伦 文/图 明天出版社 2013

56 北京——中轴线上的城市 于大武 文/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2

57 穿墙术 熊亮 文；董小明 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

58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 文；大钧 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2

59 咕叽咕叽 陈致元 文/图 明天出版社 2012

60 好想吃榴莲 刘旭恭 文/图 明天出版社 2012

61 鹤民国 向华 文；李全华 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

62 金瓜儿银豆儿 赵燕翼 文；柯明 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2

63 两只老鼠胆子大 鲁兵 文；朱延龄 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2

64 林海音奶奶讲寓言（4册） 林海音 文；张世明 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

65 妹妹的大南瓜 九儿 文/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2

66 帕拉帕拉山的妖怪 赖马 文/图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

67 胖嫂回娘家 冰畅 文；贺友直 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2

68 下雨了 汤姆牛 文/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

69 小怪物来了！ 曹俊彦 文；曹益欣 图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2

70 小蝌蚪找妈妈 鲁兵 文；陈秋草 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2

71 烟花 邓正祺 文/图 明天出版社 2012

72 帐篷小猪 高洪波 文；李蓉 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

73 阿迪和朱莉 陈致元 文/图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74 爸爸去上班 吕江 文/图 明天出版社 2011

75 不睡觉世界冠军
（英）西恩·泰勒 文；幾米 图；柯
倩华 译

新星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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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金刚师 熊亮 文/图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1

77 九十九个娘 王宣一 文；张世明 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78 森林里的秋天 梁泊 文；严折西 图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79 天啊！错啦！ 徐萃，姬炤华 文/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

80 小兔小小兔当了大侦探 俞理 文/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81 颜色国的秘密（10册）
黄毅民，季颖，陈秋影 文；黄毅民
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1

82 吃黑夜的大象 白冰 文；李清月 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

83 促织
蒲松龄 原著；施大畏 等图；马兰 等
改编

连环画出版社 2010

84 进城 林秀穗 文；廖健宏 图 明天出版社 2010

85 漏 改编自民间故事；梁川 图 明天出版社 2010

86 妈妈，买绿豆！ 曾阳睛 文；万华国 图 明天出版社 2010

87 门 陶菊香 文/图 明天出版社 2010

88
迷戏——秦淮河·一九三
七

姚红 文/图 译林出版社 2010

89 青蛙与男孩 萧袤 文；陈伟，黄小敏 图 海燕出版社
2010

（2015年再
版）

90 三只小猫 陈巽如 文/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91 王汤圆打鬼 林淑慎 文；施蔚 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92 没有胡子真开心 冰子 文；温泉源 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93 求雨 汪曾祺 文；岑龙 图 明天出版社 2009

94
小蜗牛自然图画书系（4
册）

凌拂 文；黄崑谋 图 海燕出版社 2009

95 宝儿 心怡 改编；蔡皋 图 明天出版社 2008

96 躲猫猫大王 张晓玲 文；潘坚 图 明天出版社 2008

97 老鼠娶新娘 张玲玲 文；刘宗慧 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8

98 团圆 余丽琼 文；朱成梁 图 明天出版社 2008

99 一园青菜成了精 编自北方童谣；周翔 图 明天出版社 2008

100 火焰 （加）E.T.西顿 原著；朱成梁 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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