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全国总发行图书类目录/服务类目录(拼客动漫总批销)》

书法实训室设备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拼客牌 中国大书法挂图喷画系列（全15幅） 拼客牌 拼客牌 980元

台湾原装进口 e笔书画教学系统 台湾原装进口 台湾原装进口 980元

硬笔书写技能实训

◎硬笔书写技能实训·教材系列◎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83008-099-0
硬笔书法等级证书1～9级报考必读（配

DVD1张,专用笔2支）
张华庆 广东海燕 88元

978-7-83008-100-3 硬笔书法·一级实训（配专用笔2支） 张华庆 广东海燕 35元

978-7-83008-159-1 硬笔书法·二级实训（配专用笔2支） 张华庆 广东海燕 40元

978-7-83008-160-7 硬笔书法·三级实训（配专用笔2支） 张华庆 广东海燕 45元

978-7-900889-08-9
硬笔书法·四级实训（配光盘+专用笔

1支）
张华庆 广东音像 50元

978-7-900889-07-2
硬笔书法·五级实训（配光盘+专用笔

1支）
张华庆 广东音像 50元

978-7-900889-06-5
硬笔书法·六级实训（配光盘+专用笔

1支）
张华庆 广东音像 50元

978-7-83008-025-9
硬笔书法教程（配硬笔书法套书写训练）

（配专用笔2支）
李承柏
吴 强

广东海燕 45元

978-7-88483-246-0
黄斌武“8字规律”楷书技法（配专用笔2

支）
黄斌武 广东音像 28元

978-7-88483-245-3
黄斌武“8字规律”行书技法（配专用笔2

支）
黄斌武 广东音像 28元

978-7-83008-028-0
硬笔楷书快速入门：一图一笔画（配专用

笔2支）
王慧志

广东语言
广东海燕

38元

978-7-83008-038-9 300字硬笔楷书精练（配专用笔2支） 张卫红
广东语言
广东海燕

48元

978-7-83008-023-5
硬笔书法趣味课堂·入门篇（附DVD1张，

配专用笔2支）
温轶敦 王秋雁

广东语言
广东海燕

32元

978-7-83008-022-8
硬笔书法趣味课堂·基础篇（附DVD1张，

配专用笔2支）
温轶敦 王秋雁

广东语言
广东海燕

32元

978-7-83008-024-2
硬笔书法趣味课堂·提高篇（附DVD1张，

配专用笔2支）
温轶敦 王秋雁

广东语言
广东海燕

32元



978-7-55760-199-7 国学诵读写--上册（配专用笔2支） 佟景渝 天津科技 34.9元

978-7-5576-0317-5 国学诵读写--下册（配专用笔2支） 佟景渝 天津科技 34.9元

978-7-88521-690-0
新思维硬笔书法·教程+实训练习（配专用

笔2支）
陈龙文 广东语言 56元

978-7-88521-907-9 硬笔书法考级·中级教程 陈龙文 广东语言 15元

978-7-88521-908-6 硬笔书法考级·四级实训 陈龙文 广东语言 15元

978-7-88521-908-6 硬笔书法考级·五级实训 陈龙文 广东语言 15元

978-7-88521-908-6 硬笔书法考级·六级实训 陈龙文 广东语言 15元

978-7-88521-918-5
中国硬笔书法等级考试·硬笔书法师资培

训100问
陈龙文 广东语言 28元

978-7-88483-258-3 新思维硬笔书法：高考必备古诗文 陈龙文 广东音像 30元

◎硬笔书写技能实训·教具系列◎

ISBN 书名 简介 定价

拼客牌

硬笔考级作品纸（一级）
硬笔考级作品纸（二级）
硬笔考级作品纸（三级）
硬笔考级作品纸（四级）
硬笔考级作品纸（五级）
硬笔考级作品纸（六级）
硬笔考级作品纸（七级）
硬笔考级作品纸（八级）
硬笔考级作品纸（九级）
硬笔考级作品纸（米字格练习纸150字）
硬笔考级作品纸（田字格练习纸150字）
硬笔考级作品纸（条屏28字）
硬笔考级作品纸（折扇40字）

适合对临创作
使用，也适合
【国培项目】
中国书画等级
考试硬笔书法
1-9级的考级
作品纸

16元/款

拼客牌
A4硬笔书法作品纸·五言七言古诗系列（6款，配笔2支，模板描红
、对临、创作）

拼客牌 18元/款

拼客牌 展赛硬笔书法作品纸·8类24款（配笔2支） 拼客牌 18元/款

拼客牌 硬笔书法考级样卷专用练习卷

附有（1-
9级）合格样
卷及评分标
准，考级证书
样式，可仿可

5元/本

拼客牌 硬笔写字本（精装便签彩色）
内附白板卡，
涂鸦纸

20元/本

拼客牌 硬笔写字本（简装）
附考级关键12
字（一级、二
级、三级）

10元/本

拼客牌 《中国书画等级考试》考级白板卡套装（初级）

内含《中国书
画等级考试》
初级1-3级白
板卡，配笔3

30元/套



拼客牌 《中国书画等级考试》考级白板卡套装（中级）

内含《中国书
画等级考试》
初级4-6级白
板卡，配笔3

30元/套

拼客牌 趣味白板卡

内含拼音课、
数字课、英文
课、生肖星座
课白板卡（配
笔4支）

30元/套

拼客牌 黄斌武“8字规律”楷书白板卡

与白板笔配套
使用，练字，
可循环书写，
互动展示

5元/张

拼客牌 黄斌武“8字规律”行书白板卡

与白板笔配套
使用，练字，
可循环书写，
互动展示

5元/张

拼客牌 黄万辉“双圆米字格”白板卡

与白板笔配套
使用，练字，
可循环书写，
互动展示

5元/张

拼客牌
练字中性墨水笔（3厘米执笔纠偏）
（10支/套）

机读扫描清
晰，出墨粗重
流畅，考级和
练字专用笔

30元/套

拼客牌 水性白板笔2MM笔头（10支/套）

无毒墨水，配
套白板卡使
用，涂画书写
擦拭无痕，循
环使用，绿色
环保，适合练
字、绘画、涂

25元/套

拼客牌 水性白板笔5MM笔头（10支/套） 50元/套

◎毛笔书写技能实训系列◎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900889-05-8 毛笔书法一级实训 张华庆 广东音像 30元

695-008541-804-4 毛笔书法一级实训·集字练习·曹全碑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书画等级测评管理中心

拼客牌 30

695-008541-849-5
毛笔书法一级实训·集字练习·九成宫醴

泉铭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书画等级测评管理中心

拼客牌 30

695-008541-884-6 毛笔书法一级实训·集字练习·玄秘塔碑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书画等级测评管理中心

拼客牌 30

695-008541-845-7 毛笔书法一级实训·集字练习·颜勤礼碑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书画等级测评管理中心

拼客牌 30

978-7-900889-10-2 毛笔书法二级实训 张华庆 广东音像 30元

695-008541-153-3 毛笔书法二级实训·集字练习·多宝塔碑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书画等级测评管理中心

拼客牌 30

695-008542-156-3
毛笔书法二级实训·集字练习·雁塔圣教

序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书画等级测评管理中心

拼客牌 30

695-008543-243-9
毛笔书法二级实训·集字练习·玄妙观重

修三门记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书画等级测评管理中心

拼客牌 30

695-008545-216-1 毛笔书法二级实训·集字练习·乙瑛碑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书画等级测评管理中心

拼客牌 30



978-7-900889-11-9 毛笔书法三级实训 张华庆 广东音像 30元

695-008541-775-7 毛笔书法三级实训·集字练习·史晨碑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书画等级测评管理中心

拼客牌 30

695-008541-163-2
毛笔书法三级实训·集字练习·大字阴符

经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书画等级测评管理中心

拼客牌 30

695-008541-753-5 毛笔书法三级实训·集字练习·神策军碑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书画等级测评管理中心

拼客牌 30

695-008541-763-4 毛笔书法三级实训·集字练习·化度寺碑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书画等级测评管理中心

拼客牌 30

拼客牌
《中国书画等级考试》书法考级水写布套

装 (初级)

仿宣纸水写布，清水显墨，秒如宣
纸；重复书写，节省纸墨；环保清

洁，经济实用
89元

拼客牌
《中国书画等级考试》书法考级水写布套

装 （中级）

仿宣纸水写布，清水显墨，秒如宣
纸；重复书写，节省纸墨；环保清

洁，经济实用
109元

拼客牌
《中国书画等级考试》书法考级水写布套

装（高级）

仿宣纸水写布，清水显墨，秒如宣
纸；重复书写，节省纸墨；环保清

洁，经济实用
129元

拼客牌 中国宣纸（四尺六裁）60张/袋
条幅田字格，中堂田字格、中堂方格
三种款式可选，适用初级书写练习

48元

拼客牌 中国宣纸（四尺三裁）30张/袋
手札、团扇、对联、中堂、手卷、折
扇六种款式可选，适用中级书写练习

48元

拼客牌 中国宣纸（四尺对裁）10张/袋
条屏、长卷两种款式可选，适用中高
级书写练习

48元

拼客牌 上善若水 高档新文房四宝套装 60元/套

拼客牌 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高档礼品装
100元/

套

拼客牌 颜真卿《多宝塔》楷书字帖
仿宣纸水写布，清水显墨，秒如宣
纸；重复书写，节省纸墨；环保清

洁，经济实用

168 元/
本

拼客牌 颜真卿《勤礼碑》楷书字帖
仿宣纸水写布，清水显墨，秒如宣
纸；重复书写，节省纸墨；环保清

洁，经济实用

168元/
本

拼客牌 欧阳询《九成宫碑》楷书字帖
仿宣纸水写布，清水显墨，秒如宣
纸；重复书写，节省纸墨；环保清

洁，经济实用

98元/本

拼客牌 柳公权《玄秘塔》楷书字帖
仿宣纸水写布，清水显墨，秒如宣
纸；重复书写，节省纸墨；环保清

洁，经济实用

168 元/
本

拼客牌 狼羊尖毫 口径10mm 锋长38mm 8元/支

◎《学校书法教育必备高仿历代家名帖》系列◎

ISBN 名帖名称 作者
定价
（元）

拼客牌
《学校书法教育必备高仿历代家名帖》全

套
历代名家 8800元

拼客牌 三希堂帖 王羲之 王献之 王珣 160元



拼客牌 兰亭序全文 王羲之 500元

拼客牌 苕溪诗帖 米芾 300元

拼客牌 盘谷叙 文徵明 160元

拼客牌 元桢墓志 160元

拼客牌 荐季直表 钟繇 160元

拼客牌 自书告身帖 颜真卿 300元

拼客牌 清静经 160元

拼客牌 蜀素帖 米芾 300元

拼客牌 倪宽赞 褚遂良 300元

拼客牌 阴符经 褚遂良 300元

拼客牌 古诗四帖 张旭 240元

拼客牌 德枕帖 米芾 120元

拼客牌 灵飞经43行 凤歌 160元

拼客牌 金刚经 160元

拼客牌 大孟鼎 160元

拼客牌 美人董氏墓志铭 160元

拼客牌 自叙帖 怀素 600元

拼客牌 寒食帖 苏轼 200元

拼客牌 祭侄文稿正文 颜真卿 160元

拼客牌 史晨碑 汉隶 800元

拼客牌 大唐三藏圣教序 褚遂良 800元

拼客牌 礼器碑 汉隶 1040元

拼客牌 玄秘塔碑 柳公权 700元

拼客牌 多宝塔碑 颜真卿 700元

心理健康培训考证类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系列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5405-3229-7 小学生心理健康(1-6年级共六册 彩绘本) 华南师大附小 新世纪 15元/册

978-7-88521-801-0 新心学堂之自我提升 甄思宁 林荣真 广东语言 15元



978-7-88521-802-7 新心学堂之情绪特辑 甄思宁 林荣真 广东语言 15元

978-7-88521-803-4 新心学堂之沟通特辑 甄思宁 林荣真 广东语言 15元

978-7-88521-804-1 新心学堂之成长特辑 甄思宁 林荣真 广东语言 15元

978-7-88497-075-9 中小学生违法犯罪预防读本 省教育厅课题 广东语言 16元

978-7-88521-633-7 中学生心理健康100例自助手册 张惠昆 广东语言 15元

978-7-5661-0087-0 心理制胜——初中生心理必修课 高永金 哈尔滨工程 28元

978-7-88521-185-2 心理制胜——高中生心理必修课 袁章奎 广东语言 25元

978-7-5661-0088-7 心理健康普及读本 吴发科 郑奕耀 哈尔滨工程 22元

◎◎心理健康教师教育培训系列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88521-578-1
心理健康教育A证教程（中小学专职心理教

师、教研及管理人员读本）
迟毓凯 广东语言 38元

978-7-88497-423-8
心理健康教育B证教程（中小学专职心理教

师读本）
王玲  郑希付 广东语言 28元

978-7-88497-391-X
心理健康教育C证教程（中小学教师全员培

训读本）
曹梅静 何先友 莫雷 广东语言 18元

978-7-88497-095-7 教师心理保健 许思安 唐红波 广东语言 28元

978-7-88497-441-X 心理健康教育专题探究与实践 吴发科 广东语言 27元

978-7-88497-442-8 学生团体心理训练 罗品超 广东语言 30元

978-7-88521-550-7 心理健康主题教学 吴发科 罗品超 田丽丽 广东语言 38元

978-7-88521-541-5 心理健康教案集锦（配DVD光盘） 吴发科 罗品超 广东语言 50元

978-7-88497-264-6 中外教育名言精选 徐焕洲 广东语言 10元

978-7-88521-683-2 学校心理辅导 许思安 广东语言 20元

978-7-88521-813-3 心理学 唐红波 陈俊 广东语言 42元

978-7-88521-851-5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田丽丽 广东语言 18元

978-7-88521-812-6 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 王瑞明  马林 广东语言 18元

978-7-81133-790-3 基于脑的语文课堂 江风 哈尔滨工程 20元



978-7-303-11409-2
学生工作专业化系统与辅导员核心能力构

建
黄晓波 北师大 29元

978-7-88521-649-8 教育学专业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新编 李志厚 广东语言 22元

978-7-88521-644-3 心理学专业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新编 王瑞明 广东语言 22元

978-7-306-03573-8 教育学纲要 王卫东 田秋华 中大 45元

978-7-5661-0285-0 诠释美国教育技术计划2010 岑健林 哈尔滨工程 35元

978-7-8852-1634-4 心理学·教育学专业英语 郑荣双 陶德清 广东语言 55元

978-7-5361-5023-2
心舞飞扬——华南师范大学十二载心理舞

台剧集锦
王左丹 胡庭胜 广东高教 30元

978-7-83008-017-4 阳光成长——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案例分析 张艳婷 广东海燕 29元

978-7-83008-018-1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与实践 张艳婷 广东海燕 46元

◎◎大中专心理建康丛书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5359-4329-3 大学心理健康教程 黄雪薇 郑希付
广东
科技

16开 38元

978-7-5359-4313-2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教程 廖克玲 杨桂芬
广东
科技

32开 18元

978-7-5359-4373-6 高职院校健康教育教程 吴茂昶 陈文
广东
科技

32开 18元

978-7-5359-4426-9 警察身心保健 宋晓明
广东
科技

32开 18元

978-7-303-12400-8 公安民警心理健康训练与心理危机干预 宋晓明
北师
大

小16
开

35元

978-7-5359-4358-3 中职生身心健康教育 蔡芳梓 吴幸滚
广东
科技

16开 19元

978-7-21808-531-9 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实用手册 刘文伟
广东
人民

16开 32元

978-7-5361-5001-0 政治理论与公民修养概论 李海燕
广东
高教

小16
开

39元

社科类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5359-4713-0 习惯制胜——如何成就优等生 刘朔 广东科技 19元

978-7-81133-984-0 生物多样性①兽类王国 何新生 哈尔滨工程 22元

978-7-81133-983-3 生物多样性②鸟类王国 何新生 哈尔滨工程 22元

978-7-88521-356-0 世界盆景金奖集（全彩精装） 陈志启 广东语言 300元

中小学教材教辅类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53089-001-1 中考数学考点分析与组卷研究 乔国燕 天津科技 49.90元

978-7-88521-275-0
小学作文同步辅导——我用博客写作文

（三年级上）（人教版）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1元

978-7-88521-314-5
小学作文同步辅导——我用博客写作文

（三年级下）（人教版）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0元

978-7-88521-276-9
小学作文同步辅导——我用博客写作文

（四年级上）（人教版）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2元

978-7-88521-315-3
小学作文同步辅导——我用博客写作文

（四年级下）（人教版）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0元

978-7-88521-277-7
小学作文同步辅导——我用博客写作文

（五年级上）（人教版）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2元

978-7-88521-316-1
小学作文同步辅导——我用博客写作文

（五年级下）（人教版）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0元

978-7-88497-181-7
小学作文同步辅导——我用博客写作文

（六年级上）（人教版）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2元

978-7-88497-407-X
小学作文同步辅导——我用博客写作文

（六年级下）（人教版）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2元

978-7-88521-488-3
广州版:小学英语同步探究（三年级上 ）

（含英语书法）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8元

978-7-88521-542-3
广州版:小学英语同步探究（三年级下 ）

（含英语书法）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8元

978-7-88521-489-0
广州版:小学英语同步探究（四年级上 ）

（含英语书法）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0元

978-7-88521-543-1
广州版:小学英语同步探究（四年级下 ）

（含英语书法）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0元

978-7-88521-490-6
广州版:小学英语同步探究（五年级上 ）

（含英语书法）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1元

978-7-88521-544-X
广州版:小学英语同步探究（五年级下 ）

（含英语书法）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0元

978-7-88521-491-3
广州版:小学英语同步探究（六年级上 ）

（含英语书法）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2元

978-7-88521-545-8
广州版:小学英语同步探究（六年级下 ）

（含英语书法）
华南师大附小 广东语言 12元

◎◎新课标英语辅导丛书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88521-391-9 初中英语语法 戚国南
广东
语言

32开 13元

978-7-88521-338-9 高中英语语法 戚国南
广东
语言

32开 13元

978-7-88497-074-0 英语国家文化常识 陆道夫
广东
语言

32开 15元



978-7-88497-238-7 英语美文妙语 陆道夫
广东
语言

32开 10元

978-7-88497-239-5 英语书法欣赏与练习 陆道夫
广东
语言

32开 10元

978-7-88497-215-8 中学生英语创新作文选 陆道夫
广东
语言

32开 10元

978-7-88497-221-2 中学生英语应用文汇编 陆道夫
广东
语言

32开 10元

978-7-88497-222-0 中学生英语作文词句段 陆道夫
广东
语言

32开 15元

中职中专教材教辅类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88521-814-0 中职毕业升学考试·语文复习指导 佟景渝 广东语言 55元

978-7-88521-814-0 中职毕业升学考试·语文同步练习手册 周丽华 广东语言 36元

978-7-88497-221-2 中职毕业升学考试·语文专题训练
黎玉玑
梁少颜

广东语言 35元

978-7-88521-815-7 中职毕业升学考试·数学复习指导 刘丹华 广东语言 47元

978-7-88521-815-7 中职毕业升学考试·数学同步练习手册 刘月华 广东语言 52元

978-7-88521-853-9 中职毕业升学考试·英语复习指导 何向阳 广东语言 66元

978-7-88521-853-9 中职毕业升学考试·英语同步练习手册
唐艺

杨树邦
广东语言 28元

978-7-88521-686-3
中职毕业升学考试·英语完形填空与阅读

理解精讲精练
黄光辉 
何向阳

广东语言 39元

978-7-88483-177-7 中职毕业升学考试•英语实用文体写作导练 何向阳 广东语言 21元

978-7-88521-549-1 高职院校“3+证书”考试·语文冲刺辅导 佟景渝 广东语言 43元

978-7-88521-381-1 高职院校“3+证书”考试·数学冲刺辅导 刘丹华 广东语言 38元

978-7-88521-584-4 高职院校“3+证书”考试·英语冲刺辅导
何向阳
杜清萍

广东语言 45元

978-7-88483-179-1 中职毕业升学考试•语文全真模拟考试卷 佟景渝 广东音像 35元

978-7-88483-179-1 中职毕业升学考试•数学全真模拟考试卷 刘丹华 广东音像 35元

978-7-88483-179-1 中职毕业升学考试•英语全真模拟考试卷 何向阳 广东音像 35元

978-7-88483-235-4 计算机技术应用基础
李冠楠 
邹智敏
岑健林

广东音像 45元

◎◎《商务英语函电》    ◎◎《职业规划与就业岗前指导•实训教程》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5576-2421-7 高等院校就读本业创业 李海燕 天津科技 32元

978-7-5359-4798-7 职业规划与就业岗前指导·实训教程
罗凤翔 
李海光

广东科技 38元

978-7-88521-648-1 高职院校“3+证书”考试·英语复习辅导
徐燕 

黄光辉
广东语言 45元

978-7-88483-181-4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辅导与训练（一级)配光

盘
黄光辉 广东语言 37元

978-7-88521-919-2 商务英语谈判实训教程 杜清萍 广东语言 25元

978-7-88521-701-3 商务英语函电
杜清萍 
杨荔

广东语言 35元

978-7-88521-702-0 商务英语函电实训指导
杜清萍 
何向阳

广东语言 18元

978-7-88521-874-4 国际商务单证实务
杜清萍 
杨荔

广东语言 31元

978-7-88521-874-4 国际商务单证实务实训指导
杜清萍 
杨荔

广东语言 31元

978-7-88521-737-2 英语分级语法 杜清萍 广东语言 38元

978-7-88483-196-8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高分必备（一级）复习

指导分册
杜清萍 
高冬芬

广东音像 39元

978-7-88483-196-8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高分必备（一级）同步

训练分册
杜清萍 
高冬芬

广东音像 26元

978-7-88483-196-8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高分必备（一级）模拟

试卷分册
高冬芬
杜清萍

广东音像 32元

788521429X
广东省首届中等职业学校英语口语技能 大

赛获奖作品集（书+VCD）
广东语言 30元

外语教材教辅类

◎◎外语考试丛书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88521-166-5
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高分

过关
顾红曦 
陆道夫

广东语言 40元

978-7-88483-178-4
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统考10年

真题精解
顾红曦 
陆道夫

广东语言 40元



978-7-88497-824-1
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日语考试高分

过关攻略
张竞干 广东语言 40元

978-7-88521-298-X 大学英语四六级——新题型考试高分攻略
顾红曦 
陆道夫

广东语言 25元

978-7-88497-718-4
英语专业四八级——翻译与人文知识考点

精粹考试高分攻略
陆道夫 广东语言 25元

978-7-88521-435-7 英语专业四八级——新大纲考试高分攻略 陆道夫 广东语言 48元

978-7-88521-121-5
全国职称英语考试——解题方法与初阶训

练
李宗渭 广东语言 40元

978-7-88521-937-6 出国英语简单点（配CD） 谢慧慧 广东语言 35元

978-7-88521-692-4 科技日俄德语阅读速成 张竞干 广东语言 30元

978-7-88521-399-4 涉外公务英语实用教程 朱凡希  王林 广东语言 32元

978-7-88482-767-1 英文听打实训教程（商务篇）
罗凤翔 
罗光文

广州外语 38元

幼儿绘本类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54910-066-8 情绪绘本：难过的时候 杨宁、蔡黎曼等
南方日报
20开

978-7-54910-068-2 情绪绘本：妒忌的时候 杨宁、蔡黎曼等 南方日报

978-7-54910-071-2 情绪绘本：孤独的时候 杨宁、蔡黎曼等 南方日报

978-7-54910-067-5 情绪绘本：生气的时候 杨宁、蔡黎曼等 南方日报

978-7-54910-072-9 情绪绘本：想念的时候 杨宁、蔡黎曼等 南方日报

978-7-54910-067-9 情绪绘本：自卑的时候 杨宁、蔡黎曼等 南方日报

978-7-54910-070-5 情绪绘本：害怕的时候 杨宁、蔡黎曼等 南方日报

978-7-54910-073-6 旅游绘本：环宇发现 杨宁、蔡黎曼等 南方日报

978-7-54910-074-3 旅游绘本：神州探索 杨宁、蔡黎曼等 南方日报

978-7-54910-077-4 旅游绘本：周边博览 杨宁、蔡黎曼等 南方日报

978-7-53594-537-2 数字新媒体改变我们的生活 胡钦太 张学波 广东科技

978-7-88521-496-8 中外教育名言精选 徐焕洲 广东语言

0～3岁敏感期天才计划·认知系列1-10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88483-265-1 1大自然的颜色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5-1 2百花园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5-1 3什么声音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5-1 4谁是四条腿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5-1 5谁在大海里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5-1 6谁会飞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5-1 7喜欢吃肉的动物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5-1 8酸甜苦辣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5-1 9谁能发光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5-1 10它们像什么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0～3岁敏感期天才计划·社会性系列1-10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88483-267-5 1爱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7-5 2好宝宝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7-5 3宝宝自己来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7-5 4什么是危险的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7-5 5他们都是好孩子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7-5 6什么是对的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7-5 7我的每一天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7-5 8爱惜玩具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7-5 9各种各样的情绪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7-5 10小猪爱帮助别人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0～3岁敏感期天才计划·语言系列1-10

ISBN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978-7-88483-266-8 1蓝蓝的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6-8 2红红的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6-8 3大与小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6-8 4虎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6-8 5打电话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6-8 6世界的声音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6-8 7五颜六色的水果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6-8 8自然的歌声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6-8 9家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6-8 10有趣的量词 袁爱玲 叶靓 广东音像

978-7-88483-264-4 0～3岁敏感期家庭教育方案 袁爱玲 张三花 广东音像

文具条码
6950085400254

0～3岁幼儿发展指标测评白板卡（家长幼
师必备）

袁爱玲 成品尺寸190*210

978-7-88483-285-9
优秀父母是大树：
子女成才管理智慧

（加拿大）陈树长 广东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