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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大愚少儿读物

双语分级彩绘读本

《泡泡剑桥儿童英语故事阅读》

《读故事，学英语，演戏剧》

双语成长教育绘本

《我最喜爱的名人故事》

《新东方生命教育双语绘本》

《新东方生命教育美语绘本》

趣味英语学习读物

 Password Readers

《Gram Gram英语语法远征队》

我的第一本英语书系列

《我的第一本英语儿歌书》

新东方大愚少儿教材

幼儿/小学英语教材

《朗文新派少儿英语》

《朗文新派少儿语音》

《朗文幼儿英语图解词典》+《朗文幼儿英语图解词典活动手册》

儿童识字系列教材

《快速识字》

新东方大愚少儿图书目录

新东方大愚少儿图书采购方式



——发掘孩子无限的潜能，成就与众不同的未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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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简介

《我最喜爱的名人故事》（中英双语）系列丛书是新东方大愚文

化针对 5 〜 12 岁儿童读者推出的成长益智绘本，分为 3 辑，共 23

册图书，精选了让孩子受益一生的 23 位名人的感人故事，结合轻松

有趣的益智游戏，成为一套集双语学习、知识拓展、技能培养和品

格塑造于一体的高品质绘本。

本套丛书以贴近儿童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叙述角度，通过名人自

述、名人访问、时空转换等形式多样的创作手法，拉近小读者与世

界各个领域最具成就的名人间的距离，在教授英语的同时，启迪儿

童的心灵，拓展他们的视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体验游戏设计新颖、独特，在潜移默化之中引导小朋友发现自己的

兴趣与潜能，激发创造力，塑造他们的美好品格。

该套丛书由韩国知名绘本画家创作，画风细腻，创意的用色和

布局手法与新颖的故事叙述相得益彰，是 5 〜 12 岁年龄段儿童最佳

的成长教育双语读本。

中英双语 全 23 册



名家荟萃

以儿童感兴趣的创作手法和叙述

角度，与他们分享23位名人的感人

事迹。榜样的力量，在不经意间触

动孩子的内心深处，让阅读带来令

孩子受益终生的改变。

双语对照

整段英文下面配有中文翻译，帮助

孩子形成对英语的语篇理解力，培

养语感。故事中出现的生词、难词

用粗体字标出，书后均提供生词注

解，便于孩子在故事情境中理解、

记忆，扩大词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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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游戏

游戏设计独特、新颖、充满趣味，书后附赠贴纸，在

拓展知识面、培养孩子观察力与动手能力的同时，塑

造孩子的美好品格。

智商开发与情商培养并重

23位世界政治、经济、科

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

代表人物带给孩子的是

广阔的知识视野，而这些

名人所共同表现出的积

极向上、顽强拼搏、自我

突破与坚持不懈等优秀

品格，会在潜移默化间植

根在孩子们的心田，帮助

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无

限发掘自己的潜能，最终

成长为栋梁之才。



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
被世人称为“昆虫界的荷
马”。他穷尽毕生的时间
和精力深入到昆虫世界
中，发现自然界蕴含着的
科学真理，为我们展示了
一个又一个妙趣横生的昆
虫世界。所著《昆虫记》
不但展示了他科学观察研
究方面的才能和文学才
华，还向读者传达了他的
人文精神以及对生命的无
比热爱，在世界自然科学
史与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
地位！

伽利略，意大利天文学
家、物理学家，近代实验
物理学的开拓者，被誉为
“现代科学之父”。伽利
略曾经说：“真理不在蒙
满灰尘的权威著作中，而
是在宇宙、自然界这部伟
大的无字书中。”正是他
的这种对真理的信仰促使
他为真理、为科学奉献了
自己毕生的精力。

达∙芬奇，意大利画家，被
后人誉为“文艺复兴时期
最完美的代表”。他不仅
创作了像《蒙娜丽莎》和
《最后的晚餐》这样的名
画，在科学、音乐、建筑、
数学等领域也都有很深的
造诣。他的艺术实践和科
学探索精神在艺术界和科
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安徒生，丹麦童话作家，
世人尊称为“现代童话之
父”。他出身于丹麦一个
贫苦家庭，奋斗的过程中
遭遇了许多挫折，他将这
些人情冷暖都化为了童话
创作中的养分。在童话世
界里，他的名字就像一座
永恒的丰碑，闪耀着最辉
煌的光芒。安徒生的童话
作品所取得的巨大艺术成
就和思想成就，至今仍无
人企及。

莫扎特，奥地利作曲家，
欧洲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
表人物之一，钢琴协奏曲
的奠基人。他很小就显露
出极高的音乐天赋，被誉
为“令世界惊叹的神童”。
他短暂的一生作品极其
丰富，创作的主要领域是
歌剧和交响乐，为西方音
乐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
路，对后世音乐创作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

凡∙高，荷兰画家，后印象
画派代表人物，19世纪
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他
的一生屡遭挫折，饱尝了
孤独的苦闷，但他热爱
生活，内心充满激情与希
望。他献身艺术，大胆创
新，用明快、鲜丽的色彩
以及粗放、狂野的笔触，
创作出许多洋溢着生活激
情、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
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他
心中的苦闷、哀伤、同情
和希望，至今享誉世界。

莱特兄弟，美国
飞机发明家，被誉
为“飞机之父”。
1903年，莱特兄弟
驾驶一架动力飞机
“飞行者一号”，
成功地进行了第一
次有动力的持续
飞行，实现了人类

很早以前就幻想像鸟儿一样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行的
梦想。人类的飞行时代从此拉开了序幕。

哥伦布，意大利航
海家。他一生从事
航海活动，相信地
圆说，认为从欧洲
西航可达东方的
印度和中国。在西
班牙国王的支持
下，他先后四次出
海远航，发现了美

洲新大陆，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航线，他也因此
成为名垂青史的航海家。

史怀哲,德国医学
家。他将生命中的
半个世纪贡献给了
非洲的医疗事业。
非洲人称他为“非
洲之父”。他对人
类苦难的无比同
情及其热忱的献
身精神使他一直

被视作行动的人道主义的象征。爱因斯坦说：“像史怀
哲这样理想地集善和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
没有发现过。”1953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这位20世
纪人道主义精神的划时代伟人、一位著名学者以及人
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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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印度民族主义运动
领袖，世人尊称“圣雄甘
地”。他既是印度的国父，
也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领
袖。他带领印度脱离英国
的殖民统治并走向独立。
他以“非暴力不合作”的
主张和“真理、爱与精神
的力量”的信念，影响了
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与争
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海伦∙凯勒，美国盲聋哑女
作家和教育家。她在19个
月大的时候被猩红热夺去
了视力和听力，不久，她又
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虽
生活在黑暗而又寂静的世
界里，她并没有放弃，而是
自强不息，用顽强的毅力
克服生理缺陷所造成的精
神痛苦。她曾走遍世界各
地，为盲人学校募集资金，
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盲人
福利和教育事业。

爱迪生，美国发明家、企
业家。他一生中的发明有
1100项之多，被誉为“发明
大王”，为人类的发明和
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有人称爱迪生是个“天
才”时，他却解释说：“天
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
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除了有一颗好奇探究之
心，他还具有超乎常人的
艰苦工作的无穷精力和不
怕失败的无畏精神。

毕加索，西班牙画
家、雕塑家，西方
现代派绘画的主
要代表。他是当代
西方最有创造性和
影响最深远的艺
术家之一，他和他
的画在世界艺术史
上占据了不朽的地

位。他毕生致力于绘画革新，传世作品达两万多件，对
现代西方艺术流派有很大的影响。他是有史以来第一
个活着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

南丁格尔，现代护
理教育的奠基人。
在克里米亚战争
期间，她率领多名
护士抵达前线，在
战地医院服务。她
竭尽全力排除各种
困难，为伤员解决
必需的生活用品

和食品，对他们进行认真的护理。每个夜晚，她都手执
油灯巡视，伤病员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战争结
束后，南丁格尔回到英国，被人们尊为民族英雄。

特蕾莎修女，天
主教慈善工作者。
1979年，诺贝尔和
平奖授予了这位除
了爱之外一无所
有的“嬷嬷”。授
奖公报这样评价
她：“她的事业有
一个重要的特点：

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最孤独的人、
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没有居
高施舍的姿态，完全发自她对人的尊重。”

林肯，美国政治
家。他出身于社会
底层，他的童年是
“一部贫穷的简明
编年史”，从杂货
店店员到律师再到
美国总统的生命
历程中充满了无数
挫败与艰辛。他以

高尚的品格、出类拔萃的才华和无与伦比的人道主义精
神，领导了拯救联邦和废除奴隶制度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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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微软公司创
始人，美国企业家、慈善
家。“让每个人桌面上都
有一台电脑”，这是比尔∙
盖茨在创业伊始的梦想。
从另类学生到商业奇才，
从世界首富到慈善大使，
比尔∙盖茨一步一步地进
行着人生角色的转变和
提升。

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工
程师和实业家，诺贝尔奖
的创立人。他不仅把自己
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科学
事业，还把自己的遗产全
部捐献给科学事业，用以
激发后人向科学的高峰努
力攀登。今天，以他的名
字命名的诺贝尔奖，已经
成为举世瞩目的最高科学
大奖。他的名字和人类在
科学探索中取得的成就永
远地留在了人类社会发展
的文明史册上。

阿蒙森，挪威极地探险
家。少年时代，他即立下
了极地探险的远大志向。
成年后，他多次到北极地
区探险，开辟了从大西洋
经北冰洋到北太平洋的航
道，是唯一实现沿北冰洋
海岸线航行的环球航海
家。此后，他又向南极点
发起冲击，战胜英国极地
探险家斯科特，成为第一
个到达南极点的人。

牛顿，英国数学家、物理
学家、天文学家。他发现
了万有引力，提出了经典
力学理论，并在光学、数
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有
所建树。他将人类认识自
然的水平提升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他的研究成果
为近代科学技术奠定了
基础。

史蒂芬∙霍金，英国
物理学家，被认为
是继爱因斯坦之
后最杰出的理论
物理学家之一。他
在宇宙大爆炸理
论、黑洞理论等理
论物理研究方面
都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同时，恶疾缠身的他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不息、奋斗
不止的奇迹。

亨利 ∙福特，美国
汽车工程师与企
业家，福特汽车公
司的建立者，被世
人称为“为世界装
上轮子的汽车之
父”。他从小就对
机械十分着迷，
在刻苦钻研之下，

他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T型
车。他让汽车从贵族走向平民、从手工作坊走进大工业
时代，实现了“让每一个人都用得起汽车”的梦想。

达尔文，英国博物
学家、生物学家、
进化论的奠基人。
1859年，他出版了
震动当时学术界的
《物种起源》，阐
述了以“自然选择
学说”为主要内容
的生物进化理论，

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人类发展进程的
认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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