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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少快乐阅读平台是什么？ 

 

中少快乐阅读平台，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为所有汉语阅

读儿童和青少年搭建的数字阅读平台。 

作为我国唯一一家国家级少年儿童读物专业出版机构，中少总社旗下现有 5 种报纸、11

种刊物，已出版超过 3 万种图书，并拥有网站和音像电子出版社，是一家跨媒体出版机构。

可以说，在传统出版领域，中少总社业绩一流，是业内一面辉煌的旗帜。现在，随着数字出

版时代悄然降临，中少总社整合社内优质出版资源和产品，推出中少快乐阅读平台，旨在为

0-18 岁读者打造一个数字阅读全体验平台，使阅读成为伴随小读者成长的好伙伴。 

中少快乐阅读平台奉献的阅读内容，以中少总社出版的报刊图书为主，涉及低幼、文学、

科普、社会、教育等门类，多样的原创和引进版图书，以及丰富的视频、音频等多媒体资源。

同时还为各年龄层读者开发了寓教于乐的在线游戏，并推出了便于读者互动的网络社区。 

以年龄段划分，中少快乐阅读平台主要分为 6 个数字图书馆分馆：乐悠悠婴儿馆（0-3

岁）、红袋鼠幼儿馆（3-7 岁）、小学低年级馆（7-9 岁）、小学高年级馆（10-12 岁）、初中馆

（13-15 岁）、高中馆（15-1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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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中少快乐阅读平台还将读者喜爱的栏目特别制作成了四个专题：红领巾基

地、侦探事务所、益智翻斗乐、酷玩街。它们跨越了年龄界限，适合各学龄读者阅读。特别

通道“家长入口”体现了快乐阅读平台“既服务孩子，也服务家长；既服务阅读，也服务教

育”的特色，为家长提供更多阅读选择、更新教育理念。 

 

二、使用指南 

1. 注册和登录 

进入中少快乐阅读平台首页，页面右上角显示登录和注册字样。 

 

 

1.1 注册 

点击首页右上角“注册”，进入注册页面，依序填写必填项目后点击提交注册即可。 

 



 8 / 78 
 

1.2 登录 

注册完毕的用户即可使用注册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少快乐阅读平台。 

 

 

2. 读者俱乐部 

读者俱乐部为用户提供个人中心界面、父母课堂和中少总社形象专区。 

 

少儿朋友可在读者俱乐部修改个人信息和密码（见上图虚线方框区域：）；查看推荐阅读

读物和我的书架；参与每日签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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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修改个人信息 

点击个人中心用户图片下方的“个人信息”或点击登录处的用户名可修改个人信息。 

 

 

2.2 修改密码 

点击个人中心用户图片下方的“修改密码”可修改帐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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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父母课堂 

家长可以点击“读者俱乐部”中的父母课堂频道查看相关资讯： 

 阅读指导—为 0 至 18 岁的孩子家长提供符合孩子阅读发展的指导和推荐 

 推荐书目—针对孩子个人阅读习惯和特点推荐书目 

 家教指导—为家长提供处理孩子成长过程中各类问题的指导 

 亲子小课堂—提供亲子互动的活动指导和建议 

 父母须知—父母使用中少快乐阅读平台应了解的事项 

 提交建议—为中少快乐阅读平台提供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关注与分享—加入并关注中少快乐阅读平台，将中少快乐阅读平台分享给家人和朋

友 

见下图虚线方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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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形象专区 

形象专区提供所有中少总社的经典形象供用户关注。 

点击“读者俱乐部”中的形象专区频道即可查看。见下图虚线方框区域： 

 

 

 

也可以在中少快乐阅读平台首页上点击“中少大家庭”圆形转盘中的各个形象进行查看。

见下图虚线方框区域： 



 13 / 78 
 

 

 

3. 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阅读内容？ 

3.1 分馆入口 

中少快乐阅读平台以年龄段划分为 6 个数字图书馆分馆：乐悠悠婴儿馆（0-3 岁）、红

袋鼠幼儿馆（3-7 岁）、小学低年级馆（7-9 岁）、小学高年级馆（10-12 岁）、初中馆（13-15

岁）、高中馆（15-18 岁）。 

用户可以通过访问首页的各馆入口进入各馆页面。见下图虚线方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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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每个页面下方列出的各馆入口文字进入各馆页面。见下图虚线方框区域： 

 

 

3.2 如何在分馆中阅读自己喜欢的内容？ 

第一步、选择自己喜欢的分馆。例如“小学低年级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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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分馆中自己感兴趣的频道。例如“卡通动漫频道”。 

 

 

第三步、点击该频道下自己感兴趣的栏目内容。例如“传奇英雄汇”。 

 

 

第四步、点击该栏目中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例如“基督山恩仇记三 伯爵的晚宴”，平台

自动打开电子书，并跳转到该内容位置。此时即可开始阅读。 



 16 / 78 
 

 

 

3.3 书报刊入口 

中少总社旗下现有 5 种报纸、11 种刊物，已出版图书 3 万种。中少快乐阅读平台为喜

爱这些报刊和图书的用户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阅读入口。 

通过点击首页下方的“报纸”、“期刊”、“图书”可进入中少书报刊在线阅读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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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如何阅读自己喜欢的书报刊？ 

第一步、进入上方所述中少书报刊在线阅读的界面，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报刊。例如“幼

儿画报”。 

 

 

第二步、点击幼儿画报中自己感兴趣的一期。例如“2012 年 5 月”，点击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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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该频道下自己感兴趣的栏目内容。例如“传奇英雄汇”。 

 

 

第四步、点击该栏目中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例如“基督山恩仇记三 伯爵的晚宴”，平台

自动打开电子书，并跳转到该内容位置。此时即可开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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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电子书的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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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馆介绍 

1. 乐悠悠婴儿馆 0～3 岁用户 

1.1 简介 

乐悠悠婴儿馆以畅销中国 20 多年的《婴儿画报》为基础，乐悠悠婴儿馆致力于为家长

提供丰富的亲子阅读和亲子游戏内容。针对 0-3 岁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设计了“乐悠悠

小故事”、“乐悠悠儿歌”、“乐悠悠小百科”、“乐悠悠小游戏”、“视听乐园”等频道，它们轻

松有趣，简单好学，便于记忆，有助于孩子在玩耍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认知世界。《婴

儿画报》的小主人公乐乐和悠悠，在这里引领孩子们进入快乐的网络阅读世界。 

“妈妈信箱”频道则是家长的学习园地，根据家长对育儿、家教的关注热点和 0-3 岁孩

子的生长特点，邀请育儿专家与家长互动，提供实用养育知识，交流早教经验。 

乐悠悠婴儿馆还提供大量好看的婴儿图书，既有专为中国孩子打造的原创图画书，又有

国际获奖无数的引进版图书。专家推荐、内容简介、在线试读等多维度介绍，帮助家长更有

针对性地选到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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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首页 

 



 23 / 78 
 

1.3 小故事 

 

“乐悠悠婴儿馆—小故事”频道主要分为好习惯故事、好品质故事、亲子安全故事与温

馨故事几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小故事页面还有“排行榜”与“大

家都在读什么”版块，为小读者介绍最受欢迎与正在热读的期刊报纸内容。 

进入“好习惯故事”目录，点击其中一个故事标题，如“好玩的小滑车”，即可进入电

子书阅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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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儿歌童谣 

 

儿歌童谣频道主要分为好习惯儿歌、好品质儿歌、嘟嘟熊儿歌与亲子游戏儿歌几个栏目，

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儿歌童谣页面还有“排行榜”与“大家都在读什么”

版块，为小读者介绍最受欢迎与正在热读的期刊报纸内容。 

进入好习惯儿歌目录，点击其中一首童谣，如 “再见，小童车”，即可进入儿歌童谣阅

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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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百科 

 

小百科频道主要分为乐悠悠小百科、认知故事与认知儿歌几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

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小百科页面还有“排行榜”与“大家都在读什么”版块，为小读者介

绍最受欢迎与正在热读的期刊报纸内容。 

进入乐悠悠小百科目录，点击其中一则小百科，例“燕子”，即可进入小百科阅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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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视听乐园 

 

视听乐园频道主要分为婴儿画报、嘟嘟熊画报与幼儿画报几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

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视听乐园页面还有“排行榜”与“大家都在读什么”版块，为小读者

介绍最受欢迎与正在热读的期刊报纸内容。 

进入婴儿画报目录，点击其中一段视频或音频，例“悠悠家来客人”，即可进入视频和

音频视听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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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小游戏 

 

小游戏频道主要分为连连看、找影子、涂色等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

类目录。小游戏页面还有“排行榜”与“大家都在读什么”版块，为小读者介绍最受欢迎与

正在热读的期刊报纸内容。 

进入连连看目录，点击其中一个小游戏，例“呼噜猪连连看”，即可进入小游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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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妈妈信箱 

 

妈妈信箱频道主要分为入园准备与养育指导两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

类目录。妈妈信箱页面还有“排行榜”与“大家都在读什么”版块，为小读者介绍最受欢迎

与正在热读的期刊报纸内容。 

点击其中一篇文章，例“破译口臭发出的信号”，即可进入阅读界面。 

 



 29 / 78 
 

2. 红袋鼠幼儿馆 3～7 岁用户 

2.1 简介 

红袋鼠幼儿馆，致力于为 3-7 岁幼儿家长提供丰富的亲子阅读以及亲子游戏内容，以每

期发行量超过 170 万册的《幼儿画报》为主体，配合幼儿专门游戏刊《嘟嘟熊画报》和国内

唯一幼小衔接刊《中国儿童画报》，形成故事为主、学习知识、享受快乐的阅读氛围。 

根据 3-7 岁幼儿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红袋鼠幼儿馆设计了“故事天地”、“启蒙认知”、

“视听乐园”、“益智游戏”等频道，孩子们的好伙伴——红袋鼠、跳跳蛙、火帽子、嘟嘟熊

等从平面杂志来到网络世界，为孩子们提供有趣可爱的故事、寓教于乐的儿歌、富于知识的

动画视频和简单好玩的益智游戏，内容涵盖健康、社会、艺术、语言、科学等领域。红袋鼠

幼儿馆既是孩子们玩乐的园地，又是互联网上的幼儿园课堂。 

“育儿信箱”频道延续了乐悠悠婴儿馆“妈妈信箱”频道的特点，针对 3-7 岁幼儿的生

长发育特点和家长对这一阶段幼儿养育关注的重点，有专家提供的丰富的育儿知识，也有家

长们的经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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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首页 

 

 

2.3 故事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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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袋鼠幼儿馆—故事天地”频道主要分为益智故事、温馨故事、认知故事、科幻故

事与教养故事几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益智故事”，进入

益智故事目录页。 

 

点击其中一个故事标题，如“小火车往前跑”，即可进入电子书阅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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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认知启蒙 

 

认知启蒙频道主要分为学前语文、学前数学、儿歌童谣、国学启蒙与红袋鼠知识库几

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学前语文”，进入学前语文目录页。 

 

点击其中一篇文章，例“六一的早晨”，即可进入阅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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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视听乐园 

 

视听乐园频道主要分为嘟嘟熊画报与幼儿画报两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

的分类目录。进入嘟嘟熊画报目录，点击其中一段视频或音频，例“刺猬弟弟很谦虚”，即

可进入视频和音频视听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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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益智游戏 

 

益智游戏频道主要分为连连看、找影子、涂色等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

的分类目录。进入涂色目录，点击其中一个小游戏，例“呼噜猪”，即可进入小游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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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育儿信箱 

 

育儿信箱频道主要分为入园准备与养育指导两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

分类目录。 

点击其中一篇文章，例“孩子肥胖怎么办”，即可进入阅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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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学低年级馆 7～9 岁用户 

3.1 简介 

小学低年级馆，是专为 7-9 岁的小学低年级学生量身打造的阅读空间，涵盖了中少总社

出版的报纸、期刊、图书资源，包括《中国儿童报》、《中国少年报》、《我们爱科学》、《中国

少年英语报》、《中国少年儿童》、《知心姐姐》、《中国卡通》等众多在少年儿童中大受欢迎的

报纸期刊，以及大量图文并茂的优秀图书。 

根据小读者的阅读倾向和重点，小学低年级馆下设“故事城堡”、“科普天地”、“轻松英

语”、“卡通漫画”、“成长加油站”、“视频动画”、“游戏玩家”等 7 大频道，几乎可以满足

7-9 岁低年级小学生的全部阅读需求。“故事城堡”里有趣的报刊故事和故事书，让小读者

在故事中享快乐、学知识；“科普天地”提高小读者的科学素养，培养重视科学的人生观；

“轻松英语”是轻松学英语的试验田，既囊括英语学习的各方面知识技能，又生动有趣，增

强小读者英语学习兴趣，使英语学习变成享受；“卡通漫画”是所有少年儿童都喜欢的热门

阅读内容，原创、引进；名家、新秀；经典、创新，各种风格的卡通漫画能满足小读者各种

阅读喜好；“成长加油站”贴近儿童心灵，针对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有针

对性地辅导作文、语文、数学等重要学习内容；“视频动画”和“游戏玩家”提供在线视频、

动画和在线游戏，是小读者轻松娱乐的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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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首页 

  

小学低年级馆有六个频道：故事城堡、科普天地、轻松英语、卡通漫画、游戏玩家、成

长加油站。 

在首页搜索栏，可搜索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或点击热门搜索词，进入到相关文章检索

结果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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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馆首页有七个版块：活动小喇叭、专题区、最新报刊、报刊排行榜、专家推

荐、大家都在读什么和读者俱乐部。 

 活动小喇叭——在这里用户可以了解到少儿快乐阅读平台的最新资讯。 

 专题区——专题区分为红领巾基地、酷玩街和益智翻斗乐。 

 最新报刊——展示适合小学低年级用户阅读的最新报刊。 

 报刊排行榜——展示本馆内月度、年度的期刊报纸排行。 

 专家推荐——展示专家为用户推荐的优秀期刊报纸。 

 大家都在读什么——展示馆内用户正在阅读的期刊报纸。 

 读者俱乐部——点击进入到少儿快乐阅读平台读者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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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故事城堡 

 

“小学低年级馆—故事城堡”频道分为侦探故事、校园小剧场、童话故事、生活故事、

经典阅读几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

下的更多故事列表。故事城堡页面还有“文章阅读排行”，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

内容。 

在“侦探故事”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故事标题，如“墙上的怪影子”，即可进入电子书

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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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科普天地 

 

“小学低年级馆—科普天地”频道分为玩转科学、科学故事、科普漫画、百科知识几个

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

列表。科普天地页面还有“文章阅读排行”，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玩转科学”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做一盆植物”，即可进入电子书

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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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轻松英语 

 

“小学低年级馆—轻松英语”频道分为精品文章的阅读时间、英语敲边鼓、英语练兵场、

趣味语法和特色栏目的小本历险记、英语随心唱、开口说英语几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

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more”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轻松英语页面还

有“文章阅读排行”，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阅读时间”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we are a special bunch”，即可进

入电子书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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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卡通漫画 

 

“小学低年级馆—卡通漫画”频道分为精品文章的幽默爆笑、少男少女、卡通迷画廊、

传奇英雄汇、敖幼祥漫画精品系列和特色栏目的奇幻悬疑、经典故事、迪斯尼精品漫画几个

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

列表。卡通漫画页面还有“文章阅读排行”，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幽默爆笑”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做帽子”，即可进入电子书阅读

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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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游戏玩家 

 

“小学低年级馆—游戏玩家”频道分为连连看、找不同、拼图、涂色、连线、找影子几

类游戏，点击游戏类别标题，则进入相应的游戏分类目录。游戏玩家页面还有“热门游戏”，

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游戏。 

在“连连看”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游戏标题，如“睁大眼睛连连看”，即可进入游戏

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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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成长加油站 

 

“小学低年级馆—成长加油站”频道分为知心姐姐信箱、成长故事和助学园地几个栏目，

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

成长加油站页面还有“文章阅读排行”，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知心姐姐信箱”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勇于承担责任”，即可进入

电子书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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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学高年级馆 9～12 岁用户 

4.1 简介 

小学高年级馆提供的阅读信息量大大增加，帮助孩子迈出自主阅读第一步。整合《中国

少年报》、《中国少年英语报》、《中国少年儿童》、《知心姐姐》、《儿童文学》、《我们爱科学》

等名牌报刊和众多优质图书的内容，小学高年级馆设计了 8 大频道：“儿童文学”是同类网

站中规模最大的专业儿童文学频道，名家精品、新人新作，题材丰富，小读者们可以一饱眼

福。“科普天地”包罗万象，科技前沿、旧闻新读、创新思维、未知解密，从微观世界到宏

观宇宙，你想知道的一切知识尽在“科普天地”。“历史文化”提供了纵览几千年人类文明史

和几十万年自然进化史的历史维度。有正史有逸闻，透过历史了解今天。“轻松英语”是小

学英语课堂的有效补充，将严格按照课标设计的英语知识以新颖活泼的形式呈现，帮助小读

者轻松学好英语。“成长加油站”关注心灵成长，陪伴中国孩子半个世纪的知心姐姐依然在

这里等待着小读者的到访。“卡通漫画”精选《中国卡通》和其他报刊漫画专栏的精品内容，

为小读者奉上视觉飨宴。“视频动画”和“游戏玩家”有各种适合 9-12 岁孩子欣赏的动画视

频和参与的在线游戏，轻松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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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首页 

 

 

小学高年级馆有七个频道：儿童文学、科普天地、轻松英语、历史文化、卡通漫画、游

戏玩家、成长加油站。 

在首页搜索栏，可搜索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或点击热门搜索词，进入到相关文章检索

结果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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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年级首页有七个版块：活动小喇叭、专题区、最新报刊、报刊排行榜、专家推荐、

大家都在读什么和读者俱乐部。 

 活动小喇叭——在这里用户可以了解到少儿快乐阅读平台的最新资讯。 

 专题区——专题区分为红领巾基地、酷玩街和益智翻斗乐。 

 最新报刊——展示适合小学高年级用户阅读的最新期刊报纸。 

 报刊排行榜——展示本馆内月度、年度的期刊报纸排行。 

 专家推荐——展示专家为用户推荐的优秀期刊报纸。 

 大家都在读什么——展示馆内用户正在阅读的期刊报纸。 

 读者俱乐部——点击进入到少儿快乐阅读平台读者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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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儿童文学 

 

“小学高年级馆—儿童文学”频道分为精品文章下的小说、外国文学、童话、诗歌散文、

纪实文学、故事、传记和幻想文学几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

“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儿童文学页面还有“文章阅读排行”，为读者

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幻想文学”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神秘药水”，即可进入电子书阅

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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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科普天地 

 

“小学高年级馆—科普天地”频道分为玩转科学、科学故事、科普漫画、百科知识几个

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

列表。科普天地页面还有“文章阅读排行”，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玩转科学”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虎头娃娃”，即可进入电子书阅

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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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轻松英语 

 

“小学高年级馆—轻松英语”频道分为精品文章的阅读时间、英语敲边鼓、英语练兵场、

趣味语法和特色栏目的小本历险记、英语随心唱、开口说英语几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

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more”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轻松英语页面还

有“文章阅读排行”，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阅读时间”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my big secret”，即可进入电子书

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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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历史文化 

 

“小学高年级馆—历史文化”频道分为人物故事、历史故事、环游地球、国学故事几个

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

列表。历史文化页面还有“文章阅读排行”，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人物故事”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希拉克的两页家产”，即可进入

电子书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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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卡通漫画 

 

“小学高年级馆—卡通漫画”频道分为精品文章的幽默爆笑、少男少女、卡通迷画廊、

传奇英雄汇、敖幼祥漫画精品系列和特色栏目的奇幻悬疑、经典故事、迪斯尼精品漫画几个

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

列表。卡通漫画页面还有“文章阅读排行”，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幽默爆笑”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QQ 餐厅”，即可进入电子书阅

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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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游戏玩家 

 

“小学高年级馆—游戏玩家”频道分为连连看、找不同、拼图、涂色、连线、找影子几

类游戏，点击游戏类别标题，则进入相应的游戏分类目录。游戏玩家页面还有“热门游戏”，

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游戏。 

在“拼图”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游戏标题，如“猴子拼图”，即可进入游戏界面。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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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成长加油站 

 

“小学高年级馆—成长加油站”频道分为知心姐姐信箱、成长故事和助学园地几个栏目，

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

成长加油站页面还有“文章阅读排行”，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知心姐姐信箱”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一场特别的生日会”，即可

进入电子书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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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初中馆 12～15 岁用户 

5.1 简介 

初中生开始面临“中考”的巨大压力，他们的阅读时间，既希望能放松精神，陶冶情操，

又要增加见识、拓宽知识面，阅读开始具有实用性。中少阅读平台初中馆，充分考虑到初中

生的阅读需求，在奉上大量阅读精品的同时，保证高度知识性、实用性，使阅读既是生活的

一部分，又对学业有助益。整合《中国中学生报》、《中学生》杂志、《中国少年文摘》、《知

心姐姐》等知名中学生报刊，并提供大量优秀图书的初中馆，是初中生网络阅读的好去处。 

初中馆有 7 大频道：“文学天地”精选《中国少年文摘》、《中学生》杂志等热门杂志的

文学栏目，全题材全体裁全囊括；“科普天地”有益有趣，科学知识生动活泼，补充课堂学

习内容；“历史文化”将历史细节化，鲜活、生动地展现历史；“成长加油站”贴心设计，为

青春跋涉加油呐喊，为歧路徘徊指明方向；“卡通漫画”以动漫呈现青春心态，戏谑调侃亦

不乏深刻思想；“视频动画”和“游戏玩家”提供最新最炫的视频、游戏。 

初中馆图书更加丰富，题材多样，“林汉达历史故事系列”深入浅出讲历史，风格魅力

不输《明朝那些事儿》；“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挑战智商极限；以《千雯之舞》、《震动》为代

表的青春文学细腻感人，百读不厌。初中生活千姿百态，每天来到中少阅读平台初中馆，享

受数字阅读的乐趣，将成为初中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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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首页 

 

 

初中馆有六个频道：文学天地、科普天地、历史文化、卡通漫画、游戏玩家、成长加油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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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页搜索栏，可搜索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或点击热门搜索词，进入到相关文章检索

结果页面。如下图： 

 

初中馆首页有七个版块：活动小喇叭、休闲区、最新报刊、报刊排行榜、专家推荐、大

家都在读什么和读者俱乐部。 

 活动小喇叭——在这里用户可以了解到少儿快乐阅读平台的最新资讯。 

 专题区——专题区分为侦探事务所、酷玩街和益智翻斗乐。 

 最新报刊——展示适合用户阅读的最新期刊报纸。 

 报刊排行榜——展示本馆内月度、年度的期刊报纸排行。 

 专家推荐——展示专家为用户推荐的优秀期刊报纸。 

 大家都在读什么——展示馆内用户正在阅读的期刊报纸。 

 读者俱乐部——点击进入到少儿快乐阅读平台读者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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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文学天地 

 

“初中馆—文学天地”频道分为精品文章下的小说、外国文学、童话、诗歌散文、纪实

文学、传记和幻想文学、青春文学几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

“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文学天地页面还有“文章排行榜”，为读者介

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小说”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想起小镇上没有灯光的日子”，即可

进入电子书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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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科普天地 

 

“初中馆—科普天地”频道分为玩转科学、科学故事、百科知识几个栏目，点击栏目标

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科普天地页

面还有“文章排行榜”，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玩转科学”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羽毛奥运会”，即可进入电子书

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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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历史文化 

 

“初中馆—历史文化”频道分为人物故事、历史故事、环游地球、国学故事几个栏目，

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

历史文化页面还有“文章排行榜”，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人物故事”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不让世界改变自己”，即可进入

电子书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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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卡通漫画 

 

“初中馆—卡通漫画”频道分为精品文章的幽默爆笑、少男少女、卡通迷画廊、传奇英

雄汇、敖幼祥漫画精品系列和特色栏目的奇幻悬疑、经典故事、迪斯尼精品漫画几个栏目，

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

卡通漫画页面还有“文章排行榜”，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幽默爆笑”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容易满足等”，即可进入电子书

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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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游戏玩家 

 

“初中馆—游戏玩家”频道分为连连看、找不同、拼图、涂色、连线、找影子几类游戏，

点击游戏类别标题，则进入相应的游戏分类目录。游戏玩家页面还有“热门游戏”，为读者

介绍最受欢迎的游戏。 

在“连连看”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游戏标题，如“睁大眼睛连连看”，即可进入游戏

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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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成长加油站 

 

“初中馆—成长加油站”频道分为知心姐姐信箱、成长故事和助学园地几个栏目，点击

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成长

加油站页面还有“文章排行榜”，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知心姐姐信箱”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优秀的人注定孤独吗？”，

即可进入电子书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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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中馆 15～18 岁用户 

6.1 简介 

在高考的重压之下，高中生的阅读选择势必更加理性，无论报刊还是图书，第一眼不能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也就很难再让他们看第二眼。中少快乐阅读平台高中馆的设计，颇费了一

番心思。以《知心姐姐》、《中学生》、《中国中学生报》、《中国少年文摘》等畅销高中报刊为

基础搭建的高中馆，以实用好看的频道设计和多样的图书为高中生奉献了高水准的阅读平

台。 

高中馆的频道与初中馆大体类似，分“文学天地”、“科普天地”、“历史文化”、“成长加

油站”、“视频动画”、“游戏玩家”6 大频道，在内容的选择上更加成熟，更符合高中生的阅

读诉求。而图书版块推荐的最新中少精品图书，符合高中生阅读水平，深受高中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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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首页 

 

 

高中馆有七个频道：文学天地、科普天地、历史文化、卡通漫画、游戏玩家、成长加油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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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页搜索栏，可搜索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或点击热门搜索词，进入到相关文章检索

结果页面。如下图： 

 

高中馆首页有七个版块：活动小喇叭、休闲区、最新报刊、报刊排行榜、专家推荐、大

家都在读什么和读者俱乐部。 

 活动小喇叭——在这里用户可以了解到少儿快乐阅读平台的最新资讯。 

 专题区——专题区分为侦探事务所、酷玩街和益智翻斗乐。 

 最新报刊——展示适合用户阅读的最新期刊报纸。 

 报刊排行榜——展示本馆内月度、年度的期刊报纸排行。 

 专家推荐——展示专家为用户推荐的优秀期刊报纸。 

 大家都在读什么——展示馆内用户正在阅读的期刊报纸。 

 读者俱乐部——点击进入到少儿快乐阅读平台读者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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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文学天地 

 

“高中馆—文学天地”频道分为精品文章下的小说、外国文学、诗歌散文、纪实文学、

传记和幻想文学、青春文学几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

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文学天地页面还有“文章排行榜”，为读者介绍最受欢

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小说”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世界的边沿在哪里”，即可进入电子

书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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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科普天地 

 

“高中馆—科普天地”频道分为百科知识下的地球巡逻队、动物大世界、军体世界、科

学大探秘、科学拼盘、身边的科学几个栏目，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

“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科普天地页面还有“报刊排行榜”，为读者介

绍最受欢迎的报纸内容。 

在“科学大探秘”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地球生物大灭绝或将再次发生？”，

即可进入电子书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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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历史文化 

 

“高中馆—历史文化”频道分为人物故事、历史故事、环游地球、国学故事几个栏目，

点击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

历史文化页面还有“文章排行榜”，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历史故事”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入侵梦境破解杀人悬案”，即可

进入电子书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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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游戏玩家 

 

“高中馆—游戏玩家”频道分为连连看、找不同、拼图、涂色、连线、找影子几类游戏，

点击游戏类别标题，则进入相应的游戏分类目录。游戏玩家页面还有“热门游戏”，为读者

介绍最受欢迎的游戏。 

在“找不同”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游戏标题，如“找不同——北极熊”，即可进入游

戏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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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成长加油站 

 

“高中馆—成长加油站”频道分为知心姐姐信箱、成长故事和助学园地几个栏目，点击

栏目标题，则进入相应的分类目录。点击“更多”则进入相应栏目下的更多文章列表。成长

加油站页面还有“文章排行榜”，为读者介绍最受欢迎的期刊报纸内容。 

在“知心姐姐信箱”目录下，点击其中一个文章标题，如“我总忍不住和爸妈吵架”，

即可进入电子书阅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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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刊介绍 

1. 中国少年报 

1951 年创刊，它创立的“知心姐姐”、“小虎子”、“动脑筋爷爷”、“小灵通”4 个著名栏

目形象,曾经影响了几代读者的成长道路;一批批时代杰出少年从报纸上走进当代小读者心

中，一个个深入人心的活动,不仅为少年儿童提供了展示才华和锻炼能力的舞台，而且产生

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的优秀少儿报刊。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中国少年报 周报 2804 期 52 期 

 

2. 中国儿童报 

《中国儿童报》是共青团中央和中国少年报社及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少年

儿童报刊，创刊于 1946 年 2 月，当时称作《新少年报》，至 1985 年改为《中国儿童报》至

今，为中国历史最久的以少年儿童为对像的刊物。 

《中国儿童报· 动物大世界》——国内唯一面向少年儿童的动物科普周报，以小学 1-6

年级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中国儿童报 周报 2296 期 52 期 

动物大世界 月报 12 期 

 

3. 中国儿童画报 

《中国儿童画报》创刊于 1994 年，是国内唯一的幼小衔接报刊，面向 5-9 岁儿童。是

由名家、名人、名师联袂打造的高品质助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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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中国儿童画报（4 个版本） 月报 1010 期 48 期 

 

4. 中国少年英语报 

《中国少年英语报》创刊于 2004 年，以小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双语分级读物，是我

国第一份“国”字头的少年英语报。它注重对读者英语学习兴趣的培养，不仅能帮助读者轻

松掌握课本知识，还能使读者增长课外知识、开阔国际文化视野，提供配套录音和口语陪练

等增值服务，是适合小学生课外延伸阅读的课程资源。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中国少年英语报（4 个版本） 月报 504 期 48 期 

 

5. 中国中学生报 

《中国中学生报》是共青团中央主管的面向全国中学生的报纸，1989 年创刊，2010 年

7 月，推出《大视点》《大人物》《大制作》《大探秘》四本月报，以全新的视角，更高的品

味，更优质的服务，成为中学生成长的贴身伴侣。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中国中学生报（2 个版本） 月报 1980 期 24 期 

 

6. 婴儿画报 

《婴儿画报》创刊于 1985 年，是国内第一家以 0-4 岁婴儿为读者对象的图画刊物。深

受家长和小读者的欢迎，发行量稳居同类期刊第一位。1999 年，《婴儿画报》在国家新闻出

版署组织的全国 9000 种刊物评比中，被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1994 年、1998

年、2005 年，《婴儿画报》连续三届获国家教育部组织评选的“优秀幼儿读物奖”。 

改版后的《婴儿画报》在国内首创悠悠和乐乐两个天真浪漫的孩童形象为杂志品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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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围绕培养婴儿的“好品质、好习惯培养”展开，主题鲜明，将教育性、知识性、娱乐性完

美结合。主要栏目有《好习惯培养》《好习惯儿歌》《睡前故事》《好品质培养》《好品质儿歌》

《红袋鼠亲子保护故事》《亲子游戏儿歌》等。 

《妈妈信箱》是《婴儿画报》专为家长读者量身定做育儿增刊，这里有妈妈亲子阅读后

的贴心感受，也有国内著名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专家为妈妈们解除育儿过程中的困惑。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婴儿画报 旬刊 541 期 36 期 

 

7. 幼儿画报 

《幼儿画报》创刊于 1982 年，以 3-7 岁宝宝为阅读对象，是最受中国宝宝和家长喜欢

的幼儿杂志，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幼儿期刊，月发行量 177 万册。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过奖

教育部推荐的优秀幼儿期刊，连续多年荣获中国优秀少儿报刊金奖。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幼儿画报 旬刊 591 期 36 期 

幼儿画报课堂 月刊 12 期 

 

8. 嘟嘟熊画报 

《嘟嘟熊画报》创刊于 2006 年，是国家教育部推荐的优秀幼儿期刊，中国第一本玩具

画刊。适合 0-7 岁儿童，平均月发行量达 30 万册。它以“边玩边学、游戏式阅读”为办刊

宗旨，培养宝宝爱动脑、爱观察、爱动手、爱思考的好习惯，培养宝宝的语言发展能力和社

会性。每月随刊赠送《妈妈文摘》。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嘟嘟熊画报 半月刊 158 期 2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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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们爱科学 

《我们爱科学》创刊于 1960 年，是我国创刊最早的少儿科普刊物，也是唯一一家国家

级少儿科普期刊。 

2002 年《我们爱科学》被全国少工委确定为少年儿童科普教育指定用刊；2003 年和 2005

年连续两届获得中国优秀少儿报刊金奖；2005 年荣获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荣誉；2005

年 8、9 月间在新闻出版总署举行的全国少儿期刊阅读调查中，名列阅读人数最多、影响最

大的 5 种刊物之一；2005 年被选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承办的“解

读科学发展观”，向社会公众推荐好书、好刊、好音像作品的《推介书目》中。《我们爱科学》

月发行量 120 万册。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我们爱科学（2个版本） 半月刊 635 期 30 期 

  

10. 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由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于 1963 年联合创办，风雨 47 年，哺育三代人，

其麾下曾先后汇集了几代最有名望的儿童文学作家，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第一刊”。 

该刊只收录纯而又纯的纯文学作品，冰清玉洁，品位高雅，可读性强，既教读书，又教

做人，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小读者的写作水平和综合素质，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完美

结合。 

2010 年 10 月 22 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在京公告，中国

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旗下的《儿童文学》杂志月发行量逾 110 万。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儿童文学（2 个版本） 旬刊 348 期 48 期 

 

11. 知心姐姐 

《知心姐姐》杂志于 2002 年 2 月创刊，团中央主管，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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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0 月杂志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为《知心姐姐•亲子共读》，下半月为《知心姐

姐•生存智慧》。 

《知心姐姐》杂志到 2011 年 5 月为止，共发行 168 期。创刊以来，《知心姐姐》杂志着

力打造了一批品牌栏目：“知心调查”、“知心信箱”、“小记者在行动”、“专题策划”。力求做

到成为“家有儿童的中国家庭”的心灵读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揭示青少年丰富敏感的内

心世界，真实反映青少年生存、思考、情感状况中的所想、所感及困境，并为父母提供走近

孩子心灵平台的家教建议。 

《知心姐姐》杂志获得诸多奖项。其中，自 2004 年参加中国报刊协会中国少年儿童综

合性期刊优秀编辑奖以来，每年均有编辑获得一、二、三等奖，并多次获得“中国六一奖”。

2008 年，《知心姐姐》杂志荣获第三届中国优秀少儿报刊奖（金奖）。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知心姐姐（2 个版本） 月刊 172 期 24 期 

 

12. 中国少年儿童 

《中国少年儿童》原名《中国儿童》，诞生于 1980 年。由共青团中央主管，宋庆龄主席

为《中国儿童》杂志题写刊名，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刊，创刊二十年来，拥有几亿小读者，

陪伴了一批又一批的少年儿童。 

《中国少年儿童》杂志的内容丰富，版面活泼。几年来栏目不断创新，相继设置了二十

多个新的栏目。 例如，“安琪姐姐信箱”、“小荷尖尖”等栏目深受小读者的喜爱。 

《 中国少年儿童》杂志是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联系全国少年儿童的纽带、 桥梁，

是各级团队组织推进素质教育的有力助手。是教育部向学生推荐的重点阅读刊物，新闻出版

总署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的优秀少儿期刊，小记者网络遍布全国。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中国少年儿童（3 个版本） 月刊 534 期 3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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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卡通 

《中国卡通》创刊于 1996 年 1 月，是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启动了“中国儿

童动画出版工程”（简称“5155”工程）重点刊物。作为一本由团中央主管、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主办的中央级的精品卡通，《中国卡通》汇集了国内最优秀的卡通作者和漫画

作品，始终坚持用高品质的卡通作品来滋润孩子的心灵,在传达娱乐精神的同时兼备知识性

和辅导性，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素质大有裨益，被誉为“中国的迪斯尼，漫画版小百科”。 

《中国卡通》在全国几千种社科期刊中出类拔萃，名列重点社科期刊的前 100 名，曾经

在 1997 年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荣誉称号，同年还获得

全国连环画报最高奖“金环奖”，2002 年又获得了第三届全国漫画大赛集体奖，2002、2006、

2008 年三次荣获中国漫画奖“最佳编剧奖”，2006 年《中国卡通》杂志社又在中国漫画年会

上喜获“2006 年度最佳原创漫画奖”，2008 年获得第四届杭州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漫画奖，

2009 年被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连环漫画分会评为“中国最佳原创漫画期刊”。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中国卡通（4 个版本） 月刊 334 期 48 期 

 

14. 中国少年文摘 

《中国少年文摘》由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创刊于 1994

年 10 月，2011 年改版为旬刊，以全国 9 岁～14 岁中小学生为读者对象。 

针对于当前社会中信息资源多元化、青少年阅读时间不足的状态，《中国少年文摘》从

国内外报刊、网络、影视媒体中选择精品，悉心编辑，将时尚与传统、精品与经典相融合，

帮助课业负担繁重的少年花最少的时间，读最多最好的书籍，编辑与读者共同享受阅读，陶

冶情操。 

2008 年至 2010 年连续三年被列为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的优秀少儿报刊。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中国少年文摘 旬刊 315 期 3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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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学生 

《中学生》杂志是一本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名牌刊物，由我国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叶圣陶

创刊于 1930 年 1 月，现在《中学生》杂志由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主办，是我国中学生最为喜欢的综合性读物。 

如今，《中学生》杂志发展为三个版本，一本是综合版，紧密配合中学生的学习生活，

给读者提供丰富的课外知识，反映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开辟绚丽多彩的娱乐园地，引导读者

健康成长，快乐做人。另两本分别是是《中学生》初中作文版和《中学生》高中作文版，旨

在加强学生书面和口语的表达能力，给中学生朋友提供优秀作品的发表园地，指导阅读欣赏，

提高审美品位，帮助读者在中、高考中夺取作文高分。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中学生（3 个版本） 月刊 948 期 36 期 

 

16. 快乐在线 

《快乐在线》创刊于 2010 年 7 月，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为新生代青少年倾力

打造的时尚潮流杂志，它以“快乐时尚，青春个性”为理念，以新锐前沿的视点，个性独到

的见解，陪伴青少年一起“青春淘，快乐玩，轻松学”。《快乐在线》现为半月刊，上半月刊

是“玩具总动员版”，下半月刊是“淘•时尚青春版”。 

报刊名称 周期 总期数 每年新增 

快乐在线 月刊 41 期 2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