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四

2021 年全国中小学英语分级阅读教学说课大赛授课参考书目
书号

书名
小学组

978-7-5135-5601-9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预备级 1(适合幼儿园大班、小学一年级)(9 册读物+1 册指
导)(附光盘)(点读版)

978-7-5135-5604-0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预备级 2(适合幼儿园大班、小学一年级)(9 册读物+1 册指
导)(附光盘)(点读版)

978-7-5135-5605-7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一级 1(适合小学一、二年级)(8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5606-4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一级 2(适合小学一、二年级)(8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5610-1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一级 3(适合小学一、二年级)(7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213-1641-4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一级 4(适合小学一、二年级学生)(7 册读物+1 册指导)

978-7-5135-5608-8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二级 1(适合小学二、三年级)(8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5609-5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二级 2(适合小学二、三年级)(8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5607-1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二级 3(适合小学二、三年级)(8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213-1732-9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二级 4(适合小学二、三年级学生)(7 册读物+1 册指导)

978-7-5135-6526-4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三级 1(适合小学三.四年级)(9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6461-8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三级 2(适合小学三.四年级)(9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213-1734-3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三级 3(适合小学三.四年级学生)(7 册读物+1 册指导)

978-7-5135-6528-8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四级 1(适合小学三、四年级)(10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6462-5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四级 2(适合小学三、四年级学生)(10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
版)

978-7-5213-1733-6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四级 3(适合小学三、四年级学生)(7 册读物+1 册指导)

978-7-5135-6472-4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五级 1(适合小学四、五年级学生)(6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
版)

978-7-5135-6475-5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五级 2(适合小学四、五年级学生)(7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
版)

978-7-5213-1735-0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五级 3(适合小学四、五年级学生)(6 册读物+1 册指导)

978-7-5135-7546-1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六级 1(适合小学四.五年级)(6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7547-8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六级 2(适合小学四.五年级)(7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213-1642-1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六级 3(适合小学四、五年级学生)(7 册读物+1 册指导)

978-7-5135-7548-5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七级 1(适合小学五.六年级)(6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7549-2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七级 2(适合小学五.六年级)(6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7550-8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八级 1(适合小学五.六年级)(6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7551-5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八级 2(适合小学五.六年级)(7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7602-4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九级 1(适合小学六年级.初一)(7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7730-4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九级 2（适合小学六年级.初一)(6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7603-1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十级(适合小学六年级.初一)(9 册读物+1 册指导) (点读版)

978-7-5135-8752-5

大猫自然拼读一级 1(点读)(小学一年级)(6 册读物+1 册指导+卡片+MP3 光盘)

978-7-5135-8753-2

大猫自然拼读一级 2(点读)(小学一年级)(6 册读物+1 册指导+卡片+MP3 光盘)

978-7-5135-8767-9

大猫自然拼读二级 1(点读)(小学二年级)(5 册读物+1 册指导+卡片+MP3 光盘)

978-7-5135-8764-8

大猫自然拼读二级 2(点读)(小学二年级)(5 册读物+1 册指导+卡片+MP3 光盘)

978-7-5135-8751-8

大猫自然拼读三级 1(点读)(小学三年级)(5 册读物+1 册指导+卡片+MP3 光盘)

978-7-5135-8746-4

大猫自然拼读三级 2(点读)(小学三年级)(5 册读物+1 册指导+卡片+MP3 光盘)

978-7-5135-8745-7

大猫自然拼读四级 1(点读)(小学四年级)(5 册读物+1 册指导+卡片+MP3 光盘)

978-7-5135-8747-1

大猫自然拼读四级 2(点读)(小学四年级)(5 册读物+1 册指导+卡片+MP3 光盘)

978-7-5135-8765-5

大猫自然拼读五级 1(点读)(小学五年级)(5 册读物+1 册指导+卡片+MP3 光盘)

978-7-5135-8766-2

大猫自然拼读五级 2(点读)(小学五年级)(5 册读物+1 册指导+卡片+MP3 光盘)

978-7-5213-1854-8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校园版一年级上(8 册读物+1 册阅读手册)

978-7-5213-2149-4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校园版一年级下(8 册读物+1 册阅读手册)

978-7-5213-1851-7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校园版二年级上(8 册读物+1 册阅读手册)

978-7-5213-2150-0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校园版二年级下(8 册读物+1 册阅读手册)

978-7-5213-1856-2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校园版三年级上(8 册读物+1 册阅读手册)

978-7-5213-2145-6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校园版三年级下(8 册读物+1 册阅读手册)

978-7-5213-1857-9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校园版四年级上(8 册读物+1 册阅读手册)

978-7-5213-2146-3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校园版四年级下(8 册读物+1 册阅读手册)

978-7-5213-1858-6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校园版五年级上(8 册读物+1 册阅读手册)

978-7-5213-2153-1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校园版五年级下(8 册读物+1 册阅读手册)

978-7-5213-1859-3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校园版六年级上(8 册读物+1 册阅读手册)

978-7-5213-2151-7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校园版六年级下(8 册读物+1 册阅读手册)

978-7-5135-4227-2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入门级上）（共 10 册）（配 MP3）

978-7-5135-4224-1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入门级中）(共 9 册)（配 MP3）

978-7-5135-4228-9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入门级下）（共 8 册）（配 MP3）

978-7-5135-1642-6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美绘光盘版）入门级（1）

978-7-5135-1644-0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美绘光盘版）入门级（2）

978-7-5135-5399-5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小学高年级套装(共 36 册)(附 5 张 MP3 光盘)

978-7-5135-0642-7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初级)(供小学阶段)(套装盒子配光盘)(外研社点读书)

978-7-5135-0151-4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小学版分级盒装(第 1 级)（配光盘）

978-7-5135-0133-0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小学版分级盒装(第 2 级)（配光盘）

978-7-5135-0148-4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小学版分级盒装(第 3 级)（配光盘）

978-7-5135-0147-7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小学版分级盒装(第 4 级)（配光盘）

978-7-5135-2360-8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小学版全套盒装(配 MP3)

978-7-5135-2188-8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小学版第一级套装(外研社点读书)(配光盘)

978-7-5135-2346-2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小学版第二级套装(外研社点读书)(配光盘)

978-7-5135-2400-1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小学版第三级套装(外研社点读书)(配光盘)

978-7-5135-2399-8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小学版第四级套装(外研社点读书)(配光盘)
中学组

978-7-5135-9468-4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 初一上(可点读)(9 本读物+1 本指导)(附 MP3 光盘)

978-7-5135-9485-1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 初一下(可点读)(9 本读物+1 本指导)(附 MP3 光盘)

978-7-5135-9653-4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 初二上(可点读)(9 本读物+1 本指导)(附 MP3 光盘)

978-7-5135-9614-5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 初二下(可点读)(9 本读物+1 本指导)(附 MP3 光盘)

978-7-5135-9632-9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 初三上(可点读)(9 本读物+1 本指导)(附 MP3 光盘)

978-7-5135-9658-9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 初三下(可点读)(9 本读物+1 本指导)(附 MP3 光盘)

978-7-5213-0172-4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高一上（9 本读物+1 本指导）（附 MP3 光盘）

978-7-5213-0170-0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高一下（9 本读物+1 本指导）（附 MP3 光盘）

978-7-5213-0169-4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高二上（9 本读物+1 本指导）（附 MP3 光盘）

978-7-5213-0173-1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高二下（9 本读物+1 本指导）（附 MP3 光盘）

978-7-5213-0134-2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高三上（9 本读物+1 本指导）（附 MP3 光盘）

978-7-5213-0171-7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高三下（9 本读物+1 本指导）（附 MP3 光盘）

978-7-5600-55794(02)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1 级上) ( 共 10 册) ( 配 MP3)

978-7-5135-4246-3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1 级中）（共 13 册）（配 MP3）

978-7-5600-55800(02)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1 级下) ( 共 10 册) ( 配 MP3)

978-7-5600-55817(02)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2 级上) ( 共 12 册) ( 配 MP3)

978-7-5135-4329-3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2 级中）（共 9 册）（配 MP3）

978-7-5600-55824(02)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2 级下) ( 共 13 册) ( 配 MP3)

978-7-5600-55831(02)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3 级上) ( 共 10 册) ( 配 MP3)

978-7-5135-4331-6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3 级下) ( 共 11 册) ( 配 MP3) （新版）

978-7-5600-55855(02)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4 级上) ( 共 9 册) ( 配 MP3)

978-7-5135-4472-6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4 级下) ( 共 9 册) ( 配 MP3) （新版）

978-7-5135-4543-3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5 级) ( 共 8 册) ( 配 MP3) （新版）

978-7-5135-4528-0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6 级) ( 共 8 册) ( 配 MP3) （新版）

978-7-5135-1643-3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美绘光盘版）第一级（适合初一、初二）（配光盘）

978-7-5135-1646-4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美绘光盘版）第二级（适合初二.初三)（配光盘）

978-7-5135-1645-7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美绘光盘版）第三级（适合初三、高一）（配光盘）

978-7-5135-1641-9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美绘光盘版）第四级（适合高一.高二）（配光盘）

978-7-5213-1583-7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百科类）1 级

978-7-5213-1674-2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百科类）2 级（1）

978-7-5213-1675-9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百科类）2 级（2）

978-7-5213-2095-4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百科类）3 级（1）

978-7-5213-2096-1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百科类）3 级（2）

978-7-5135-5400-8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初中套装(共 88 册)(附 9 张 MP3 光盘)

978-7-5135-0822-3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中级)(供初中阶段)(套装盒子配光盘)(外研社点读书)

978-7-5135-2426-1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高级)(供高中阶段学生使用)(配光盘)(外研社点读书)

978-7-5135-5398-8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全套盒装(共 149 册)(附 MP3 光盘)

978-7-5213-1277-5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校园版）（初一）

978-7-5213-1275-1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校园版）（初二）

978-7-5213-1276-8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校园版）（初三）

978-7-5213-1278-2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校园版）（高一）

978-7-5213-1274-4

书虫•牛津英汉双语读物（校园版）（高二）

978-7-5135-0116-3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中学版(第 1 级上)(英汉汉语读物)(配光盘)

978-7-5135-0122-4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中学版(第 1 级下)(英汉汉语读物)(配光盘)

978-7-5135-0115-6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中学版(第 2 级上)(英汉汉语读物)(配光盘)

978-7-5135-0114-9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中学版(第 2 级下)(英汉汉语读物)(配光盘)

978-7-5135-0113-2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中学版(第 3 级上)(英汉汉语读物)(配光盘)

978-7-5135-0112-5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中学版(第 3 级下)(英汉汉语读物)(配光盘)

978-7-5135-01163(01)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中学版(第 1 级上)(英汉双语读物)(外研社点读书)

978-7-5135-01224(01)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中学版(第 1 级下)(英汉双语读物)(外研社点读书)

978-7-5135-01156(01)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中学版(第 2 级上)(英汉双语读物)(外研社点读书)

978-7-5135-01149(01)

轻松英语名作欣赏中学版(第 2 级下)(英汉双语读物)(外研社点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