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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阿联酋出版商协会（EPA）成立于2009年2月25日，是一个非
营利性组织，致力于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的出版业
提供服务和发展，并通过培训和指导计划以及改善出版相关法
律条款来提升阿联酋出版商的作用。阿联酋出版商协会还旨在
代表阿联酋出版商出席与出版有关的区域和国际活动、展览和
研讨会。

阿联酋出版商协会致力于在阿拉伯世界和全球范围内传播阿联
酋的知识成果，尤其侧重于第二语言与阿拉伯语的互译译文，
以及知识产权和相关权利的保护。 

阿联酋出版商协会是阿拉伯出版商协会和国际出版商协会
（IPA）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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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出版商协会会长

Ali bin Hatim

塔卡法出版发行社董事长

阿联酋出版商协会副会长

Iman Ben Chaibah

Sail 出版社首席执行官

财务主管兼董事会成员

Mohamed Bin Dekhain

Al Takhayul 出版社社长

秘书长兼董事会成员

Dr. Alyazia Khalifa

Al Fulk翻译和出版公司的创始人

董事会成员

Abdulla Al Kaabi

龙(Dragon) 出版发行有限公司创始人



6. 仅限会员目录访问

1.  该公司应为阿联酋控股，持有不少于51%的股份。

2.  必须获得国家媒体委员会的许可

3.  会员必须为年满18岁以上的成年人

4.  会员必须具有良好的声誉，行为表现良好，事业经营合理

5.  出版方未曾受任何刑事犯罪、限制性死刑或伦理道德问题等指控-除非/直到成功完成改

造。

6.  附属成员（政府实体和与出版部门相关的其他实体）不得在选举委员会为阿联酋出版商协

会成员投票。

为什么成为会员？

1.您的心声将被倾听 2. 头衔得到提升 3. 变得更加专业

4. 与出版业接轨 5. 拥有更好的事业
和新的市场准入

入会标准

7.  填写会员表并将所需文件提交至我

们的网站：www.epa.org.ae

所需文件；

营业执照证书

阿联酋身份证

出版社的商标

*300迪拉姆注册费



阿联酋出版
商协会会员
及其出版物



儿童与教师出版社
自2005年底成立以来，“儿童与教师”因将高度杰出、
精彩有趣的学科引入幼儿早期学习领域，从而一直享
有独特的声誉。

“儿童与教师” 率先引入专门的工具和教具，专注于在
一个充满吸引力，令孩子兴奋且舒适的环境中寓教于
乐教的教育哲学理念。

T: +971 6 543 5526

hala@kidsandteacher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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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与习题1
作者：Hala Hals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6-226-1
类别：儿童教育书籍

简介：
《活动与习题1》是阅读和写作的补
充性书籍。作者尽心竭力，针对学生
在学校的学习内容，编制出实用的习
题，同时有助于教师工作的开展。

阅读与写作2
作者：Hala Hals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6-223-0
类别：儿童教育书籍

简介：
《阅读和写作2》给出了剩余的十四个
字母。同第一本书，将给学生一周的
时间来掌握这些字母。这个阶段，应
着重使用卡片、模型和木布玩具以及
其他一些有趣的方法辅助学生学习。

活动和习题2
作者：Hala Hals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6-227-8
类别：儿童教育书籍

简介：

《活动与习题2》是阅读和写作的
补充性书籍。 本书提供了学生在
家便可进行的各种练习题。妈妈
们可以跟进孩子的学习情况，写
下观察结果给老师。

伊斯兰教育1
作者：Hala Hals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19-43-4
类别：儿童教育书籍

简介：
这是一本针对幼儿园学生的综合课
程。第一阶段介绍伊斯兰教的原则，
并为3到4岁的学生提供简单的基本信
息。

阅读与写作1
作者：Hala Hals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16-222-3
类别：儿童教育书籍

简介：
本书的第一部分涉及14个字母。孩子
应该识别每一个字母及其发音，能口
头表达与这些字母相关的各种单词，
并在对话中使用。这有助于学生正确
命名周围的事物，从而丰富他的词
汇。这本书帮助学生了解字母，在单
词中识别字母并写下来。

标题：伊斯兰教育2
作者：Hala Hals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19-44-0
类别：儿童教育类图书

简介：
《伊斯兰教育2》是针对幼儿园学生的
第二阶段书籍；它旨在通过讲述有意
义的故事灌输有关伊斯兰教、其先知
和圣书《古兰经》的正确信息。孩子
从中了解伊斯兰教，了解穆斯林意味
着什么。除了学习良好的道德原则和
良好的行为举止，他还学会在特定情
况下该说什么和做什么。



Dar Al Ausrah出版发行社
Dar Al Ausrah出版发行社于2013年在沙迦酋长国
成立，专门出版发行儿童和青少年类书籍和故事小
说。Dar Al Ausrah还出版了国际文学小说，其中大
部分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这些小说品质极高，不含
任何可能违背孩子们谦逊品德，或助长不良和不道
德行为的不良内容。

T: +971 6 568 2383

F: +971 6 556 3008

hamlet_iqraa@yahoo.com

www.alamthqaf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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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类的36个故事及其发现-彩色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7-36-230-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本书回顾了人类原始生活的开始及其
挑战，面临食物和动物肉供应的苦
难。 它讲述了发明农具、驯服动物以
将其用于农业和运动及发现火的不同
方式。原始社会曾用火照明和驱赶掠
食性动物。

我的第一个知识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5-890-5
类别：儿童-青年

简介：
本书面向3至6岁的儿童。讲述了儿童
教育中的初始概念及其形成。

阿拉伯文正字法（在Altanal Al Arabi
项目范围内）
作者：Abdullraouf Zuhdi博士-Sami 
Abu Zeid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24-8
类别：学术-教育

简介：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阿拉伯语中的
80个“意义小品词”，并强调它们在阿
拉伯语句子中的作用。提供的示例摘
自《古兰经》。全书约212页，采用中
型页面。

我自己用手画画；我是个艺术家！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21-7
类别：儿童教育书籍

简介：
这本书讲的是那些占据孩子心灵的图
画。它从简单的绘画开始，逐渐变
难，一步一步教孩子学习绘画。

穆斯林学者的故事及其发现-彩色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7-36-368-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本书揭示了一群杰出的穆斯林学
者，他们留下了仍令世界各地科学家
赞赏的科学思想和理论。这些科学家
包括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Al-
Khwarizmi、药剂师兼医生Jaber Ibn 
Hayyan、哲学家Al Farabi、光学家Ibn 
Al-Haytham和著名医师Ibn Sina。

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学习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23-1
类别：儿童教育书籍

简介：
这本书涉及阿拉伯字母、数字、几何
形状、星期和季节。孩子可以在同一
本书上书写和擦除。本书面向3到7岁
的幼儿园孩子。

祖母给孩子们的故事-彩色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7-36-230-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本书中，祖母给孙子讲述睡前故
事，这些故事包括《狐狸的妻子》、
《马戏团的猴子》、《可恶的狗》、
《动物联盟故事》、《温柔的乌龟》
、《漂亮的猴子》、《樵夫和忠实的
狗》、《飞行的布尔》、《美丽的孔
雀》、 《果园公主》和《忠实狐狸的
故事》。

韵律与押韵（在Altanal Al Arabi项目

范围内）
作者：Abdulraouf Zuhdi博士-Sami 
Abu Zeid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21-7
类别：学术-教育

简介：
这本书将以简化且有趣的方式向学生
介绍韵律和押韵技巧，避免使用难懂
的术语。它结合了理论和实践，并提
供各种练习题和一些问题来进行自我
评估，从而丰富学生的经验。 这本书
提供了现代和古代诗歌的引文。



Al Aseel 印刷出版社
AL Aseel印刷出版社主要出版和发行互动、
创新和独特的儿童读物和教育资源。

本社致力于为各教育阶段提供优质的教科书
和教育材料。

T: +971 4 269 3320

alaseel-book@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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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滴
作者：Fatima Al-Homs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8-121-8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些有趣的事，表明
了水对于生命的重要性。
如何保存水？ 水对我们来说代表一切
吗？让我们学习如何节约用水。

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哈尔登
作者：Muhammad Abdulal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8-115-7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的科学史证明了
我们国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开拓性
作用。 我们介绍的这一系列穆斯林天
才，将突显我们伊斯兰科学遗产光辉的
一面，并使读者了解我们的科学遗产。

花园种植
作者： Muhammad Abdulal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8-2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有关鼓励孩子们种植和照料植物的故
事书。

不一样的生活
作者： Muhammad Abdulal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54-1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环境保护是指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维
护我们的环境，使之适合生活。本系
列文章涉及环境、生态、保护或污染
方面的问题。

小学生之旅
作者：Muhammad Abdulal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25-1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个故事讲述了老师如何在旅行中评
估和改善学生的行为，展示了为什么
实践是最有效的学习手段。

环境之友
作者： Muhammad Abdulal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511-8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环境保护是指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维
护我们的环境，使之适合生活。本系
列文章涉及环境、生态、保护或污染
方面的问题。 

白金
作者： Muhammad Abdulal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71-8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什么是白金？在哪里找到的？你会在
这个故事中找到答案。

阳光
作者： Muhammad Abdulal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46-6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太阳，新的一天的见证者，每天升起
带给我们好消息。它给我们温暖，传
播希望，但阳光的好处是什么呢？我
们的故事《阳光》将告诉我们更多…

沙漠中的帐篷
作者：Muhammad Abdulal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65-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大自然的奇妙事物》一系列故事讲
述关于我们大自然中的事物，展示了
全能上帝的伟大创造。

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赫瓦里兹米
作者：Muhammad Abdulal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8-120-1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的科学史证明了我
们国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开拓性作
用。我们介绍的这一系列穆斯林天才，
将突显我们伊斯兰科学遗产光辉的一
面，并使读者了解我们的科学遗产。



Alborj出版发行社:
Alborj出版发行社于2004年初在阿联酋阿布扎比酋长国
成立，是第一家向阿拉伯及海湾地区出版社发行儿童和
青少年书籍的阿联酋机构。

本社新增儿童读物的出版。

Alborj出版发行社:截止目前已出版发行书籍495种。该
出版社在迪拜，阿联酋和埃及设有分支机构。

T: +971 2 626 2091

info@alborj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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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源
作者：Samah Abu Bakr Ezzat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892-2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滴水，它是生命的起源；依靠它，
生命得以延续；没有它，生命将不复
存在。
让我们一起体验激动人心的冒险之
旅，探索生命之源！

我不喜欢运动
作者：Rula Saa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516-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不喜欢运动，他
一运动就开始疲倦，随时想着休息。
一件事改变了他的生活。是什么事
呢？

我的头发会写字
作者：Nur Hussein Qawaqzi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580-1
类别：学术-教育

简介：
我们都是用笔写字，但我们的朋友扎
因（Zain）选择用她的头发来写字，
她的头发为人们书写了漂亮的词句，
并在人们的脸上传播欢乐。 让我们一
起来探索所有关于扎因的故事《我的
头发会写字》。 

给我朋友奥马尔的一封信
作者：Samah Abu Bakr Ezzat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893-9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给我一个和你一起学习和玩乐的机
会。让我们一起画太阳、月亮和星
星，他们能照亮你的未来；你学得越
多、写得越多、成长得越快，我就越
高兴。

月亮上的粉红色宫殿
作者：Rim Salih Al Qurq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29-9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乌德和哈亚不知道今天等待他们的会
是什么。他们开启了冒险之旅，就因
为母亲的一句话，这句话引领他们进
入了一艘粉色的火箭，进行了一次月
球之旅。在那里他们需要通过合作完
成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样他们的玩具
和书本才能被还回他们房间。

需要我可以给你带一头小象来吗？
作者：Rim Salih Al-Qurq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9-783-7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一位名叫法迪尔扎德的印度商人决定
人萨利赫（Salih）一头大象作为礼
物。离家前，法迪尔扎德问萨利赫：
你想让我给你带一头小象吗？萨利赫
开始想象这种情况。如果大象呆在家
里吃他的食物会怎么样？
让我们看看萨利决定如何处置这头大
象。

沙拉大战
作者：Fatima Al-Hims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86-2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些有趣的事件，帮
助孩子们了解蔬菜的种类。 沙拉中
的每种成分都在努力证明它们的重要
性。让我们继续去探索吧。

保护自然栖息地
作者：简·格林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978-9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什么是自然栖息地？
他们为什么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如何保护他们？
环境研究真正帮助我们回答许多关于
自然栖息地的问题。进一步了解各种
类型的自然栖息地，污染给它们带来
的危害，以及为什么这些栖息地需要
我们的保护。

滨田，幸福的创造者
作者：Samah abu Bakr Ezzat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891-5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座城市的所有孩子们每天早晨都在
等待着他，因为他的到来将给孩子们
带来欢笑。 无论他走到哪里，孩子们
都跟着他，并且唱到：“滨田（Hama-
da），幸福的创造者，他来了……”

我们如何保护环境？
作者：Rula Saa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515-6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Zeina关心环境，比如树木、空气、水
等，然而Nuha却不关心我们的环境。 
什么会使Nuha发生改变呢？



Dar Alaalam Alarabi 出版发行社 
Dar Alam Al Arabi 出版发行社于2003年在迪拜成
立。我们相信，文化运动是一种崇高的人类行为，因
此将出版发行范围延伸到了阿拉伯及以外的更多国
家。

Dar Alaalam Alarabi 意在将阿拉伯文化打造成每个寻
求知识和所有肩负这种文化发展责任的阿拉伯公民的
一个永久目标。

T: +971 2 626 2091

F: +971 4 427 0576

info@alaalm-alarabi.ae

www.alaalm-alarabi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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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努尔变成了公主
作者：Hissa Al Mazru’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598-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位名叫努尔（Nur）的姑娘，她喜欢
一切与公主相关的东西。因此她会偷
偷跑进妈妈的房间，并在妈妈不知道
的情况下拿走与公主有关的故事书。 
当她尝试打开故事书时，她发现页面
粘在一起了。
努尔在知道打开故事书需要什么条件
后，将尝试再次打开这本故事书。那
是什么条件呢？努尔会做些什么来
实现这个条件呢？努尔能打开故事书
吗？

路上的一条面包
作者：Hadil Nashif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600-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个孩子用天真的梦想战胜贫穷
和饥饿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孩子的梦想，即
使生活在贫穷和饥饿的苦难中，但他
依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从不放弃尊
严，慷慨依旧。

格林城
作者：Nusaibah Husain Al’Izab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8-502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在格林城里，无论什么地方和什么场
合，人们总是不开心，他们不喜微笑
或大笑！

哈拉让她的生活更美好
作者：Hanan Al Sa’d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8-59-5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
哈拉的漂亮女孩儿的故事。她成功的将
她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祖父的珠子
作者：Basima Al Wazz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9-761-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我祖父的珠子》这本书讲述了一段
孙子对慈爱的祖父的美好回忆，祖父
的形象深深的留在了他的记忆里。在
他的回忆中，更加强烈的感受到祖父
的慈爱和善良，感受到他的声音、气
息和旋律交错在一起。

我的祖母
作者：Fatima Khuja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47-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位善良的孩子告诉我们他的祖母已
经年迈、虚弱，不记得任何人了。
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雨水的甘甜和
树木的翠绿。

流动的甜蜜
作者：Nuf Al Usaim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653-2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白色圆顶的村庄和他任何村庄都不一
样。 它被一堵没有门的墙包围着，这
堵墙将它与整个世界分隔开。 这座城
市的居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因
为他们以为这堵墙就是世界的尽头。
塔玛尔（Tamar）是村里一个聪明的
男孩，他想知道墙后面是什么，然而
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直到那天飞进一
只无人在意的黄色小鸟。

哈姆扎的喷嚏
作者：Umama Al-法at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46-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关于我们友善
的朋友哈姆扎和他独特的打喷嚏方
式……

风中的塔瓦克
作者：Amira Al Marzuq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986-2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个充满希望、勇气和雄心的故事，
一个经过长期耐心等待后取得巨大成
功的故事……一个难忘的故事……



Dar Al Kounouz出版发行社
Dar Al Kounouz是阿拉伯国家领先的出版社之一，致
力于通过富有创造性和激励性的环境吸引业内优秀人
才, 实现创新。旨在推出一种创新、开拓性的方法，寓
教于乐，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

该出版社还设有专门机构“ Riwayat”，专门出版针对
成人和青年的短篇故事小说。

T: +971 6 550 7847

mohamed.maalej6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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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梦想
作者：Rawdha Al-Shamik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56-5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努尔(Nur)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她梦想
成为一名著名音乐家。她的这个梦想
唤起了祖母对一个热爱音乐并在医学
上有所造诣的女孩的回忆……努尔会
成为一名音乐家吗？！”

明天会更好吗？
作者：Rawdha Al-Shamik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43-5
类别：儿童故事

信函：
今天天气很热，没有什么比海水更
能解暑了。但是，今天小伊斯拉
在海边玩得开心吗？发生了什么
事让她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我是河流
作者：Muhammad Al Ghazzi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727-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河流的水从山脉中流出，是如此的纯
净，向所有人传达着姗疑似，包括平
原、农场、城市和乡村。
一天，河水开始咳嗽了！ 它这是怎么
了？农民和渔民又会怎样呢？

幸福领域
作者：Rawdha Al Samik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45-9
类别：儿童读物故事

简介：
是什么使村里的蜂蜜产量减少了？海
特（Hayat）阿姨会怎么做呢？她会卖
掉蜂箱还是惩罚蜜蜂呢？蜂王会拯救
这个局面吗？

网络帮派
作者：Mahmoud Qas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567-2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洋娃娃露露(Lulua)对抗布布
（Bubu）警官，帮助她不法之徒的哥
哥 越 狱 。
参与这次奇妙的冒险的其他人物有画
家巴哈（Bahja）和她神奇的羽毛、年
轻作家法拉（Farah）和他的电子笔。
这对双胞胎能逃出这次冒险吗？他们
能帮助警察逮捕罪犯吗？”

我祖母的钥匙
作者：Fadhil Al-Kaab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9-646-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今天天气很热，没有什么比海水更
能解暑了。但是，今天小伊斯拉
在海边玩得开心吗？发生了什么
事让她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Onwan出版发行社
Onwan出版发行社致力于通过吸引严肃且富有
声望的知识分子成为图书行业的领导者。我们立
志进行多样化出版，包括诗歌、故事、小说、文
学、思想和翻译。

T: +971 50 653 1511

alenwan1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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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时代
作者：Abu Baker Al Ayyad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598-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结合了现实与虚构,以魔幻现实主义为
特征的拉丁美洲故事……

圣雄甘地语录中的一簇
作者：Ghaida’Muhamma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8-502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该书总结了甘地在教育、经济、
道德、养育和工业方面的思想，
提出了他的非暴力抵抗原则。 
该书还讨论了甘地关于发展中
国家农村地区重要性的观点。

在父亲的背上
作者：Qasim Saud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600-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作者以自己优美的笔调描写了伊拉克
悲惨的现实。他非常善于描述事件，
反映每一位伊拉克父母的感情。每天
失去一个儿子的母亲；梦想儿子长大
后会遗传自己的父亲。

事情都有它应有的时间
作者：Hasan Mad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8-59-5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奇思妙想的散文集，
包含了一些妙趣横生的细节，这些
细节将渗入看似正常的东西里，带
来伟大的人生秘密和奇思妙想。

Samahawi
作者：Hussein Al Ma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986-2
类别：儿童读物-故事

简介：
这部小说讲的是巴林萨马希吉地区。
虽为微型小说，但事件及其丰富，以
具说服力的言辞和具吸引力的人物描
述为特点。

-不属于我的时代
作者：Amal Abdul Wahab
国际标准书号：978-1988-48-308-5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巴林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以诗意
的语言和精彩的叙述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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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使阅
读成为新一
代人的日常
习惯， 
 

- Sheikh Dr. Sultan bin Mohamed Al Qasimi 殿下

为他们建立
深厚的文化
背景”



Al Fulk翻译出版社
Al Fulk翻译出版社于2015年10月在阿布扎比酋长国成
立，专门从事儿童和青少年文学作品翻译，将多种语
言翻译成阿拉伯语。本社目前已出版书籍15种，其中
13种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冰岛语、英语、西班牙语和
韩语。

T: +971 52 135 3447

alfulk.tp@gmail.com

www.alfulkt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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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鱼的宝藏
作者：Llanos Campos，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541-2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该作家荣获儿童文学奖，并于2014年
由西班牙女王授予该荣誉； 本书也
被列为“2015年世界白鸦榜200强”。

风筝男孩
作者：Joe Ahr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8-138-6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个没有文字的图画故事；参与IBBY
无声书，“Lampedusa项目”

奥托琳与黄猫
作者：克里斯·里德尔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300-5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雀巢儿童图书奖 。 谢菲尔德儿童图
书奖 。 红房子儿童图书奖 。 林肯郡
青少年图书奖 。 冰岛儿童图书奖 。 
CILIP卡内基奖章 。 凯特格林纳威儿
童图书奖 。

一只名为菲多的鸟
作者：Brian Blengtoi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2-736-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海雀菲多》是由艺术家Brian 
Pilkington创作和绘制的，他也是冰岛
作家和插画家，曾因以简化的儿童读
物和百科全书展示冰岛文化和民间传
说而赢得许多奖项。 

战争的终结者-苍蝇
作者：Bryndís Bjórgvinsdóttir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180-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个针对年轻人的冰岛故事赢得了
2011年冰岛儿童图书奖。

发现零的孩子
作者：Amedeo Feniello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4-738-4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Amedeo Feniello：意大利学术历史学
家和教授，专门研究中世纪。
Gianluca Foli：国际知名意大利画家，
其作品入选首尔CJ少儿图书节儿童图
书百强。
 他还荣获了慕尼黑国际青年图书馆白
鸦奖。

当空气开始思考
作者：Al Yaziyya Khalif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80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个说明性的科学故事，通过这个
故事，孩子会了解一些有机体出现和消
失的原因。故事的结尾有一页“你知道
吗”。

屋顶上的花
作者：Ingibjórg Sigurðardóttir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2-735-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冰岛作家和插画家布莱恩·皮尔金顿
（Brian Pilkington）讲述了一个有趣
的冰岛故事，他曾因在简化的儿童友
好书籍和百科全书中介绍冰岛文化和
民间传说而获奖。
 

我和蜜蜂
作者： Alison Jay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179-7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一个图画故事，没有任何文字，却充
满了培养孩子想象力的细节。
每幅图画都代表了一千零一个字。
最后是一个互动页面，让小读者能够
思考他在故事中看到的内容。

芒果树
作者：Al-Yaziyyah Khalif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589-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个阿联酋故事，关于一个女孩
和她祖母之间关系的。这个故事反映
了鼓励农业的生活方式。这个故事是
用阿联酋方言写的。 
封面和书内的绘画灵感来源于20世纪
80年代的真实照片。这6章的故事来
源于“阿联酋图书出版”项目，该项目
由阿联酋青少年图书委员会（UAEB-
BY）和歌德学院海湾地区在2014年创
立。



Thaqafah印刷出版发行社
Thaqafah成立于2008年，位于阿布扎比，是一家海
湾出版社，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尤其是阿拉伯语书
籍。本社的目标受众涵盖各年龄段，且涉及各类文
化、科学水平和兴趣偏好。其出版物包括一系列涉
及儿童、学生、专业人士和受教育者的书刊。Dar Al 
Thaqafah是阿拉伯科学出版社的姊妹公司

T: +971 2 676 6700

i1.x@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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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03
作者：Sultan Al Amim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4-648-4
类别：小说

简介：
Sultan Al-Amimi将我们带到了上世纪
80年代，那是在电子邮件问世之前，
还将信件写在纸上的时代。电子邮件
的到来几乎结束了一个充满欢乐和回
忆时代，这个时代早已铭刻在了历代
人记忆中。

女子科学领域的空白
作者：Sharifa Al-Sabg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84-8
类别：教材-冥想

简介：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填补女子科学领域
的空白，而是要用它的所有习惯、传
统和价值观，在女子、男子和社会之
间架起桥梁。作者Sharifa Al-Sabgh
也许想通过批判主义来呈现女性的真
实写照。

再见，我美丽的祖国
作者：Ahmet Ümit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479-1
类别：翻译小说

简介：
黑手幕后密谋，一旦得到支持和不断
壮大，他们可能成功地在任何国家的
深层结构中传播黑暗，然后腐败随
之而来，混乱盛行。为了维护国家
安全与和平，必须在这些黑手伸向
国家威胁国家安全之前将其切断。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作者：Kirsten Bowie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587-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Al-Thaqafa出版发行社发行了阿拉伯
文版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Bes-
timmt wird alles gut”）。《一切都
会好起来的》由Kirsten Bowie 和 Jan 
Birck共同创作。本书的阿拉伯语版本
由Mahmoud Hasanain 翻译。
这个故事揭示了叙利亚儿童的悲惨现
实，他们是叙利亚战争的第一批受害
者。这是向全世界发出的一个信息，
那就是要把儿童从政权和政府手中拯
救出来，并大声地喊出：够了。

我来如云
作者：Amal Abdullah Al-Qudaib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9-712-9
类别：文学

简介：
《我来如云》是Amal Abdullah Al-Qu-
daibi的第一篇诗歌散文。她的作品反
映了批判现实主义，在不放弃写作艺术
价值的情况下，展示了当代现实主义的
不足。

巴尼·奥斯曼（Bani Othman）历史系
列-第3部分 - 两大清真寺的仆人
作者：Ahmet Simsirgil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2-678-1
分类：历史

简介：
苏丹死后，征服者穆罕默德成功地将
帝国转变为一个世界性国家，将苏
丹国的王位移交给了他的儿子巴耶
济德二世（Bayezid II）。巴耶济德
二世的历史特点主要以两次大的冲突
为典型。其中一次冲突是关于他与
他的兄弟苏丹·塞姆（Sultan Cem）
的王位之争，最终以巴耶济德二世
宣布统治告终；另一次是他死后儿
子们为夺取政权而爆发的冲突。

Khadijah
作者：Sibel Erasl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509-2
类别：宗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生

简介：
这是麦加（Mecca）和赫蒂彻
（Khadijah）的故事，愿真主安拉为
她感到高兴。麦加的故事始于历史之
初，当时易卜拉欣（Ibrahim）(愿安
拉赐予他安宁)将其妻子哈吉尔（Ha-
jar）和儿子伊斯梅尔（Ismai）留在了
麦加，在那里扎姆扎姆（Zamzam）
初次出现，建立了麦坎社区（Makkan 
community） ，而亚伯拉罕的入侵企
图消除他的社区繁荣……

埃菲尔铁塔事件 
(Agatha：神秘女孩）：
作者：Steve Stevenson先生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71-0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Agatha:神秘女孩》故事的第二本
书。这次的任务是追踪一名为俄罗斯
外交官的刺客，这名刺客在世界上最
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埃菲尔铁塔中毒
身亡！

请允许我向你自述
作者：Nadia Al-Sayyi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9-795-2
类别：文学

简介：
“请允许我向你自述”作者想完成其他
女孩无法完成的事情。她试图引入一
种新的叙述方式，摆脱陈规定型的叙
述手法，建立自己的语言表达类型。

无人机定向杀戮
作者：Marjorie Coh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3-490-9
类别：政治

简介：
大主教Desmond Tutu为这本书撰写
了前言；他解释到，随着反恐战争
的持续，“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未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Guantanamo），奥巴马政府正在以
减少法律诉讼的方式起诉军事委员会
的人员。



Dar Rabie出版社 
Rabie出版社于2011年在迪拜成立。本社关注阿拉伯
人民的独创性和价值观，秉承“孩子教育至上”的箴
言，致力于为孩子灌输良好的价值观。本社主要出
版儿童读物及教学用品，包括插图书、硬纸板教育
书籍、百科全书、教具和教育游戏。

T: +971 4 3994 411

F: +971 4 3994 410

darrabie@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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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满意的成年人！
作者：Shibnam Guler Kara Je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33-16-082-6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我父亲想让我学游泳，长大后当律
师，而我母亲想让我当医生，不要不
务正业，要学会社交……我的祖母又
有另一个想法！
他能满足他们所人有的愿望吗？让我
们来看一看。

满床的故事
作者：Ubada Taql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6-517-8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拉格哈德（Raghad）每天都进她哥哥
的房间，找一个他读过的故事。有一
次拉格哈德说：“阿马尔（Ammar）,
很快你的整张床都会堆满故事，变成
一张故事床。”阿马尔笑了，他很喜欢
这个主意，于是他和他的妹妹赶紧行
动，把故事铺成一张床，做了一张真
正的故事床。

我希望醒来后变成一个苹果
作者：Sahar Naja Mahfouz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601-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萨拉（Sara）每天早上醒来，看着镜
子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成为一个红
苹果。
问题是她很爱吃东西，而且吃得很
快，当她的朋友们看着她时，她很不
高兴。
她将挑战自己，向她的朋友们证明自
己可以改变饮食习惯。

伊巴写故事的日子
作者：Ubada Taql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600-9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伊巴（Hiba）一大早醒来，就赶忙去
写她的故事，但她发现里面什么都还
没写！
她感到很难过。在母亲的帮助下，她
又重新开始写这个故事，但用了全新
的风格和不同的图画。

坚定决心
作者：Jason Ben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536-9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达娜（Dana）具有强烈的竞争精神，
没有什么比在跑步比赛中击败萨利姆
（Salim）更让她高兴的了。 达娜的父
母总是鼓励她吃健康的食物，所以当
达娜看到她的同学们每天都吃垃圾食
品时，她决定改变他们的行为。
达娜开始宣传并且提高人们对健康食
品的认识，但未得到店主的任何响
应 。
她决定在村里开一家蔬果店，但市政
委员会委员告诉她，她不能开蔬果
店；她正面临人生中最大的挑战……

同意
作者：Jason Ben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537-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露露（Lulu）非常喜欢狗。她喜欢带着
她那只毛茸茸的大狗Shimo去郊游。当
法拉（Farah）小姐向她求助时，露露
意识到她可以把自己的爱好用于赚钱和
帮助别人。所以，很快她就在工作中运
用了自己的技能。但当她犯了一个错误
时，她不得不做出一些关键的决定。

我得了100分，我失去理智了
作者：Shibnam Guler Kara Je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264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哦，天哪…
上学真好啊！

我的新邻居
作者：Sahar Naja Mahfouz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8-110-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个故事讲述了邻居们之间的和
谐、友爱和互助，以及当乌姆·艾曼
（Umm Ayman）见到他的儿子和他
的外国妻子带着孩子回到家乡与新朋
友索利娜（Solina）见面时的喜悦。

肯定创意
作者：Jason Ben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551-2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当计算机俱乐部比赛宣布时，马吉德
（Majid）和他的朋友们用他们所有的
编程技巧赢得了比赛。马吉德在创建
他的游戏原型之前就开始搜索当前的
计算机游戏。

谁砍了我的树？
作者：Jikar Khurshi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8-109-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拉米娅（Ramia）热爱大自然，她坐在
一棵松树下，一边听着鸟儿叽叽喳喳
的叫声，一边读着五她那颜六色的书
中的故事。
一天早上，拉米娅没有找到她的那颗
松树，感到非常难过，因此决定寻找
砍树的人，责备他一顿。 



智慧创意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智慧创意书店于2015年在阿布都扎比成立，
致力于销售教具、书籍和文具。2017年更名
为智慧创意图书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出版和
发行书籍并销售教具。

T: +971 2 666 7166

charbelkhawand@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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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事也可能有好的一面
作者：Nura Ali Nasib Al-Balus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33-23-141-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名木匠靠他的木工作坊谋生。当火
烧毁了他的作坊，他觉得自己失去了
一切。因此，他的妻子鼓励他寻找希
望，克服火灾的磨难。结果，他变成
了一位拥有工厂的富人。
教训：一切我们视为不好的东西并非
都是坏事，我们以为的坏事可能也存
在着好的一面。”

为什么他们说不？
作者：Nura Ali Nasib Al-Balus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33-23-138-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穆罕默德（Muhammad）是一个尊
重父母意见，从不违背父母命令的男
孩。当他看到他表哥有一辆自行车
时，他也让父亲给他买一辆，但是父
亲拒绝了，因为父亲认为骑自行车会
很危险。由于穆罕默德非常喜欢自行
车，便违抗父母的命令去骑他表弟的
自行车，然后一个悲剧发生了……
教训：父母不会拒绝孩子的要求，除
非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和安全考虑。 

坚强诚实之人
作者：Nura Ali Nasib Al-Balus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33-23-139-4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艾哈迈德（Ahmad）是一个坚强、诚
实的年轻人，他想和他的兄弟们一起
寻找工作。一个智者引导他们走上一
条充满考验的艰难、荆棘之路。所有
人中，艾哈迈德是唯一一个赢得了市
政统治权、财富和妻子的人。

欣德，聪明的那一个
作者：Nura Ali Nasib Al-Balus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33-23-137-0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一位母亲试图训练女儿们做家务，在
她训练大女儿和二女儿失败后，小女
儿欣德（Hind）完美地完成了家务，
并用一个巧妙的伎俩吸引了妹妹们的
参与。

当他们说“我们”
作者：Nura Ali Nasib Al-Balus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f933-23-140-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位父亲将他的财富分给了他的孩子
们，因为他的孩子们不同意他把钱交
给他们中的一个，随后这位父亲就去
四处谋生。
他的每个儿子都花光了所有的钱，然
后开始一直挨饿。后来他们意识到，
他们必须共同努力来维持健康。
教训：团结就是力量

希望卖主
作者：Nura Ali Nasib Al-Balus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142-4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智者给人们带来希望，却不求回报。
马塔尔（Matar）认为这个人无权向他
人索要钱财，但如果涉及这位智者，
人们就坚持非给不可。因此，马塔尔
感到困惑，从而找到智者，这位智者
指引他找到了希望。
教训：智慧、正确的言语和希望是成
功人生的基础，比当时付出的任何金
钱都更有价值。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手杖
作者：Nura Ali Nasib Al-Balus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27-99-5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雪琳娜（Shirina）在玩具店撞到了苏
海尔（Suhail），她的一些玩具被撞碎
后散落一地。她冲他大吼并且哭了起
来。她的母亲因此责备了她，当雪琳
娜去向苏海尔道歉时，却发现他是瞎
子，很是震惊。

书虫
作者：Nura Ali Nasib Al-Balus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33-16-136-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学生的故事，他热爱阅
读，被大家称为书虫。她变得知识渊
博，是学校知识测验的信息来源。她
读了很多书，写作技巧的得到了提
高，并在故事写作中赢得了第一名。 

胜利的喜悦
作者：Nura Ali Nasib Al-Balus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33-23-559-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萨利姆（Salim）有科学智慧；他热爱
发明家，而且经常观察他们工作。他
梦想成为一个能为科学领域做贡献、
为人类服务的发明家，于是他想到了
一个能够帮助父母寻找并且定位失踪
的孩子的发明。



Al Hudhud出版发行社
Al Hudhud出版发行社于2011年在迪拜成立，已迅速
成为阿联酋最具前景的出版社之一。Al Hudhud致力
于建立一个创新、智能的文学平台，通过知识建设，
紧跟本国发展步伐，为国家人民服务。本社在当地及
阿拉伯国家出版行业都享有盛誉。Al Hudhud主要出
版儿童和青少年领域的读物，这些领域的读物见证了
阿拉伯语的不断发展壮大，对阿拉伯世代产生了积极
深远的影响。

T: +971 4 295 2929

alhudhud.ua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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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企鹅
作者：Asma Al-Kitb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33-23-141-7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一群生活在迪拜滑雪场的企鹅决定从
迪拜到“利瓦椰枣节
”进行一次大冒险，寻找美味的椰枣。
这次旅行中，企鹅第一次看到了沙
漠，感受到了正午的烈日和夜晚的寒
风 。
企鹅还会遇到很多动物，比如骆驼，
还会遇到一个在沙漠里露营的家庭。
最终，经过长期的折磨，企鹅们来到
了利瓦。在这里，贝都因人得到了许
多惊喜，当然还有美味的椰枣。

两条鲸鱼
作者：Maitha Al-khayyat
国际标准书号：978-9933-16-136-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与勇敢的鲸鱼安塔尔（Antar）一
起冒险航行吧；他无暇懒散，一
直在海洋中游戈寻找巨型乌贼。
当他遇到鲸鱼阿布拉(Abla)时，他
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遇到她后，
他的生活会有怎样的改变呢？他
会因为她而放弃四处巡游吗？

梅穆（Maymun）与他的一百个气球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139-4
类别：教育儿童读物

简介：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男
孩带着五颜六色的气球和一次激发想
象力的冒险之旅。 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最宝贵的奖品不一定是镀金的东
西和宝石

投手架
作者：Aisha Al Has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558-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我喜欢陪父亲去集市，总有吸引我的
东西，但满架子的水罐能装什么呢？

太阳瓶
作者：Sahar Naja Mahfouz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27-99-5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孩子们在冰冷的帐篷里……
他们与云彩一起玩耍
向太阳歌唱，以便它再次升起
我决定开始一项新的任务
以我自己的方式
带给他们微笑
我该怎么做呢？”

海 Sindbad
作者：Ali Abdulqadir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138-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开始恐惧笼罩着我。看着船渐渐消
失，我感到了绝望，但我并没有屈服于
内心的恐惧，所以我决定在这个岛上寻
找任何能帮助我的人，直到我到达一个
巨大的白色圆顶。我观察了圆顶四周，
估算了它的周长，发现有五十步的距
离。我找不到圆顶的出入口，也爬不上
去，因为圆顶太滑了。”

迪诺拉夫（Dinoraf）
作者：Hisa Al-Muhair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142-4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个鸡蛋孵了出来，我们看看孵出来
的是什么呢？一只小鸡？……不！
一只乌龟？而是一只迪诺拉夫（di-
noraf）！那为什么叫它迪诺拉夫呢？

田野的蝴蝶
作者: Umniah Al Umran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137-0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当一只美丽的蝴蝶轻盈优雅地飞向小
溪时，她的朋友花儿们警告她，当心
有危险。但是，蝴蝶无视花儿们的劝
告，继续向前飞……
她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事？

Huraiz
作者：Rashid Al Mansur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140-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胡莱兹（Huraiz）的故事发生在一个
充满秘密组织和团体的世界里，这些
组织和团体自古以来就一直在黑暗的
掩护下互相斗争，以控制和摧毁人
类。忠诚的捍卫者迎接挑战，与黑暗
抗争。到目前为止，他们成功的战胜
了黑暗势力，黑暗无法摧毁光明。

大脚兽
作者：Shimaa Al Husn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559-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阿鲁什（Allush）被他的同学们惹恼
了，因为他们用令人讨厌的名字称呼
他，而且取笑他。但他们的行为将揭
示阿鲁什隐藏的秘密。那是什么秘密
呢？他又将如何面对他的同伴呢？



Sadiqat出版发行社
Sadiqat出版儿童、青年和成人书籍。本社成立的初衷
是为了出版那些谈及年轻女性的书籍，因为针对这一
部分读者的书籍匮乏。Sadiqat与一些阿拉伯作家合
作, 出版了所有与著名的思想和行为文化有关的书籍, 
这类书籍满足了当代男女青年的需要。

T: +971 52 973 0017

sadeeqat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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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至极
作者：Usama Kamil Allal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0-944-7
类别：健康

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健康的书籍，指导年
轻的女孩和男孩如何通过吃健康食
品来保持健康和拥有理想的体重。

两个朋友
作者：Saliha Ghabis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188-9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这是关于两个朋友娜达(Nada)和胡达
(Huda)的故事，他们有着非常好的友
谊，但由于鲁莽的行为，这段友谊几
乎崩溃了。

爸爸妈妈：为什么不住在一个房子里
作者：Fadhil Al-Naqb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32-9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一个在父母离异后生活在痛苦
中的孩子，在努力与社会共存
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挑战。

我房间里隐藏的声音
作者：ZaKiyah Al-Sarraf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56-5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他醒来，在他凌乱的房间里听到一个
声音。那是什么？
是猫在床下喵喵叫，还是悲伤的小鸟
的叫声，还是别的什么声音？

我妹妹的目的
作者：Saliha Ghabis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699-4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淘气的女孩，她
给总是给姐姐添麻烦，但是两姐妹之
间的关系在姐姐的关爱下得到了加
强。

牛仔
作者：Ibrahim Ahmad Maghfur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224-7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这个故事讲述给予、宽容、善意的重要
性以及所有这些对社会的影响。

哈曼达与贴画团队
作者：Saliha Ghabis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712-6
类别：青少年书籍-自我发展

简介：
一个发现自己是各种彩色织物的小女
孩，在回到自己的画作之前，与这些
织物在太空中生活在一起的故事与冒
险经历。”

失分
作者：Saliha Ghabis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190-2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从马斯拉在阿拉伯语言世界的冒
险，一系列教育有趣的故事。英
雄人物是玛莎拉和马卢玛（信
息），他们进行了许多冒险，以
发现和纠正常见的语言错误。

纸张终于迎来了喜悦
作者：Saliha Ghabis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0-943-0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这个故事根据把每种类型的垃圾放在指
定的地方，讲述纸张回收的重要性。

粉与蓝
作者：Saliha Ghabis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27-99-5
类别：青少年书籍-自我发展

简介：
写给年轻女孩和男孩的信和故事，表
达他们的现实和梦想，鼓励他们提问
并寻找满意的答案。



Kuttab出版发行社
Kuttab是一家阿联酋出版社，于2010年8月在迪拜酋
长国成立。本社负责印刷和发行阿联酋作家的作品，
无论这些作家在阿联酋与否。

Kuttab为阿联酋文学、历史、遗产和讽刺文学领域的
青年天才作家精选出版。Kuttab拥有一家闻名的文化
咖啡馆供作家和读者见面，这是阿联酋首家文化咖啡
馆。

本社已出版书籍150多本，其中最著名的是阿联酋副总
统兼总理，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
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
toum)殿下的《思想的闪光》。

T: +971 2 6584 403

F: +971 2 6584 404

info@kuttab.ae

www.kuttab.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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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我和山姆大叔
作者：Jamal Al-Shihi
国际标准书号：978-0997-56-550-8
类别：旅游写作

简介：
《我和山姆大叔》一书很好的结合了
游记文学和回忆录文学，风格轻快，
有时还带有讽刺意味，贴近读者。作
者还着重于书中提到的每一个州的历
史和地理方面。

思想的闪光
作者：Mohammed bin Rashid 
A l -Mak t o u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0-111-3
类别：自我管理与发展

简介：
本书总结了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
德·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殿下在2013年2
月举行的政府首脑会议上的对话。本
书论述了管理、领导力、个人生活以
及殿下对成功的构想等各个方面。
本书还涉及在对话期间提出的许多其
他问题。在这本书中，殿下向年轻一
代——殿下赖以建设国家和维护国家
统一与安全的一代——致辞。《思想
的闪光》主要讲述了以一种简化和迅
速的方式加强行政方面的行政视野。扎耶德与阿联酋，建立联盟国

作者：Yousif Muhammad Al-Madfaa
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0-283-1
类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历史

简介：
在这本书中，作者谈到谢赫·扎耶德·
本·苏丹·阿勒纳哈扬（Sheikh Zayed 
bin Sultan Al Nahyan）在建设阿联
酋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为建立
联盟国和建立其支柱所作的艰苦努
力，以便生活在阿联酋土地上的每个
人民都能过上奢华而安全的生活。

Zayed，超凡脱俗的个性
作者：Ali Abu Al-Ris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876-6
类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历史

简介：
本书总结了已故的谢赫·扎耶德
（Sheikh Zayed）最突出的个人
品质，回顾了他在各种阿拉伯和
区域问题上的伟大举止和态度，
以及他在关键局势中的智慧和决
心。本书还谈到了他对培养年轻
人的兴趣，向他们灌输价值观、
原则、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

小淘气的日记
作者：Jamal Al Shihi, Muhammad Khamis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093-0
类别：儿童文学

简介：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适合
8-15岁的少年阅读。这个故事讲
的是费萨尔（Faisal），一个爱冒
险的淘气男孩，由于无法很好地
计算后果，他遇到了不少麻烦。

22天的环球之旅
作者：Muhammad Al Murr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0-943-0
类别：旅游写作

简介：
作者讲述了他22天的环游世界的经历。
这次旅行背后有许多动机和背景，他们
这次经历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职务：社会领袖 
作者：Ibrahim Al-Dubil博士、Abdul 
Rahman Sharaf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3-395-7
类别：自我管理与发展

简介：
本书反映了社会领导人的集体和
志愿工作，这些工作有助于实现
他们的愿望，解决他们的许多问
题，把他们带到卓越的最高境界。

在一杯茶的陪伴下
作者：Sajid Al-Abdal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0-976-8
类别：自我管理与发展

简介：
本书包含了作者在其人生的各个阶
段所写的观察、沉思和思考的集
合。本书主要针对那些寻求希望，
乐观和积极的人。 书中列举了成
功的案例，通过感人且有目的性
的短篇小说和一些智慧来实现。 

阿联酋先锋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874-2
类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历史

简介：
本书包含了43位杰出人士鼓舞人
心的成功故事。它将带你与荣誉
者一起踏上一段快速的旅程，了
解他们富有挑战性的生活和旅途以
及他们因热爱祖国而作出的牺牲，
去将他们的故事转变为历史成就。

扎耶德，从阿莱茵市到联盟领袖 
作者：Rashid Abdullah Al-Nuaim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3-76-566-3
类别：传记 

简介：
本书介绍了领导人谢赫·扎耶德
（Sheikh Zayed）从他在东部地区的
青年时期到建国初期所面临的挑战的
历史进程。本书还介绍了谢赫·扎耶德
殿下的社会发展哲学，也解释了他天
才性格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帮助他
解决了政治和人道主义问题。本书的
最后一章谈到了谢赫·扎耶德宗教方面
的个性。



Kalimat出版发行社
Kalimat是阿联酋首家致力于出版阿拉伯儿童书籍的出版社，
于2007年在沙迦酋长国成立，随后扩大至其他出版领域的
出版社，其中包括旨在支持阿拉伯儿童早期教育的‘Huruf’
。“Riwayat”致力于提高儿童的阿拉伯语水平，专门出版阿
拉伯文学翻译作品。“ Comics”专门出版各种漫画：故事，
小说和其他阿拉伯语作品。此外还有具战略合作关系的“ 
Kalimat -Quarto”，重点出版发行各阿拉伯语相关公司的出
版物。

Kalimat自成立以来，已在16个国家发行图书。该集团出版了
400多种出版物，其中许多曾获得阿拉伯和国际奖项，为此
引以为傲。自成立以来，该集团已与120多名阿拉伯和世界
知名作家合作。迄今为止，已将50多本阿拉伯语书籍译成其
他语言。

T: +971 6 556 6696

F: +971 6 556 6691

mona@kalimat.ae

www.kalimat.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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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就是力量
作者：Abir Ballan
国际标准书号：978-0997-15-812-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本书歌颂阿联酋国庆节，侧重讲述
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理念。一个男孩
和他的家人和祖父母在遗产村度过了
一天，他们在那里享受着许多反映阿
联酋传统的活动。

标题：Ibn Khaldun
作者：Fatima Sharaf Al -Di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136-1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本书是《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个系
列丛书的一部分，庆贺了伟大的阿拉伯
历史人物。本书揭示了阿拉伯哲学家、
政治家和学者、社会学的创始人伊本·
卡尔杜恩（Ibn Khaldoun）的生活。

绿色辫子
作者：Mohannad Al-Aques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93-4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阿马尔（Amal）是一个简单朴实的
女孩，她失去了所有的头发；“她银
色的”头变得奇怪起来。阿马尔和她
母亲一起卖野花，业余时间，她就画
画，画有头发的头和没头发的头。由
于她独特的头发，她过着美好的冒险
生活。后来她的头发开始逐渐长起来
了；有了爱，她可以战胜疾病

不要打开这本书
作者：Fatima Sharaf Al-Di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3-20-210-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本书包含了两个故事。它以手风琴
的形式产生。这个故事一方面是关
于：《不要打开这本书》的目的是通
过回忆经典童话故事中的童话人物来
增强孩子的想象力，这会增加他的自
信心。《当我打开这本书时》这个故
事为孩子提供了一个安全和熟悉的环
境，并伴随着一种安全感和快乐感。

可爱的艾哈迈德
作者：Marwa Al-Aqrub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5-811-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艾哈迈德（Ahmad）梦想着他和
他的妹妹在他们祖母童年的时候
遇到她，祖母向他们展示了在她
那个时代存在的地方，同时唱着
阿联酋的传统歌曲。建议每个家庭
把这本书加到孩子的故事集里。

娃娃书系列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5-207-3
类别：教育类儿童读物

简介：
一本关于洋娃娃陪伴公鸡的书；该系
列书籍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为幼儿
提供了有关动物的信息。 

熄灯
作者：Maitha Al-Khayyat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349-8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乌玛尔（Umar）住在一个农场里，
那里饲养着许多家畜。 夜幕降临时，
他无法入睡，因此他尝试与小动物玩
耍，但它们的母亲拒绝唤醒它们。 当
牛，鸭和骆驼经过他的时候，乌马尔
会教读者小动物们的名字和它们的发
出的声音。

神父苏丹
作者: Saliha Ghabish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22-350-4
类别: 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沙迦统治者苏尔坦·本·
穆罕默德·卡西米（Sheikh Dr. Sul-
tan bin Mohamed Al Qasimi）殿下
的传记简介。本传记讲述了他在人生
各个阶段的杰出个性，并突出了他多
年来在科学学科和学生生活（如体
育、绘画等）中的卓越表现。本书
还侧重于他的人文主义态度和伟大
的道德风范，以及他对科学和知识
的热情，这在今天他对科学，艺术
和文化活动的支持中得到了体现。 

神父扎耶德
作者: Saliha Ghabish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16-069-4
类别: 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国家之父谢赫·扎耶德
（Sheikh Zayed）殿下的传记。谢赫·
扎耶德不仅是一位普通的政治领袖，而
且是一位团结了整个国家、对未来有远
见的人，是一位过着简单的生活、热爱
知识和工作、并设法领导和团结了酋长
国的贝都因诗人。 

像牵制你的马一样牵制住你的舌头
作者：Fatima Sharaf Al-Di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3-645-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本文是一组类似于绕口令的短语和句
子。这些短语大多是人们常用的口
语，通常用于具有挑战性和娱乐性的
文字游戏中，在这个游戏中参与者试
图快速重复几次这些短语。这些词也
被用来训练正确的发音。



Medad出版发行社
Medad 出版发行社成立于迪拜酋长国，在2016年沙迦
国际书展上获得本地最佳出版奖。

Medad是一家新成立不久的阿联酋出版社，追求卓
越，旨在通过支持最具前景的一代文人墨客、作家和
作者，在不同的文学领域对他们进行培训和锤炼，从
而实现阿联酋知识生产体系的一次飞跃。

T: +971 4 331 6531

info@medadpublishing.com

www.medadpublish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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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曼苏尔的日本之旅
作者：Jawaher Al-Muhair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90-3
类别：游记

简介：
本书中，阿联酋作家贾瓦赫尔·穆海里
（Jawaher Al Muhairi）与著名的阿
联酋人物曼苏尔·亚巴尼（Mansour Al 
Yabani）（曼苏尔是一位日本人）将
讨论日本和阿联酋人民之间的差异、
共同的习俗和传统以及日本生活的各
个方面。

思考、表达与行动
作者：Iman Mirdas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177-6
类别：传记

简介：
研究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
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殿下的领导人
格是突显发展、规划和执行的一种方
式。 
这本书揭示了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
德·阿勒马克图姆殿下在各个领域取得
的成就，也提醒人们注意谢赫·穆罕默
德的远见，表明在不同的福利、进步
和稳定水平上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是
一种卓越见解和决心的真挚映射。 

Souk Naif
作者：Ubaid Ibrahim Bu Melh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71-8
类别：小说

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奈夫地区（Naif Area）
过去和现在的小说；它过去的样子和
今天的样子。阿联酋小说家乌拜德·
布·梅尔哈（Ubaid Bu Melha）记录了
一些事件、人物和地点，描述了地点
和人随时间的变迁。他记录了历史事
件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回忆录。

创作持效性
作者：Muhsun Al-Ramli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28-6
类别：文学

简介：
已故的小说家哈桑·穆特拉克（Hassan 
Mutlaq），小说《Dabada》的作者在
本书中谈到了小说创作的哲学，也表
达了他对意识和感知的思考。

我没有失败2
作者：Maryam Al-Balus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464-7
类别：自我发展

简介：
一本关于自我发展和激励的书籍，
论述了2010年代表团在国际民用
航空组织（一个联合国组织）任职
期间，谈到了作者在知识面向全
球化期间面对不同国籍的挑战。

Al Fareej
作者：Ibrahim Mohammed Bu Melh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430-2
类别：历史

简介：
一本关于迪拜和阿联酋酋长国的书
籍；本书主要讲述了过去各种形式的
生活和Fareej（社区）的社会角色。这
本书还讨论了酋长国社会的习俗和传
统（追踪到学校着装-爱好-阿联酋方
言、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这本
书是迪拜Fareej遗产的生动见证。

Arabish（Ankarizah）
作者：Nawal Ha法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261-2
类别：小说

简介：
在这个故事中，Mais Al-Rim Al-Ad-
nani回忆起具备资格的人去到一个安
全的小国（科威特），在那里发现了
黑金，并开始为该国带来现代生活，
使其文明化，且领先于海湾邻国。 

黑暗简介
作者：Amir Taj Assir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36-1
类别：小说

简介：
是一本由苏丹小说家阿米尔·塔吉·
阿西尔（Amir Taj Assir）撰写的
小说，讲这述了铁匠成为文化大
臣的故事， 描绘了他从一个单纯
的人物到大臣的人生巨变。 作者
叙述了主人翁目睹的一些重要事
件，包括一些有趣和滑稽的场景。

我的祖国就是我的身份
作者：Talal Al-Falt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2-740-7
类别：阿联酋

简介：
这本书论述了祖国和民族身份的概念
及其组成部分和价值观。本书还讲述
了各机构在促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身份、归属感和忠诚度方面的作用。

水的记忆
作者：Wassini El A’arj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
730-0
类别：小说

简介：
这是一本阿尔及利亚小说家（Was-
sini El A’arj）的个人传记，传记
中他谈到了当时武装恐怖组织在他
国家的各个方面的统治地位，以
及他在远离家人时所忍受的痛苦



Maraya印刷出版发行社
Maraya印刷出版发行社成立于2012年。该社为各领
域提供出版发行服务，为私有图书馆提供各种出版
物。Maraya印刷出版发行社侧重于出版历史和宗谱类以
及其他与阿联酋相关的主题作品。本社出版了一些专门
针对儿童的读物。 Maraya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和阿曼苏丹国的代理。

T: +971 6 740 7388

marayabooks@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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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残疾
作者：Eid Sala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9-555-2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法瓦兹（Fawaz）从那只鸟是如何经过
多次尝试和巨大努力才成功筑巢的经历
中学到了很多。法瓦兹发现，工作和毅
力是取得成功和杰出成就的基础。

奖励
作者：Eid Sala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03-9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我们故事的主题是关于精力和懒惰之
间的区别。法瑞丝(Faris)很快就发现
了其中的区别！他知道他们之间的巨
大差异，并保守自己成功的秘密！

小兔子、阿努布和狐狸
作者：开斋节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9-545-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如果谎言可以保全一些东西，那么真相
就能保全更多——这个道理是朋友们在
捡到一枚路人掉落的戒指后发现的。

小老鼠家族
作者：Maryam Al-Refa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00-8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个故事讲述了父母尊重的重要性，
因为父母比其他人更了解什么对自己
的孩子有好处。这就是小老鼠哈本
（Habun）和拉本（Labun）会发现的

仁慈的国王
作者：Eid Sala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02-2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位对自己的子民明智且友善的国
王，迷失在了丛林中，他发现人们因
为他的正义和勇气而爱戴和拥护他。

羔羊，法罕
作者：Maryam Al-Rifa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299-5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羔羊的故事，证明了陌
生人的合作和毅力及陌生人的不可
信；一个讲述未经父母允许不要出门
的故事。

Reem和魔法笔
作者：Maryam Refa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05-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个关于工作和毅力的故事；在这
个故事中，一个叫Rim的女孩发现
是魔法笔在真正的工作和努力，因
为它们能让学生实现自己的目标。

涂色本
作者：Muhammad Majd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8-131-7
类别：涂色本

简介：
涂色本有助于成人克服压力，培养耐
力和毅力。

来自Haq Al-Laila
作者：Inas Abdul Hami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3-981-2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个有关阿拉伯海湾地区，Haq 
Al-Leila的民间传统故事，一个在沙班
（回历）的午夜举行的庆祝活动，活动
期间孩子们穿着他们最漂亮的衣服，四
处拜访邻里，收集糖果和坚果袋。

合作
作者：Eid Sala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9-556-9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小公鸡发现，合作和共同工作总比单
独工作要好；这一切使他远离了危
险，因为当狐狸追捕他时，他会感到
害怕和颤抖--然后害怕地回到母亲身
边。



Maalim印刷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Maalim除了向阿联酋市场的图书馆、书屋、参加当地
和阿拉伯展览的教育和文化中心分发图书外，旨在通过
出版具文化价值和扣社会主题的阿拉伯书籍来促进印
刷，出版和发行业，以适应整个阿拉伯市场，尤其是阿
联酋市场的需求。

T: +971 4 262 6301

info@maale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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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作者：Safiya Haydar Ahma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667-9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个女孩问在她睡觉后家人都做些什
么……

Latifah Al-Khafifa
作者：Hissa Al-Awad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670-9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来自老房子的海湾遗产…… 至理名言

作者：Nasser Ass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3-76-870-0
类别：文学

简介：
本书囊括了许多人们常见的名言；提
供了关于人生的精彩论述和表达。

我们洗个澡吧
作者：Sahar Aas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672-3
类别：儿童教育类书籍

简介：
乐趣是教育学前儿童和幼儿园孩子的
最佳方式之一。这本书就像《让我们
一起开心得玩》系列中的每一本书一
样，旨在鼓励孩子们玩耍、想象和同
时也学习。

世界作家词典
作者：Shawqi Muhammad Abbud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3-76-780-0
类别：文学-词典

简介：
一本国际作家词典，收录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550多位作家的资料……

儿歌中的动物世界
作者: Hana Farah Halahil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3-76-988-2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针对动物世界的儿童歌词

我的动物图集
作者：Hanadi Mazbud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8-77-9
类别：儿童读物-图册

简介：
这本书是对动物王国的一次引人入胜
的介绍，也是了解动物多样性和理
解保护动物的重要性的工具。该书
呈现的了300多种惊奇的动物图像。

幼儿园1
作者：Nasab Bu Fakhr Al-Di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3-76-892-2
类别：儿童教育类图书

简介：
这是一套专为教授儿童字母和数字而
设计的图书。它包括一本书写本和一
本数学和阅读练习本。该套图书遵循
明确且经批准认可的课程设置；充满
了插图练习且附有有趣的贴纸活动

阿布迪，杰出的孩子
作者：Mirna Al Barraj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76-77-7
类别：儿童教育类图书

简介：
有关孩子出生迹象的实用教育故事

水是生命之源
作者：Salwa Musabbah Al-Suwaid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9-587-3
类别：儿童教育类图书

简介：
我们都知道水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
性；它是生命的起源。《水是生命之
源》是一本有趣的插图书。



Jerboa 图书
Jerboa 图书是一家出版商，致力于出版高品质的儿童
读物，着重介绍阿拉伯文化，遗产和野生动植物。重
要的是，这些书会很有趣，并且会鼓励孩子们阅读，
不管是用阿拉伯语还是英语。我们的出版计划包括原
创小说、民间故事、资讯信息和历史书籍，均以两种
语言版本呈现。

T: +971 4 2974 321

laith.shake@magru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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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作者：Yusif Kh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4-717-7
类别：儿童读物-歌词

简介：
这是一本儿童音乐书，包括英文歌曲
和英文赞美诗，皆为表达对阿联酋的
爱。

爱樱桃的蕾拉
作者：Aniko Brauner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85-993-2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莱拉（Leila），一只淘气的长颈
鹿，她喜欢樱桃。游戏管理员拉希德
（Rashid）也是。但岛上只有一棵樱
桃树，这两个人就住在那里。那么问
题就来了。这可是个大问题。但是，
突然，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莱拉和拉希德成了最好的朋友。

骆驼的选美大赛
作者：Marilyn Sheffiel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85-623-3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骆驼卡米拉（Kamilla）的主人带她参
加了一场选美比赛。 在比赛中，她发
现了许多美丽的骆驼。 她认为它们比
她更美丽，但法官不仅在看谁长得好
看，而且在看谁有美丽的个性。 卡米
拉（Kamilla）具备获胜的条件吗？

开斋节快乐
作者：Salwa Kapital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557-0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开斋节是一个欢乐和有趣的日子。这个
故事描述了开斋节的气氛和庆祝活动。

奥马尔的山羊
作者: Kathy Hoopman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85-992-5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当奥马尔（Omar）每天出去放牧山羊
的时候，看到周围到处都是垃圾，他
感到很恶心，所以他试图改善现状，
保护好自己的环境。

小驼峰骆驼
作者：Rawdah Al-Halam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553-2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有时我们觉得我们在错误的地方；我
们与他人不同。小驼峰骆驼想看起来
与其他骆驼相同！

Galagolia 
作者： 迪拜阿布胡尔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4-721-4
类别：青少年读物

简介：
阿联酋女孩迪拜阿布胡尔(Dubai Abul-
houl)在迪拜为青少年写的第一部小说。 

贾马尔之旅
作者：Michael Forem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2-793-3
类别：儿童读物-小说

简介：
这是一个由曾两次获得格林威奖的Mi-
chael Foreman翻译的故事……故事
讲的是一只名叫贾马尔(Jamal)的小骆
驼，他不得不走啊走，不停的走，穿
过沙漠来到迪拜，在那里他将遇到友
谊和经历冒险！

逃跑的骆驼
作者：Julia Johnso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2-619-6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一个关于一只骆驼在迪拜走丢后，混
入广场上的骆驼雕像的故事

杰米拉，白色猎鹰
作者：Mirjam Ricarda Hampel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85-982-6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当杰米拉（Jamila）参加空中速度比
赛时，他会感到更加兴奋和激动。这
是一个关于猎鹰的有趣故事。



大学书屋
大学书屋于1970年在阿布扎比成立，是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和阿拉伯国家领先的书店之一。本书店旨在传
播科学、知识，推动阿拉伯人民迎接时代的挑战，同
时维护阿拉伯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希望成为行业主导
者，具备足够的资格销售数以千计的书籍和教育工具。

T: +971 2 642 2510

unibookshop@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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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
作者：Muhammad Abdulaziz Al Ha法i
国际标准书号：622-2008-91-528-3
类别：青年科学

简介：
一本面向年轻人的科学书籍，为所有
家庭成员提供信息和与生活相关的有
价值的话题

Abjad - 1级
作者：阿拉伯语言保护协会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755-7
类别：教育类图书

简介：
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
阿拉伯语语音知识。

我自己的方式
作者：Nabila Abbas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3-76-545-7
类别：烹饪书

简介：
这本书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食谱，将东
方菜肴与不同文明的菜肴相结合。

Abjad - 2级
作者：阿拉伯语言保护协会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756-4
类别：教育类图书

简介：
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
阿拉伯语语音知识。

Abjad 3级
作者：阿拉伯语言保护协会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757-1
类别：教育类

简介：
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
阿拉伯语语音知识。

生态平衡
作者：Muhammad Abdulaziz Al Ha法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52-137-5
类别：青年科学

简介：
一本面向年轻人的科学书籍，为所有
家庭成员提供信息和与生活相关的有
价值的话题。

Abjad 4级
作者：阿拉伯语言保护协会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758-8
类别：教育类

简介：
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
阿拉伯语语音知识。

创新印记
作者：Hamdan Al-Amir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0-768-9
类别：故事与思想

简介：
一位有前途的阿联酋作家的故事和思
想。

12500个问答
作者：Seham Ibrahim Mahmou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3-76-620-1
类别：信息

简介：
本书包含来自知识、文学、伊斯兰知
识、人物、政治和经济、艺术等各个
领域的各种信息。

Abjad 5级
作者：阿拉伯语言保护协会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759-5
类别：教育类

简介：
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
阿拉伯语语音知识。



Alsafa 书屋
T: +971 2 644 5053

safabook@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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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有所用
作者：Suheir Al-Samm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394-4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有一把刀，它发现自己在厨房里做的
工作并没有用。吃东西不再需要切割
或剥皮……然后它意识到它在准备食
物的过程中非常重要。

舒适的语言
作者：Walid Abdul majid Ibrah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3-53-450-9
类别：名言警句

简介：
智慧存于万物；它使我们看得更通
透 。

不断尝试直至成功
作者：Suheir Al-Samm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380-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辆小轿车正试图开上山，但总是害
怕开不上去。下定决心之后，他终于
将这辆车成功地开到了山顶，为此兴
奋不已。

口语词汇简编词典
作者：Falih Handhal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192-7
类别：词典

简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口语词汇简编词典
根据高标准的准确性和分类记录了阿
联酋方言。

智慧的老师与学生
作者：Ansam Jamil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392-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个富裕的学生想戏弄一个贫穷的孩
子，所以他用快乐取代了玩笑。

13岁男孩
作者：Asma Muhamma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33-53-405-9
类别：小说

简介：
一个13岁的男孩在爱与为家人报仇之
间迷失了方向。他生活在困惑中，忽
略了童年和纯真的意义。

苏丹与七星
作者：Ansam Jamil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557-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苏丹看到一个巨人进入村
庄，于是他急忙寻求他人
的帮助，以驱赶这个巨人。

1001个智慧
作者：Hisham Awad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33-42-556-2
类别：名言

简介：
伟大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智慧、学者和
古代智者名言以及更多内容。

法尔汉实现了他的梦想
作者：Ansam Jamil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603-7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法尔汉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
员；坚定决心后，通过训练他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球员，并与
他的球队一起赢得了胜利……

哈立德与小鸟
作者：安萨姆贾米尔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556-6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哈立德（Khalid）的父亲给他买了一
只鸟，关在笼子里。哈立德很喜欢这
只鸟。一天，哈立德放飞了这只鸟，
此后它再也没有飞回来。哈立德起
初很伤心，但当他看到鸟儿高兴地从
笼子里飞出来时，他也高兴起来。



Dar Al Hafez 书屋
Dar Al Hafiz出版社是一家阿联酋出版机构，于2012年在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立，成为了阿联酋的主要出版社。

Dar Al Hafiz 旨在为图书市场提供除小说、教科书等出版
物以外，还可满足社区在诸如科学，社会研究，语言学，
法律等主要知识领域需求的出版物。

T: +971 4 254 5011

daralhaffez@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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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足球运动员合同期满
作者：Abdul Razzaq Faruq Saflu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07-7
类别：法律

简介：
本书是由阿联酋足球联合会的法律顾
问编写，书中解释了有关阿联酋球员
招募的法律。

行政决定逐渐失效
作者：Faisal Abdul Hafiz 
Al Shawabkih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3-646-0
类别：法律

简介：
这是一本学术书籍，几乎是阿联酋同
类书籍中的第一本出版的。本书讨论
了最近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行政决
定的无效性。本书包括由联邦最高法
院和迪拜最高上诉法院颁布的阿联酋
最新判例法。非法竞争

作者：Khalid Ali Abdullah Al Mansur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9-624-5
类别：法律

简介：
这是一本法律学术书，作者在书中讨
论了商人之间的竞争问题，特别是由
于竞争而产生的非法竞争。该书对阿
联酋商业法与阿拉伯国家的某些法律
进行了比较。

和平利用核能的刑事保护
作者：Said Ali Sai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546-8
类别：法律

简介：
这本学术书讨论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的一个新问题，这将成为学术机构的
话题。该书介绍了核能的和平利用以
及随后基于阿联酋法律的刑事保护。

伊斯兰经济学研究
作者：Salem Said Al-Na’ur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23-7
类别：法律

简介：
本学术书籍包含了9项关于伊斯兰
经济各个方面的研究，表明伊斯
兰经济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具有效
性，以及伊斯兰经济如何在各个
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真正意义。

劳动法
作者：Muhammad Basil Al-Hafiz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8-83-0
类别：法律

简介：
这本专业学术书详细介绍了阿联酋劳
动法, 还提供了截至2017年2月的所有
决定和法令以及最新的修正案。该书
解释了工人和雇主的权利和义务，以
及从签订合同到员工服务结束期间的
劳资关系问题。 

法律诉讼的追溯效力
作者：Nury Muhammad Khatir教授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97-93-6
类别：法律

简介：
本书是一篇论文，关于一个非常重要
的法律话题。笔者以一种绝妙的学术
方式将其呈现，为法学研究生提供了
参考。作者是阿联酋大学法学院的首
批教授之一。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
作者：Said Hassan Muhammad Balhaj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260-5
类别：法律

简介：
这本书是一篇学术论文，讨论了《阿
联酋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即提起刑事诉讼的公诉权范围。



Dar  
Al Fadhela 
书屋 T: +971 4 265 7211

unibookshop@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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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本·哈尔登的1000个事实
作者：Ashraf Mohammed Al-Wahsh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297-520-6
类别：一般信息

简介：
本书讲述了宇宙文明的一位杰出人
物。他死后六个世纪，对世界各地都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仍然占据着人
们的思想，特别是他的“Muqaddimah”
，介绍了伊本·哈尔登（Ibn Khaldun)。

阿拉伯世界的文学沙龙
作者：Ahmed Sayed Hamed Al-Barjal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5155-14-6
类别：文学

简介：
这本书涉及阿拉伯地区的文学沙龙及
其其在文艺复兴中的作用。作者对沙
龙进行了界定，并介绍了沙龙的起
源。然后，他谈到了女性在这些沙龙
中的作用，并提到了一些非常著名的
女性沙龙，如Nazili Fadil和May Ziade
的沙龙。

海盗的历史
作者：Yatsik Makovsky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5155-06-1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著名的波兰记者和作家Yatsik Ma-
kovsky试图在本书中呈现一个关于主
要时期的所有海盗事件的画面。事件
发生的时间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代。

谚语背后的故事
作者：Ahmed Sayyid Hamid Al-Barjal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297-509-9
类别：谚语

简介：
本书包含了一大堆优美的阿拉伯谚
语，给出了每个故事的起源。本书旨
在突出阿拉伯语言的美，它永恒的故
事以及它绝妙的谚语。

有关东方主义和东方主义者的1000个事实
作者：Hani Muhammad Hamid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297-524-2
类别：一般信息

简介：
有关东方主义和东方主义者的1000个
事实，包括东方主义的定义、起源及
其发展，东方主义和殖民化，东方主
义和犹太人，以及东方主义的动机和
目标。

关于历史教育的1000个事实
作者：Nabil Abu Al-Qassim
书号：978-977-297-524-2
类别：一般信息

简介：
本书提供了全面的历史教育，讲述了其
在该地区的历史发展以及该领域主要人
物的观点。本书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重
要参考书籍。

21世纪世界作家百科全书
作者：Mahmud Qass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297-524-2
类别：百科全书

简介：
这部百科全书收录了21世纪世界上最
重要的作家。其中许多作家获得了诺
贝尔文学奖等重大文学奖。

关于阿拉伯语的1000个事实
作者：Ahmad Sayyid Hamid  
Al-Barjal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297-507-5
类别：一般信息

简介：
本书是关于阿拉伯语的1000个事实，
阿拉伯语的起源与发展以及阿拉伯语
言学科如语法、形态学、修辞学、口
才学、语音学、文学和诗歌。

热衷于书籍，痴迷于阅读
作者：Walid Taha Ashur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297-527-3
类别：书籍与阅读

简介：
这是与世界名流、创新者和领导者的一
次激动人心的旅行，我们通过这次旅行
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个人生活、阅读
和写作习惯，并且接近他们的天才思
想，因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对书籍的热
情、对写作的痴迷以及他们与书籍的有
趣情节。

有关安达卢斯的1000个事实 
作者：Ahmad Sayyid Hamid Al-Barjal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297-522-8
类别：信息

简介：
关于安达卢斯（Andalus）的一千个事
实, 从伊斯兰国的建立到其文明的衰落



Maktabti印刷出版发行社
该阿联酋出版社于2012年在沙迦成立。本社通过一系
列实用且多样化的出版物丰富了阿联酋和阿拉伯国家
的文化主题，这些出版物吸引了阿联酋和阿拉伯社会
各阶层。

T: +971 50 373 3948

maktbtysharjah@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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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玛爱她的学校
作者：Manal Fahmi Mahjub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37-4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本幼儿故事集，通过讲述拉玛
（Rama）和她的兄弟马吉德(Majd)的
故事，教导幼儿良好的行为准则。

如何照顾自己
作者：Alaa Jud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772-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一本针对儿童（8岁以上）的教育类
书籍，教他们如何照顾自己，保持
清洁、健康和美丽，并照顾自己的饮
食。这本书还提供了一些建议，以保
护他们免受骚扰。

自力更生
作者：Tariq Ahmad Al Bakr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207-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本儿童故事集，通过讲述动物
故事教会孩子们个人生活技能。

您孩子的发育（从出生至6岁）
作者：Asmaa Muhammad Subhi 
Nashawi
国际标准书号：978-948-02-636-5
类别：教育类

简介：
一本针对家庭的教育性书籍，为照顾
孩子和纠正孩子从出生到上学之前的
行为提供了建议。

我该如何帮助别人？
作者：Ranim Haytham Hafiz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768-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教育系列书籍，教孩子们个人技能和
如何良好表现。

同伴生活中的故事
作者：Haytham Muwafaq Hafiz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886-1
类别：儿童读物-故事

简介：
一本讲述一些同伴的传记，他们的道
德观念和人生态度的书籍。

心算
作者：Rasha Al-Sha’aar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3-884-7
类别：教育类

简介：
心算是发展学习技能和能力的一种新
方法。 它旨在以一种快速而有趣的
方式解决数学问题。 它可以发展记忆
力，增强专注力、理解力和注意力。 
它有助于提高准确性、直觉、理解
力、创造力和自信心。

清洁日
作者：Qahtan Ibrahim Al-Tall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9-597-0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本儿童故事集，讲述了
哈马德(Hamad)和他的妹妹米
拉（Mira）的冒险经历，因而
从中学习了良好的道德规范。

青年科学
作者：Hiba Mohammed Nazir Al-Halab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773-7
类别：儿童读物-科学

简介：
通过简单的科学实验，孩子可以了解世
界和周围的生物。

马吉德克服恐惧
作者：Manal Fahmi Mahjub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34-3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这是一本幼儿故事集，通过讲述拉玛
（Rama）和她的兄弟马吉德(Majd)的
故，教导幼儿良好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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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是由故
事而并非原子
构成的” 

– Muriel Rukeyser



Al-Qasimi出版社 
Al-Qasimi 出版社出版最高理事会成员兼沙迦酋长苏
尔坦•本•穆罕默德•卡西米（Sultan bin Mohamed Al 
Qasimi）殿下的书。殿下创作了50多部作品，包括历
史书、传记、小说、戏剧等。除了对H.H.书籍和其他书
籍的研究之外，Al Qasimi出版社还出版了约150种不同
的书籍，包括殿下的书籍以及这些书籍针对多国语言的
译作。

T: +971 6 554 1145

F: +971 6 554 1664

alqasimi.publs@gmail.com

www.sheikhdrsulta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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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eeth Al Thakira 3
作者：苏丹·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6-970-3
类别：历史

简介：
“Hadeeth Al Thakira”的第3部分包
括许多与海湾地区和阿联酋有关的问
题，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沙迦酋长
国和H.H.的生平。

戏剧作品
作者：苏丹·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533-444-
62-572
类别：播放

简介：
Al-Qasimi出版物收录了谢赫·苏丹博
士殿下的六部戏剧：《霍拉科归来》
、《案件（卡迪亚）》、《现实》、《原
件副本》、《亚历山大大帝》、《尼姆罗
德》、和《参孙》（Shamshan Al-Jab-
bar）。最高理事会成员兼沙迦统治者
谢赫·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博士殿下，
通过在当地、阿拉伯和西方剧院演出
的六种杰作，丰富了戏剧的创作。

在占领的旗帜下
作者：苏丹·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553-10
类别：历史

简介：
作者从社会状况、英国对卡瓦西姆斯
的政策、沙迦的城市和人口发展、部落
状况和1866年前的城市转型等方面，对
卡瓦西姆斯的历史进行了探讨。

阿尔谢赫·阿比亚德（白人酋长）
作者：苏丹·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44-19-0
类别：历史

简介：
《白人酋长》是发生在19世纪初的一
个真实故事。为了写这部小说，沙迦
的统治者苏丹·本·穆罕默德·卡西米
殿下不仅依靠他现有资料，而且还参
观了美国的塞勒姆市、约翰内斯·赫尔
曼·保罗镇、皮博迪博物馆和塞勒姆的
文献中心（艾塞克斯）。
《白人酋长》最初于1996年以阿拉
伯语出版，讲述了19世纪初发生的事
件。它讲述了一个美国男孩约翰内斯·
赫尔曼·保罗（Johannes Hermann 
Paul）的故事，他发现自己登上了一
艘来自美国塞勒姆市的船，这艘船停
靠在阿曼海岸。本书记录了这个男孩
如何被红海著名商人谢赫·穆罕默德·
本·阿基尔（Sheikh Mohammed bin 
Aqeel）收养和抚养的故事。谢赫·阿
基尔为男孩取名为阿卜杜拉（Abdul-
lah），

卡瓦西姆与英国侵略（1797-1820）
作者：苏丹·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6-877-5
类别：历史

简介：
这本书讲述了阿拉伯海盗在海湾地区
的神话故事及阿拉伯海盗的危害, 并将
其归因于印度东部公司的贸易因素。

城市的故事
作者：苏丹·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878-0
类别：历史

简介：
在谢赫·苏丹·本·萨克尔·本·拉希德·
卡西米统治期间，自1803年以来，卡
瓦西姆斯（Al Qawassims）的势力达
到顶峰并在阿拉伯海岸蔓延

Sard Al That
作者：苏丹·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6-851-5
类别：传记

简介：
谢赫·苏丹（Sheikh Sultan）博士在“ 
Sard Al That”中讲述了自己的生活，
并描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年
轻人的梦想，拥有年轻人对梦想、冒
险、挫折和抱负的所有看法。他以一
种现实的方法谈论了他的生活，使之
更贴近读者，拥有所有的感觉、真实
和透明。谢赫·苏丹博士的后代以及父
母和祖父母的后代将在本叙述中了解
那个时期的各个方面； 了解整个局面
的全部细节。

Hadeeth Al-Thakira
作者：苏丹·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6-571-2
类别：历史

简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历经多年危机（1971-
1977年），变得更加强大、更有韧性，
并且更具应对困难的能力。由于新国
家——联盟国——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
分，国家的统一与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密
不可分，作为一名领导人，我认为我有
责任继续努力，不仅要为巩固联盟而努
力，这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要求，而且要
向前推进，不断将人们的注意引向阿拉
伯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去应对和抵
抗与之作对的阴谋手段。

海湾地区的权力与贸易冲突
作者：苏丹·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26-2
类别：历史

简介：
本书谈到波斯的权力斗争和其他与海
湾贸易有关的地方冲突，以及有关东
欧印度公司的事务。

Hadeeth Al-Thakira
作者：苏丹·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6-571-2
类别：历史

简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历经多年危机
（1971-1977年），变得更加强大、
更有韧性，并且更具应对困难的能
力。由于新国家——联盟国——是阿
拉伯世界的一部分，国家的统一与
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密不可分，作为
一名领导人，我认为我有责任继续
努力，不仅要为巩固联盟而努力，
这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要求，而且要
向前推进，不断将人们的注意引向
阿拉伯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去
应对和抵抗与之作对的阴谋手段。



T: +971 50 566  9941

naba6i@naba6i.com

Nabati
纳巴蒂（Nabati）出版社于2013年在阿布扎比成
立，由阿联酋的一个团队管理。该出版社出版阿联
酋创意作家的作品，涉及纳巴蒂诗歌、研究、儿童
文学、遗产以及由资深专家创作的其他文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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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kh Zayed’s的诗歌分析研究
作者：Mohammad Abdullah Nur Al Di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430-3
品类：研究与诗集

简介：
本书涉及了谢赫·扎耶德（Sheikh 
Zayed）的所有诗歌，分三个主要章节
出版：支流、创作和雄辩。
该书收藏了谢赫·扎耶德的140多首诗歌
和100多首诗歌对话，被认为是针对他
的诗歌最全面的参考性书籍。

标题：作品全集
作者：Salim bu Jumhur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627-4
类别：诗歌

简介：
Salim bu Jumhur就成为了阿联酋
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他是最早一
批在Nabati诗歌中采用自由诗的诗
人之一。后来他在白话诗中为自己
建立了一个象征派。本书是一位诗
人三十多年诗作的精髓，他被认为
是阿联酋现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诗歌作品
作者：Abdul Aziz Al Musala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614-6
类别：诗歌

简介：
这本书介绍了Abdul Aziz Al Musalam
博士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白话诗歌以
来的经验精髓。他是现实主义的先驱
和奠基人。他是纳巴蒂诗歌中最早采
用自由诗的诗人之一。他写过剧本、
舞台剧和其他体裁。这本书是一位诗
人三十多年诗作的精髓，他被认为是
阿联酋现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标题：作品全集 2
作者：Salim bu Jumhur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627-4
类别：诗歌

简介：
后来他在白话诗中为自己建立了一个
象征派。本书是一位诗人三十多年诗
作的精髓，他被认为是阿联酋现代最
重要的诗人之一。

与阿里一起创作
作者：Ali Muhammad Nur Al Di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361-6
类别：儿童教育类图书

简介：
这是一本互动性书籍，通过激发孩子
的想象力和技能，鼓励孩子完成一个
故事，给它画上图画，给人物涂上色
彩。这本书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是由一
个7岁的孩子写的！

阿联酋纳巴蒂诗歌
作者：ahim Ahmed Melhem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439-5
类别：研究

简介：
本书共分两章，第一章论述纳巴蒂诗
歌的含义及相关术语，口头诗歌，纳
巴蒂诗人的文化，以及这类诗歌的未
来。第二章论述了阿联酋纳巴蒂诗歌
中最重要的艺术现象

萨尔玛和她的朋友莫扎
作者：Salimah Khamis Al-Ruziaq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436-4
类别：儿童故事

简介：
本书讨论了阿联酋社会的习俗，传统和
价值观，通过讲述萨尔玛（Salma）前
往达夫拉（Dhafra）地区的旅程，以了
解她的朋友莫扎（Moza）的家人，她
的朋友莫扎带她四处参观从而进一步了
解关于贝都因的环境及其原始构成，这
些环境和原始结构未被影响了许多城市
的文化入侵所改变和影响。

Khayyam绝句（Rubaiyat Al-Khayyam)
作者：Mohammad Abdullah Nur Al Di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2-759-9
类别：传记

简介：
由诗人和评论家创作的“Rubai-
yat Al Khayyam”一书中的新作
品“Mohammad Abdullah  Nur Al 
Din”是大量Rubaiyat Al Khayyam
的阿拉伯语译本中的一本，除作者
自己新创作的译本以外。作者首
次改写了散文诗中的著名绝句。

松鼠工程师
作者：Abdullah Ali Has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706-8
类别：百科全书

简介：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松鼠工程师的故事，
他执行森林里最重要的项目之一，由于
他的工作疏忽，造成了森林系统的严重
失衡。作者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精致事
物的重要性上，以一种创新的、创造性
的方式引导孩子们。 

工会精神
作者：Maryam Musa Mohamme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235-3
类别：教育和国家

简介：
本书讲述了阿联酋的建国统治者们；
那些将阿联酋带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的人。本书通过鉴定每位统治者在联
盟中扮演的角色，回顾了七个酋长国
的统治者的故事。



Dar Hamaleel出版发行社
Dar Hamaleel于2010年在阿布扎比酋长国成立，是哈
马莱尔媒体基金会（Hamaleel Media Foundation）
的一部分。 它旨在推动阿联酋的出版运动、突出阿联
酋的文学作品，促进各代人之间的文学和阅读，支持
作家和阿联酋图书馆，并通过适当的渠道保护和完善
创造力。它旨在推动阿联酋出版运动，突出阿联酋文
学，促进几代人之间的文学和阅读，支持作家和阿联
酋图书馆，并通过适当渠道保护和提高创造力。 

T: +971 2 446 0777

F: +971 2 446 9911

publishing@hamaleel.ae

www.hamaleel.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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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马术的哲学视野
作者：Ali Abu Al-Ris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900-8
类别：管理与人类发展

简介：
作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谢赫·穆罕默
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殿下的
思想和愿景，反映了27位哲学家，
思想家和智者的相似之处，他们阐明
了人类并在整个历史上对其产生了影
响，并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以创新和 
创意概念。

Kitāb Fiqh ul Lugha Wa Sir  
Al-Arabiah词典编纂作品
作者：Abu Mansur Al-Tha’alib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383-8
类别：阿拉伯语

简介：
一本关于语言学和词典学的非常重要
的书； 词源和词汇用法的最重要的语
言参考之一。

贫困者与受难者
作者：Fida Ali Iqbal Ubai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458-6
类别：文学

简介：
本书仔细分析了俄罗斯在关键时期的
政治、社会和精神面貌，重点分析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有需要者、罪
犯、贫困者和受难者等人物，他们在
苦难和犯罪的深渊中，找到了自我提
升的精神。

日本足球
作者：Rayyan Al-Jadaan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124-8
类别：体育

简介：
面对阿拉伯地区的这些艰难的条件，
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得屈服。阿拉伯人
应该继续在体育领域特别是足球寻找
希望的未来，足球是唯一让阿拉伯国
家穷人高兴的运动

女性故事
作者：Amal Al Harthy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456-2
类别：故事

简介：
这些故事被寄给了阿拉伯妇女论坛的
一位编辑作家，这位作家在对来自不
同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妇女分享的每
一条信息的主要思想、情感、深情和
痛苦进行保留的同时，又仔细慎重地
重新撰写。

远大前程
作者：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563-7
类别：小说

简介：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的小说于1860年在系列丛书中首次出
版，并于1861年全面出版。这是狄更
斯的最佳著作之一，也是他最受欢迎的
小说之一，在舞台上放映了250多次。

口语词汇简编词典
作者：Falih Handhal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192-7
类别：词典

简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口语词汇简
编词典根据高标准的准确性
和分类记录了阿联酋方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宗教话语的更新
作者：Muhammad Yunis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435-7
类别：学习与研究

简介：
本书展示了更新阿联酋伊斯兰话语的重
要性，它结合了传统和现代主义，代表
了生活在阿联酋土地上的200个不同宗
教和种族的民族所感受到的节制和宽容
的典范

幸福与宽容
作者：Abdul Majid Al-Marzuq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64-0
类别：人类发展

简介：
本书出版之际，阿联酋总统谢赫·哈利
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Khalifa bin Zayed Al Nahyan）殿下
宣布2016年为读书年，迪拜副总统兼
统治者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
勒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Al Maktoum）殿下
宣布2016年新内阁成立，并任命了一位
幸福国务部长和宽容国务部长……



Jumaira  
出版物与发行 T: +971 50 462 1202

tala.sali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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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由此闪耀
作者：Aisha Ahmed Al-Jabr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3-859-4
类别：自我发展

简介：
当你训练自己用心生活的时候，你的灵
魂每天都会发光，仿佛它今天会与上帝
相遇，也仿佛我们能够克服生活中的一
切状况，遇见它们的甜蜜和辛酸。
拥有真诚和内心的平静，您的灵魂每天
都将闪烁，拥有决心，您可以通过斗争
而不是逃避、通过微笑而不是忧郁来实
现伟大的梦想，由于上帝，您的精神每
天都将闪烁光芒。

你的活力将是你魅力的展现
作者：Abdullah Shukri Muhamma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524-8
类别：自我发展

简介：
本书总结了我所举办和讲授的有关人
类发展的培训课程和系列讲座。我着
重谈到了采纳正能量概念的重要性，
该能量概念源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统
治者的远见。他们认真地试图使积
极性成为公民生活的一部分，让他们
能够面对这个充满影响个人思想和
创造创新能力的消极因素的世界。

一瓶香水
作者：Moza Awad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56-6
类别：文章 

简介：
一瓶香水带给我们很多回忆和梦想；
我们把它藏起来，不让陌生人看到；
它除了对厄乌德琴和凉鞋的怀旧，什么
也没有；它是衣橱里的一颗稀有宝石。

Rahabah
作者Khawla Ali Al-Janeib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663-1
类别：小说

简介：
我的母亲过世了，我从未想过她会离
开。我写下了她的性格、对她的印象
以及我和她的亲密关系，直到她突然
生病的那一刻；写的是我们和她在一
起时遇到的事情，直到她在神圣的斋
月期间去世。

咕哝时间
作者：Fatima Al-Jallaf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816-2
类别：小说

简介：
我曾经是一个有情感和情绪的人。任
何让我产生感情和情感的人，我都会
像个白痴一样跟着他。由于我的良好
意愿，我感觉周围的人误解了我的意
图，可悲的是，他们辱骂我的原因我
无法理解。

绑架
作者：Suhaib Al-Rifa’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9-790-5
类别：小说

简介：
系好安全带，旅途充满了时间的颠
簸。如果旅行开始，它不会因为任何
原因而停止；继续，直到你到达时间
绑架。作者不对旅行期间或之后可
能影响旅行者的任何恐惧症负责。

一瓶香水
作者：Moza Awadh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56-6
类别：文章 

简介：
一瓶香水带给我们很多回忆和梦想；
我们把它藏起来，不让陌生人看到；
它除了对厄乌德琴和凉鞋的怀旧，什
么也没有；它是衣橱里的一颗稀有宝
石。

别走！
作者：Talal Salim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935-0
类别：自我发展

简介：
你点燃了
在我的旧梦里
有关我们的回忆
眼里闪烁着对你的情意
风四起，皆为灰烬……

被诅咒的城市的井
作者：Alia Zei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03-9
类别：小说

简介：
英雄们站在这座被诅咒的城市的废墟
上，了解前统治者的历史，以及城市繁
荣后的遭遇。。。这使故事更加神秘。
布鲁诺试图了解和分析更多的事情，所
以他变得对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不确定。

失败回忆录（年轻人）
作者：Mani’Al Mai’n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621-5
类别：自我发展

简介：
在我开始谈论态度之前，你必须知道
我是谁。我是一个八十年代的年轻
人，在一个保守的家庭长大。值得庆
幸的是，虽然我并不比我的兄弟们优
秀，但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中等。我以
我满意而其他人都不满意的普通成绩
完成了学业。大学教育一开始，许多
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Wahat Alhekayat出版 与发行
Wahat Al Hikayat成立于2007年，自成立以来已经出
版了超181本针对15岁人群的书籍。

该出版社为幼儿园儿童提供阿拉伯语教学综合课程，
还出版了一套面向小学生阅读和写作的综合课程

T: +971 4 333 6366

wahat.hekaya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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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王国历险记
作者：Safa Azmi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8-51-356-1
类别：儿童读物-小说

简介：
当风摧毁了一切，蚂蚁王国决定离开他
们一生居住的绿洲。与蚂蚁王国、孤独
的蜘蛛和一位年迈的祖母一起，我们走
在沙漠中，过着冒险的生活，寻找一个
安全的地方。蚂蚁是如何接受蜘蛛的？
蜘蛛和蚂蚁一起去帮助他的新朋友了
吗？

音调与声音
作者：Safa Azm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5-325-3
类别：儿童读物-小说

简介：
这本书由一组短句组成，每个短句中
都有一个长元音（Harf Mad）。孩子
们读这句话，然后将它唱出来，重复
长元音，直到他们能运用字母A到Z来
学习他们。

Tariq
作者：Safa Azm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64-0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塔里克(Tariq)失去了父亲，变得沉默
寡言，只关心电脑游戏。从他房间的
窗户,他看到邻居老太太家有奇怪的
事，她家有玩具和小孩的衣服，却不
见孩子。然后又看到一把旧扫帚和一
只鹦鹉晚上随她一起出去，念着奇怪
的话语……他在学习和与同伴相处方
面遇到困难。

字母和单词
作者：Safaa Azm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51-358-5
类别：儿童读物-小说

简介：
我们一起欣赏字母故事（28个字母，
每个字母都有一个简短而诗意的故
事），重复这些单词（每个字母有12
个相关单词和图片）。

年轻的发明家
作者：Safaa Azm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6-272-8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奥马尔（Omar）曾试图成为一个发明
家，在他的兄弟和父母的帮助下，他
发明了二手物品。从奥马尔和他的家
人那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制造机器人。

唱字母表
作者：Safa Azm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45-307-7
类别：儿童读物-小说

简介：
学习字母表对孩子、母亲和老师来说都
很有趣。每个字母都有一首新歌。我们
翻开书本，和动物一起生活，玩耍、嬉
戏、唱字母表……



Ajyaal媒体
作为Ajyaal基金和阿布扎比Twofour54的一部分，A-
jyaal Media FZ有限公司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儿童娱乐
领域的领先综合性公司，于2009年开始运营。

Ajaal由极具专业性和创意性的艺术家组成，他们致力
于以能应对所有年龄段需求的现代化创新方式来推动传
统价值观和阿拉伯文化

T: +971 2 645  4772

info@ajyaal.com



阿联酋出版商协会 会员指南 133

Huraiz 1
作者：Rashid Al Mansur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3-618-7
类别：插图故事

简介：
胡莱兹（Huraiz）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充
满秘密组织和团体的世界里，这些组织
和团体自古以来就一直在黑暗的掩护下
互相斗争，以控制和摧毁人类。忠诚的
捍卫者迎接挑战，与黑暗抗争。到目前
为止，他们成功的战胜了黑暗势力，黑
暗无法摧毁光明。
胡莱兹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民间传说、神
话和传奇都真实存在的世界里，这些都
不仅仅是幻想。一个充满魔法、怪兽、
邪恶和善良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很好
的呈现在这个世界。
胡莱兹的世界也许在很多方面与我们的
世界相似，但它仍然是一个充满想象力
的世界，在那里我们的睡前恐怖故事变
得栩栩如生。

Huraiz 2
作者：Rashid Al Mansur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744-7
类别：插图故事

简介：
胡莱兹（Huraiz）的故事发生在一个
充满秘密组织和团体的世界里，这些
组织和团体自古以来就一直在黑暗
的掩护下互相斗争，以控制和摧毁人
类。忠诚的捍卫者迎接挑战，与黑暗
抗争。到目前为止，他们成功的战胜
了黑暗势力，黑暗无法摧毁光明。
胡莱兹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民间传说、
神话和传奇都真实存在的世界里，这
些都不仅仅是幻想。一个充满魔法、
怪兽、邪恶和善良的世界；所有的一
切都很好的呈现在这个世界。
胡莱兹的世界也许在很多方面与我们
的世界相似，但它仍然是一个充满想
象力的世界，在那里我们的睡前恐怖
故事变得栩栩如生。 

Saalik 1
作者：Khaled Abdul Aziz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745-4
类别：插图故事

简介：
对于两个被警察雇来收集三把稀有钥
匙的小偷来说，这是一次刺激的冒
险。费耶兹（Fayez）和努曼(Nu’man)
是否能克服他们将面临的困难呢？

我丢失的名字
作者：Khulud Al-Sharh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381-7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孩子在魔法和幻想
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名字的字母的故
事。在寻找的过程中，他结识了新朋
友，收集了他名字的所有字母。

Saalik 2
作者：Khaled Abdul Aziz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745-4
类别：插图故事

简介：
对于两个被警察雇来收集三把稀有钥匙
的小偷来说，这是一次刺激的冒险。费
耶兹（Fayez）和努曼(Nu’man)是否能
克服他们将面临的困难呢？



Oryx 出版物 T: +971 2 676 6700

i1.x@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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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且想要……
作者：Yana Fry, Bettina Götze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5-895-0
类别：青少年故事

简介：
小仙女艾玛（Emma）有很多愿望，但
她最大的愿望是得到神奇魔杖以便能够
轻松实现自己的梦想。

虽小而精
作者：Ole Geisler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5-892-9
类别：青少年故事

简要：
一本呈现了有趣短语的精美彩色插图
书，...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
点，无论老少胖瘦。 罗莎莉亚公主和秘方

作者：Alexandra Fischer-Hanold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5-891-2
类别：青少年-故事

简介：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将陪小
罗莎莉亚（Rosalia）一起去奇幻世界
实现她成为公主的梦想，但要怎么做
呢？

我总是……
作者：Yana Fry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5-893-6
类别：青少年故事

简介：
这是一本奇妙的彩色漫画书，书中魔
杖把愿望变成了现实。

对自己有信心
作者：Ole Geisler和Gunter Jacobs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5-894-3
类别：教育

简介：
这是一本激动人心的插图书，其中包
含有趣的短语，这些短语可以快速帮
助改善情绪并增强个人勇气，有时还
可以帮助克服恐惧情结。我们老了

作者：青少年故事书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5-896-7
类别：青少年故事

简介：
本书旨在通过训练和指导来教会孩子
们责任感，因为心理学家一致认为三
岁是孩子开始承担责任的年龄。

你在这个世界上很特别
作者：Claudia Lorenz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5-889-9
类别：青少年故事

简介：
这本书收录了一系列短篇故事，满足
孩子们室内室外的兴趣、想法和行
为。

芭蕾舞演员仙女
作者：Emily Be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5-890-5
类别：青少年故事

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芭蕾舞演员仙女与明星共
舞的精彩故事。



Dar Molhimon 出版发行社
Dar Molhimon成立于2016年，致力于广泛创作涉及研
究、翻译、小说、诗歌和戏剧的真迹，所有这些作品的创
作都采用启发性的方法，旨在为创造伟大的文化复兴做出
贡献，使得阿拉伯人在过去几个世纪所引进的东西得以完
善。自成立以来, Dar Molhimon一直努力成为西方和阿拉
伯文化之间的桥梁，以鼓励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本出版
社试图向阿拉伯读者介绍西方文化，并着重向西方介绍阿
拉伯社会感兴趣的问题。 

+971 4 346 0891

darmolhim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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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莱拉
作者：Ahmad Al Jud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0-375-2
类别：小说

简介：
本故事以女神莱拉（Laila）变成人类和
在海上度过一生的老哲学家马库斯·奥
古斯特（Marcus August）作为开始。
莱拉的旅程始于登上马库斯的船的那一
刻，整个旅程持续了二十一个夜晚。每
天晚上，莱拉都学习一些关于生活的新
知识。在马库斯的帮助下，她开始了解
人类的情感比如幸福和爱。但是莱拉感
觉她还有什么东西有没学到；一种连接
人类和宇宙的东西。后来，她意识到原
来她在寻找上帝。为了得到上帝永恒的
爱，她试图在心中找到上帝。这是一个
关于神圣之爱的故事；作者将从Sufi(苏
菲)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叙述。

心有远见
作者：Hamad Al Hammad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890-4
类别：小说

简介：
没有人比那些突然发现自己身处一场
自己无任何过错的战争中的人更了解
什么叫失望；他们唯一的罪恶感是他
们无法预知内心的情感。

像自由之鸟
作者：Mahdi Al Musaw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00-79-2
类别：小说

简介：
本书以故事和沉思的形式展现智慧，
带着小秘密过着有意义的生活，不再
无足轻重。

你将是我永远的爱人
作者：Buthaina Ahmed Sharif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03-74-5
类别：小说

简介：
你是我美好的想像，因为你代表了我
的岁月；我的记忆将我带回到了你曾
远远地为我画画的那个时候。你就是
一个我解不开的谜。要是时间停止在
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刻，那么你将是我
的，我一个人的。

巧妙地写作
作者：Amal Al Al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0-375-2
类别：小说

简介：
本书讲述了如何根据明确的科学原
则，掌握行政报告的撰写方法，以及
如何查阅准确、便捷和现代化，同时
也适用于各领域和各行政级别的信
息 。

对曼法鲁蒂作品的思考
作者：Lubna Bu Rahima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03-76-9
类别：小说

简介：
在本书中，我将带你踏上一段有趣的
文学之旅，领略曼法鲁蒂的风采。让
我们体会一下文体的美、措辞的巧妙
和文字的雄辩

尚未流传的小说
作者：Bashar Ma’rif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96-615-86-3
类别：小说

简介：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我
想给你写一些可能与你很接近或相似
的经历；写那些你感到羞耻的经历，
甚至那些伤害者你而你却不知道如何
摆脱它们的经历。

我们曾在一起
作者：Abdul Rahman Al Musaw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0-161-1
类别：小说

简介：
分离是一件让人煎熬的事，自那以
后，一切都变了；我们的恋爱感觉变
了，甚至连云彩的颜色也变了。
就连我的心，曾经是那么的快乐，如
今也如那被笔遗弃的白纸变得沉默
了 。

阿亚尔·扎耶德（Ayal Zayed）
作者：Fatima Badr Al Yusuf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03-73-8
类别：小说

简介：
事实上，我们对现实充满幻想；这是
一部虚构的现实事件小说。

那次苦难之后
作者：Mohammad Al Hammad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03-75-2
类别：小说

简介：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阶层各不相同；
有富人和穷人，有强者和弱者，他
们注定会相遇！而其中一方一直希
望……



阿拉伯读者中心
阿拉伯读者中心于2006年在迪拜成立，专门出版教育书
籍、建设文化活动和方案、设计阿拉伯语专用课程以及阿
拉伯语通用课程。

该读者中心于2006年至2016年组织了全民阅读活动，并荣
获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拉伯语奖——促进阅读文化的最
佳举措。

+971 2 586 7962

info@uaereads.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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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力量
作者：Mohammad Al-Qahtan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9-583
类别：个人发展-传记

简介：
《语言的力量》是穆罕默德·卡塔尼
（Mohammed Al Qahtani）的演讲标
题，这篇演讲使他成为了世界演讲冠
军；但谁是穆罕默德·卡塔尼呢？您将
对他有更多了解，了解他的英雄之旅； 
了解有关成功与挑战的故事、修辞的魔
力、雄辩的艺术以及语言的力量。你会
了解他和了解他的英雄之旅；了解成功
与挑战的故事；以及了解修辞的魔力、
口才的艺术和语言的力量。

Troom
作者：Said Al Mazloum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6-953
类别：短篇小说-自我发展

简介：
任何人都不知道成功的故事。这是一
本有关成功和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故
事集。

阿拉伯青年发展与青年充权
作者：Ihsan Musabah Al-Suwaid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3-896-6
类别：个人发展

简介：
青年是国家财富和未来希望的支
柱。每个社会都对青年寄予厚望，
因为青年拥有巨大的资源和潜力。

不啃书本的老鼠
作者：Ali Abdul Qadir 博士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一个关于不啃书本的老鼠的故事。据
说读书是一种精神食粮、给人宁静和
温暖；它不仅是一种隐喻，它就是一
种被许多人忽视的事实。我们故事中
的老鼠发现了这个事实，并把他的发
现写成了一本书。

阿联酋阅读
作者：Ali Abdul Qadir Al Hammadi
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5-409-02-9948-978
类别：文章

简介：
文章的灵感来源于阅读年。鉴于每年
书的出版量和书展的数量，我们真的
在阅读吗？

天方夜谭
作者：Ali Abdul Qadir Al Hammadi
博士
类别：儿童读物-故事

简介：
《一千零一夜》精选故事。从中国的
塔扎特到巴格达迪，再经过印度和波
斯到达埃及，每个故事都将把我们带
往世界的一个国家，进行一次幻想和
愉快的旅行。

《爱的四十条法则》的批判性研究
作者：Al Rashid Bu Sha’ir 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338-3
类别：批判性研究

简介：
在研究艾丽夫·沙法克（Elif Shafak）
的小说《爱的四十法则》时，作者调
查了苏菲派的起源，从而得知了苏菲
派的思想，并赞扬其呼吁人们以文明
的方式宽容的思想内容。作者还分析
了作家的叙述手法以及她在小说创作
艺术中所增加的美学修饰。

阅读俱乐部
作者：Basma Al-Misba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362-3
类别：个人发展

简介：
分离是一件让人煎熬的事，自那以
后，一切都变了；我们的恋爱感觉变
了，甚至连云彩的颜色也变了。
就连我的心，曾经是那么的快乐，如今
也如那被笔遗弃的白纸变得沉默了。

对阿拉伯扑克获奖小说的批判
作者：Al Rashid Bu Sha’ir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339-5
类别：批判性研究

简介：
本书讲述了赢得2007年阿拉伯扑克奖
的那本阿拉伯小说。

公众演讲俱乐部
作者：Bassam Dah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408-8
类别：个人发展

简介：
如何建立修辞俱乐部？具体步骤始于
演讲对俱乐部成立的重要性。



Batanah图书
和出版物

+971 4 26 88386

atif@fditc.net

www.batta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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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崛起
作者：Sha’aban Yusif
国际标准书号：7-57-6233-977-978
类别：文学

简介：
本书不仅介绍了不知名的作家和评论
家。它主要还是讨论和提出一系列问
题，而这些问题总是因为无足轻重的
事情而被推迟或取消。因为这20位
作家中的每一位都有一个使命，并且
关注埃及文化史的愿景。他们的使命
大体上分为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

埃及之神
作者：Mohammed Al Baz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6-233-64-5
类别：学术

简介：
我不会告诉你们我第一次听到神的名
的情形，因为我实在不记得了。我不
知道我和他的关系是怎么开始的，
是通过恐吓还是激励？我不必告诉你
们，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是不信上帝
的，然而又重新开始了追寻上帝的特
殊旅程。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舒布拉之夜 
（第2版）
作者：Ibrahim Abdul Aziz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6-233-58-4
类别：回忆录

简介：
这是埃及的一段历史，也是世界作家
纳吉布·马富兹（Nagib Mahfouz）的
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他的观点
以及他在会议期间周围人的观点，在
会议期间他们不遗余力地讨论、发表
评论。

评论方法
作者：Huwaida Salih
国际标准书号：9-08-6233-977-978
类别：评论

简介：
阅读文学需要知识和经验；否则，评论
就显得太说教了，这也与创造力无关。

无声地图上的地形
作者：Siddiq Mohammed Johar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6-233-92-8
类别：学术

简介：
在历史的长廊里，阿尔·塞耶格（Al 
Sayegh）以大胆而荒诞的方式开启了
他的职业生涯，以他自己的方式去描
述、感受、自豪和担忧；开始了一次
融合了民族与历史、生存主义与人文
主义的冒险。

匿名回忆录
作者：Najeeb Al Rihani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6-233-94-2
类别：回忆录

简介：
Najib Al Rihani 受到埃及和阿拉伯观众
前所未有的关注。
尽管他的作品寥寥无几，但他的电影
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备受欢迎；然而
我们注意到，仍然有些人试图在艺术
和政治层面上削弱他的影响力。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舒布拉之夜 
（第1版）
作者：Ibrahim Abdul Aziz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6-233-52-2
类别：回忆录

简介：
这是埃及的一段历史，也是世界作家
纳吉布·马富兹（Nagib Mahfouz）的
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他的观点
以及他在会议期间周围人的观点，在
会议期间他们不遗余力地讨论、发表
评论。

舒布拉集合
作者：Yusry Hassan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6-233-62-1
类别：文学

简介：
不要期望我会写关于舒布拉（Shubra）
的历史；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地
理学家。 如果你问我：那你是谁？ 我
会回答你，“我不知道我是谁。”

心之鸟
作者：Mokhtar Saad Shahata
国际标准书号：978-977-6233-19-5
类别：小说

简介：
“奥舒克！如果上帝出现的话，就像
我多年前在”Small Basuna”中所想的
那样，他会比他们更了解我的内心世
界。奥舒克，我希望和你曾经一样坚
信这一点。我真希望我是那个在芦苇
丛中哭着叫着让上帝向数学老师复仇
的孩子。



书签交易 +971 55 375 5991

bookmarktradingll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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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和风
作者：Raymond Daw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752-2
类别：儿童类

简介：
太阳和风哪个更强大？阅读这本书，
看看谁将是最后的赢家！

假如玫瑰会说话
作者：Simon Ibtiash
国际标准书号：978-614-407-357-5
类别：青年类

简介：
一个不仅满足于罗勒的人格化的作
家，深入研究了当代阿拉伯社会的社
会变化。他将他们与伴随着全球化而
来的现代化浪潮联系起来，让读者自
己在没有直接引导的情况下解读自己
的维度。

逃亡的兔子, Arnub
作者：Raymond Daw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646-4
类别：儿童类

简介：
兔子阿努布（Arnub）在花园里散步。
但是掠食者想骗他并吃掉他。谁能救
他脱离这次危险呢？

狮子和老鼠
作者：Raymond Daw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647-1
类别：儿童类

简介：
狮子被老鼠激怒了，想杀了它。但第
二天他就掉进了陷阱。谁会来救他
呢 ？

会说话的树
作者：Raymond Daw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751-5
类别：儿童类

简介：
这是一棵爱说话又爱抱怨的树！谁来
控制它？怎么控制它？

水壶说话了
作者：Simon IBtiash
国际标准书号：978-614-407-356-8
类别：青年类

简介：
这本书描述了一个玻璃壶对现今人们
的疏忽和遗弃的不满，他曾在餐桌
上、家里和家庭成员中备受尊敬。

水下马戏团
作者：Raymond Daw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753-9
类别：儿童类

简介：
水下马戏团发生了什么？看看章鱼是
如何拯救它的，以及动物们是如何庆
祝这件事的！

假如雨可以说话！
作者：Simon Ibtiash 
国际标准书号：978-614-407-371-1
类别：青年类

简介：
本书叙述了《雨》描绘的美术故事。
雨是舞蹈者、画家、作曲家、雕塑家、
诗人……雨是一个独特的创造者，它创
造了从未有人提及，前所未见、前所未
闻、也未有人想过的创新。

农场里
作者：Raymond Daw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639-6
类别：儿童类

简介：
与纳齐赫（Nazih）和他的朋友们一起
去农场认识那里的动物吧！

假如镜子可以说话！
作者：Simon Ibtiash
国际标准书号：978-614-407-358-2
类别：青年类

简介：
本书最有趣的是作者能让镜子揭示人
们的想法。 



+971 50 953 9559

samappd.info@gmail.com

Sama出版制作发行社
Sama于2014年9月在艾因市首次成立，然后于2015年3月
迁至沙迦酋长国，目前已出版作品30余种。Sama是一家纸
质和电子图书出版社，主要针对儿童，青少年和青年读者
出版故事小说。本社还出版了集娱乐和教育于一体的教育
类书籍。Sama一直致力于推广阿拉伯文化，坚信阿拉伯语
是阿拉伯文化的基石。它梦想使书籍成为阿拉伯世界儿童
的成长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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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叶子
作者：Fatima Al Braiki 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2-791-5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一个以有趣的叙述方式强调家庭重要
性和社会归属感的故事。

给父亲的一封信
作者：Fatima Al Braiki 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3-670-5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这个故事突出了父亲在家庭中的角
色，帮助孩子用简短的句子表达对父
亲的感情。

来自内心的恐惧
作者：Fatima Al Braiki 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3-669-9
类别：青少年读物

简介：
一本写给青少年的书。它通过充满欢
乐和有趣的故事来帮助他们摆脱恐
惧，增强自信心。

海滩上的鲸鱼
作者：Fatima Al Braiki 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3-559-3
类别：传记

简介：
这本书着重介绍了Jebel Hafeet和
Green Mubazzarah以及它们对阿
联酋全体人民的重要性。 这是一部
自述文本，作家借此表达自己的感
受，并说明这两个地方对她的意义。

明天更加美好
作者：Fatima Al Braiki 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9-670-2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这个故事使遭受战争暴行和灾难的孩
子们重拾希望、恢复乐观情绪，使他
们确信明天比今天更加美好。

金钱失主
作者：Basma Al Khater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9-670-2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这个故事充满了有趣而且激动人心的
主题，孩子们从中学习了诚信和坦诚
的重要性。

米拉的微笑
作者：Basma Al Khatiri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02-626-6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一个鼓励孩子们微笑、积极乐观的好
故事。

我有一部手机
作者：Fatima Al Braiki 博士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080-7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这个故事以友善而温和的方式处理了
孩子对电子设备的痴迷问题。

成功与背后的力量
作者：Jamila Ya’ayaw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52-7
类别：儿童读物-教育类

简介：
这是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故事。
本文讲述了他如何克服残疾，结交新
朋友并最终赢得胜利。

噪音
作者：Sahar Naja Mahfouz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02-290-9
类别：儿童读物

简介：
本书描述了一只名叫马尔默(Marmor)
的猫的故事。他被噪音所困扰，然后
离开了他的家以及这个地方。他热爱
自己居住的环境，并呼吁大家保护环
境不受噪音干扰。故事是《环境是我
们的》系列的一部分。



Jarir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Jarir 发行书店是一家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知
名书商和图书发行商。该书店专门为学校提供英文书籍，
拥有广泛的客户网络，其中包括私立和公立学校、研究
所、大学、培训中心、办公企业及个人。

他们协助老师完成课程要求，同时还还从英国、美国、韩
国和欧洲进口书籍和教育材料。 +971 2 645 8987

jarirbooksto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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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阅读-初级阶段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作者：Zaki Badaw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33-553-53-1
类别：儿童读物-教育类

简介：
我们已尽力选择这本书的材料，其表现
形式、制作方式和设计，以使其尽可能
地贴近孩子的思想和心灵。 我们这样
做的目的是通过有趣而简单的方式促进
阿拉伯语阅读和写作原理的学习。我们
希望这本书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我的语言……我该如何掌握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作者：Mohammad Nasr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184-96-6
类别：儿童读物-教育类

简介：
这是《我的语言……我该如何掌握
》的第一部分
本书专门设计旨在帮助有学习困难的
人掌握学习阿拉伯语的基本技能，用
于弥补普通和传统方法的不足。我们
并没有停留在语言学习的阶段，而是
通过视听一体化练习并结合语言的发
展，更深入的掌握这门语言，去解决
学习困难者的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
不佳和思维能力欠缺等问题。

我和我的老师系列/我和生命科学/一级
和二级
作者：Nawar Al Hariri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03-01-8
类别：儿童读物-教育类

简介：
科学书籍是幼儿时期最重要的教科书之
一，因为它在发展儿童知识、增加儿童
创造性思维、传授儿童生活技能、满足
儿童对知识和科学的需求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我和我的老师》系列书籍是
根据现代学习策略“解决问题、头脑风
暴和创造性思维”编写的。
本书旨在发展儿童的知识和提高他们的
思维能力。

初级创新者系列/ Al Iman幼儿园/ 一
级和二级
作者：Jareer
国际标准书号：978-9948-203-99-5
类别：儿童读物-教育类

简介：
这本书是一个工作团队努力的成
果，他们不断寻求适当的个人发
展，为子孙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
愿上帝奖励所有那些努力追寻并花
时间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他们
以一种简单而有趣的方式向我们心
爱的孩子们传授伊斯兰教义，以
实现多重目标，并为他们提供美好
的开端，帮助他们迈出智慧的一
步。感谢上帝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971 50 759 7597

info@sailpublishing.com 

航海出版社
海航出版社于2014年在迪拜成立，主要出版所有文学类别
的英语书籍。本出版社在Kindle，iBox，Kobo，Story-
tel，Scribd等电子平台以及最新平台上出版书籍，在亚马
逊和Jamalon

等著名网站上出版印刷版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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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你所想
作者： Sara Nizar Abuljadayel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8-081-8
类别: 诗歌

简介：
《想你所想》是一本诗歌散文集，讲
述关于生活中的选择、遇到的问题和
不同事物。内容取材于日常生活场
景、发生的事情和个人可能遇到的问
题。

Alayah
作者：Alia AlShamsi
国际标准书号：9781783016051
类别: 儿童读物

简介：
《Alayah》讲述了一个无论你身处何
处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家的故事。

你、我以及所有人
作者： Shaikha Humaid Al Bakhit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8-133-4
类别: 诗歌

简介：
最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摧毁大地，也可
以消除瓷骨之间的痒痛；世界由火、
水和泥土组成，而我们只是这一切的
简单组合。

挑衅
作者： Ziad Gadou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13-559-3
类别: 诗歌

简介：
《挑衅》是有关变化的诗意翻译。加
杜（Gadou）试图领会不知所措的含
义，将刺激转化为简单的的的隐喻。
加杜希望读者对《挑衅》怀有与生俱
来的自我探索欲望，并最终：复原。

浅
作者： Mohammed Jassim AlSerkal
国际标准书号: 978-1783-01-739-3
类别: 小说/中篇小说

简介：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病了；不知道自己
是否有问题；不知道自己是得救了，
还是仍然被困；不知道自己是一个
人还是和家人在一起。走进克洛伊
（Chloe）的故事，她将揭晓许多关于
她神秘生活的真相。

读就行了
作者： Omar AlBusaidy
国际标准书号: 978-1783-01-637-2
类别: 自我发展

简介：
《读就行了》是一本关于自我发展的
日常指南，涉及情商和社交能力主
题。本书面向希望在个人和职业生涯
中追求更大成就的年轻人和专业人
士。讨论的大多数是常识性问题，这
些问题我们在家里、学校、宗教场所
或其他地方都可以学到。有抱负的企
业家们想在建立盈利和非盈利企业方
面寻求指导，这本书便可以给他们一
个启发。

救赎
作者： Omar Al Owais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8-132-7
类别: 诗歌

简介
：一本关于喜悦、悲伤和回忆的诗歌
合集。这些诗的灵感来自于旅行、湖
泊和对明天更阳光的希望。

心灵历程
作者： Sarah AlMulla
国际标准书号: 978-1783-01-724-9  
类别: 诗歌

简介：
《心灵历程》将带你踏上一段充满力
量且激动人心的人生旅程- 这是一段重
温和重述亲身经历的爱情、信仰、勇
气、欲望以及许多其他情感的旅程。

你、我以及所有人
作者：Shamma AlDabal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9-856-1
类别: 诗歌

简介：
最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摧毁大地，也可
以消除瓷骨之间的痒痛；世界由火、
水和泥土组成，而我们只是这一切的
简单组合。

幼教影响终生
作者： Ayesha Abdelnoor AlJanahi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8-131-0
类别: 非小说类/育儿类

简介:
：一本帮助父母和看护人更好地理解
孩子行为和心理的指南，并指导他们
从孩子们早年开始就建立健康的关系
和互动。所有章节都有研究论证，以
确保父母和看护人在抚养孩子的过程
中获得最大的帮助。



激励出版书籍 +971 4 427 3000

ahmeds@motivat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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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宽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宗教
多样性
作者：Andrew Thompson
国际标准书号：978-1860-634-81-9
类别：非小说类

简介：
为了庆祝阿联酋2019宽容年，不同信
仰的宗教团体合作出版了这本书名为
《庆祝宽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宗
教多样性》的书，作为他们在该国和
平共处的经验汇总。

伟大领袖扎耶德的一生
国际标准书号：978-1860-634-64-2
类别：传记

简介：
本书讲述了他充满活力的一生和他多
方面的性格，并追溯了从他在艾因时
代的早期生活到他引领阿联酋走到今
天的惊人愿景的故事。

为什么我还带着一把吉他
作者：Cat Stevens/Yusuf Islam
国际标准书号：978-186-063-92-8
类别：回忆录

简介：
《为什么我还带着一把吉他》是传奇
歌手、词曲作者、慈善家Yusuf Is-
lam（也被人们熟知为Cat Stevens）
的回忆录。

两个妻子之间
作者：Hussain Ali Lootah
国际标准书号：978-1860-634-36-9
类别：小说类

简介：
《两个妻子之间》是一部具代表性和
揭示性的叙事小说，对一夫一妻制这
一常被误解的观念提供了罕见且引人
入胜的见解。 

我的愿景: 追求卓越的挑战
作者：HH 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国际标准书号：978-1860-633-44-7
类别：领导力、管理与经济发展

简要：
本书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副总统兼
总理、迪拜统治者谢赫·穆罕默德·本·
拉希德·马克图姆殿下(HH Sheikh Mo-
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探讨
了阿联酋独特发展经验的各个方面。

国父: Sheikh Zayed bin Sultan Al 
Nahyan语录集
国际标准书号：978-1860-634-45-1
类别：遗产

简介：
《国父》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一任
总统谢赫·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
扬（Sheikh Zayed bin Sultan Al-Na-
hyan）的励志语录集。
谢赫·扎耶德（Sheikh Zayed）是一个
为统一而战、宣扬平等、将阿联酋从
独立的酋长国转变为该地区和世界上
最发达国家之一的人，他的话在今天
和当时都同样有价值。

达尔玛雕像
作者：Reem Al-Kamali
国际标准书号：978-1860-634-69-7
类别：小说类

简介：
这部小说反映了谦逊的普通人的希望
和梦想，他们在等待英雄诺塔（Nor-
ta）把他们从黑暗和绝望中拯救出
来，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光明。

他们不知道今天是星期五吗？
作者：Jeremy Williams
国际标准书号：978-1860-630-74-3
类别：海湾商业图书

简介：
这本畅销手册是任何希望与阿拉伯人
做生意的人的必备指南，无论是作为
外籍居民还是访客

从特鲁西尔酋长国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作者：Frauke Heard-Bey
国际标准书号：978-1860-631-67-2
类别：阿拉伯遗产系列

简介：
本权威性著作提供了扎实的的研究
图，描绘了在石油带来财富、转变为
阿拉伯世界最稳定的联邦，开辟了全
新的视野之前，7个特鲁西尔酋长国的
传统生活方式。

必不可少的马可
作者：Marco Pierre White
国际标准书号：978-1860-634-34-5
类别：食谱

简介：
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烹饪书，马可·皮
埃尔·怀特(Marco Pierre White)简化
了烹饪的所有复杂环节，为美味的安
慰食品和经典餐厅提供了简洁明了的
食谱。



Zajel出版发行社
Zagel 出版发行社于2016年在阿布扎比成立，旨在通
过提供高质量内容的书籍丰富阿拉伯图书馆，并通过
出版采用“娱乐教育”理念的创新书籍，鼓励阿拉伯人
民，尤其是年轻人阅读。Zajel出版物提供了一个特殊
的受益和娱乐机会。

T: +971 50 271  1717

nooh@zajelbook.com

www.zajel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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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与宇宙之旅
作者：Ammar Al Mu’ili
类别：历史

简介：
数十亿年来，发生在过去奇怪的地方
和重大事件的令人兴奋的历史和科学
之旅。

保存牧豆树属树
作者: Dr. Ali Abdul Qader
类别: 青少年故事

简介：
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讲述了Prosopis树
及其在强调保护环境和遗产的重要性
方面的重要性。

我们的家园万岁
作者: Dr. Ali Abdul Qadir
类别: 青少年故事

简介：
这个故事是针对年轻人的，它是关于
对家园的热爱和为此而牺牲的。 这个
故事说明了人们必须如何将国家利益
放在首位。

孔雀王国
作者: Fadhil Al Muhairi
类别: 小说

简介：
这部小说将想象的宏伟与历史的真实
性相结合。 故事的历险历程使我们
踏上了过去的海盗之旅，走上危险的
路线，走私者和海盗在16世纪初与葡
萄牙的压迫和不公正作斗争，他们走
险了。
主角扎赫兰（Zahran）在决定报复家
人之后发现自己在海盗船Dayjur的甲板
上，他的家人因葡萄牙轰炸而丧生。

水手，不是海盗
作者: Dr. Ali Abdul Qadir
类别: 青少年故事

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年轻人的故事； 这是鲁
re的后果。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
梦到海里成为一名水手的故事，但是他
的鲁ck行为使他跌落在海盗船上。

马吉德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作者: Dr. Ali Abdul Qadir
类别: 青少年故事

简介：
故事讲述了抓住机遇并努力实现目
标。 当马吉德（Majid）与他的团队一
起比赛时，他发现了自己一生的机会.

命运的曲折
作者: Khalid Al Muhairi
类别: 青少年故事

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年轻人的故事。 它带我
们穿越了一个孩子关于校车的回忆，
以及他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 它以令
人兴奋和有趣的方式呈现，重点关注
在校车中表现良好的重要性。

火星上阿拉伯豹的冒险
作者: Dr. Ali Abdul Qadir
类别: 青少年故事

简介：
年轻人的科幻故事；这是关于在
银河系和行星之间讲述的通往
未来的旅程。...谈到善与恶，对
家园的忠诚与牺牲之间的冲突...



Austin 
Macauley 
出版商 +971 655 95 202 

mail@austinmacauley.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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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作者: Khalid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7-414-5
类别: 当代小说

简介:
安静而简单的旅程，但也许很深，它
将我们带入一个平行的现实。

多元化
作者: Maryam Saqer Al Qassimi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7-329-2
类别: 儿童小说

简介:
多样性是个体一起工作的方式。

重生
作者: Sami Mohammed Hussain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7-334-6
类别: 小说，短篇小说

简介:
该书以一系列受现实启发的短篇小说
中航行，处理了世界各地发生的真实
事件，并经过了戏剧和讲故事，以及
事件的扩展和激动，使作者对改变现
实充满了感动。 分为不同年龄段和不
同年龄段的文学作品。

Ceen: 当我的言语变得无用时，我仍
然留在思乐
作者: Sara Abdulrahman Alahbabi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7-343-8
类别: 小说，健康与福祉

简介:
我一直想谈谈和辩解，但有时不被允
许。 当我有机会时，我所理解的意思
就相反了！ 他们不再有机会了……

艾哈迈德的梦想
作者: Ahmed Ashujaa
国际标准书号: 978-1860-633-44-7
类别: 小说，诗歌，浪漫

简介:
从眼窝流出的这种盐滴是无价的，请
用右手擦拭，然后用左手将其推到悬
崖的边缘。 无机收缩和疼痛将在一
天内使您窒息，但不要以为这就是结
局。 您必须通过隐藏和不为人知的
感觉将其移除，以将痛苦转化为愉悦
感，以点亮大脑细胞。

有雾村庄的遗产
作者: Mezoon Alnaqbi
国际标准书号: 978-1860-634-45-1
类别: 幻想，小说，短篇小说，战争

简介:
这是一部有关英勇与英勇的史诗故
事，考验着两个小伙子之间的友谊。
热情洋溢的明弘希望他有一天能拥有
紫卡，并成为他们村庄中最好的战
士。 在追求成为最终人的过程中，他
在成为新的梦想者之前，面临着无数
挑战，包括友谊，忠诚和对新教练方
法的信任。

往东
作者: Abdullah Nasir Sultan Alamri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7-439-8
类别: 文学小说

简介:
陌生人穿越各个世纪以来发生过许多
事件的城市，反过来，它的英雄们也
给我们感到惊讶，他们的丝绸般的方
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二十个老夏天
作者: Anya Mérimèche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7-366-7
类别: 小说，诗歌

简介:
在这个收藏中，有一个即将要二十岁
的小朋友在她的乌托邦式的追求中打
折，以求打败滴答时钟和点击锁。
二十首大满贯诗歌和十篇情感高潮与
低谷。

我的精神筒仓
作者: Hanan al-Bishi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7-437-4
类别: 小说，浪漫

简介:
自我排成一行的信件，在自我发展，
宇宙定律和我们所写的多余情感之间
的高空之间。 我们保持和发展对他们
有益的东西，对我们不利的东西我们
微笑，感恩，理解它的信息并删除。 
并且要知道成功是从对阿拉的信任开
始于我们内心的想法开始的，成功没
有真正的障碍，只有我们。

我相信你
作者: Laila Bashar Al-Kloub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37-441-1
类别: 青少年故事

简介:
什么是信仰？以及我们如何一起信仰
宗教和爱情？怎么祈祷 谁的祷告更
贴近上帝？当您知道最终的真相时，
事情会就位吗？还是会崩溃？这些问
题使我很难理解我所取得的成就，真
理，信念和信条，以及他一生中所形
成的一切，而没有意识到如何以及为
什么。



迪拜司法机构
迪拜司法机构是一家隶属于迪拜司法委员会的政府
机构。该机构专门从事法律和司法培训及资格认
证，有大量的司法领域出版物

T: +971 4 283 3300

kibrahim@dji.go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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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对患者放松的承诺
作者: Dr. Khawla Al Abduli 法官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02-330-2
类别: 法

简介:
该书讨论了医疗责任，医患关系以及患
者了解疾病真相，接受和拒绝医生处方
药物的权利等一系列问题。 医生让患
者放松的最重要义务是什么？

伊斯兰金融交易的根本差异
作者: Dr. Abdulsattar Al khuwaildi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20-815-0
类别: 法

简介:
本书解释了当代金融和伊斯兰术语的
差异；作者处理了100个最著名的术
语，并提供了它们的定义和含义。
 

打击信息技术犯罪法解释
作者: Abdulrazaq Al Muwafi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20-750-4
类别: 法

简介:
有两卷涉及网络犯罪，并包含对2012
年第5号法令的实际解释，该法令涉及
每种犯罪的性质，身体和道德身高以
及对每种犯罪规定的刑罚。

证据法的解释
作者: Mustafa Al Sharqawi 法官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22-131-9
类别: 法

简介:
本书为阿联酋民用和商业交易中的证
据法提供了实用的解释。每篇文章均
附有阿联酋最高法院的判决。

仲裁协议
作者: Prof. Dr. Al Shihabi Al Sharqawi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16-629-0
类别: 法

简介:
本书根据阿联酋的原则和判例以及有
关商业争议仲裁的联邦法律草案，显
示了仲裁协议的所有条款。

与婚姻有关的条件及其应用
作者: Dr. Muhammad Abdulrahman 
Al-Dhuwaini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16-666-5
类别: 法

简介:
婚姻合同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
的合同之一。 伊斯兰法律允许丈夫或
妻子在合同中设定条件，只要这些条
件符合伊斯兰教法。 这本书讨论了所
有这些条件。 阅读本书并了解您的权
利。

法理诉讼与塔瓦鲁克（Tawarruq）
作者: Dr. Jasim Al Husaini 法官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22-129-6
类别: 法

简介:
在一篇博士论文中，作者论述了出售
塔瓦鲁克的不同过程及其对个人和机
构的重要性。 作者还解决了绕过伊斯
兰教法规定的技巧。 该书还纠正了金
融交易中的许多概念。

刑事诉讼法解释
作者: Hasan Mohammed Arab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20-040-6
类别: 法

简介:
这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参考； 它是简
化和解释法律条款以及阿联酋最高法院
发布的最重要司法原则的有用工具。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司法部门的劳资关
系趋势
作者: Prof. Dr. Muhamad Mohamad 
Abu Zaid
国际标准书号: 978-9948-15-024-4
类别: 法

简介:
第二版包含阿联酋劳资关系领
域中的八个最重要的问题。
书探讨了问题的性质以及如
何在法律基础上加以解决。



大学图书出版社
大学图书出版社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艾因市中
心，是行业领先的出版社之一。该出版社40年来
一直从事书籍的出版、发行和进出口业务，被视为
大学、学院、图书馆、机构和学校阿拉伯语和英语
书籍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T: +971 50 442 2341

ubhbooksales@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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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基础
作者: Prof Midhat Hussein Khalil
国际标准书号: 978-6589-09-639-9
类别: 生物学

简介:
众所周知，所有活生物在不同的生物过
程中都具有不同的特征。 此外，它们
中发生的生化相互作用通常是相同的。 
因此，有必要对基础生命科学进行研
究，作为对学习医学，药理学，科学和
农业以及与生命科学有关的任何实际大
学学科的学生的介绍。

公共关系管理
作者: Dr. Riham Ali Nuwair
国际标准书号: 978-614-452-146-5
类别: 管理

简介:
本书介绍了21世纪公共关系管理已成
为组织现代组织的重要内容，这是21
世纪许多本地和国际组织中公共关系
事业不断发展的活动。

了解阅读
作者: Dr. Samia Muhammad Mahmud
国际标准书号: 978-614-800-037-9
类别: 教育

简介:
当前时代的特点是世界许多国家都实
现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在地方，
阿拉伯和国际各级，教育进程令人瞩
目并取得了发展。 为了跟上时代的变
化，因此，对不同教育阶段的课程进
行了升级和开发，使其与这些变量保
持一致。

教学方法与策略
作者: Prof. Mohammed Mahmoud El 
Heila
国际标准书号: 978-614-801-701-8
类别: 教育

简介:
随着当今时代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以及教育心理学的发展，使学习
者受到更多关注，教学方法和策略的
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教师的作用
也越来越重要。

商业信息管理
作者: Dr. Ali Falah- Dr. Hisham Khraisat
国际标准书号: 978-614-452-154-0
类别: 管理

简介:
在商业活动以及制造商，贸易商，服
务提供商以及本地和外国专业人员的
实践领域中，商业品牌被视为该时代
知识产权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心理学方法
作者: Prof. Mahir Abu Hilal
国际标准书号: 978-614-800-027-0
类别: 心理学

简介: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生活的各个领
域都出现了迅速而众多的发展，这导
致了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并造
成了复杂化，挑战，需求和心理压力
的增加。

教育设计与教学技术：理论与实践
作者: Prof. Walid Khader Al-Zind
国际标准书号: 978-614-452-074-1
类别: 教育

简介:
本书包含在学习和教育领域中介绍的
心理学。 人类发展问题以及为将来发
挥重要作用做准备。

经济学原理
作者: Prof. Dr.Sami Ubaid Al Tamimi
国际标准书号: 978-614-452-112-0
类别: 管理

简介:
许多书籍都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写的，这
要求作者在写新书之前要认真考虑和思
考。

教和训练智障人士
作者: Dr. Kamal Salim 
国际标准书号: 978-614-452-113-7
类别: 教育

简介:
与智障人士打交道总是反映社会
的变化。这个社会阶层被正式称
为疯子。在应用智力测验之后，
分类系统取代了残疾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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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本
书你想读，
但至今无人
创作，那你

– Toni Morrison

就必须肩负
创作此书的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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