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ied from: 60 Picture Books about Christmas, in Chinese – by You shu er           1 

书单 | 60 本圣诞主题绘本分享，给孩子最好的节日礼物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accessed 4 Jan 2020   

Note: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pdf is copied from an online article. If you use the info in 
this pdf, please credit the creator. 
 
60 Picture Books about Christmas, in Chinese – by You shu er (in Chinese)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published 26.01.2018, accessed 4 Jan 2020） 

书单 | 60 本圣诞主题绘本分享，给孩子最好的节日礼物  

 有树儿 公众号：有树儿。育儿/生活/好物/婚礼/美食 

本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有树儿”，未经许可禁止转载。欢迎搜“有树儿”或"tellatree"或扫描文末二维码关注公

众号。http://weixin.qq.com/r/DSrdxfPEnq7hrbem938f (二维码自动识别) 发布于 2018-01-26 

 
 

 
 

 

No Book cover Book Title Comment by You shu er 

1 

 

大卫，圣诞节到了！ 凯迪克大奖作品《大卫不可以》系列

里的一本，淘气的大卫在这本书里还

是各种闯祸，不过结尾处还是收获了

圣诞礼物。大卫淘气的过程花样百

出，比如光着屁股往雪地里跑，能让

小朋友看得很开心，大卫的愿望清单

也很有意思，应该戳中了很多孩子的

礼物梦想。 

2 

 

圣诞老人工作原理 每个孩子可能都想过圣诞老人究竟是

怎么工作的，比如他怎么知道你什么

时候睡着，怎么分辨谁是好孩子、该

给谁送礼物的，这本书就满足了这种

好奇心，故事是阿兰普诺为了圣诞老

人追踪到北极圈，发现了一个专门制

造圣诞节的社区……充满奇思妙想的一

本书，同系列还有《海盗工作原理》

和《恐龙工作原理》，都挺好玩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https://www.zhihu.com/people/tellatree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eixin.qq.com/r/DSrdxfPEnq7hrbem938f
https://www.zhihu.com/people/tella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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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人儿帮手圣诞节 蒲蒲兰绘本系列，这本书里的圣诞老

人在大人睡觉后找了一群小人儿，用

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帮他派送礼物。

最大的亮点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不同

类型的车，车迷小朋友一定会很喜

欢。 

4 

 

小鸡球球的圣诞节 小鸡球球系列绘本，这本讲的是小鸡

球球和小伙伴们一起装饰圣诞树的故

事。和系列里其他绘本一样，这本也

有很多立体互动机关，还有立体圣诞

树和圣诞贴纸，宝宝可以和家长一起

动手装饰圣诞树，很有互动性。 

5 

 

 

 

小圣诞树、圣诞老人拯救

地球、寻找圣诞节 

圣诞星系列的三本绘本，我最喜欢

《小圣诞树》，讲的是一棵因为太矮

不能做圣诞树的小树的故事，矮个子

的小树在最后终于被选走了，所有树

都为它高兴。另外两本就像题目一

样，讲的是圣诞老人和小朋友们一起

拯救地球、以及小雪人朱瑞长途跋涉

寻找圣诞节的路上发生的事。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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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威廉先生的圣诞树 可能是因为小名的关系，大树特别喜

欢关于树的绘本。这本书写的是威廉

先生得到了一棵特别大的圣诞树，因

为太高了他就剪掉了树冠，他的侍女

得到了这截剪掉的树冠，于是她也有

了一棵圣诞树，因为太高她又把树冠

剪掉了……这样以此类推，很多小动物

都得到了对自己来说高度刚好的圣诞

树，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树的温

馨故事。 

7 

 

要睡几个觉，圣诞节才到 全名是《了不起的爸爸——要睡几个

觉，圣诞节才到》，很适合爸爸和宝

宝一起看。小熊嘟嘟非常盼望过节，

熊爸爸给他耐心解释时间，精心安排

各种节前活动，在爸爸的陪伴下日子

不知不觉过去，圣诞节很快就到了。 

8 

 

极地特快 美国最受欢迎的圣诞礼物书，凯迪克

金奖作品，也是经典同名电影的原著

作品，很值得看。这是一个关于相信

的故事，相信世界上有圣诞老人的存

在，相信孩子们纯真的童心…… 

9 

 

我们的树 又一个关于树的故事，故事里的一家

人把郊外森林里的一棵树当作他们的

圣诞树，每个圣诞节他们都会开车到

森林，去找他们的树。他们的节日没

有舞会，没有大餐，只是带着简单的

食物，简和小动物们一起度过一个夜

晚。这样褪去浮华、平平淡淡在大自

然中度过的圣诞节，关于感恩，关于

分享，对孩子们来说也很珍贵温暖。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Copied from: 60 Picture Books about Christmas, in Chinese – by You shu er           4 

书单 | 60 本圣诞主题绘本分享，给孩子最好的节日礼物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accessed 4 Jan 2020   

10 

 

好安静的圣诞书 大家心中的圣诞节往往是热闹、欢乐

的，但这本书的作者却从另外一个角

度，描绘了不被大家注意的那些安静

时刻，而且是用各种各样的动态表现

各种各样的安静，比如偷偷找礼物被

爸爸妈妈发现的安静、屏住呼吸往圣

诞树高处挂装饰物的安静等，展现了

过节前小朋友们又期待又紧张的心

情。我小时候每次过节前的心情就是

这样的，所以看这本书很有共鸣…… 

 

11 

 

千千万万个圣诞老人 孩子们可能都会在某一个时刻怀疑圣

诞老人是否真的存在，想知道为什么

自己看不到圣诞老人，这本书就可以

解答这样的疑问。世界上本来只有一

个圣诞老人，但为了给更多孩子送礼

物，渐渐分裂成两个、四个、八个……

直至千千万万个，圣诞老人越变越

小，直到我们肉眼看不见，但仍以自

己的方式守护着圣诞节的快乐。比起

直接告诉孩子圣诞老人并不存在，这

样的方式也许更温情。 

12 

 

当圣诞老人年纪还小的时

候 

 

这本书角度很特别，讲的是圣诞老人

小时候的故事。里面写了圣诞老人小

时候就很喜欢北极，但是他的家人不

喜欢；写了他是怎么从烟囱里爬出被

大雪覆盖的房子，又是怎么遇到驯鹿

和小精灵……很有想象力的一本书。 

13 

 

麦兜圣诞故事 这是一本故事集，集齐了麦兜系列里

那些关于圣诞的故事，有麦兜怎样给

同学选礼物，麦太和麦兜怎样吃火

鸡，校长怎样给小朋友们圣诞惊喜……

满满都是淡淡的感动和琐碎的幸福，

长大了再回头看这些故事也会别有感

慨吧。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Copied from: 60 Picture Books about Christmas, in Chinese – by You shu er           5 

书单 | 60 本圣诞主题绘本分享，给孩子最好的节日礼物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accessed 4 Jan 2020   

14 

 

便便恐龙之圣诞礼物 贪心的丹尼想要很多很多圣诞礼物，

最后收到了一只恐龙，恐龙把所有关

于圣诞的东西都吃掉了，连丹尼的家

人和房子都被吃掉了，最后恐龙又把

它们都拉了出来，还给丹尼一个开心

的圣诞节。这本书讲的是不要太贪心

的故事，在大部分主打温情感动的圣

诞绘本中偶尔看一本这种比较无厘头

的也可以换换口味。 

15 

 

彼得和洛塔的圣诞节 瑞典著名童书作家爱莎·贝斯蔻的作

品，讲的是彼得和贝塔在姨妈家过圣

诞节的故事。他们的圣诞节没有圣诞

老人，只有送礼物的圣诞山羊，展现

了不一样的环境和风俗。同系列的

《彼得和洛塔历险记》也很好看。 

16 

 

圣诞鹅 爸爸为了圣诞大餐带回家一只鹅，三

个小朋友在照顾这只鹅的过程中越来

越舍不得把它吃掉，而爸爸却要把它

杀掉做美餐……当然最后他们还是成功

保护了这只鹅，仍然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故事。 

17 

 

一百个圣诞老人 这本书和《圣诞老人工作原理》有点

异曲同工之处，也是关于圣诞老人如

何工作的故事，不同的是这本书里有

100 个圣诞老人，一年中他们要养护

圣诞树、统计有多少个小朋友需要礼

物、还要练习怎么驾雪橇和撒雪花，

节日当天他们还要拍大合影，一本色

彩明快、氛围热烈的绘本。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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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妮和圣诞老人 温妮女巫魔法绘本系列中的一本，可

爱有趣的小女巫温妮在圣诞节发生的

故事。书里的每一页都像一幅画一

样，皑皑白雪覆盖的房子、驯鹿驾着

雪橇翻山越岭、圣诞老人的所有礼物

都飞到了空中……每一幅都很好看。 

19 

 

我变成了一棵圣诞树 日本著名图画书作家佐野洋子的作

品，和前面提到过的《小圣诞树》的

故事相似，这本书里也有一棵一心想

做圣诞树的小树，也是一个对小朋友

进行追梦教育的童话。只要坚持梦

想，不管身在哪里，都可以成为一棵

美丽的圣诞树。 

20 

 

圣诞老奶奶 也是佐野洋子的作品，书里有一位已

经离世的老奶奶为了回到人间看一眼

思念已久的小孙女，去找上帝应聘圣

诞老人，非常感人的故事。和最近热

映的《寻梦环游记》一样，主题也是

帮助孩子面对亲人的离去并学会思念

和纪念的生命教育。 

21 

 

什么是圣诞节 蒲蒲兰绘本馆出品的经典圣诞绘本，

故事的两个主人公分别是猫头鹰和小

兔子，都是大树很喜欢的动物形象。

小动物们都在给猫头鹰准备礼物，准

备过程中发生了很多趣事，最后每个

小动物都收到了礼物，自然而然地道

出了赠予的意义。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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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头鱼的圣诞烦恼 和《什么是圣诞节》一样，这本也是

关于送礼物的故事，大头鱼拿着礼物

清单把所有的商店逛了一圈，也没有

为他的朋友们选购到合适的礼物，所

以非常烦恼。在闪光鱼小姐的鼓励

下，大头鱼亲手制作礼物送给朋友，

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本书可以让孩子

们知道最棒的礼物不在于多么完美，

而在于送礼物人的心意，也可以鼓励

孩子们自己动手做礼物。 

23 

 

兔子小白的礼物树 画风简洁趣致、插画风格的绘本，兔

子小白为了多要一份圣诞礼物，把自

己的身体涂黑假装成别人，于是得到

了一颗种子。说谎的他很不安心，想

把这颗种子埋在地里请求上帝原谅，

没想到种子长成了一棵结满礼物的

树，兔子小白想和圣诞老人一起把礼

物拿下来送给小朋友们，接下来又发

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充满童趣

的故事。 

24 

 

圣诞老人：世界头号玩具

专家 

凯迪克大奖作品，跟前面提到的《圣

诞老人工作原理》、《100 个圣诞老

人》有些相似之处，也是讲圣诞老人

如何工作的，这本书里的圣诞老人是

世界头号儿童专家、礼物专家和玩具

专家，每天都在不断地做研究、做调

查，为了在节日当天把最好的礼物送

给小朋友们，也是一本有趣的书。 

25 

 

晚安，圣诞老爷爷 以圣诞节为背景，写的是姐弟俩在睡

前和小雪橇、合唱团、圣诞树一一道

别的故事，晚安系列的哄睡读物，适

合在睡前读给孩子听。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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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雪人 中国风儿童文学名作绘本书系列里的

一本，由儿童文学作家保冬妮编著，

内容是关于圣诞雪人的故事。 

27 

 

小牛仔克劳斯 和仙人掌林

里的圣诞节 

获得过很多奖项的德国畅销儿童书，

小牛仔克劳斯系列里的一本，这本书

里圣诞老人来到了西部，所以是个充

满西部风情的故事，有印第安人、土

匪和野狼，连圣诞树都是仙人掌做

的。 

28 

 

勇敢小火车：卡尔的特别

任务 

绘本名家赖马的作品，圣诞老人要给

小朋友们寄去勇气礼物，但货运火车

温蒂竟然出故障了。为了帮助妈妈温

蒂，也为了帮助圣诞老人和小朋友

们，从没出过远门的卡尔自告奋勇代

替妈妈出任务……一个关于勇气也关于

爱的故事，适合喜欢小火车的小朋

友。 

29 

 

帕灵顿掉进了圣诞工厂 帕灵顿宝宝熊家庭教养图画书系列里

的一本，主角就是这只英国家喻户晓

的国民小熊，现在关于这只熊的电影

也在上映，很适合在节日看看关于它

的圣诞故事。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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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熊的圣诞夜 暖房子经典绘本系列，讲的是贝尔熊

被朋友们叫醒，克服困意和大家齐心

协力准备圣诞节的故事。后来朋友们

都渐渐入睡，贝尔熊还在为大家准备

礼物，第二天大家醒来后都开心地收

到了礼物，贝尔熊则盖着朋友送的被

子补觉了。看这本书能想起一些每次

聚会总是默默把每个人送回家的朋

友……很有爱的故事。 

31 

 

彼得兔的圣诞故事 写到这里已经写了好几本某一卡通系

列里的圣诞特辑，比如麦兜、小鸡球

球、帕丁顿熊和彼得兔，我觉得这样

的书适合喜欢这一系列卡通形象的小

朋友，像大树很喜欢小鸡球球，我很

喜欢麦兜，就会更关注它们在圣诞节

的故事，不然就没有太大必要特意去

买。这本也是一样，是彼得兔系列里

一个关于圣诞的故事，推荐给喜欢彼

得兔的孩子。 

32 

 

圣诞妈妈 这本书的作者竟然是东野圭吾，就是

那位写过《白夜行》、《嫌疑人 X 的

献身》的东野圭吾……没想到他也写过

这么柔情的作品，是一本很温暖的

书。推理作家写童话也充满悬念，故

事一开始离圣诞节只有 20 天了，但全

世界的圣诞老人都没有准备礼物，一

个女人在打探他们的下落。所以又给

读者抛出了一大堆问题，比如这个女

人和圣诞老人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圣

诞老人还能不能如期给大家送礼物……

适合大一些的孩子看。 

33 

 

我爱圣诞节 我很喜欢蒲蒲兰绘本馆的书，这本又

是蒲蒲兰出品的中英双语绘本我爱系

列里的一本，温馨可爱，充满童趣，

同系列的《我爱生日》、《我爱假

期》等也都很好看。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2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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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熊布迪和圣诞愿望 小熊布迪健康成长系列里的一本，又

是一个关于圣诞节、圣诞愿望的故

事，比较特别的是这本书是以台历的

形式出现的。 

35 

 

我的礼物在哪里 这本书属于日本作家林明子暖心绘本

系列，故事里的圣诞老人很粗心，一

路走一路掉礼物，小黎帮圣诞老人捡

礼物，没想到也被装进了礼物袋，等

到圣诞老人要给小黎送礼物时才把她

叫醒……有趣又温暖的小故事。 

 

 

36 

 

送给圣诞老人的苹果 又是那个世界上是否真有圣诞老人的

老问题，主人公诺拉也有这样的疑

问，爸爸帮他给圣诞老人写了一封

信，帮孩子保有一颗童心。 

37 

 

耐心等来好礼物 手脑总动员系列里的一本，里面包含

10 个圣诞故事。比较特别的是绘本采

用的是偏印象派的画法，而且每个故

事后面都有一首儿歌、一个手工，可

以给孩子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感受，也

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动手做手工，所以

说是“可以唱的童话、可以玩的绘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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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圣诞老人一定会来 又是一个关于圣诞老人是否真的存在

的故事，又是一个关于相信的故事，

也许在孩子的世界里，圣诞老人真的

存在，而且一定会来，这种单纯的美

好就是他们的世界原本的样子…… 

39 

 

圣诞老爸 曾获格林威绘本大奖的经典圣诞绘

本，这个故事里圣诞老人只是一个胖

乎乎的普通老头儿，在派送礼物的过

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坏天气，还需

要辛辛苦苦地在烟囱里爬上爬下。这

可能不是我们心目中最初的圣诞老人

形象，但却是那么亲切有趣，让人倍

感欢乐。 

40 

 

最美的圣诞礼物 这就是一个童年版《麦琪的礼物》的

故事，圣诞节快到了，芭特和皮皮都

想送给对方一份特别的礼物，但是打

开礼物的那一刻他们都愣住了…… 

41 

 

汤姆的圣诞节 小兔汤姆系列绘本，汤姆的圣诞节和

大多数小朋友一样，喜欢装饰圣诞

树、吃蛋糕、听故事、和家人在一起

玩、等待圣诞老人从壁炉里钻出来……

一个主题很寻常的圣诞故事，但也满

是温暖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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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圣诞森林的故事 这本书讲的是獾在偶然中来到了圣诞

森林，和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交朋友，

以此串起了不同小动物的故事。每个

小动物的形象都很生动，每个场景都

很有趣，有暖暖的爱贯穿始终。 

43` 

 

霍莉和艾薇的故事 比较长的一个故事，孤儿院的小女孩

艾薇渴望得到一个圣诞娃娃，而玩具

店的娃娃霍莉也渴望找到自己的圣诞

女孩把自己带走，故事的最后圣诞奇

迹终于发生了，比通常见到的绘本字

数要多一些，但是一个很感人也很温

暖的故事。 

44 

 

圣诞节的小羊 和前面介绍过的《圣诞鹅》有些类似

的故事，只是担心自己在圣诞节被吃

掉的主角从鹅换成了小羊。而这个故

事里的西蒙一家人遇到的处境也更加

困难，他们非常贫穷，什么食物都没

有，是在雪地里寻找食物时发现的这

只小羊，所以他们到底会不会吃掉小

羊就变得更加牵动人心…… 

45 

 

小雪兔的圣诞愿望 拨拨鼠绘本馆出品，在圣诞前夕小雪

兔给圣诞老人写了一封信，她的圣诞

愿望是拥有一个朋友，但是这封信错

过了投递时间，所以她决定自己上路

去寻找圣诞老人。在路上她遇到了很

多需要帮助的小动物，在帮助他们的

过程中，她的圣诞愿望也实现了。和

很多圣诞绘本一样，这也是一个关于

赠予、互相帮助、友谊和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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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科妮过圣诞节 科妮快乐成长图画书系列，既有科妮

如何制作圣诞节日历、如何装饰圣诞

树，也有她对世界上是否有圣诞老人

这个问题的好奇。很多小朋友心中都

有这个问题，前面介绍过的很多绘本

也都提到了这个问题，每个绘本都给

出了不一样的解答，相信每个小朋友

心中也都有不一样的答案。 

47 

 

绘本大师的儿童诗：圣诞

小叮当 

《绘本大师的儿童诗》系列，是绘本

大师、四度凯迪克大奖得主玛格丽

特·怀兹·布朗未发表的珍藏儿童诗集。

圣诞主题这一本也是一本优美、温馨

又富于童趣的儿童诗集，中英文对

照，很适合读给孩子听。 

48 

 

圣诞节愿望 莎拉公主感恩绘本系列，我们已经看

到很多个关于圣诞愿望的故事，但是

莎拉的愿望不是关于自己，而都是为

了亲人和朋友，也是一个很暖的故

事。 

49 

 

尤利拯救圣诞节 尤利心中完美的圣诞节最重要的就是

要找到一棵漂亮的圣诞树，而节前他

的家人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却忽略

了圣诞树，所以尤利独自一人找到了

合适的圣诞树，还用苹果等做了装

饰，拯救了圣诞节，一本热闹又欢乐

的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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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圣诞老人来啦 这本书里的圣诞老人和我们心目中的

形象很不一样，会因为忘记带小朋友

家的钥匙而进不去家门，因为忘记办

新的圣诞老人身份证明卡导致证件过

期，还会因为太辛苦而倒在地上起不

来……是一位呆萌又有趣的圣诞老人，

整个故事也很有想象力，妙趣横生。 

51 

 

瑞奇有棵圣诞树 看书名又是一个关于圣诞树的故事，

但这本书更多的是讲述瑞奇在和爸爸

一起去挑选圣诞树的路上发生的有意

思的事情，以及因为圣诞树太大无法

顺利运回家而发生的故事，是一本明

快、有趣的书。 

52 

 

圣诞夜的空袜子 霍伊克之心童书奖作品，《憨豆先

生》编剧转型创作，《哈利波特》译

者翻译，讲的是一对性格完全不同的

双胞胎的圣诞故事。姐妹俩一个乖巧

一个淘气，圣诞老人为了惩罚淘气的

妹妹，不准备给她的袜子里放礼物，

结果阴差阳错下竟然把姐妹俩的袜子

搞混了。平时淘气的妹妹发现姐姐的

袜子里没有礼物，贴心地把自己的礼

物匀给姐姐一半，第二天她的袜子上

多了一个好孩子勋章。故事情节一波

三折，也能引起很多家长和老师对教

育方式的思考，是近两年出版的圣诞

主题绘本里我最喜欢的一部。 

53 

 

圣诞节怎能没有礼物 小牛和乌鸦的故事系列是瑞典著名童

话作家于娅·维斯兰德和她的丈夫共同

创作的，获得过瑞典最高儿童文学奖

——林格伦儿童文学奖。这本书的开

头是乌鸦在圣诞节前就拆开了所有礼

物，觉得自己在圣诞节没有礼物可收

了，小牛为了帮助它展开了接下来的

故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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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圣诞老人的王国 跟《100 个圣诞老人》有些相似，这

本书里也有很多个圣诞老人，也讲了

他们平日里的工作，例如培养驯鹿、

打理圣诞装、如何知道该给哪些孩子

准备礼物，夏天圣诞老人们还要度

假。我很喜欢这一类型的书，包括前

面介绍过的《圣诞老人工作原理》、

《圣诞老人世界头号玩具专家》、

《当圣诞老人还小的时候》……角度很

特别，读起来也很有意思。 

55 

 

超级查理和失踪的圣诞老

人 

作者卡米拉是写过一系列畅销侦探小

说的作者，超级查理系列是她的首套

童书，超级查理是一个有超能力、喜

欢侦探、喜欢冒险的小朋友，关于他

的圣诞故事也充满了冒险精神。查理

本来不相信圣诞节，但圣诞老人的雪

橇却撞到了他家的树上，于是他肩负

起了拯救圣诞节的任务…… 

56 

 

狂欢的节日 盖尔·吉本斯少儿百科系列，这套书包

括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复活

节、感恩节、土拨鼠日、圣帕特里克

节等，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述了西方

主要节日的文化习俗，有助于小朋友

们了解这些节日知识。 

57 

 

菲鲁的圣诞节 迷路的小狗菲鲁在圣诞节遇到的各种

故事，和大多数圣诞故事一样关于互

相帮助、温暖和美好，但是圣诞节就

是想看这样的故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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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爱上数学的孩子：等待圣

诞老人的到来 

看到书名里有数学俩字我就不想看

了，没想到书里真的是借圣诞节的背

景讲线面角之类数学知识和数学概

念，真的不懂谁要在圣诞节学数学

啊……但应该也有一些真心喜欢数学的

小朋友吧，所以还是分享一下这个奇

特的圣诞绘本…… 

59 

 

特别的圣诞节 暖房子经典绘本系列，小刺猬要帮圣

诞老人送礼物，雪橇却翻倒在了雪地

上，很多朋友都来帮助它，最终当然

是成功把礼物送到，也收到了属于自

己的礼物。很熟悉的圣诞故事套路，

但这就是在圣诞节百看不厌的主题。 

60 

 

圣诞夜大救援 很多小朋友都好喜欢汪汪队立大功，

这本书就是汪汪队在圣诞夜帮助圣诞

老人修理雪橇、寻找礼物，又一次立

大功的故事，还普及了一下滑雪安全

防护知识，分享给喜欢汪汪队的小朋

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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