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尉琳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不，先点我！
点

我
！

别忘了我！

科普

绘本

桥梁书/小说

主页

点击图书，进入详细书讯页面网站哦！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胡尉琳

绘本

主页

3+

布鲁和他的小朋友系列

书名：《照相啦》，《小食堂》，《新玩具》，《眼镜》，《谁最厉害》，《做演
讲》，《自行车》，《玩具丢了》，《新朋友》，《小跳蚤》，《未来的小弟弟》，
《上学喽》，《美术课》，《给圣诞老人的信》，《小手脏脏》，《我怕黑》，《不
想午睡》，《看医生》。
主题: 孩子情绪管理，习惯养成，面对幼儿园的新环境化解焦虑。
作者 : Unique Heritage
插图: Unique Heritage
内容介绍: 专门为3至6岁的孩子来到幼儿园的新环境，以及这个童年时期涉及的主要问
题创作的绘本系列：如何进入幼儿园？我朋友为什么戴着眼镜？如果我不想小睡怎么
办？我们在食堂吃什么？ 。。。 整个系列给孩子们展开了一个有趣，安全和教育的大
门。通过将蓝色考拉的故事作为故事的小主人公，解释了孩子们可能会遇到的疑问和疑
虑，这些书里的解释和让儿童放心变得勇敢。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28 页 尺寸: 16 x 1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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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骑士格斯系列

⼩骑⼠格斯动画⽚将于2021年9⽉在法国第⼀电视台上映了啦

书名：《小骑士格斯和盗贼青蛙》《小骑士格斯和大骑士比赛》《小骑士格斯和迷路的小鬼》
《小骑士格斯和国王的宝剑》《小骑士格斯和魔法恐龙》
主题：骑士，冒险，魔幻。
作者 : Françoise de Guibert 插图: Dankerleroux
内容介绍：来到小骑士格斯的魔法世界，和他一起遇见魔法恐龙，拔出国王的宝剑，与大骑
士比赛，巧遇迷路的小鬼，找到盗贼青蛙。。。
生动的人物，颜色鲜艳的插图，又加上幽默的故事，这一切都结合到这个多彩的童话故事中
了！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2 页
尺寸 : 20x 20 cm
影视版权已售法国动画公司同名动画片制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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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语系列（绘本）
书名：《睡觉记》；《吃饭记》；《穿衣记》；
《玩具记》
作者 : Didier JEAN & ZAD插图: Adeline RUEL
内容介绍：这套手语系列是父母和宝宝的一种很
棒的交流和关系工具，可以在婴儿尚未学会语言
时促进和家人的对话和交流。宝宝通过手语可以
减少沮丧和愤怒，它可以帮助孩子表达自己的感
情，情感。 每页都附有一幅或两幅图画，以便一
起学习书中的内容。这些绘制的手语教程解释〸
分清楚并且易于执行，丰富了宝宝们的词汇。
重点： 促进学习手势沟通，将其作为孩子可以识
别的故事的一部分。 硬板图书，用宝宝的小手指
可以轻松翻页。睡前阅读的好图书。
阅读年龄段：6个月＋ 页数：18 页

小苏佐系列
书名：《小苏佐找宝藏》；《爱做梦的小苏佐》；《小苏佐去海边》
作者 : Émilie Chazerand 插图: Amandine Piu
内容介绍：小苏佐是个能和小动物们聊天，充满幻想和冒险精神，调皮捣蛋的小女孩儿。可爱的小苏佐充满了一个又一个搞笑的想
法。每一页都使人温暖又忍俊不禁。这2个小故事发生在海边和绿色的森林里，让我们和小苏佐一起开心的冒险吧。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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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庭系列

尺寸: 18 x 18 cm

新
书
！

书名：《嫉妒好不好》；《爱是什么》
作者 : Kouam TAWA 插图:ZAD et Didier JEAN
内容介绍：《嫉妒好不好》- 姐姐一直都表现得最
厉害，最快速，最善良，因为她希望一直都是爸爸
妈妈的最爱的那个。这是一个关于家庭关系竞争的
有趣而敏感的故事！
《爱是什么》-小兔子毛毛问了自己一个大大的问
题: 到底爱是什么？它一个一个问着自己的家人，
但是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同，会有人告诉它到底什
么是爱么？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2 页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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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飞和诺佳系列
书名：《爸爸和妈妈》；《当医生》；《化妆舞会》；《做老师》；《打雪仗》
主题:情感，融洽，温柔，幽默
作者 : Didier JEAN & ZAD
插图: Sophie COLLIN
内容介绍:高飞和诺佳是最要好的朋友了。在生活中他们发生了许许多多温馨有趣的事
情！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0 x 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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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长得太大了!

动物动画系列

机器动画系列

主题:父母的爱，自己在家里的位置，宝宝的出生
作者 : Didier JEAN & ZAD
插图: Caroline LECHEVALLIER
内容介绍:亚历很难过，他认为她的妈妈觉得他长得
太 大了，所以更喜欢小宝宝。亚历一边长大，一边
要放弃 小宝宝的习惯，并且要找到自己在兄弟姐妹
间的位置， 真的不太容易。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可
以与孩子讨论新生儿的来到，非常有趣的文字和充满
活力幽默的插图混合在一起，受到法国幼教老师和孩
子们的喜爱! 一本充满爱和温情的绘本!

主题：科普职业机器汽车的认知。
作者 : Chloé du Colombier
插图: Chloé du Colombier

主题：科普，认知，生物多样性，游戏，互动。
作者 : Charles Paulsson
插图: Charles Paulsson

内容介绍：
这个系列的主题有：这套书有着别出新裁的翻页互动设计，通
过小朋友在书中和机器的互动，让小朋友了解每个机器的小秘
密！

内容介绍：
通过小动物动画系列，让小朋友们不仅认识了动物的习性，
也在阅读的互动中找到了乐趣。通过简单易懂的文字，幽默
传神的动物形象，和别出心裁的翻页互动设计，让这套书在
书店里，成为低幼百科互动书的必选。

阅读年龄段: 2岁＋ 页数：24页 尺寸: 14 x 14 cm
中文简体已售出

阅读年龄段: 2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0 x 20 cm

3+
穿睡衣出门的妈妈！
主题:家庭，亲情，生活的乐趣
作者 : Cécile Elma Roger
插图: Louise de Contes
内容介绍:一个小女孩儿问妈妈，为什么生活都需
要那么复杂呢？
为什么要整理房间？ 为什么要穿上外套？为什么
下雨天要呆在屋里？ 这个小女孩儿用简简单单一
句：“为什么？” 就让妈妈在生活中找到了很多的乐
趣！ 原来我们可以这样快乐的生活！
小女孩的每一次提问都是让我们大人对自己生活的
重新审视，其实我们粘在手上的巧克力更好吃，其
实画在书桌上的图片更鲜活，其实在雨中的舞蹈更
奇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快乐的生活！

新
书
！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2 x 3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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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别忘了我爱你

库科莫

主题：友情，亲情，语言的力量
作者 : Didier JEAN & ZAD
插图: Didier JEAN & ZAD
内容介绍：今天大家都来到了图书馆，老师讲故事的时候被小孩子一言一语打断了。大
家都在说着自己被家人不同的称呼：
“我的宝贝儿”“我的小肉包”“我的小玫瑰”“我的小心肝”。。。只有小猫咪没有接话。。。
因为他的妈妈没有很多的甜言蜜语给他。直到小老鼠亲亲的一个吻，化解了小猫咪的难
过。
这个绘本以温柔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生活中言语的力量，它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经
常会忘记亲人，忘记告诉他们我们有多爱他们！

主题:友情，勇气，差异
作者 : Didier JEAN & ZAD
插图: Didier JEAN & ZAD
内容介绍:库科莫一只快乐地在空中飞舞的小鸟，有一天它偶尔遇见一条可爱的鱼。
鱼在水中，鸟在天空中，它们历经艰难，尽管彼此之间的差异和被旁人嘲笑，但小鸟
和小鱼还是成为好朋友。一首歌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一种柔和，一种节奏，笼罩着的
空气，就像友谊一样。 小鸟唱着歌，小鱼演奏着。因为友谊而在一起，它们将超越
差异，并肩而立地穿过“束缚天空和海洋的奥秘……”。
《库科莫 》获得法国铁面无私图书奖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2 x 32 cm

《永远别忘了我爱你》已进入三次印刷，是出版社的畅销图书。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2 x 32 cm

梦想歌
主题:家庭，亲情，父母的期待，自己的梦想
作者 : Pierre BERTRAND 插图: Susanna RUMIZ
内容介绍:当自己让父母失望时，应该如何取悦父母？孩子没
有达到父母的梦想时，如何安慰孩子？这个故事从两位等待
婴儿出生的父母开始的。鸡爸爸和鸡妈妈当然希望它们的孩
子能达到它们的期望。然而现实并不是这样的 …
这本精美额绘本讲述了潜力的力量，这些潜力并不总是被人
们认可，但是有一天可能会出现。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亲子关系也在这本书里很好的呈现出来。这本书也使得孩子
们意识到，一个人永不放弃对自己能力的希望。

好主意

亲亲绘本系列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2 x 32 cm

妈妈时分
主题：学校，家庭，亲情，工作
作者 : Yaël HASSAN 插图: Sophie RASTÉGAR
内容介绍:在一个经常涉及孩子和家庭的主题
上，作者创作了一个丰富有趣的绘本。
“马上就到妈妈时分了！”老师宣布到。
“妈妈时分，妈妈时分，哼！什么妈妈时分！”
小浣熊说道。
对小浣熊来说，这个时间是爷爷时间，奶奶时
间，舅舅时间，保姆时间，爸爸时间。。。因
为它的妈妈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但什么时
候才是它温暖的妈妈时分呢？
这是一本帮助孩子们懂得父母工作和恢复亲子
关系的图书。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2 x 32 cm

主题:眼泪，难过，回忆，喜乐
作者 : Pascal BRISSY 插图: Didier JEAN & ZAD
内容介绍:小松鼠蒂贝很担心因为父亲告诉它，祖父快要去世了。父亲告诉它，这就像
树上的松果，无论是一天还是一年，它都会掉落到地上。因此，蒂贝把松果牢固地挂
在树上，以抵御命运。在一个大风大雨的夜晚，她甚至爬到树上去阻止松果掉落。但
是风暴却无比的强烈。它的朋友请小松鼠帮个忙，去种下新的种子，这样就可以长出
新的树……
如何谈论儿童死亡？这本书以温柔和幽默的方式解决了这个微妙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世代相传的故事，仅从孩子的角度来看。 插图中的水粉画表现出非常人
性化，从而使小朋友更亲近于阅读。
《好主意》获得法国Chronos图书奖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2 x 32 cm

噩梦怕亲亲
爸爸，对我说
主题：家庭，工作，亲情
作者 : Christos 插图: Didier JEAN & ZAD
内容介绍：一天晚上，一个小小的黑色球撞到门口。一个属于爸爸的小
球，在他失去工作的那一刻进入并使他伤心，沉默，孤独和焦虑。他不再
说话了，总是说一切都很好，有时候会在晚上出去来......所有这一切都让
孩子非常担心。爸爸的微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我们并不总是向孩子们解释一切，爸爸的黑球是一颗焦虑之球，让孩子们
对焦虑有一些认知。作者讲述了一个困难也不常被理解的问题：失去工作
时对情绪，家庭的影响被这本绘本完美的呈现了！这是一本经历焦虑，找
到欢喜的绘本，让父母也同时学会如何给孩子们讲述自己在生活中所遇到
的问题。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2 x 32 cm

主题：噩梦，恐惧，温暖，亲情
作者 : Caroline LECHEVALLIER
插图: Philipine MURAKAMI
内容介绍：噩梦的一家住在一个古老而可怕的房子里
面，噩梦妈妈警告它的孩子们，千万不能接触亲吻！可
是小噩梦却渴望被亲吻包围。
直到有一天，在它来吓唬小兔子的时候，它被轻轻地亲
吻到了，于是它变成一个轻盈甜美的梦！小噩梦它有勇
气来打破被禁止的梦想，并且改变了世界和它的家庭
吗？
恐惧，噩梦，亲吻，这些都是儿童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
的主题，而这个新的创意是，没有站在害怕噩梦的孩子
的一边，而是站在噩梦一遍的立场上来展开整个故事
的，而驯服噩梦是通过的爱与温柔的力量。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2 x 32 cm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胡尉琳

绘本

5+

主页

洋百合

巧克力爷爷

主题:家庭，亲情，父母
作者 : Momo GÉRAUD
插图: Didier JEAN & ZAD
内容介绍:洋百合温柔和真实地展现了一个难题: 家庭暴力和儿童所造成的后果。 通过
小女孩的眼神，她的话和她的情感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一个孩 子的故事，美丽真实。
作者用精巧而敏感的文字来缓缓道来，插画家一幅幅富有表现力的色彩插画给读者带
来启发。
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希望:怀着谦虚而没有痛苦的回忆，带着孩子和大孩
子一起回忆着， 在阴影遮蔽后，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主题:家庭，亲情，工作，巧克力
作者 : Didier JEAN & ZAD
插图: Didier JEAN & ZAD
内容介绍: 爷爷从14岁就开始做巧克力，他有属于他的巧克力商 店。 可是自从他退休以后，他就再也不
想听到有关巧 克力的事情。 可是他的小孙女莎乐却怀念爷爷的巧克 力松露和摩卡!但爷爷决心享受退休
后的美好时光。
莎乐会用什么办法来让她的爷爷教她如何制作她美味 的巧克力呢? 在本书结尾等着您，法国著名的巧克
力大师埃里克·拉 米提供的美味食谱:巧克力棒棒糖。
《巧克力爷爷》获得法国假日图书奖。

阅读年龄段:5岁+ 页数:40 页 尺寸: 22 x 32 cm

成长绘本系列

阅读年龄段:5岁+ 页数:40 页 尺寸: 22 x 32 cm

记忆商店

爷爷的果酱

主题:家庭，亲情，回忆，传承
作者 : Jeanne TABONI MISÉRAZZI ，Didier JEAN & ZAD
插图: ISALY
内容介绍:因为奶奶慢慢的忘记了很多记忆，希利娅发现
人们不仅仅会忘记事情，也会忘记我们的爱。 所以她决
定在一天晚上来到一个记忆商店。。。这个商店的秘密
礼物是否能让奶奶找回她的过去和记 忆呢?
作者用诗歌般的文字来讲述了一个孩子可能会面对的主
题。插画家用铅笔和水彩创造了一个柔和并且 梦幻的世
界。 一个围绕着记忆，亲情，用心去读的绘本。

主题:家庭，亲情，隔代关系，回忆。
作者 : Simon PRIEM 插图: Carla CARTAGENA
内容介绍:路易最喜欢每年暑假的时候到爷爷家，吃着爷爷准备的点心伴
果酱了。但随着故事的深入，我们似乎感觉到了路易和爷爷之间有一些
说不出的秘密。
原来路易的妈妈在一场车祸中离开了，这个痛苦的记忆 一只缠绕着家
人，直到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路易走进了爷爷的工作室，对妈妈的
想念让把他和爷爷联系得 更紧了。原来妈妈一直都没有离开，在他们的
记忆里， 同时也在他们的生活里。
这是一本安慰人心的绘本，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会不幸地面对亲人的离
去，我们会有难过的时刻，但家人和亲 情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爱和想
念也永远不会停止。。。

《记忆商店》获得法国VAUX-LE-PESNIL图书奖
阅读年龄段:5岁+ 页数:40 页 尺寸: 22 x 32 cm
中文简体版权已售

一对五色纸片
主题:家庭，亲情，出生，父母
作者 : Didier JEAN & ZAD
插图: Sandrine KAO
内容介绍:命运让他和她有碰面的机会， 他
和她发现自己，彼此相爱...从他们的 爱中产
生对孩子的渴望。 因此，第一次，她将被称
为妈妈，而他 将被称为爸爸。 这本书回答
了所有小孩子问父母的问题: “爸爸，妈妈，
在我之前你们是如何 呢?”
阅读年龄段:5岁+ 页数:40 页 尺寸: 22 x 32 cm
中文简体版权已售

阅读年龄段:5岁+ 页数:40 页 尺寸: 22 x 32 cm
中文简体版权已售

利思的眼泪

樱花时节
主题:家庭，亲情，疾病，治愈
作者 : France QUATROMME 插图: Elsa ORIOL
内容介绍:作者用一个漂亮的寓言，在母亲与疾病 的斗
争中融合了樱桃树的生命。 通常，克洛蒂和她的母亲喜
欢走路，散步，玩耍。 她们会爬上樱桃树的顶端摘那些
熟透的鲜红的樱 桃。 她们一次次的拥抱旋转，一直到
她们的身体在 高高的草丛中闪烁。但是今天，如果克洛
蒂太紧地 碰触母亲的乳房，会弄疼母亲的。
虽然主题是严肃的，但这本书以诗歌形式谈论过去 的时
间。疾病，似乎无休止地存在，然而今天我们 会充满希
望面对未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樱花树成为疾病和康复
的隐喻。
阅读年龄段:5岁+ 页
数:40 页 尺寸: 22 x 32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胡尉琳

主题:眼泪，难过，回忆，喜乐
作者 : Sandrine KAO 插图: Sandrine KAO
内容介绍:一个小女孩不停的哭，没有办法停下她
的眼泪。她决定用眼泪填充罐子，每当罐子填满
眼 泪后，她会放个纪念品在里面。就这样，一个
个罐子被填满，每一个被封闭的罐子，之后都不会
再为 这个理由哭泣。难过变成喜乐，泪水变成纪
念品。 小女孩慢慢长大，一直到她结婚，一直到
她变老。。。。
这本绘本让我们和孩子讨论种种哭泣的原因，同时
也要反思我们的童年，和那些将离开我们的记忆。
阅读年龄段:5岁+ 页数:40 页 尺寸: 22 x 32 cm
中文简体版权已售

绘本

主页

4+

4+

讨厌的动物们

主题:大自然
作者 : Gabriele Pino
插图: Gabriele Pino
内容介绍:一些人觉得大自然是如此美好，所以
他们把老虎关在了笼子里。另外一些人觉得大
自然有很多用处，所以就用老虎的皮做了很多
大衣。有一个小朋友徘徊在老虎的左右，想要
知道到底需要统治它，驯服它，还是爱它呢？
然而，这个我们看到的老虎到底是谁呢？
这个故事讲述了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作者带我
们进入了一个充满诗意和奇迹的世界 ，让我们
学习到人和自然的关系。

主题:传奇，动物，孩子自我认知
作者 : Hélène Gloria
插图: Jérôme Peyrat
内容介绍:当我们身上有一点味道，又不是很漂
亮时，就很难被喜爱。终于有一天，野猪，鬣
狗和其他不被喜爱的动物不能再忍受了：“够
了！我们也希望受到宠爱和尊重！ ”
这样就诞生了这场伟大的会议。有些动物生来
就被人喜欢，有些动物什么都没做就被人讨
厌，在动物的世界中，我们也遇到了生命的不
公平。所有的动物都展开了讨论，每个动物都
试图改变其他人的思维方式。但是最后，难道
那些被人喜欢的动物的存在就真的令人羡慕
吗？

主题:夜晚的世界
作者 : Emma Robert
插图: Romain Lubière
内容介绍:罗萨生活在星空下。
当一天即将消逝，一切光芒消退后，一个新的
世界就出现了。
森林中心闪闪发光的萤火虫，房屋屋顶上的城
市猫咪，烛光下的影子戏。
故事讲述了一个夜晚，这个夜晚通过这个小女
孩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世界的不同，引人入胜并
充满了甜蜜。

阅读年龄段:4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4 x 32 cm

阅读年龄段:4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4 x 32 cm

阅读年龄段:4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4 x 32 cm

树干里藏了什么？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6 页 尺寸: 20 x 20 cm

3+

主题:小朋友迷迷糊糊的世界
作者 : Silvia Cabaco
插图: Silvia Cabaco
内容介绍:
小莱昂经常会跌倒在地上， 它的身上有好多个创可贴和绷带。对小莱昂来
说，世界是模糊的，里面有好多的斑点。 在拜访了眼科医生之后，小莱昂
首先被他父亲那蓬松的胡须吓了一跳！
接下来整个世界的细节慢慢在他的眼前展开了，精美轮廓和细微之处都会
在他的眼前呈现出来。 小莱昂对世界的这种新视野简直太喜爱，这个一直
被隐藏的世界完全出现了。

树根到哪里去？

3+

主题:关于树根的科普故事和知识
作者 : Isabelle Collioud 插图: Anne Derenne
内容介绍:这本书有两方面的阅读，第一方面通过一个诗意的故事展开树根的小世界，它们的娱乐和在
地底下认识各种各样不同小生物的世界。另外一方面，是科普的告诉我们树根生长在哪里以及它们的
用途。
当小朋友看到一棵树时，很难想象地下的树根正在有活力的生活！这本书帮助小朋友通过想象或科学
的方式发现自然。这本书的灵感源于彼得·沃勒本（Peter Wohlleben）的《树木的秘密生活》，他希望
解释树木是如何相互交流，互相帮助和互动的，这要归功于这个源于植物的奇妙植物网络。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48 页 尺寸: 20 x 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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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题:关于树干的科普故事和知识
作者 : Isabelle Collioud 插图: Anne Derenne
内容介绍:这本书有两方面的阅读，第一方面阅读 ——通过一个诗意的故事展开让我们知道有关树木
的大小，有些动物选择作为庇护所，它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的温馨的故事。把书翻过来，第二方面学
习——告诉我们树皮的作用，向我们展示树干的内部以及它对树的启示。 我们经常通过叶子来识别树
木……但是更仔细地看，我们发现它们的树干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树干对我们隐藏了什么？一个让孩
子们选择通过想象或科学的方式发现自然的收藏。

新
书
！
颠倒世界

落日夜

4+

爱！老虎

阅读年龄段:3岁+ 页数:36 页 尺寸: 20 x 20 cm

胡尉琳

科普
新
书
！

主页

6+

科普123系列 第三辑 科普
❖

一套为6岁以上孩子创造的科普图书。

❖

回答孩子们那些形形色色的问题。

❖

这套书给孩子带来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趣味性。

谁创造了晴天和下雨 ? 我是谁？我去哪 ? 我能养一只恐龙吗?
身体能打破记录么 ? 我是怎么听音乐的 ? 金字塔下藏了什么 ?
这套书回答了小朋友对周围世界提出的问题，一边学习一边玩耍着发现了解身边的世界。
《提问，发现，实践》
晴天还是下雨？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主题，每本书都有10个问题，每本书都由各个领域里的专家来给出问题的答案。在
知识之外，每本书也给出了小朋友们亲自动手实验的有趣活动。

动物为什么会消失？

我们如何听见声音？

交通规则什么作用？

如何像法老一样生活？

创造之前我们如何生活的？

《我们记住读过的10%的知识，眼见的30%知识，实践的90%的知识。》
这套系列以一种真正有趣的方法来进行知识的传播，世界在不停地变化，知识也在不停地进步。激起孩
子们的好奇心，帮助孩子们思考。
阅读年龄：6+ 页数：36页

屏幕，天使还是魔鬼？

尺寸: 15x21 cm

7+

我怎么那么多问题？

当足球遇见历史

世界的24小时

阅读年龄段：7岁＋
页数：37 页
尺寸: 29 x 24 cm
中文简体版权已售

自然的力量

阅读年龄段：7岁＋
页数：37 页
尺寸: 29 x 24 cm
中文简体版权已售

7+

是魔法还是科学

主题：足球 历史
作者 : Jean-Michel Billioud
插图: FagoStudio

主题:科普 魔法 科学
作者 : Jean-Christophe Piot
插图: Zelda Zonk

内容介绍：在世界杯时，游戏式地给孩子们讲
述我们足球历史，和家庭里面的每个人一起分
享！
Gulfstream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想让儿童和青少
年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认识足球这个大众运动的
一本科普图书。足球是如何和怎么成为一个大
众运动的，女足是如何进入正式比赛的，二战
之后足球是如何成为链接各国关系的桥梁的，
这本书重温了10件在足球历史上的大事！

内容介绍:悬浮地面上1米，通过时钟指针找到丢
失物品，以 笛子的魅力来吸引蛇的注意，吞下
一只宝剑，或在火碳中行 走。。。。。。他们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到底是魔法的能力还是
有科学的帮助呢? 这本书是帮助小读者们学习
如何怀疑眼见的事情，并且通过 科学来发现大
部分惊人现象的真实秘密。
这是一本极为有趣的书，可以穿过魔镜的另一
边。

阅读年龄段：7岁＋页数：37 页尺寸: 29 x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身体的极限是什么？

胡尉琳

阅读年龄段:7岁+ 页数:37 页尺寸: 29 x 24

科普

主页

7+

3+

朱利的音乐之旅

自然母亲系列
书名：《人类动物园》《特异功能的植物》《大山里的小生命》
作者 : Guillemette RESPLANDY TAÏ; Lionel HIGNARD 等
插图: Matthieu ROTTELEUR; NIKOL 等
内容介绍：这是一套有着精美插图的科普系列图书。通过不同的主题，让小读者们爱上阅读，更加了解大自然，和身边形形色色的生命。
阅读年龄段：7岁＋

6+

页数：80页

尺寸: 21 x 28 cm

书名：《钢琴》；《乐谱》；《贝多芬》；《吉他》；《音阶》；《莫扎特》。
作者 : Jean Philippe CARBONI ;Florian GUSTIN ;Mathieu MANTE
插图: Pierrick MARTINEZ
此套书app已经开发上市！
内容介绍：进入朱利的音乐世界，读故事，听音乐， 学知识，一起玩音乐。朱
利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男孩，发 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神奇的音乐世界里面。在
这个和谐的世界里，他遇见了即将陪他一起探 险的小小指挥棒。 在路途中，他
们会碰到了一个走音的老钢琴， 这是个让朱利可以学习关于这个神话般乐器的
好机会!
阅读年龄段：7岁＋

页数：80页

尺寸: 21 x 28 cm

我们系列
这是不可多得的一套给孩子们讲述关于生命的科普图书!
用生动有趣的漫画形式解决了6岁以上儿童所面对的现实和
问题。
解释清晰的插画，有趣和科学的讨论和解释。
为了想要知道一切的孩子，也为了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的父母!

5+

阅读年龄段：86岁＋ 页数：88 页 尺寸 : 21.5 x 28.5 cm

有趣的大自然
书名：有趣的颜色 有趣的父母
作者 : DE PANAFIEU Jean-Baptiste
插图: COMBEAUD Anne-Lise
内容介绍：
为什么变色龙会改变颜色？
为什么火烈鸟有着那么显眼的红色？
斑马的条纹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有趣的科普小系列，有着新鲜的角度给小朋友展示大自然的神奇！

中文简体版权已售

阅读年龄段：5岁＋ 页数：48 页 尺寸: 26 x 20 cm
中文简体版权已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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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尉琳

科普

主页

6+
威利发现新世界系列

书名 (共10本)：《海龟的塑料》，《蔬菜和水果》，《冰川，冰川呢》，《忙碌的蜜蜂》，《隐形森
林》，《海底世界》，《迁徙的旅行》，《小蚂蚁》，《季节的变化》，《水循环》。
主题: 小猴子威利是我们的小主人公，它每一次的冒险，都是对一个环境问题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发现。
作者 : Unique Heritage
插图: Unique Heritage
内容介绍: 每一本书都是小猴子威利的冒险故事，它带我们认识一个又一个的动物和它们的生长环境。每
个故事都是以生动精彩的漫画来进行的，之后又加入了多页的科普知识点的讲解，其中也有孩子们可以
做的小实验，和日常生活中的挑战活动。
让孩子了解动物的生存环境的同时，对身边的环境更重视，更敏感，打造美好的地球！
海龟的塑料

蔬菜和水果

忙碌的蜜蜂

隐形森林

冰川，冰川呢

阅读年龄段:6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4 x 17 cm

新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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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世界

迁徙的旅行

16页漫画

和威利一起展开它的冒险，让孩子们用故事的形式来理解问题。

小蚂蚁

季节的变化

水循环

DIY 动手制作

日常挑战

12页科普

科普页讲述了关于主题的科普知识，让孩子们更加了解和掌握相关

和孩子们一起展开的每日挑战任务。

知识。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胡尉琳

有趣的手工作坊，让孩子们动手又动脑！

科普
传奇历史科普大系列
传奇历史科普大系列史一套让孩子们愉快
的阅读，像玩游戏一样学习知识和历史的
科普系列图书。
由热爱绘画和历史的创始人于2011年成立
Quelle Histoire 出版社。励志要创建一套有
趣的历史图书，直到现在这套书已经成为
了法国孩子不可缺少的阅读图书。

平装
18 x 14厘米
40页
6岁+

科普大系列特点

手册

精装

精装

12 x 16 厘米
88 页
6岁+

18 x 24 厘米
96 页
8岁+

21 x 28 厘米
220 页
8岁+

传奇历史科普
大系列

通过从小学课程中汲取的灵感，
满足年轻读者知识需求的概念。
历史学家撰写的文本。
按时间顺序排列基准，以更好地在时间表呈现。
独特的图形线。 所有人均可使用的书籍。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胡尉琳

科普

找找看

百科全书
法国历史找找看
一本有趣的游戏书，通过15
个插图，丰富的场景和页面
发现也展示了法国的历史。

30 x 25厘米
72页
6岁+

100位名人！
一百位历史中的名人合而为一！
孩子们可以随时找到自己感兴趣
的名人，介绍了每个名人的故
事，伴随着色彩丰富的插图，孩
子们在玩乐的同时发现完整而有
趣的百科全书。
21 x 28厘米
220页
8+

100位伟人

100位著名女人

100位体育达人

世界文明找找看
一本有趣的游戏书，一起回
溯过去，找找看标志着世界
历史的15个文明。

100个伟大的日子法国历史

30 x 25厘米
72页
6岁+
大爱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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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

科普

精装
伟大的科学家

精装书特点
从平装的基础上进行改变，
精装书的内容更丰富，
以加深每个主题的描述。
带有时间线和插图的标注。

法国历史

艺术史

中世纪史

史前历史

反抗者

法国皇后

18 x 24 厘米
96 pages

和平缔造者

航空中的王牌

世界历史

8岁+

征服太空

征服者

恐龙

埃及

伟大文明

大航海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

法国国王

罗马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爱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胡尉琳

畅销

新书

科普

app应用

平装

另一种阅读经验

丰富的内容

让孩子们沉浸在知识中，
一个免费又有趣的应用程序。
是给最年轻的孩子享受的阅读体
验。
内容无处不在，甚至离线也可以
观看收听。

有了这些书籍，世界和史前的历
史将不再为孩子们保留任何秘
密。。。
14 x 18厘米
144页
8岁+

特点:
内容更加丰富，为了让孩子了解更
多。
格式灵活，按时间顺序排列，肖像
画廊。

史前历史

下载app

解锁选中图书

听故事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胡尉琳

世界历史

科普

文明

职业
空军历史

警察历史

法国巡逻队

火警历史

14 x 18厘米
40页
6岁+

古代中国

埃及

高卢

战士
希腊

玛雅

罗马

维京

波斯

弗朗兹

马修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胡尉琳

路西恩

米哈伊尔

桥梁书/故事书
新
书
！

动物花园系列
主题:植物，动物
书名：在我花园里的狮子牙，在我路边的象耳朵，在我篮筐里的羊角丫
作者 : Véronique CAUCHY
插图: Izumi MATTEI-CAZALIS
内容介绍:你知道有些植物是以动物的名称来命名的吗？当植物学家发现这些名字的由来时，在我们花园和路边生长的植物就不会再有什么秘密了！
插画家Izumi Mattei-Cazalis通过给我们创造了唯美的植物板的插图，使我们似乎回到了以前的教室里面。作者用她独有的表达方式以游戏幽默的方式展开一个个故事，使得这套书成为经典。 这套书
激发了小朋友的好奇心和兴趣，邀请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周围的植物世界，并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关系，摆脱传统的植物知识教育方法。让我们保护我们所爱和我们所了解的...
阅读年龄段:8岁+ 页数:48 页 尺寸: 30 x 23 cm

水 土 神话故事系列
主题:传奇故事，大自然
作者 : Claire-lecoeuvre
插图: Adrienne Barman
内容介绍: 《水》- - 当墨西哥国王决定用河水填充浴池时会发生什么呢？ 当牧羊人发现一个神秘喷泉的秘密时结局如何？ 当小亚诺开始和河里的鱼说话时，故事如何发展下去？ 这本书汇集了世界上三个
传奇人物，向我们讲述了生命的四大要素之一：水。 这本书中除了传奇人物的神话之外，孩子们可以学习到如何保护水这个珍贵的资源。
《土》- - 当大草原之王命令砍伐一棵神圣的树后，将会发生些什么呢？ 当皮拉特的仙子悄悄地告诉人们这些沙丘的秘密时，结局会怎样？ 当一个年轻的王子越过尼泊尔寻找可以治愈他父亲的神奇植物
时，他可以找到么？这本书就汇集了世界上的三个传奇故事，向我们讲述了赋予生命的要素之一：土地。 除了神话传说之外，这本书也讨论了植树造林，沿海保护以及永续耕种问题， 并且告诉孩子们如何
珍惜和保护我们的地球。 本书的作者兼科学记者克莱尔·莱科芙教给孩子们可以采取哪些积极的保护环境的行动。而插画家充满幽默的插画图形世界使孩子加强了对现实的敏感认识。
阅读年龄段:7岁+ 页数:36 页 尺寸: 17 x 28 cm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胡尉琳

鹬鸵的翅膀
作者，插画家 : Izumi Mattei Cazalis
内容介绍:林冠树在大自然中开始受到昆虫
们的的威胁，昆虫们树干上轻咬着，对林
冠树来说很危险。 伟大的森林之神开始号
召鸟类帮助大树，并一个一个问着哪一只
鸟愿意下到地上帮助大树除去虫子的危
害？ 但是图伊鸟太怕黑了，白冠雞不想弄
湿它的脚，大杜鹃太忙于筑巢了。 这个时
候，只有鹬鸵一个同意去到地面上，但是
它却再也看不到阳光。。。这个毛利人的
传说告诉我们关于勇气和选择的故事。 但
同时也在谈论我们濒临灭绝的森林以及我
们是否愿意为保护它而放弃一些东西。 作
者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动物传奇的故事，也
让我们认识到新西兰森林的不一样的鸟
类。
阅读年龄段:6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0 x 10
cm

穿山甲的盔甲
作者，插画家 : Izumi Mattei Cazalis
内容介绍:在非洲大草原中，穿山甲和蜜獾
一直为争夺野生蜂蜜而发生冲突。 有一天
大自然的母亲发起一个比赛，在穿山甲和
蜜獾之间赢的比赛的那一个可以获得尽情
享用美味花蜜的权利。 有着盔甲的穿山甲
不怕蜜蜂的蜇咬。这时，蜜獾给穿山甲设
下一个陷阱。最后蜜獾赢得了比赛了么？
这个关于穿山甲的传奇故事中我们谈到了
竞争，但故事也同时提醒了我们真正的赢
家并不总是赢家。 在书后小科普的一部
分，让孩子们可以更多地了解这种有鳞片
的奇怪动物。 作家Izumi Mattei-Cazalis
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动物传奇故事，让我们
认识了一些非洲南部的稀有动物。
阅读年龄段:6岁+ 页数:32 页 尺寸: 20 x 10
cm

桥梁书/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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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共四本

骑⼠养成⼿册系列

小侦探露露系列

书名：《好大一只龙；《惊喜宴会》《爆炸性比赛》；
《伟大的旅程》
作者 : ADRIANSEN Sophie
插图: GARRIGUE Roland
内容介绍：这套系列是培养孩⼦们的阅读习惯和提⾼孩⼦们
的阅读兴趣为⽬的创作出来的！在⼩主⼈公⼀步步的冒险和
旅⾏中，每⼀章节都会提出⼀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提⾼
了孩⼦们的阅读注意⼒，增加和巩固了孩⼦们学习的知识，
也给阅读带来了很多的乐趣。以中世纪为背景，穿插着魔法
的⼒量和巨龙的冒险。阅读与游戏一起，让读书更有趣！

书名：《小坚果大事件》《偷大葱的小贼》《没头脑
的桃子》
一套为6岁以上孩子创造的桥梁书，带动和鼓励孩子早
期阅读的进步和欲望！
通过露露的侦探和冒险故事，把孩子们带入了一个奇
妙的世界，让孩子们通过阅读来学习逻辑地分析判断
眼前的事件，并且更多地了解自然也热爱自然！
阅读年龄段：6岁＋ 页数：128 页 尺寸 : 14 x 18 cm

阅读年龄段：8岁＋

动物侦探系列

8+

页数：174页 尺寸: 14 x 18 cm

8+

书名：《谁咬了我的冲浪板？》《瞧这只奇怪的鸟！》
作者 : Jean-Baptiste de Panaﬁeu
插图: Pierre-Yves Cezard
内容介绍：阿里斯和佐艾是两个爱自然爱动物的小朋友，通过一个个小“案
件”，他们带着我们一起来调查神奇动物和物种。
阅读年龄段：8岁＋ 页数：176页 尺寸: 14 x 18 cm

8+

校园里的小侦探

7+

书名：《苹果园侦探记》《柠檬树侦探记》《鬼怪侦探集》《小狗侦探记》
作者 : Béatrice NICODÈME 插图: Maurèen POIGNONEC
内容介绍：小主人公福特卡是一个对难解之谜充满了热情的小姑娘，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没有什么难题和秘密能逃得过她。小说配图
插画，为了鼓励阅读，在每篇故事之后提问小问题，帮助增加阅读兴趣和培养专注度。每本书有四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是一个侦探小故
事。
阅读年龄段：7岁＋ 页数：128页 尺寸: 14 x 18 cm

普比和古比系列
通过普比和古比两个好朋友的冒险游戏和问题，学习如何在阅读的同时
集中注意力一个原创奇妙幻想的世界，让孩子们更多地了解人体！
书名：特达诺法师，洛尼精灵，巴贝利人兽
主题：人体，疫苗，细胞，病毒。
阅读年龄段：8岁＋ 页数：126 页 尺寸 : 14 x 18 cm
中文简体版权已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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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尉琳

桥梁书/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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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海底总动员系列

皇家特殊学院系列

书名：《礁石的危险》；《丢失的小鲸鱼》
作者：Nadine Debertolis 插图： Céline Deregnaucourt
主题：海底动物们的总动员，生命的多样性，团结的力量。
内容介绍：海底动物们的大会现在正在召开，为什么这场大会这么紧急和隆重？
因为海底的礁石正处于〸分危险的情况。我们的海底小英雄应该如何做才能拯救身处危险的礁石
呢？
在第一个任务刚刚结束的时候，第二个紧急任务接踵而来了——一直小鲸鱼走失了。
它被困在了捕鱼网之中，怎么也没有办法挣脱出来，我们的小英雄俱乐部的成员们如何帮助小鲸
鱼脱离险境，找到它的妈妈？

主题：庄园别墅，寄宿学校，幽灵，苏格兰，友
谊，调查，秘密 。
作者 : Nancy Guilbert and Yaël Hassan
插图: Coralie Muce
内容介绍：这是一所苏格兰著名的学院，坐落在一
个迷雾笼罩的小岛上。一座庄园别墅，一片黑暗的
湖泊和幽灵般的走廊，正等着揭示过去的秘密……
在这个苏格兰雾岛上有一所皇家特殊学院，所有的
人都对学校赞不绝口。然而，刚刚进入学校的罗斯
却〸分的警惕，因为她的哥哥，曾是这里的一名学
生在来之前警告过她！冒着陷阱，惩罚，背叛，罗
斯和弗吉尼亚会设法揭开皇家特殊学校的黑暗秘
密。
阅读年龄段：8岁＋ 页数：224页 尺寸: 14x 22 cm

让我们一切潜水进入这个精彩生动的海底动物们的世界吧！
阅读年龄段：6岁＋ 页数：128 页

尺寸 : 14 x 18 cm

8+

7+

马科斯和穴居的熊

新
书
！

7+

新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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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史前历险，穿越，保护动物。
作者 : Dany Jeury 插图: Pauline Berdal
内容介绍：嗨，我叫马克斯（Max），你永远猜不到在前一秒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刚刚和我的同学一起参观了以一个史前的洞穴，突然间我穿越过了时光……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
只熊熊的皮肤！我成为了一只熊！ 你能想象得到史前野兽们之间的的袭击吗？简直惊险精彩极了！
但是，我的这次时光旅行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我很快回到了我的同学之中。 然而一切并没有结
束，当我刚刚从我的冒险的记忆中恢复过来以后，我又一次的回到史前时代！而这次，我知道，如
果我想回家的话，如果我想结束我的时光之旅的话，我必须拯救那只熊的首领……
阅读年龄段：8岁＋

页数：160页 尺寸: 17x 18 cm

小小书店系列
阿尔加和艾酷乐侦探系列

书名：小小书店；守护者
荣获法国2020年小学生想象奖（法国想象力一等奖）
荣获法国2020年Rillieux-le-Pape小学生文学奖

主题: 传奇，友谊，力量，魔法。
内容介绍: 小奥古斯丁的妈妈拥有一家小小的书店，奥古斯丁一点也不觉得骄傲，因为他的妈妈照顾他
的时间寥寥无几，他有些抱怨妈妈的书店工作。开学了，奥古斯丁很高兴的和他的好朋友重聚，但是新
来的老师却〸分的奇怪。 她说让每个人都准备一个故事，但是老师的眼神却如此的贪婪。好朋友们尾
随老师来到了奥古斯丁妈妈的书店前面，看到老师对大门实了一个魔法后，却匆匆离开了。。。。 到
底老师是个什么来头？她在寻找什么？奥古斯丁和他的朋友们可以守护妈妈的书店——这个充满着故事
的神秘书店么？
一个充满了魔法的世界，让孩子们有着推开书店大门的渴望，
每一个章节都精彩不断，充满着魔法的力量和守护的坚持。
阅读年龄段：7+岁 页数：160 页 尺寸: 14x 18 cm

info@poissonrougeagency.com

胡尉琳

书名：失踪的大人们；西部的探险
主题：调查，时间旅行，古怪发明。
作者 : Sylvain TRISTAN 插图: Margo RENARD
内容介绍：为了惩罚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在酸菜节过后，所有的大人全部都消失了。这是不是给了
孩子们一个尽情玩乐的机会么？当然不是了！在一个叫小麦克的青少年命令下，所有的孩子都接管
了父母的职业。所以阿尔加和她的弟弟艾酷乐就自然而然成为了警察。
在接手一次糖果盗窃事件之后，姐弟两个人接到了一个神秘的信息：大人们是不会自己离开小镇。
两个人马上开始调查，这个小镇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盲目的服从这个小麦克呢？是时
候让姐弟俩来揭露小镇的秘密的了！
阅读年龄段：7岁＋

页数：200页 尺寸: 14x 22 cm

桥梁书/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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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小刀叉系列
书名：《托马斯不喜欢巧克力》；《西罗和神秘的蜂蜜》；《马侬和柠檬馅饼》；《梅勒和她的盐巴》
主题：美味的故事和科普内容。
内容介绍：多少6到9岁的孩子知道我们餐桌上的盐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是否了解美味巧克力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甜甜的蜂蜜呢？酸酸的柠檬呢？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又有哪些让人惊喜的故事？
这套小说的每一个故事都围绕着一个食物来进行，综合了家庭，学校，社会等等的故事性和科普性让这套书与众不
同又深受法国小读者喜爱！
法国获奖作家作品！
阅读年龄段：6岁＋ 页数：128 页

8+

9+

友情和金钱 - 校园漫画系列
主题：学校，友情，团结。
作者 : Sophie Adriansen
插图: Clerpée
内容介绍：以漫画的方式，生动活泼地展现了8到10岁孩子们的日常生
活。在这本书里，小读者们可以找到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里的问题，获
得安慰和答案。
在学校里应该如何与朋友相处，犯了错误怎么办？被同学欺负应该如何
应对？正确的价值观应该如何建立？这个小故事，讲述了在学校里面都
会遇到棘手的问题，给可爱的画风和鲜艳的颜色让小读者们爱上阅读。
同一系列漫画都是反应青少年学校和生活题材的。
这套漫画系列在法国获得很大反响，是青少年钟爱的读物之一。

怪兽旅店系列
书名：寻宝者；秘密湖泊；奥诺菲党的宝石
一座等待揭开神秘面纱的旅馆，一群似乎和善的怪兽，一
种特殊能力，一座宝藏，一个预言。。。这些所有的要素
都使怪兽旅馆成为了一个梦幻系列！
作者出版的多本小说在法国极受欢迎，怪兽旅馆第一本刚
出版就已经售出13000册，并且获得7个文学奖项！
主题: 寻宝，怪物，家庭，传奇，友谊，力量，魔法。
内容介绍:传说在一个Mont-Streuh的村庄，有一个古老的
旅店中和神秘的湖泊，那里住着一些奇怪的生物。还有人
说，有一些宝藏就藏在这个古老的旅店中。
10岁的奥利维亚和她的父母对此村庄里的事情一无所知，他
们买下了这个旅店，搬了进来，开始装修起来。奥利维亚
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破旧偏远的地方，但她很快发现了自己
的超能力:只有她一个人能看到住在旅店里面的奇奇怪怪的
怪兽。
当她惊讶于自己的发现的时候，一群不友好的施工者来到
了旅店开始工作。奥利维亚马上就明白了:这些人想要拆毁
这里的一切，拿到传说中神奇的宝藏！
她必须要把这群人驱逐出去。。。但有什么会比有一群怪
物更好的同党呢？

阅读年龄段：8岁＋

阅读年龄段：9+岁 页数：208页 尺寸: 14x 22 cm
中文简体已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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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 14 x 18 cm

胡尉琳

页数：64页 尺寸: 17x 2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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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书/小说

主页

9+
新
书
！

大风暴警告
主题：飓风，风暴，冒险，勇气，友谊，岛屿，
幽默，生存
作者：Corinne BOUTRY
插画师：Alice A. MORENTERN
内容介绍：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席卷了小岛，一棵树砸到
了家里的房上，要照顾希纳的小保姆萨梅没有选
择其他的选择了，只好在暴风稍弱的时候马上离
开家，去找一个避风的去处。
在途上他们遇见了列特和她的贵宾狗，她们当然
伸出了援手，于是大家一起上了奶奶的小电动
车，开始了疯狂的逃离大风暴的旅途之中。
这是一本很出色的书，在进入故事的同时，也解
释了飓风的原因，和不同程度的飓风所造成的破
坏，让我们了解在飓风来临时，所需要做的事
情。
现实主义和幽默的风格很好的结合在图书中，对
年轻的阅读者来说，很容易阅读。
阅读年龄段：9+岁 页数：208页 尺寸: 14x 22
cm

佐伊彗星

思凯乐的天空

主题：时空旅行，梦想，历史
作者：Adeline DÉLIE-PLATTEAUX
插画师：Célia NIELS
内容介绍：
埃及，希腊，中世纪，古代。。。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和世界各地的旅程，来一场探
索猫的历史之谜！
在开始这段难以置信的旅程之前，要知道猫不会
随便地告诉人它们的任何故事！我的三只猫尼
克，马欧，和咖啡，就绝对不会和我14岁的弟弟
提起任何事情。
至于我嘛，我是佐伊，从我10岁的时候我就已经
发现了猫咪的所有秘密。
而你呢？
那就让我带你进入这个不可思议的旅行吧！
获得2019-2020度法国Embouquineur图书奖
（Prix de Embouquineurs）
阅读年龄段：9+岁 页数：160页 尺寸: 14x 22 cm

主题：友谊，冒险，生态，家庭，岛屿。
作者：Régine JOSÉPHINE
插画师：Alexandre COCHEZ
内容介绍：
横跨海洋，从薄雾中升起的是孔芬群岛。
岛上的居民是云车夫，风车手…以及雷电猎人，
而这就是我们小主人公思凯乐的梦想！
但是，由于她的父亲（他也是最好的猎人）发生
了一次事故，使他失去了理智，年轻无畏的思凯
乐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有一天，当大海吞没了低岛，那些习惯强风暴的
岛民对此却很少注意。他们以为这只不过是思凯
乐父亲绝不可能的预言。
当群岛上最珍贵的树木被薄雾吞噬时，思凯乐知
道她别无选择：在朋友和父亲的帮助下，她必须
找到这棵树的最后一颗种子。树，成为了他们唯
一的希望…
2018-2019年度法国儿童文学不朽奖（Prix des
Incorruptibles）

梦工厂
主题：家庭，梦，想象力的重要性，除去偏见。
作者：Sylvain Tristan
插画师：Zelda Zonk
内容介绍：
“泽西，我有超能力哦！“有一天爸爸向我倾诉
说：“那就是梦想的力量！”
我惊讶极了！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已经好久没有做梦
了，他不仅不在星辰中了，而且也无法想象美丽
的故事了。他唯一会说起的只有工作！
妈妈说爸爸病了，是一种让人伤心的疾病，它让
爸爸的头脑里面布满乌云，就连爸爸孩子般的心
也会悄悄飞走。。。
但我决定找到解药！我必须了解到底梦想是怎么
来的，我要治好爸爸，并且把他的超能力还给
他！
但是，我要从哪里下手呢？
梦想又是如何如何运作的呢？
我必须找到答案并且帮助爸爸！

阅读年龄段：9+岁 页数：184页 尺寸: 14x 2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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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年龄段：9+岁 页数：192页 尺寸: 14x 22
cm

胡尉琳

机械岛
主题：侦查，家庭，岛屿，发明，秘密，科幻小
说。
作者：Élie DARCO
插画师：Nancy PEÑA
内容介绍：
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惊人的冒险故事。
迪诺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与海军上将和30个人生
活在一个小岛上。海军上将既是男孩的祖父，又
是这个岛上的厨师，同时也是岛上一切的伟大创
造者。
迪诺梦想着去到其他地方，但其他地方却如此遥
远，危险，充满了污染。而在他们自己的岛屿
上，他的爸爸发明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械系统，
使得岛上的所有居民一无所缺。
有一天，当所有的生命都应该消失的时候，迪诺
和他的朋友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动物。这个发现
让生活变得异常起来：男孩有着许多的问题，开
始了他的调查。而他发现的答案将挑战他自己知
道的一切。？
阅读年龄段：9+岁 页数：184页 尺寸: 14x 22 cm

小火花系列

桥梁书/小说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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骷髅城
主题：城堡，历险，魔法。
作者：Richard Petitsigne
插画师：Romane Poch
内容介绍：一个离奇的探险经历，一段啼笑皆非
的历程，遇到了可怕又吓人的坏人。
女主人公嘉柯林摔在了一堆骨头上面，她能及时
地找到这个捣乱的小偷么？
你好，我是嘉柯林，我最喜欢讲故事了，但是最
常听我说故事的，只有我的大狗。但这一次我将
讲一个最最疯狂的事情！我和我的父母刚刚搬到
了骷髅城， 这个地方名副其实，相信我！
我的邻居确实是真的活生生的用骨头做的骷髅。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骷髅不是应该在地下，或者
是万圣节的装饰么？但是在这里，他们确是老
师，音乐家，糕点师，和学生等等。。。他们甚
至是盗窃案中的受害者。
当所有的人都指控这场骨头的盗窃是我的大狗的
所作所为时，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了，让真正的
小偷看看我的厉害！
阅读年龄段：9+岁 页数：176页 尺寸: 14x 22 cm

不得闲的W先生

丛林的喜悦

主题：调查，日常生活。
作者：Béatrice NICODÈME
插画师：Christine CIRCOSTA
内容介绍：一个奇怪的间谍，一个侦探小说家，
一个游手好闲的逃犯，到底谁是W先生呢？
获奖作者Béatrice NICODÈME 再次讲小读者们带
进了一个充满神秘和曲折的调查中。
对于双胞胎马丁和诺艾来说，每一个来到母亲的
旅店来的住客，都会成为他们的要调查的侦探对
象。确实这次来了个陌生的住客，他看上去很古
怪，古怪的名字，而且总是昼伏夜出，还有一辆
可疑的黑色轿车。。。
马丁确信这个W先生一定有一些秘密，一定藏了
一些不可见人的东西。所以他们开始了调查！
在争论中呢，错误的线索中，学校的功课中，这
对双胞胎一定不会感到无聊！

阅读年龄段：9+岁 页数：200页 尺寸: 14x 22 cm

主题：自我管理，学校，非人性化，幽默。
作者：Hubert BEN KEMOUN
插画师：Caroline ROMANET
内容介绍：索尼和他的朋友们在一个〸分荒谬并
且过度连接的世界。最坏的情况，快来了！
2058年，在一所奇怪的学校里面，有200多位9到
14岁的学生，索尼和他的朋友就在里面。这所学
校都是由机器人来操作的：它们教学，考试，分
发饭菜，开关教室，打扫宿舍楼廊，叫大家起床
或者关灯。
起初，大家都笑的很开心。之后，情况进展相当
顺利，每个人却井井有条。然后，它变得越来越
不有趣了。索尼不确定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慢慢结
束，一些奇怪的事情不时地出现了，起初还可以
忍受，但之后却越来越离奇了。
阿米莉亚向他透露，他们发现他们正处于一个名
为“丛林”的巨型电视节目中。。。。。。
阅读年龄段：9+岁 页数：144页 尺寸: 14x 2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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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的回归
主题：友谊；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团结。
作者：Jean-Luc Marcastel
插画师：Cécile et Lionel Marty
内容介绍：
作者让 - 吕克将黑暗时期被占领的法国与传说中
的野兽故事混合在一起，以他天才写作的方式展
现了怪物并不总是传说。
主人公雅克出生在1942年年轻的男孩，聪明而勇
敢。在去学校的路上，雅克和他的朋友们聊起最
近有很多动物都奇怪的消失了，可能是传说中的
野兽所做的。在学校里，雅克每天都会和莫里斯
在一起，两个人成了最好的朋友。莫里斯向他透
露他的名字实际上是摩西，他是犹太人，他的父
母被德国人带走了，是班主任安东尼收留了他。
有一天，德国士兵进入学校并带走了摩西和老
师。
雅克和他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个营救他们的计划：
他们要制造一个假的机械野兽。。。
他们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实现？摩西能不能顺利逃
跑？在逃跑的途中有没有遇到的德国士兵？小主
人公的命运又会如何？
小读者们会被带入这个特殊的时代，带着幻想和
无限的猜想阅读这本极好的小说。
阅读年龄段：9+岁 页数：176页 尺寸: 14x 22 cm

胡尉琳

光环老妈
主题：家庭，幽默，日常生活，学校，名星。
作者：Hubert BEN KEMOUN
插画师：COMBEAUD Anne-Lise
内容介绍：
嗨！我叫范妮，我上六年级，我有一个可爱极了
也〸分让人头疼的妹妹卡门。我的爸爸韩纳和妈
妈索尼娅，也许你说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嘛，但是
我的妈妈不仅是索尼娅，她也是著名服装品牌的
老板。如果我跟你说起这些，是因为妈妈的光环
开始认真地笼罩了我的一家。
我们的邻居，也因为我学校里面的一些同学，让
我陷入了这个悲催的故事之中。。。
因为不仅妈妈称为了名人，成为了名人的还有
我。
坦率地说，在我什么都没有做的情况下，我的生
活开始变得非常复杂。。。
诶，让我给你讲讲吧。。。
作者休伯特·本·凯蒙给我们创作了一部幽默且充满
感情的作品。
阅读年龄段：9+岁 页数：160页 尺寸: 14x 2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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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千面神探索岩系列
主题：调查，超自然，魔术，友谊。
作者 : Pascale Perrier 插图: Romaric Dabin
内容介绍：走在巴黎蒙马特的一个小巷子里，在48和49门
牌号之间有一个小小的位置，上面藏着一个小的活板门，
写着：巴黎最好的侦探！
突然这个这个活板门打开后，隐藏着的楼梯把你带入地
窖，在你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在地窖的深处的
有一扇门，门后面的书桌前，坐着一个奇怪的人。他的右
手被绷带缠着，左脸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头发乱蓬蓬
的，尤其是深蓝色的眼睛，就这么看着你。 “你好，我是千
面神探索岩，不用担心，你没有走错房间，因为我很确定
我可以帮助你！”
阅读年龄段：11岁＋

空中飞船

炼金术

空中的海盗系列
主题：炼金术，魔法，海盗，宝藏，悬空群岛，飞船，遗产，。
作者 : E. S. GREEN
内容介绍：15岁的布德斯是一个孤儿，她有着可以预测未来的能力，虽然她个子矮
小，但是独立而且足智多谋。在故事开始时，学习医术的她一直以流浪者的身份居
住在这个村上，并且帮助村上的人医治疾病。一天，天空中来的海盗们袭击了她的
村庄，并且把她也带到了船上，她渐渐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并且熟悉了她身边这些
看起来吓人，其实友好而热情的海盗。
船长告诉她，他们的目的是寻找炼金术士和一个隐藏着的宝藏城市，他们已经有了
第一把通往城市的钥匙，他们正在寻找其他的线索。 在路途中，他们被皇家舰队突
袭和追捕着，被迫来到了不同的地方：荒岛，极地群岛，海面之下。。。
阅读年龄段：13岁＋

页数：208页 尺寸: 14 x 22 cm

托伦事件

墨吏的诅咒

灵魂深处

利默里克的舞蹈

天空之城系列
主题：一部以人工智能为主的反乌托邦四部曲，人文主义和生态结合的小说。
作者 : Pascale Perrier 插图: Romaric Dabin
内容介绍：这本科幻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030年。被称为 "天空"的强大的人工智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其效率更高而取
代了Internet，因此它通过拥有所有机器而拥有了人类的掌握能力……电脑和手机成为了它的眼睛和耳朵，使它打开了世
界的各个角落。鉴于"天空"完全控制了各种供应，那么人类将不再有权获得水，电和最基本的需求…，人类在监视镜头和
无人机的监视下被禁封了起来…有些人已经开始抵制和躲藏在机器的非人类的的独裁统治…
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分散在欧洲四个角落的家庭，从孚日到柏林，途经普利亚大区，巴黎和韦科尔。这个家庭本来应该
在爷爷的小木屋里一起圣诞节，但是因为 »天空”的统治完全不能实现了。每个家里成员的反应都不同，他们都有很强的
性格，他们如何面对人工智能的控制呢？他们可以逃脱么？他们能如愿可以团聚么？
作者向读者抛出了许多问题，包括与机器人的关系以及与自然的关系。责任是本书的核心。
本书提出了一个相当现实的人类全景图，以及仍需面对的挑战。
阅读年龄段：13岁＋

页数：348页 尺寸: 14 x 22 cm

页数：224页 尺寸: 14 x 22 cm

冬天的机器

春天的希望

夏天的战争

秋天的新生

妮娜·沃尔科维奇三部曲
此套书获得法国12项文学大奖！
作者 : Carole Trebor 插图: Cali Rezo
内容介绍：一个年轻的女孩儿继承了独特的血统和能力，这个孤儿开始了她找寻自己身份的道路: 找到她的妈妈，发现爸
爸的真实面目。一个青年人学会爱与恨，还有成长的过程！
故事发生在1984年，妮娜·沃尔科维奇被送往了卡拉基沃孤儿院的原因是因为她的父母都被视为是“人民的敌人”，她发誓
一定要逃出孤儿院，并且找到被关押在西伯利亚古拉的母亲。但是，看上去像是12岁，但实际上是15岁的妮娜，要如何远
离这个地方呢？她的母亲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小心翼翼地隐藏了帮助她逃跑的宝贵线索，而且还向她透露了她独
特的血统和能力。因为妮娜是沃尔科维奇的后代，这个举世闻名的家庭拥有着非凡的能力。而我们的主人公在面对强大
的敌人面前，她代表了最后的希望！
阅读年龄段：13岁＋

页数：224页 尺寸: 14 x 2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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