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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骑士蒂姆》成长故事绘本系列，共7册

一套赐予天下所有小骑士力量的成长绘本！

《小骑士蒂姆》是荷兰知名童书作家朱迪
思·科彭斯为学龄前儿童诚意创作的一套生活成
长故事丛书。主人公蒂姆是一个热情充满想象
力但又有点鲁莽的小男孩，他在生活中会碰到
各种困难，有时还没有安全感。但只要穿上他
的骑士服时，一切都解决了！

蒂姆的骑士披肩，是他的吉祥物，也是成长
过程的勇气来源，一系列的生活故事让蒂姆经
历了建立自信、处理嫉妒、面对错误、学会诚
实等孩子成长必修课。作者创作这套书的寓意
正如骑士的披肩，希望通过故事带给小读者一
点勇往向前的力量。

关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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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	 适合学龄前儿童阅读的成长绘本故事，
涉及品质教育、情绪认知、心灵成长等主题。
每集故事围绕儿童的生活小插曲展开，引起
小读者共鸣。

＊	 由荷兰知名童书作家诚意执笔！

＊	 水彩画风温暖清新，人物形象设计可爱，

给小读者舒适温馨的阅读体验。

艾琳·范·林登惠岑（Eline van Lindenhuizen)

3 岁 +

绘者：

尺寸 : 25 x  26 cm
页数：32 页
装帧：精装本
适读人群：

作者：朱迪思·科彭斯（Judith Koppens)

关于作者

朱迪思·科彭斯 Judith Koppens 曾经是——
现在也是，一位梦想家。 在她年轻的时候，她
花了很多时间画画和编故事。 当她完成教学研
究并开始在一所小学担任教师时，她继续故事
创作。 她学生的自发性和真诚品质启发了朱迪
思，让她写出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创作 15 年至
今出版了 50 多部作品，被翻译成 20 多种语言
在全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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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梗概 

• 《骑士蒂姆想要飞》：骑士蒂姆和邻居女孩莎拉看着天空中的小鸟。 
“我们不能飞真可惜，你不觉得吗？”莎拉叹了口气说。 “谁说我们不
能飞？”蒂姆惊讶地问道。 骑士蒂姆立即开始寻找翅膀，准备飞翔，
骑士可是无所不能的！但骑士真的也能飞吗？

• 《骑士蒂姆很勇敢》：蒂姆和好朋友莎拉，还有马克斯一起到树林
里的游乐场。两位小伙伴想爬上攀登塔，沿着索道飞驰而下。 但蒂
姆不敢那样做，因为他的骑士服还在洗衣房里。 而只有身为骑士，
他才敢于做任何事。 直到蒂姆的狗狗小龙突然陷入困境……

• 《骑士蒂姆学画画》：骑士蒂姆和邻居女孩莎拉正准备一起画画。
莎拉非常小心地将报纸铺在地板上，以免弄脏。蒂姆和莎拉画了各种
漂亮画。但是后来狗狗小龙也画起来了……在墙面上！两位小伙伴会
怎么跟妈妈解释这一墙的颜料呢？

• 《骑士蒂姆不会输》：蒂姆喜欢和莎拉一起玩。 足球、棋盘游戏、
桌游……他都喜欢。 不过小有个问题：蒂姆不喜欢输。当他没有获
胜时，他就会控制不住发脾气。 但赢真的比输好吗？

• 《骑士蒂姆有个秘密》：真正的骑士应该是诚实的。 但是当蒂姆
自己不小心撕破了他的斗篷时，他试图责怪他的朋友马克斯。 当妈
妈把草莓脆饼放在桌子上时，他偷偷咬了一口。 要严守这些秘密让
蒂姆感到不舒服，他开始肚子痛了……

• 《骑士蒂姆嫉妒了》：蒂姆和莎拉一起去公园玩。他们遇到了麦克
斯，莎拉和麦克斯玩得可高兴了。 但蒂姆感觉不开心，觉得自己被
孤立了……

• 《骑士蒂姆想要一条龙》：蒂姆想要一只宠物：一条龙。 “所有骑
士都有龙，”蒂姆果断地说。 “我是骑士，所以我需要一条龙！” 蒂姆
和妈妈一起去宠物店。 但是宠物店可不卖龙呀，蒂姆会就此罢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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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 is Saar aan de beurt. Ze laat de dobbelsteen rollen.
‘Ik heb ook een vier,’ zegt ze blij. ‘Dat is toevallig.’
Saar pakt haar pion en begint te tellen.   
‘Eén, twee, drie, vier. O, precies op jouw plek, Tim.  
Nu mag ik jouw pion eraf  halen.’

‘Jij speelt vals!’ roept Tim ineens.
‘Je mag mijn pion helemaal niet van het bord halen.’
‘Welles,’ zegt Saar. ‘Dat zijn de spelregels.’
‘Stomme spelregels!’ roept ridder Tim boos. ‘En stomme Saar!’
Met één grote beweging schuift Tim het spel van tafel.
Alle pionnen rollen over de grond. Verschrikt kijkt Saar naar Tim.
‘Ik doe niet meer mee,’ moppert Tim. ‘Speel jij maar lekker alleen.’
Met een ruk schuift hij de stoel naar achteren en dan
loopt hij boos van de tafel weg.

‘Hé, Tim,’ zegt Max verbaasd. ‘Je ziet er anders uit vandaag.’
Tim haalt zijn schouders op. ‘Ik kan vandaag geen ridder zijn,’ mompelt hij. 
‘Mijn ridderkleren zitten in de was.’
‘Dat geeft toch niet,’ zegt Saar. ‘Ik vind deze kleren ook heel mo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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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contact@bimotculture.com

www.bimotculture.com
Instagram : bimotculture

微信： bi-mot
QQ: 18964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