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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里的乐队》

 听！森林里的动物正在欢声演奏，
快打开书加入他们吧！

       “嗒-突，突-嗒！嗒-突，突-嗒！”
在偏远的森林里，两只灰色犰狳敲打着鼓，

随同样的旋律生活着。但这天，森林里出现了外
来的动物：一只吹喇叭的海鸥，还有一只跳恰恰
舞的猫！犰狳听不惯这陌生动物的奏乐，立即把
它们给赶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森林里传来奇怪的旋律。好
奇的犰狳跟随声音，来到了一片响着欢乐音乐的
空地上：是一群动物在演奏！有钢琴、吉他、喇
叭、竖琴等各种它们没见过的乐器……

两只犰狳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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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绘者

绘图：（瑞士）穆格、德维吉
亮点

 뻿   一本关于声律与节奏的趣味绘本，适合作为
亲子大声朗读的音乐启蒙素材。

 뻿 由剪纸艺术搭建起的插图设计，给人耳目一新
的阅读体验。

 뻿 以音乐合奏为主题的故事，隐喻着不同群体和
谐共处的理念，培养小读者的包容与爱心。

穆格 (Moog) 和 德维吉 (Dwiggy) 在瑞士生
活和工作了将近二十年。穆格是一名自由平面
设计师和教师；德维吉最初是一名社会教育工作
者，现在是一名专业教师。两人对日常生活中的
文字、声音和图像创作充满热情，并从各种动物
的奇特声音中获得乐趣。这个共同爱好促进了他
们创作了《森林里的乐队》这本声乐探索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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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x tatous vivaient depuis toujours 

au rythme de leurs instruments :

TA -TA -TOU, TOU -TOU -TA !
TA -TA -TOU, TOU -TOU -TA !

…deux tatous vivaient depuis toujours 

au rythme de leurs instruments :

Et ils se mirent à jouer !



《百变的名字，唯一的我》

 假如名字会跟着情绪变化，
你会怎么写呢？

你知道吗？原来名字的写法可以有多种变
化！当写得像米粒般小时，你感觉自己就像宇宙
星辰中的一粒微尘；当写得巨大时，你会感觉自
己信心满满，准备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而当你
想咆哮翻滚时，会不自主把笔画胡乱挥舞！

小男孩阿诺就是通过同写字方式来表达他的
心境：ARNOLD、arnold、ARRRRRRNOLD……
不同的写法，代表不同的情绪，但都是同一个自
己。作者通过字体进行图像创意改写，将情绪形
象具体化，向小读者展示了另一种情绪表达的趣
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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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法）迪迪埃·利维
亮点

 뻿  新奇趣味的创意绘本，结合字体设计与情绪表
达，让孩子在文字书写中找到创意发挥的乐趣！

 뻿 利用文字的象形表达，帮助孩子理解情绪。

 뻿 文字的创意趣味变化，有助激发孩子识字学习
的欲望。

	뻿法国著名儿童作家，不朽儿童文学奖及兰德诺
奖获奖者的最新力作！

迪迪埃·利维，法国著名童书作家，出版超过
200本童书，作品被翻译成20种语言在全世界销
售。曾获得不朽儿童文学奖及兰德诺奖。

安妮-莉丝·布坦为法国插画师，毕业于巴黎
装饰艺术学院。已出版多部儿童图画书，并与多
家知名媒体杂志合作，如《世界报》、《卫报》
、《纽约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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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鲸鱼吃掉怎么办？》

 充满奇思妙想的暖心对话，
让孩子克服心中的恐惧！

马丁有无限的想象力，却有一颗悲观的心，
，他常常幻想自己会遇到最坏情况，想象着无数
个灾难性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常因此担心得
像果冻一样颤抖！

学校即将组织出游了，他不由自主地想着：
如果他在出游中迷路了怎么办？越想越害怕，他
打算干脆不去了！ 但好在耐心的妈妈循循善诱，
引导他往乐观的局面去设想。对呀，如果他运气
不错，遇到的是好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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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西）苏珊娜·伊森 亮点

 뻿  故事以母子间的奇趣对话展开，引导孩子乐观
思考未来，鼓励ta勇敢面对未知的恐惧！

 뻿 以恐惧为主题的绘本，适合亲子共读以及幼儿
情绪教育的素材。

 뻿 由西班牙获奖畅销作者及获奖插画师联合打
造！

 뻿 有趣形象的幽默水彩插图，更吸引孩子阅读。

苏珊娜·伊森，西班牙畅销童书作者和心理学
家，大西洋欧洲大学的教授。大部分作品都在世
界范围内被翻译出版。创作童书的同时领导一个
医疗办公室；曾多次获得美国月光奖、国际拉丁
裔图书奖、作品入选纽约公共图书馆最佳书籍。

罗西奥·博尼利亚，西班牙著名畅销插画家，
拥有美术学位和教育博士学位。创作至今出版了
大约四十部作品，被翻译成大约十五种语言。曾
获2015年文教部最佳编辑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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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皮的灾难冒险》

 一个被随意丢弃的香蕉皮，
竟能引起一连串的惊险事件？！

你有踩到香蕉皮而滑倒的经历吗？ 你有看到
过有人因为它摔倒吗？ 没错，这个故事正是关于
这香蕉皮的糟糕命运，就因为它出现在不应该出
现的地方，给路人带来了一连串的惊险状况…… 

小朋友，你能在不大笑的情况下读完这篇故
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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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洛伦佐·桑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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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绘者

绘图：（西）艾丽西亚·阿科斯塔 亮点

 뻿  以香蕉皮的冒险为线索的趣味故事，反映了城
市保洁及社会素质的问题，教导孩子爱护环境与
保持清洁的重要性。

 뻿 故事风格轻松诙谐，不含说教意味，让孩子
享受阅读的同时，更容易接受故事隐含的教育信
息。

 뻿 西班牙获奖知名作者给孩子的最新作品！

艾丽西亚·阿科斯塔（Alicia Acosta）主修心
理学，从事专业故事演讲工作超过 25 年，投身
于阅读推广事业。 她的书已被翻译成超过 9 种语
言，作品获得拉丁裔图书奖（美国）。

洛伦佐·桑吉奥（Lorenzo Sangiò）出生于米
兰，毕业于美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近年来，
他全身心地投身于插图书的世界，获得了多个奖
项，并在意大利和法国展出插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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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文化

联系我们
contact@bimotculture.com

www.bimotculture.com
Instagram : bimotculture

微信： bi-mot
QQ: 1896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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