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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CotCot Éditions（咯咯咯出版社）是一
家比利时独立出版社，与众多优秀儿童作家与新
秀插画师合作，为少儿读者打造出富有诗意及人
文气息的书籍。其中多部作品已获得法国及比利
时书评人及儿童文学奖评委会的认可与支持。

一步一脚印，CotCotCot 将继续保持其原创
性和好奇心，为将长大成人的儿童，以及也曾是
孩子的成人创作出打动心灵的作品。

mailto:contact%40bimotculture.com?subject=
http://www.bimotcul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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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在花园里玩捉迷藏之前，让我们复
习一下游戏规则吧？（然后打破规则。）

孩子在葱郁的大自然中玩耍，阳光
明媚，嬉笑打闹；日落时分，游戏结束了，
孩子们一同凝视日落，似乎想到了什么。

一部以捉迷藏为主题的寓言绘
本，借游戏的不同阶段，跟孩子讲
述了同样会出现在人生中的哲理时
刻—— 制定规则、打破常规、坚
持到底、勇于探索、互相帮助、道别、
重逢……

＊	一则以游戏为题的寓言故事，给孩子
一堂人生哲理课，耐人寻味。

＊	插图色彩大胆，细节丰富，光与暗的
对比处理巧妙，为绝佳的美育绘本。

＊ 2020—2021 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原创插画展展出作品！

关于作者 & 绘者

莉亚·维亚纳·费雷拉为比利时新秀插画师，毕业于巴黎雷诺阿艺术学院及布鲁塞尔
皇家艺术学院，目前任教于比利时列日圣卢克高等艺术学院，并进行童书插画及媒体插
画创作。作品多采用鲜明的色彩及丰富的细节表现，细腻的叙述手法让观画者过目不忘。
《捉迷藏》一书被选入 2020—2021 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展出作品。

作者： 莉亚·维亚纳·费雷拉

绘者： 莉亚·维亚纳·费雷拉

尺寸 :	22	x	30	cm

页数 :	5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3月

978-2-930941-27-1ISBN：

3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游戏、人生哲理、规
则、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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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又一座城》

一篇充满诗意的城市漫游记，
一个关于找回自我的寓言故事。

主人公小女孩神奇地误入各个离奇
的城市——从颠倒的城市、水中的城市、
丝绸之城、动物之城、机器人之城等等
让人意想不到的境地，最后返回家中，
经历了一趟从梦境到现实的奇幻之旅。

小女孩的身影也出现在了每一座城
市里，你能找到她吗？

＊	一本充满奇幻色彩的诗意绘本，一趟
奇妙的纸上旅行，激发孩子的想象力的
精美故事。

＊	大开本横向版式设计，配以精致细腻
的拼贴画创作，给孩子一次美妙的视觉
享受。

＊	细节丰富，耐看耐读，随故事进行，
小读者将在每一座城市中找出主人公的
身影，锻炼耐心与观察力！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艾曼纽·桑德隆（Emmanuèle	
Sandron）为文学译者，掌握多门语言，
已翻译超过二十多部作品。她同时也是
作者，创作小说及儿童绘本，并在布鲁
塞尔一家多元文化咨询中心担任心理治
疗师。《一座又一座城》为她与绘者一
拍即合的绘本作品。

布丽吉特·苏西尼（Brigitte	Susini）
自幼在法国沙特尔长大，绘画方面自学
成才，从二十岁开始便进行童书创作，	
也为珠宝商及剧院提供美术指导与绘画
创作。《一座又一座城》的创作灵感源
于其艺术家曾祖父皮卡西亚特的拼接艺
术（创作了该市著名的玻璃马赛克房屋
建筑）。

作者： （比）艾曼纽·桑德隆

绘者： 布丽吉特·苏珊妮

尺寸 :	35	x	25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0 年 3月

978-2-930941-12-7ISBN：

5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哲理、奇幻、寻找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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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一本不带预期的探索绘本，它邀请
你进入画面随意阅读，给你一种让人满
足的自由感。”

——图书博主 Pépita,	博客
MéliMélo	de	Livres,	2020 年 7月 23 日



返回首页

读者评论 媒体评论

“在当今这个处处经过消毒的现代社
会，这本绘本鼓励我们重新与环境建立
联系并爱护地球。绘者马蒂尔德·格罗选
择了石板印刷技术来创作精致的插图，
与柔美的文字完美融合。整本故事以赭
色为主调，与主题相呼应，人与植物的
表现重叠融合，主角的姿势充满了对自
然的关注。这本书邀请我们呼吸地球，
重新发现童年的奇迹，回归本质，尊重
环境。”

——玛丽 -诺埃尔·莱特利尔，
Ricochet	瑞士儿童图书及媒体中心书评

“本书的文本清新而简单，插图淳朴
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了一些绝对重要且
富有生命力的东西。	我喜欢这本书中人
类的姿势：弯腰、全神贯注、专注于这
个泥土和它所给予的东西。”

——图书博主 Pépita,	Blog	
MéliMélo	de	Livres,	2021 年 6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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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口袋装着泥土》

“我抓了把泥土放进口袋里，

那是家里没有的东西。

让我来当一回小园丁，

给你种出苹果与小石。

来闻闻看，跟你的脸蛋儿一样，

香香的。”

孩子眼里的泥土是那么多变、纯粹、
自然、富有生命力，本书以小孩的视角
探索泥土这一原始的物质，邀请读者一
起享受这份淳朴天然的童真乐趣。

＊	一本关于泥土的绘本小书，插图采用
了石板印刷技术，更还原泥土质感，带
读者一起体验感官带来的愉悦，提倡细
心观察身边平凡事物的美。

＊	绘本巧妙地利用泥土/母亲这一隐喻，
唤起读者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爱护之心，
为环保及生命教育的优秀读物。

＊	由法兰西学院弗朗索瓦·科佩诗歌奖获
奖诗人诚意创作。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弗朗索瓦丝·利森 -勒罗伊出生
在比利时的“山丘之国”（Pays	des	
Collines），位于一所乡村学校和美丽的
风景之间。创作至今，已出版有约三十
本诗集，其中包括为儿童读者创作的
诗歌读物。她的作品《白面包》（Les	
blancs	pains）获得法兰西学院弗朗索
瓦·科佩诗歌奖。

马蒂尔德·格罗出生于法国里尔，毕
业于应用艺术（纺织品设计和壁画）专业，
后接受了雕刻和装订专业学习。自	2004	
年投入绘画创作，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工
作室中探索不同材料及素材，偏好使用
黑色线条与明快活泼的色彩以获得更自
由的艺术品。

作者： (比）弗朗索瓦丝·利森 -勒罗伊

绘者： （法）马蒂尔德·格罗

尺寸 :	12.5 x 17.6 cm

页数 :	20

装帧 : 平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6月

978-2-930941-31-8ISBN：

4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自然、环保、生命、
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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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茜的微笑》

读者评论

让人重拾微笑的暖心治愈绘本！

每天早上，当人们穿上袜子时，小
女孩苏茜却在耳边挂上笑容。

因为父母吵架，苏茜失去了笑容，
她从杂志上剪下来一千个笑脸。	大人们
也一边帮她找原来的笑容，可哪儿也找
不到。这时，风吹起，笑脸纸片被吹得
七零八落，苏茜大哭起来，爸爸妈妈伸
出了手臂。

原来，笑容被遗忘在了在温暖的怀
抱里。

＊	一个关于小女孩找微笑的故事，从侧
面讲述了家庭纷争对孩子内心的影响，
适合家庭共读，帮助孩子认识内心情感。

＊	故事的治愈结局让孩子心灵得到抚慰，
感受安全感与爱的力量。

＊ 博洛尼亚插画奖作者的诚意作品，巧
妙的拼贴画的技术运用，与微妙复杂的
情感相呼应，让人耳目一新，过目难忘。

＊ 2010 年博洛尼亚童书展插画大奖特别
提名作品！

＊ 入选 2020 年比利时“小小狂热书虫”
儿童文学奖，入选比利时 IBBY 最受欢迎
书单。

“这本书的插图乍一看可能会令人不
安，但正因如此，当我们越往后读时，
越能能掌握与本文所表达的氛围与情感。
安娜·克拉海这本苦乐参半的绘本，以其
独特性和力量感触动了人们，轻盈而略
带忧郁。一本适合家庭阅读的绘本。”——
图书博主 Pépita,	Blog	MéliMélo	de	
Livres,	2019 年 5月 17 日

关于作者 & 绘者

在比利时列日圣吕克高等艺术学院
（ESA	Saint-Luc）获得平面艺术学位后，
安娜·克拉海进入了动画电影与平面设计
领域工作。自2007年起开始童书创作，
已出版超过 20本童书作品，并被翻译为
多国语言（中文、韩语、日语、德语、
意大利语、丹麦语等等）。因插画成就
于 2010 年获得比利时瓦隆尼 -布鲁塞尔
联盟颁发的“发现”奖学金。目前任教于
圣卢克高等艺术学院。

作者： （比）安妮·克拉海

绘者： 安妮·克拉海

尺寸 :	14.8 x 21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19 年 5月

 978-2-930941-07-3ISBN：

4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情感、亲子关系、家
庭纷争、心灵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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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安娜·克拉海的绘本不仅以温柔的手法处理尖锐的主题——儿童心理中常见的问
题：做自己的困难、防御机制或害怕不再被爱而进行伪装、倾听父母的需要；还以其
具有独特而敏感的平贴风格来突出主题。插图于	2010	年博洛尼亚儿童书展上获奖，
文字与插图同样精致细腻。”

——《比利时晚报》Le	Soir 文化版，凯瑟琳·马克雷尔，2019 年五月 25-26 日	

“安妮·克拉海（Anne	Crahay）作为作家和插画家，以细腻的方式触动我们，向我
们展示并使隐藏的东西变得可见：内心的感受。通过她诗意的拼贴画，用她的世界带
我们去发现孩子们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情绪都隐在哪儿了？苏西冰冷的笑容里，
是外人能看得见的，但苏西沉重的内心，却被隐藏着……”

——	比利时文学评论网“笔记本与瞬间”（	Le	Carnet	et	les	Instants），海伦·瑟鲁，
2019 年 5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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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犹豫到选择》

一本关于选择困难的哲理绘本，
诙谐幽默的线条带你体验人生的难
题。

如果说选择可以是排除选项，那么，
不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从犹豫到选择，一条人生的必经之
路！

＊	一本人生寓言图画书，以简单诙谐的线
条代替文字，勾勒出人生面临的各种选择
困境，适合孩子与曾是孩子的大人阅读。

＊	中性设计的人物形象，是你，是我，也
是他，贴切地描绘出每位读者面临选择时
的内心挣扎。

＊	故事以一首小诗结尾，配上一幅主人公
在家门口晒太阳的小插画，仿佛旅程仍未
开始；邀请读者再次出发，引发思考，为
全书画龙点睛之笔！

＊ 入选 2020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童书杂志
推荐书单！

＊ 入选 2020 年法国蒙特勒伊书展“已读并
推荐”（Lus et recommandés）书单！

“闭眼随意一选，探索一千零一条路，
迷路，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想法，没有
保障的出发，分支，脱轨，敢于……”	书末
这数十个表达犹豫和惊讶的动词在作品中
得到充分利用，留下了所有的想象空间。	
在故事的结尾，我们发现了主人公（未发生）
的旅程，这个戴黑色斗篷，长着红鼻子的
小人才刚刚开始他的一天。	他会起床吗？
会动起来吗？”

——弗朗索瓦丝·利森 -勒罗伊，比利
时《未来报》（avenir.net）报导，2020
年 6月 8日

关于作者 & 绘者 媒体评论

罗马·列斐伏尔毕业于比利时圣卢克
高等美术学院，喜欢使用不需要晾干的
颜色媒介——铅笔、记号笔、蜡笔……
风格是几何立体，精致，有时充满色彩，
作品让人充满遐想。《从犹豫到选择》
是她的第一部绘本作品。

作者： （比）罗曼·列斐伏尔

绘者： （比）罗曼·列斐伏尔

尺寸 :	19	x	24	cm

页数 :	5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0 年 1 月

 978-2-930941-12-7ISBN：

5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哲理、选择、个人成
长、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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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有点儿怪》

“我的父母有点怪！有时候他们明
明在跟我说某样东西，可转头就仿佛
忘记他们刚刚说的话了！我真的不知
道为什么会这样…… ”

当孩子牙牙学语时，还分不清同音
词的区别，常常让大人哭笑不得。作者
将其与孙子日常的有趣对话改编成故事，
记录了孩子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趣味轶
事，给读者一份来自稚嫩心灵的童真快
乐。

＊	一本以孩子学说话为题的趣味生活故
事，从童稚的视角探索语言的丰富多样。

＊	故事含多个同音词 /谐音词的幽默笑
点，让孩子在轻松的气氛中领悟同音词
的区别。

＊ 西班牙趣味画师、博洛尼亚最佳童书
得奖主的最新作品，人物可爱有趣，简
单的线条更营造出诙谐的画面。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弗朗索瓦·大卫为法国儿童文学作家，
著有大量诗集与短篇故事。	其作品文字
内敛而富有诗意，所描述的情境严肃却
细腻入微。他同时也是Møtus 出版社的
创始人及总编。

劳尔·古里迪出生于西班牙塞维利亚，
来自一个绘画家庭，母亲为画家，父亲
为插画家。	毕业于美术学院学习后从事
平面设计和广告工作。投入童书创作至
今已出版数十部作品，其中《71只绵羊》
与《坏坏的大吼吼》被翻译成简体中文。
作品《两条路》（Deux	chemins	）获
2018 年博洛尼亚最佳童书。

作者： （法）弗朗索瓦·大卫

绘者： （西）古里迪

尺寸 :	20	x	28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11 月

978-2-930941-36-3ISBN：

4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语言、亲子互动、生
活、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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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故事的奶奶》 《小姑娘》

《田园小诗》 《懂得几个词》 《浪迹天涯》

《口袋里的俳句》 《花草间的文字》

《石头集》 《灯塔之歌》 《我的诗人奶奶》

图画书
诗歌 

6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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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故事的奶奶》

故事可以口耳相传，也可以用针
线编织，正如两代人之间的友谊…… 

“亲爱的，进来吧！我的名字叫卢西
亚。”

“我不想打扰您呢。”

“打扰我？一点儿也不打扰！你来得
正是时候，故事要开始了。”

一个爱阅读的小女孩，一个不识字、
爱刺绣的独居奶奶，两人的相遇会碰撞
出怎样的火花？随着奶奶的一针一线，
小女孩听她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俩人逐
渐相识，相知，相伴，编织出淡淡的友
谊与信任。

＊	一则关于隔代情谊的暖心治愈故事，
唤起社会对老弱群体的关爱与包容。

＊		文字优雅富有诗意，配以简约清新而
具有设计感的插图，带读者进入一个平
静而感动的友谊故事。

＊ 入选 2020 年比利时“小小狂热书虫”
儿童文学奖！

＊ 入选 2022 年比利时贝纳尔·维塞勒文
学奖！

“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故事，一段颂扬
简单和善良的生活。	[...]	每一个细节都很
重要，这种简单为文本注入了美丽的生命
能量。	这本具有原创性的绘本非常成功！”

——安妮·弗雷切，法国《童书新知》（la	
NVL	revue）杂志，第 227 期

“每个细节都表现得恰如其分，如果说
故事的文字富有诗意，那么黑白插图更强
化了诗的意象。	两者完美地融合，柔美动人。”

——阿尔伯特·德斯梅特，比利时《儿
童读物联盟杂志 》（LIBBYlit），第 139期，
2020 年第一季

关于作者 & 绘者 媒体评论

玛蒂娜·阿兰达出生在摩洛哥附近的
一个海滨小镇，最初在巴塞罗那学习法
律，随后定居比利时，并获得布鲁塞尔
皇家美术学院插画硕士。	她喜欢观察孩
子，他们的态度和想法是她创作童书绘
本的核心。她擅长使用石墨铅笔作画，
简单的线条与构图让她的画作充满诗意
与遐想。

作者： （比）玛蒂娜·阿兰达

绘者： 玛蒂娜·阿兰达

尺寸 :	18	x	24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19 年 10 月

978-2-930941-05-9ISBN：

6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友谊、孤独、隔代相
处、文盲、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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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娘》

一本关于梦想与成长的诗意图
画书，唤醒每个人心中的那个追梦
小人儿。

有一个小姑娘在梦里，说要去找她
的，那个稍瞬即逝的梦。没有起点也没
有终点，漫漫长路，她碰见了大山、遇
见了风、走入了森林、踏入了大海。

醒来后的她，还会记得这趟追梦之
旅吗？

＊	以追逐梦想为主题的寓意绘本，通过
故事与场景设置巧妙地表现出了“追梦”
的双重含义，引人深思。

＊	唯美而神秘的画风营造出了梦幻的气
氛，配合诗意的文字，感染力强。

＊ 由 2022 年博洛尼亚插画奖入围画师
诚意打造！

关于作者 & 绘者

索菲·凯洛尼来自比利时，毕业于比
利时根特艺术学院绘画专业。童年大部
分时光喜欢在花园度过，着迷于大自然
的神秘而多变的形态。毕业后与布鲁塞
尔美艺厅工作，为儿童及成人举办绘画
作坊，并开始了插画创作。现于比利时
安德莱赫特美术学院任教绘画、插画以
及 3D工艺课程。《小姑娘》为她的第一
本图画书作品。

作者： （比）索菲·凯洛尼

绘者： （比）索菲·凯洛尼

尺寸 :	16.5 x 22 cm

页数 :	5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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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梦想、个人成长、哲
理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媒体评论

“一篇由出彩文字和声律谱写的诗意文本。	故事的文字，即使没有大声朗读，
也能像音乐一样在我们心中产生共鸣。（这得益于作者的专业音乐背景：艾格尼
丝·多默格是一名中提琴手，并且早在接触儿童文学之前她就是一名专业音乐家）。
由水彩和彩色铅笔创作的插图，与文字积极对话，相辅相成，一并构成了一首对
自然的崇高颂歌。”

——玛吉·雷耶，瓦隆 -布鲁塞尔联邦儿童文学网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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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小诗》

一首关于爱的田园小诗，唱出
柔美恬谧的生命之歌。

小鸟和小鱼，两个本无交集的生命，
却因月亮和一杯茶相遇，水天成一色。
他与她，走上了满是蜜糖、苔藓和荆棘
的道路，从此无论风雨，他与她为爱不
离不弃。

＊	温柔而充满诗意的风景小画，绘出一
篇关于爱的优美故事。

＊	文字优美，韵律感强，为绝佳的诗歌
题材与声律启蒙读物。

＊ 入选 2020 年法国蒙特勒伊书展“已读
并推荐”（Lus et recommandés）书单！

＊ 法国儿童文学女巫奖获奖作者的最新
作品！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艾格尼丝·多默格为专业音乐家，在
巴黎音乐学院教授中提琴并演奏室内乐。
对书籍的热爱使她童书投入儿童文学写
作及插图创作，偏爱捕捉自然与动物题
材。曾出版作品《从前……，俳句故事》
（获得 2014 年法国儿童文学女巫奖）、
《俳句神话故事》、《从前的奥利匹》
等诗歌作品。

瓦莱丽·林德为来自法国南特的视觉
艺术家，毕业于室内设计专业。擅长将
当代诗歌的文本与她最喜欢的主题结合
创作：房子、书籍、风景以及童年。她
探索插画、绘画、拼贴画、书籍插图和
书籍设计、明信片。二十年来一直通过
教学传播她的设计和应用艺术知识。

作者： （法）艾格尼丝·多默格

绘者： （法）瓦莱丽·林德

尺寸 :	16.5	x	23	cm

页数 :	58

装帧 : 平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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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几个词》

一本无结尾的风琴页绘本，诗
意地描绘出学习外语的困惑与希
冀。

作者艾丽莎·萨托里通过一帧帧舞者
在水中的肖像画，来表现我们学习语言
时的内心独白：从陌生、迷惑、气馁到
最后坚持与期盼，细腻地刻画了学者的
内心变化。

如何面对一门新语言？学习语言仅
仅代表掌握词汇和语法吗？还是有更深
层的文化意义？

＊	一本“动静结合”的诗意绘本，随着书
页缓缓卷开，水中舞者的倩影一幅幅地
变化，给人一个新颖独特的阅读体验。

＊	简约而深刻的插画，配以精简的文字，
使得故事更耐人寻味。

＊ 2021 年瓦隆 - 布鲁塞尔联邦儿童文
学首部作品奖！

关于作者 & 绘者

艾丽莎·萨托里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
一个小镇克雷莫纳。在威尼斯美术学院
获得装饰艺术学位后，于布鲁塞尔美术
学院完成了插画学习。毕业后从事中学
美术教师的工作，同时参与插画艺术与
街头艺术的创作。

作者： （意）艾丽莎·萨托里

绘者： （意）艾丽莎·萨托里

尺寸 :	10.5	x	14.8	cm

页数 :	16

装帧 : 平装 +风琴页设计

出版日期 :2021 年 2月

978-2-930941-28-8ISBN：

6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语言、外语学习、文
化差异性、诗歌绘本

媒体评论

“这本书以精美风琴页形式出现，可
放入口袋。	书本设计的质量与精简的插
图均引起了阅读的强烈欲望。	以掌握一
门外语为主题，故事不仅适合儿童，也
适合成人读者阅读。”

——瓦隆 -布鲁塞尔联邦文学奖获
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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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迹天涯》

52 幅沉默的水彩画，一场没有
终点的卡夫卡式荒诞旅程，绘尽流
离颠沛者的艰辛故事。

这是一本以纯图画的方式，讲述难
民苦觅安家之处的无声故事；作者利用
巧妙的场景设计体现出遥遥旅途的荒谬
与绝望，看似轻松幽默的线条与严肃话
题形成巨大反差，唤起读者对难民这一
话题以及人性的思考。

＊	无字创意图画书，以新颖的方式讲述
流浪寻找新家园的故事。

＊	流浪者坚守尊严与其锲而不舍精神让
人敬佩。

＊	插图精美，设计巧妙且带有一丝黑色
幽默，耐人寻味。

＊ 入选 2022 年伯纳德·凡尔赛奖预选名
单！

＊ 入 选 2021 年 法 国 作 家 与 画 家 联 盟
（adagp）童书奖！

＊	比利时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推荐
作品。

“人类的苦难……一个可怕的比喻，
作者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出这一严肃的话
题，轻易地打动了读者。	这本图画书面
向大众读者开放了多层次的阅读体验，
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汲取灵感，无论他们
的年龄或心态如何，都能感受到同情与
反抗。”

——莫妮克·马尔法,《比利时法语儿童
读物联盟》，第 141 期，2020 年 6-8 月

关于作者 & 绘者 媒体评论

尼娜·勒孔德（Nina	Le	Comte）为
来自法国布列塔尼的新秀插画师。曾就
读于雷恩大学的平面设计，后于比利时
列日圣卢克艺术高等学院获得插画学位。
《浪迹天涯》为其第一部绘本作品。

作者： （法）尼娜·勒孔德

绘者： （比）尼娜·勒孔德

尺寸 :	18	x	26	cm

页数 :	52

装帧 :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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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里的俳句》

从写到读，从读到写；一本俳句
手账向你娓娓述说诗人的创作故事，
感受短诗的魅力，将阅读作成诗。

俳句是来源于日本的一种短诗体裁，
力求简练精湛，仅用短短几句诗表达意
境或哲理思想，神秘而耐人寻味。

故事中的主人公爷爷是一位隐退俳
句诗人，通过跟孩子分享过去二十年里
的经典俳句短诗，给孩子打开了诗歌的
大门，教他们感受语言的魅力，细品生
活的诗意瞬间。

＊	一本适合孩子与大人的俳句诗歌集，
含日本经典俳句作品，体验精湛而耐人
寻味的语言魅力。

＊	手账式设计，邀请读者以俳句的形式
记录自己的生活，初尝诗歌创作的乐趣。

＊	从经典诗人到当代诗人，本书集合了
的过去最重要的俳句作品，内容丰富；
插图清新自然，赏心悦目。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蒂埃里·卡萨尔斯，法国作家与诗
人，现居巴黎。为儿童和成年人创作了
多本故事集、诗集、俳句、短篇故事等。
二十多年来他来往于法国各个城市间，
举办写作活动、研讨会以及诗歌作坊，
推广俳句这一体裁。

朱莉·范·韦泽梅尔为比利时插画家，
毕业于比利时根特皇家美术学院。插图
创作多用绘画和精心缝制的绣花线条组
成，虽非正统，但风格独特新颖，适合
所有喜欢作白日梦的读者。

作者： （法）蒂埃里·卡萨尔

绘者： （比）朱莉·范·韦泽梅尔

尺寸 :	14.8 x 21 cm

页数 :	260

装帧 : 精装 /平装

出版日期 :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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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一张精心雕琢的文字游戏书，将诗歌去神圣化，解除了高雅诗歌语言对孩子的束
缚，并教他们以新鲜的眼光看待世界。”

——	劳伦斯·贝特尔斯，《比利时自由报》	（La	libre），2019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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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草间的文字》

如果说花草间有文字，那开花结果
的，会是哪些词语？一本园艺日记，带
你走一趟诗意流淌的文字花园之旅。

	每天早晨，当第一列火车鸣笛响起
时，莫先生会推开他花园的小门；从玫
瑰丛到灌木丛，从花蕾到树叶，他温柔
地跟一花一草道早安。春去秋来，大地
渐渐从五彩缤纷，鲜花盛开过渡到万物
静寂的模样，莫先生的内心却是满足泰
然的，因为他从花草间收获了文字，

一个接一个地词语连成诗，低声述
说着生命的哲理。火车鸣笛再次响起，
何不翻开此书，与我们的园丁诗人一起
探索这个鲜花、植物和文字自由繁衍的
奇异之地……

＊	一本独特的园丁诗人日记，带你从花
草与文字中的细腻，品尝生命中的微妙
哲理，感受事物的美好。

＊	文字优美富有诗意，插图清新悦目，
给读者一个静谧且耐人寻味的阅读体验。

＊ 法国不朽儿童文学奖获奖作者的诚意
之作！

＊	入选 2021 年法国蒙特勒伊书展“已读
并推荐”（Lus	et	recommandés）书单！

＊ 入选 2021-2022 年比利时“小小狂热
书虫”儿童文学奖！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玛丽·科洛特为比利时儿童文学作家。
教师出身，于 2012 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
《全书》（En	toutes	lettres）即入选了“书
籍之战”等五项儿童文学奖项。随后的几
年里，以多部儿童小说作品获得了多个
文学奖项，其中包括最受欢迎的作品《少
两秒钟》，获得了不朽儿童文学大奖（高
中生组）等十多个奖项。除了小说外，
科洛特还为低龄儿童撰写故事和绘本，
在法国及比利时多家出版社出版。

卡罗琳·范德斯塔彭为比利时插画师，
毕业于巴塞罗那艺术中心大学，获得艺
术硕士学位，并在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
完成了短期培训课程。	她经常为媒体和
比利时文化组织工作。她擅长创作素描
和拼贴画，插图作品充满幽默感和古怪
的气质。

作者： （比）玛丽·科洛特

绘者： （比）卡罗琳·范德斯塔彭

尺寸 :	14.8 x 21 cm

页数 :	72

装帧 : 平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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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那些‘在你嘴里融化’或让你‘咬牙切齿’的词、古老的词、古怪的词等等，这一切
让语言充满了乐趣，作者玛丽·科洛特以她巧妙的语言让我们收获了语言的魅力，绘
者卡罗琳·范德斯塔彭则用她微妙的素描创造了一个动人的对比。诗人呢？就在花园里。”

——克劳丁·卡拉姆纳克 -斯图帕，法国《童书新知》（la	NVL	revue）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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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集》

谁曾发现，多样的石头里竟藏
着图画与诗歌，一次纯朴天然的艺
术探索！

有的石头像音乐家，能摩擦发出美
妙的声响；有的石头像魁梧的水手，坚
韧不摧；还有的则像冒险家，沧桑的表
面是旅途的印记……	作者从各式各样的
石头出发，以细腻独特的视角谱写出了
一首关于石头的赞歌。

＊	速写本设计的图画书，巧妙地将各式
石头以精细的笔画纹路呈现出来，将让
每一位爱好观察自然的读者惊叹。

＊	诗歌精简，韵律感强，朗朗上口，给
人赏心悦耳的阅读体验。

＊	插图采用了圆珠笔及石头版画，将水、
毛发、羽毛等多种材质表现得细致入微。

＊ 入 选 2022 年 意 大 利 博 洛 尼 亚 童
书 展 精 选 100 本 好 书 (THE BRAW 
AMAZING BOOKSHELF) ！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弗朗索瓦丝·利森 -勒罗伊出生
在比利时的“山丘之国”（Pays	des	
Collines），位于一所乡村学校和美丽
的风景之间。创作至今，已出版约三十
本诗集，其中包括为儿童读者创作的
诗歌读物。她的作品《白面包》（Les	
blancs	pains）获得法兰西学院弗朗索
瓦·科佩诗歌奖。

拉斐尔·德科斯特在图尔奈美术学院
学习绘画，后于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及赫
尔辛基美术学院学习雕刻。2014	年至	
2017	年间在	The	Drawing	box	画廊展
出动画绘图作品。对电影前视频设备和
传统动画技术感兴趣。	与此同时，他继
续着平版印刷和木版画工作，作品由布
鲁诺·罗贝出版社出版。目前在波尔图生
活和工作。

作者： （比）弗朗索瓦丝·利森 -勒罗伊

绘者： （比）拉斐尔·德科斯特

尺寸 :	21 x 29.7 cm

页数 :	44

装帧 : 平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10 月

978-2-930941-32-5ISBN：

7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自然、诗歌、观察力、
收藏

媒体评论

“这些鹅卵石的多重变换展现出了文本和图像的互相作用。而最令人惊讶的无疑
是两位艺术家的配合无间，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阐释出了这些小石头的自然风貌
与运动，与我们进行感官互动。	在雕塑、音乐、舞蹈和灯光投影之间，鹅卵石外观
的美感自然地呈现出来。”

—–	莫妮克·马尔法特·多赫特，比利时《儿童读物联盟杂志 》（LIBBYlit），
2021	年	9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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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文字和图像在作者充满爱意的安排
下，创造出了一个带有诗意、忧郁和梦
想的故事。	艾莉丝·蒙图瓦这部处女之
作中找到了巧妙的叙事手法，随着故事
发展，将主人公的疯狂渐渐变为了对大
海的颂歌。”

——莫妮克·马尔法特，比利时

《儿童读物联盟杂志 》（LIBBYlit），
第 141 期，2020 年 6—8月刊

笔墨文化笔墨文化笔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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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之歌》

关于执着、关于孤独，给大小
梦想家的一本图画故事。

一位孤独的水手决定在内陆地区建
造一座灯塔，那是一个距离海岸 200 多
公里的偏僻之地……

这是一场闹剧还是水手的白日梦？
当海浪来临，水手却水中一动不动，这
是梦境的开始还是结束？

＊	故事讲述了一位独居在内陆灯塔里的
水手的故事，带读者揭开孤独追梦者的
忧伤内心，微妙动人。

＊	孤独的水手与旁人的不解形成巨大反
差，突出呼吁多包容与理解他人的故事
主旨。

＊ 2020 年比利时法语儿童读物联盟强
烈推荐！

＊ 入选 2022 年比利时贝纳尔·维塞勒文
学奖！

关于作者 & 绘者

艾莉丝·蒙图瓦毕业于法国图尔奈美
术学院，是一名插画家和作家。在学习
插画期间，她发现了雕刻并尝试了多种
图形技术。	2015	年，她在小城蒙佩扎 -
苏斯 -鲍松开设了自己的丝网印刷工作
室。作品灵感多来自于大自然和野外风
景。《灯塔之歌》是她的第一本绘本作品。

作者： (法）艾莉丝·蒙图瓦

绘者： ( 法）艾莉丝·蒙图瓦

尺寸 :	21	x	24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0 年 6月

 978-2-930941-16-5ISBN：

8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孤独、丧亲之痛、梦、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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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人奶奶》

一本充满超现实主义和诗意气氛
的故事绘本，通过孙女天真温柔的角
度，含蓄地讲述了老年人记忆衰退及
阿尔兹海默病的问题。

虽然奶奶有时会糊涂和搞不清方向，
但她是一位非常有创造力的诗人！	她会
跟我讲述希腊的风景，圣马可广场的鸽
子，还有许多许多好玩儿的地方，听她
讲故事，念书就等于是旅行了一趟！

＊	一本关于诗歌与故事创作的绘本，透
过隔代间的温情互动营造出温馨动人的
气氛，唤起读者对老年人的关注。

＊		文字富有韵律，趣味的游戏文字更添
阅读趣味，让小读者浅尝诗歌的魅力。

＊	插图采用了摄影、绘画、拼贴和数字
作画等媒介，使插画独具一格，为小读
者体验艺术的探索。

＊ 入选 2019 年比利时“小小狂热书虫”
儿童文学奖。

＊	入选比利时保罗·赫特曼儿童图书双年
展。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弗朗索瓦·大卫为法国儿童文学作家，
著有大量诗集与短篇故事。	其作品文字
内敛而富有诗意，所描述的情境严肃却
细腻入微。他同时也是Møtus 出版社的
创始人及总编。

伊利斯·威尔克为比利时插画家，曾
在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插画。常
使用各种混合媒体技术进行创作，为多
家新闻报刊创作插画。

作者： （法）弗朗索瓦·大卫

绘者： （比）伊利斯·威尔克

尺寸 :	21 x 29.7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17 年 12 月

978-2-930941-02-8ISBN：

9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诗歌、创作、隔代关
系、回忆

媒体评论

“摄影媒介的各种变化提供了一系列进入想象的机会，也拉近了读者与战争、贫
困、疾病等敏感主题的距离……这就是绘本《我的诗人奶奶》的情况，它微妙地探
讨了阿尔茨海默病这个主题。对于伊利斯·威尔克的插图，混合了摄影元素和纯色的
拼贴画与作者弗朗索瓦·大卫的文字相呼应，使得故事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维度，重塑
了褪色记忆中的语言。”

——	法国图卢兹遗产图书馆举办的《卡擦，儿童文学中的摄影》展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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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棵树》 《推土机》

“战斗”
小说

 10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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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棵树》

小镇计划建造一条高速公路，但建
造计划显示这将严重破坏生态并影响镇
上的村民。	为了拯救一棵百年的椴树，
弗朗索瓦和伙伴黛安以独创的方式，加
入了当地居民反对小组，参与到对抗这
个破坏性建造项目当中。

＊	小说围绕居民捍卫百年古树的故事展
开，从青少年的角度看待整件运动的起
落，旨在渲染大自然环保意识，鼓励青
少年参与社会活动，培养公民责任感。

＊ 龚古尔短篇小说奖得主的最新作
品！

＊	行文流畅，情感流露自然，双色插图
贯穿整篇小说，更添阅读趣味。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卡罗琳·拉马尔什为比利时诗人、
小说家、戏剧作家、广播剧作家、比利
时法语语言及文学皇家学院成员。凭借
第一部长篇小说《狗的日子》（Le	jour	
du	chien）获得 1996 年罗塞尔奖；小
说《鹿的房子》获得 2017 年 ADELF	欧
洲奖以及小说《我们在边缘》获得 2019
年龚古尔短篇小说奖（Goncourt	de	la	
Nouvelle）。2020 年因其文学成就获得
比利时瓦隆-布鲁塞尔联邦五年文学奖。

奥雷莉亚·德尚出生于法国，移居布
鲁塞尔，毕业于比利时圣吕克艺术学院
插画专业。多年来，她一直从事各种艺
术项目，担任插画师，并在中学教授造
型艺术。她的作品唤起了介于日常现实
生活和梦境之间的世界。常从植物世界
中汲取灵感，喜欢在她的图像中使用不
同的媒体，例如绘画或拼贴画，以及数
字绘画。《千棵树》是她的第一本儿童
读物作品。

作者： （比）卡罗琳·拉马尔什

绘者： ( 法）奥雷莉亚·德尚

尺寸 :	13 x 18 cm

页数 :	80

装帧 : 平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3月

978-2-930941-26-4ISBN：

10 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环保、捍卫家园、公
民意识、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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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

聚焦底特律——人口和经济衰退
的城市，讲述经济萧条的社会故事。

“早在我出生之前，底特律就被称为
“汽车城”。	它是汽车之都，进步之都！	
可今天，整个街区都被拆除，居民被威
胁着要驱逐出城。我决定行动起来……”

金融危机打击了美国的次级抵押贷
款部门，底特律是受金融危机打击最严
重的城市之一。在人口、经济和社会萎
缩的影响下，该城市经历了领土和经济
活动的直线下跌，成了一座“收缩中的城
市”。	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失业和征
用不再只影响非裔美国人，也影响着白
人中产阶级……

＊	一部给青少年讲述经济萧条与失业问
题的短篇小说，为罕见的社会话题小说，
帮助青少理解社会时事，并鼓励关心社
会，培养公民意识。

＊ 比利时弗兰斯·德韦弗文学奖得奖作家
的最新作品！

＊	书末附有专有名词解释，帮助读者理
解故事，了解另一种文化。

＊		图文并貌，双色插图贯穿整篇小说，
帮助进入故事情景。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阿列诺·德布罗克为比利时布鲁塞尔
美术学院的作家、记者和写作教授。	出
版了多部短篇小说作品，其中小说《低
洼道路》获得 2017 年比利时弗兰斯·德
韦弗文学奖，另一部小说《没有莉莉的
一百天》入围	2020	年罗塞尔文学家奖
最终短名单。目前她尝试着为青少年写
作，《艾拉》（Hela）为她为青少年所
作的戏剧作品，将由咯咯咯出版社以图
形小说的形式出版。

伊芙琳·玛丽是一位插画家和雕版画
家。	在巴黎学习应用艺术后，她定居法
国阿尔代什省南部。创作中偏好探索图
形和背景、丰满和空虚、质量和线条的
组合，风格以极简主义作为主。常年与
法国多家童书出版社合作。

作者： （比）阿列诺·德布罗克

绘者： （法）伊芙琳·玛丽

尺寸 :	13 x 18 cm

页数 :	76

装帧 : 平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3月

 978-2-930941-39-4ISBN：

10 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经济萧条、失业、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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