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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MP

We must admit that our hero 
was sometimes a bit of a 
coward, but who isn’t?



One day, Albert was playing in the garden. 
Mom and Dad where hanging their white clothes to dry.  
Suddendly, a little grey bunny jumps out of a bush. What a surprise! 
Aren't all  bunnies the same color? 

《白兔家族》
作者：弗朗西斯卡·马斯切罗

绘者：伊莎多拉·布里洛
尺寸 : 23 x 27.5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适读人群：3 岁 +

小兔子阿尔伯特来自一个洁白
无瑕的白兔子家庭，它们喜欢完美
地生活：干净的房子，白净的物品，
还有一群干净的小兔宝宝在里头蹦
蹦跳跳。

可是有一天，阿尔伯特遇到了
一只陌生的灰色兔子，它惊呆了，
难道兔子不都应该是白色的吗？这
只灰兔子带着阿尔伯特四处玩耍，
见识了大自然中的缤纷色彩……

＊ 可爱有趣的兔子故事，结合了
颜色的认知，为孩子学习颜色的绝
佳绘本！

＊ 画风清新自然，人物塑造形象
幽默，白色与五彩的跨页对比强烈，
更吸引小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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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l we roll in the grass?, suggests Theo.
The two of them roll down the hill. 

Then they go up and roll down again.
Rolling in the grass can be

GREEN FUN.

.



《跳水》
作者：乔金·坎普

绘者：乔金·坎普
尺寸 : 22 x 28 cm
页数 : 40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3
适读人群：5 岁 +

跳入游泳池看起来似乎很容
易，但当你真正走到台球板边缘，
从上往下看着泳池的时候，它会变
成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的主人公正经历这一幕，
你猜他最后会勇敢地跳下去吗？

＊ 一个幽默趣味的跳水故事，生
动诠释了恐惧的感受！

＊ 以风趣幽默的方式看待害怕心
理，让孩子在轻松的气氛中学会克
服恐惧。

＊ 由阿根廷著名插画师，博洛尼
亚童书展入选作者诚意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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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someone think of the dangers he might face. 
Nobody knows what is under those waters.

Some children torment him: “Hurry up, 
you turtle!” “We don’t have all day!” 
“It isn’t so bad, jump at once!”

Despite the comments our hero
does not allow himself to be 
intimidated by anyone.



《航海小指南》
作者：萨拉·斯特凡尼尼

绘者：萨拉·斯特凡尼尼
尺寸 : 22 x 31.5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3 年
适读人群：4 岁 +

如果你是第一次出海，应该需
要一个经验丰富的水手指导你。 像
阿尔多这样的人，例如，他知道航
行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定目的
地。

通过克服困难和互相帮忙，即
使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也能到
达目的地，水手阿尔多衷心建议道。

一个隐喻生活的海上故事，航
行路上多变的事件和风景，让孩子
懂得享受最美丽的目的地：那就是
旅程本身。

＊ 一段奇趣的航海故事，教孩子
学会体会旅程本身，享受生活！

＊ 故事巧妙地通过航海探险引出
人生哲学，趣味又耐读。

＊ 插图精美悦目，色彩鲜艳，设
计感强，亦适合作为美育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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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at it doesn’t matter 
how long it takes to get 
there, because it’s the sea 
that decides the rythm. 
Sailors have the best part: 
elegant observation.
 

By learning how to change our 
point of view, and discover 
incredible things.



《猫匠人》
作者：斯特拉·诺塞拉

绘者：艾维里斯·奥比努
尺寸 : 18.5 x 24.5 cm
页数 : 40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适读人群：3 岁 +

猫匠人知道如何为每个客户制
作合适的猫咪。他的店外总是有顾
客排着队找他。

一天，一个悲伤的孩子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满了猫
的性格与特征。猫匠人开始工作埋
头制作，但当孩子收到做好的猫咪
时，他失望极了，空手哭着跑回家。

他泪流满面地对妈妈说：
“这不是他想要的猫！这不是他的
Brownie!”孩子转过身，却发现那
只刚刚做好的喵咪一直跟着他回家
了…… 

孩子会接受这只与他心爱的
Brownie 长得一摸一样，却无法代
替 Brownie 的新猫咪吗？

＊ 一本充满幽默感的温情绘本，
让孩子学会面对生命中的变化，懂
得爱的无常。 

＊ 故事通过充满想象力的“制猫”
情节，引出了每个生命体都是独一
无二的道理，同时让孩子学会道别
过去，接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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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penter had all the necessary ingredients. 
A pinch of cunning, two tablespoons of softness, 
a sprinkling of temper. 
And then long whiskers, hairs to the max, 
faces of many shapes and rubber pads 
of different colors. 
He put everything in a container, turned a crank 
and ... voila! The cat was done!

His hope turned into sadness 
and his tears streamed down, soaking 
the poor cat’s fur. He ran away, 
the little boy unsure. He ran away 
leaving the cat on the counter 
and the Catpenter with egg on his face. 
“It has never happened to me before, 
it shouldn’t have happened. 
What will I do with you n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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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在你身旁》
作者：埃尔维斯·皮特斯

绘者：尤尔·赫尔曼斯
尺寸 : 32 x 24 cm
页数 : 48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适读人群：5 岁 +

小女孩尤尔的脸上有很多雀斑：
在眼睛下面，在鼻子上，在她的脸颊
上；就像满天繁星，妈妈说。 而妈妈
也一样也有雀斑。每天晚上，尤尔和
妈妈都会在彼此的脸上寻找雀斑，并
奖它们想象成不同的形状。 

母女俩每天晚上都数着对方脸上
的星星。直到一切突然改变，因为妈
妈不在了……

＊ 以失去至亲为主题的绘本故事，
叙述动人有力，治愈心灵！

＊ 故事由插画师根据个人经历改
编，插图充满想象力，耐人寻味。

＊ 由 法 荷 兰 儿 童 文 学 银 笔 奖
（Zilveren Griffel ）得奖者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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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het gezicht van Yule zitten sproeten. 
Van het ene oor naar het andere. 
Onder haar ogen, op haar neus en wangen. 
Een sterrenhemel, zegt mama. 
De Grote Beer en de Kleine Beer, op het gezicht van Yule kun je ze vinden. 
Ook mama heeft sproeten. 
Niet zoveel, maar toch meer dan de Grote en de Kleine Beer samen. 

‘s Avond zoeken Yule en mama op elkaars snoet naar sproeten die, als je 
ze zou verbinden, een  guur vormen, een boot, een banaan, een eekhoorn. 
Mama volgt met haar vinger de ingebeelde lijnen op Yules gezicht. 
Een licht strelen. 
Tot Yules ogen dichtvallen. 

Zo gaat het. Elke dag opnieuw. 
Tot plots alles anders wo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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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s huilt ze. 
Haar tranen zijn doorzichtig, maar niet van glas. Ze zijn 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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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le zoekt naar dat gezicht met die vrolijke sproe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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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事》
作者：安吉洛·莫齐洛

绘者：弗朗西斯科·法西亚
尺寸 : 20.5 x 28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适读人群：4 岁 +

同一个时刻，在世界不同的角

落发生着各种大小事情，有欣赏风

景的人儿、有一去不返的老人、有

在公园玩耍的孩子……这些种种意

外的瞬间组成了人生百态。跨越肤

色的生命花火，诠释着惊喜的力量。

＊ 一本小小绘本，集合来自地球
给个角落的意外瞬间，组成人间悲
欢离合。

＊ 意大利 LIVIO SOSI 书籍插图奖
作品！

＊ 2021 年意大利安徒生奖获奖作
者的最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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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id did not expect the sun 
or such beautiful weather. 
I had a scarf and an umbrella 
but look out there!



《我未来的模样》
作者：杰西·胡曼

绘者：马腾·阿里斯
尺寸 : 22 x 28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适读人群：4 岁 +

“我可以找寻魔法

或找到一百万颗星星。

我可以成为一个帮手

或穿越深蓝的大海……

但这个世界里，

我最喜欢的事情

是选择做我自己。”

＊ 一本想象力充沛的绘本，诗意
地描绘了多种不同的美丽，一个充
满可能性的世界。 

＊ 作者以温柔细腻的视角带读者
走进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鼓励孩
子追寻自己内心的想法。

＊ 插图唯美富有诗意，梦幻的气
氛激发读者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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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ould look for magic
that hides up in the sky,

and when I’d found small pieces 
I’d wave as they flew by.

I could cross the oceans
in search of life’s great answers,
or I could watch the waves move
as the ocean’s greatest dancers.

I could be a thinker
who thinks things inside out,

and when I’d found the answers
I’d share them with a s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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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棵愿意秃枝的树》
作者：连·布赖纳特

绘者：玛丽克·内利森
尺寸 : 23 x 32.5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适读人群：5 岁 +

森林里有一颗美丽的大树，随

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树变老了，

它身上的叶子越来越少；慢慢地秃

了枝，断了根，树离开了。

虽然森林里其他的树都十分

想念它，但它们都很感激这颗美丽

的树曾经住在森林里，并永远记住

它……

＊ 故事通过一颗大树枯死的故事，
讲述了从生到死的自然现象，让孩
子理解并接纳死亡。

＊ 从自然现象去看待死亡，以简
单的故事传达沉重的话题，寓意深
刻。

＊ 图文优美，写实的绘图风格更
让画作风景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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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死亡、自然、接纳

Maar diep vanbinnen, 
in het hoofd van de boom, 

bleef het maar winter.
Hij werd het gewoon.

Hij wilde geen kilte.
Hij wilde geen kou.

Dus de boom besliste
dat hij geen bladeren meer wou.

Maar na de winter 
werd het altijd weer lente.

De lente maakte de bomen blij.
Want dan was telkens, ze wisten het zeker, 

de donkere tijd van de winter voorb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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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云和女孩》
作者：基亚拉·瓦伦蒂娜·塞格

绘者：保罗·多梅尼科尼
尺寸 : 23 x 30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11 月
适读人群：5 岁 +

夜深了，可是女孩睡不着。他

弟弟的床是空的，因为他今晚在医

院过夜。这是，云又回到了我的头

上。

女孩的祖母在湖边的房子旁有

一棵大老树，现在因为病得太厉害

了，必须砍掉。 医院里的一个小弟

弟，因为他也病得很重。

女孩头顶上的一团乌云已经笼

罩了许久，像是她无法摆脱的坏念

头。 在一夜之间，神奇的事情发生

了：老树有智慧的见证，将希望传

递给了她。

＊ 荣获意大利尼科洛·贝托尼国际
绘本奖二等奖！

＊ 由获奖作者及插画师联手诚意
打造！

＊ 故事以细腻的心灵描写，带读
者从死亡边缘回到希望，让读者感
受坚强的力量。

＊ 结合写实及梦幻的绘画手法，
营造出了唯美治愈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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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to go back in,” I say.
“Wait a little longer,” the blackthorn whispers. “I have 
one last wish. Would you climb my branches?”
I hesitate, looking at the two support poles. The tree 
reads my mind: “I’m strong enough for this.”
The sun peeks out from the mountain just as my head 
emerges from the tree’s red crown. Its warmth warms 
my heart, and even my bare feet a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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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is story ends 
with his wis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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