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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toujours les forêts

文学

又见树林

Sandrine Collette
一部关于人类暴力，
并对生存提出质疑的寓
言式小说。

“他是会带来不幸的孩子”，科朗坦的母亲是这么说的。
没有人要他，消失的父亲不要他、背地里把谣言传满天
的老妇们也不想要他，他的母亲更是一心只想摆脱他。
科朗坦从一个家漂泊到另一个家，他的童年流离不定。
直到他的母亲把他遗弃在路边，将他丢给村里的老妇奥
古斯蒂娜。在森林环绕、充满敌意的山谷中，科朗坦与
老妇人开始新的生活。在他求学的大城市里，科朗坦沉
迷在五光十色和无止尽的派对里。他周围的世界像是著
了火。而那股热不停些地使土地愈发干燥。童年的河流
早已枯竭，树木也在六月开始掉叶子。好像有什么事情
正在酝酿中。科朗坦和其他人一样，觉察到了，感受到
了。夜晚，一切都被引爆。他因为藏身在地下墓穴的深
处，所以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回到地面，世界已被毁
灭，他孤独一人。一切人和动物都消失了。在找寻奥古
斯蒂娜的渺茫希望指引之下，科朗坦走过漫长的森林之
路。踏上一场疯狂、撕心裂肺的探寻之旅，他渴望找回
已逝世界，坚信世上万物绝对不会完全消逝。

RIGHTS SOLD

Frangines

文学

姐妹们

Adèle Bréau
一个家庭，三个姐妹的故
事，一个埋藏在心底深处
的秘密以及改变命运
的那些夏天。

英语、意大利语

FIND OUT MORE

> 法国已热销25000册
> 2020年RTL电台《Lire》文学杂志大奖 、
2020年丁香庄园文学奖、
2020年蓝色法兰西广播电台法国书商公会文学奖

9782709666152 | 2020 | 334 pages
21x13 cm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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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蒂尔德、维奥莱特和路易丝是三姐妹。她
们从小就和父母住在圣雷米小镇，当时还没有
受到旅游业打扰。她们在那里的小灌木丛中
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生活的欢乐考
验中，三姊妹的关系愈来愈紧密，玛蒂尔德
既抢眼又霸道，维奥莱特从小在姐姐的阴影下
长大，最小的路易丝则是在多年后才出生。
自去年发生的悲剧以来，今年夏天是这卡庞蒂埃
三姐妹回到家乡的首度相聚。在小摩擦，大变
动，和各自心底深藏的秘密之间，这个家庭三姐
妹的重逢有如一场家庭疗养的开始，在她们深爱
的普罗旺斯的宜人阳光下，各种恩怨情仇交织在
一起。

RIGHTS SOLD

瑞典语、捷克语

FIND OUT MORE

> 法国已热销25000册
9782709666367 | 2020 | 378 pages
21x13 cm |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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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

Benoit Franquebalme
那些酒精改变世界面
貌的历史时刻

Ivresses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世界
醉酒史
几个世纪以来，饮酒在历史上产生有许多深远的
影响，酒精已经不止一次地改变了历史。公元
2000年前的埃及，多亏了大量的啤酒，金字塔才
得以建造而成。而法国百年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许
多桶索米尔酒。在达拉斯，约翰·甘迺迪被谋杀，
正是因为他的保镖当时已经喝到烂醉如泥。1994
年12月31日晚上，一名醉酒的俄罗斯将军决定
对车臣的格罗兹尼发动攻击。这些都与酒息息相
关，就像我们从未看过的令人惊奇的历史故事！
9782709666374 | 2020 | 174 pages
22x14 cm | 19.00 €

Laurent Alexandre
面对崩溃主义的人性解答

Jouissez jeunesse !

享受
青春吧！
如何才能在不被狂热绿色主义压垮的情况下，针
对气候和环境进行理性的、进步的和人文的讨论
呢？崩溃学的漂移会导致我们输掉科技战。如果
打着保护自然的名号，拒绝创新的话，那么面对
中国和美国两巨头的崛起，我们可能会面临退出
历史舞台的风险。法国应该摆脱错误的理念，
再次信任文明的进步。这必须由年轻人来实践，
面对由生态危机的危言耸听所导致的政治暴力，
不应该轻易让步。我们不是在世界末日的前夕，
人类的冒险才刚刚开始！
9782709666954 | 2020 | 445 pages
23x14 cm | 2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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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treinte

文学

La colline à l'arbre seul

文学

拥抱

孤树之丘

四十五岁的埃玛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女人。她被生
活和痛苦的恋情弄得心烦意乱，于是决心好好活
在当下。然而在二月的一个早晨，她遇到了一
个将改变她生活的男人。但是，不久之后法国开
始“锁国”，他们刚刚萌芽的爱情故事只能透过电
话、电子邮件和短信远距离维持。当我们无法触
摸、拥抱对方的时候，如何在渴望对方的欲望中
生活呢？当这些都可以做时候，他们之间还会剩
下什么？

Flavie Flament

9782709668293 | 2020 | 175 pages
21x13 cm | 18.90 €

Abdelhafid Metalsi

一部敏锐且强而有力的

在法国东部的一个工人小

小说，描写爱情的诞生

镇里，五个孩子正在上演

及带给我们的圆满。

他们人生中的《四百击》。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故事中的五个小主角今年十岁，口袋里没有
半毛钱。他们都非常想去电影院，吃上一份烤
土豆儿配可口可乐。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和渴望，这五个足智多谋的孩子在垃圾车里收
集金属、纸箱和可回收的瓶罐，再卖给一个
不诚实的垃圾回收商。但现在竞争激烈，那
些吉普赛人和流浪汉也都在捡垃圾。因此，
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他们和猫咪“好运”一起
在郊区闲逛，想知道世界的起源，以及对面
孤树小山丘顶上的那对裸体夫妇到底是谁。
作者阿卜杜勒哈菲德·麦特西循着罗曼·加里的
《来日方长》、法国电影伊夫·罗贝尔的《钮扣战
争》和特吕弗的《四百击》的脉络，书写了这部
凄美温柔的小说。
La Grenade | 9782709667333 | 2020
189 pages | 22x14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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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euxième femme

文学

第二任妻子

色小说，讲述一名年轻

桑德琳的童年是在父亲的羞辱、歧视、辱骂中度
过的。父亲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骚扰她，使得她
无法摆脱自我厌恶并且开始习惯孤立自我。直到
某一天，在慢跑时发现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失踪
了，就这么取代了那位妇女的位置。此事被媒
体广为宣传，桑德琳在白色游行中接触到了那
位深受打击的丈夫，看着这个痛哭流涕、和她一
样受苦的男人，她深深地被打动。两人在多次交
谈后，感情开始萌芽。桑德琳感到梦想成真，因
为终于有人关心她、触摸她，这个男人爱她并且
需要她。于是她搬进了男人和他儿子的家，小男
孩的个性难相处又孤僻，桑德琳无怨地照料整个
家。直到有一天，消失的女人突然出现了。桑德
琳的世界瞬间崩溃。男人当初的眼泪，到底是为
了谁而流？

女子陷入一段有毒的、

RIGHTS SOLD

Louise Mey
一部令人深感不安的黑

暴力的父女关系中的故事。

Le complexe de la sorcière

文学

女巫情结

Isabelle Sorente
一段人类猎巫的历史调查，
并寻找女巫们留下的烙印。

英语

某天晚上，伊莎贝尔．索伦特梦见一个剃光了
头、眼睛清澈的女巫。她是谁？为什么她那天晚
上会出现？为什么这个梦一直重复出现？伊莎贝
尔是一位小说家，她开始寻找原因。梦中的女巫
总是在她脑中萦绕。三个世纪以来，在欧洲有十
万名妇女被处决，二十多万妇女受到指控。但是
随着她对这些女人的慢慢了解，梦中女巫的形象
就越让她想起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回忆。
仿佛女巫在她身体里躁动、与她对话，并唤醒了
一部分遗忘的自己，仿佛为了自己与其他女人，
她跟女巫签下了一个契约。女巫的被捕与殉道，
难道没有在所有女人们心中留下烙印，和秘密的
标记，也就是猎巫所带来的暴力、恐惧和怀疑
吗？本书是对女巫的一次私密的探索，也是一次
对我们是谁，我们的穿着打扮，我们的女巫的情
结以及它如何拯救我们的调查。
9782709666268 | 2020 | 299 pages
21x13 cm | 20.00 €

FIND OUT MORE

> Gaumont影视
Éditions du Masque | 9782702449462 | 2020
332 pages | 21x14 cm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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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太阳传奇系列作品

暗黑太阳传奇系列作品

Le cycle du soleil noir (Tome 1) :
Le triomphe des ténèbres

文学

Le cycle du soleil noir (Tome 2) :
La nuit du mal

文学

暗黑太阳传奇
(第一册)

暗黑太阳传奇
(第二册)

1939年1月的西藏，一支党卫军SS探险队发现一种未知
金属铸成的卐字符号。根据古老的预言，它是四大元素
之一（火、空气、水和土），拥有它的人就可以主宰世
界。1939年1月的西班牙，法国冒险家特里斯坦率领共
和党突击队抢劫了蒙特塞拉特修道院，他们发现了一幅
画与其中一个元素的藏身之处有关。1940年10月，纳
粹德国统治了欧洲。这是邪恶的胜利。随后他们开启
了寻找其他三种元素的竞赛。祖先遗产学会（专门从事
神秘主义和考古学研究所）的负责人维斯托特上校，将
特里斯坦从佛朗哥监狱释放出来，强迫他合作一起寻找
元素，他们的调查把他们带到了蒙特塞居小镇，那里是
卡特里异端教派的最后堡垒。在英国的特别行动执行组
（邱吉尔的新秘密特勤局）里，指挥官马洛利发起了一
次行动，欲夺取第二个元素，于是开启了英国“星星”和
纳粹德国“卐字符号”之间的斗争，并决定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结果。

尽管发生了轰炸，伦敦的生活仍在继续。为了扭转结
果仍然未知的战争局面，英国特别行动执行组的军官
马洛力，试图破解关在伦敦塔的囚犯、秘教SS级大
师鲁道夫．赫斯的秘密。在欧洲的另一端，专门研
究神秘主义和考古学的纳粹研究所祖先遗产学会，
正在希腊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古遗址做挖掘勘探。
德国人希望找到第三个卐字符号。但是一连串神秘暗
杀事件阻碍了他们的行动。特里斯坦和埃里卡随后就
被希姆莱派去寻找卐字符号的下落。因此开始了一场
疯狂的竞赛，这场比赛从韦沃尔斯贝格城堡到希特勒
年轻时常去奥地利修道院，最后在威尼斯结束，而这
个影子战争的最终决斗将在那里进行。为了夺取卐字
符号，最终将与希特勒本人交手。

黑暗的胜利

Éric Giacometti
Jacques Ravenne
深入探讨战争的秘密，
揭开纳粹主义深藏不露和不
为人知的一面。

邪恶之夜

Éric Giacometti
Jacques Ravenne
如果说真相就隐藏在
希特勒青少时期的秘密中？

RIGHTS SOLD
英语、波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
塞尔维亚语、中文（简体）

FIND OUT MORE

> 法国已经热销60000多册

RIGHTS SOLD
英语、波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日语、塞尔维亚语、简体中文

FIND OUT MORE
> 法国已经热销60000多册

9782709656092 | 2019 | 426 pages
21x14 cm | 22.00 €

9782709656085 | 2018 | 475 pages
23x14 cm | 2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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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太阳传奇系列作品
Le cycle du soleil noir (Tome 3) :
邪恶之夜

文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暗黑太阳
传奇(第三册)

重生的四个时刻
摆脱创伤后压
力症的宿命

混乱的遗物

Éric Giacometti
Jacques Ravenne
一场和时间赛跑的行动
开始了，德国考古学家埃里
卡跟年轻的法国抵抗军洛尔
都卷入一场旋涡之中…

1918年7月，俄罗斯皇室被革命份子处决。沙皇尼
古拉二世在临死前，透露了最后一个卐字符号藏
匿的地点。1942年7月，战争的结果从来没有这么
不确定。如果英国排除被入侵的风险，俄国的斯
大林会在希特勒军队的攻击下撤兵。寻找卐字符
号的行动掀起了一场神秘战争，谁能找到最后的
卐字符号，谁就会赢得胜利。和时间赛跑的行动
分别在柏林、莫斯科和伦敦展开，将暗黑太阳传
奇前两卷的这些人物卷入一场旋涡之中：双重特
工特里斯坦．马卡斯、德国考古学家埃里卡、誓
死抵抗的年轻法国女子劳拉......

Les 4 temps de la renaissance : Le stress
post-traumatique n'est pas une fatalité

Michel Lejoyeux
在疫情肆虐的时刻，
如何保有韧性和正能量？

RIGHTS SOLD

西班牙语、波兰语、中文（简体）、
日语、意大利语

FIND OUT MORE

> 法国已热销60000册
9782709663366 | 2020 | 421 pages
21x14 cm | 2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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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全世界都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每个人的
经历过程却不同。我们也不必因为疫情的威胁
而变得灰头土脸。后疫情时代跟创伤后压力症
都不是命中注定的。今天，我们懂得运用隔离
政策，那我们也可以借助思考和经验，来帮助
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代一起抵抗疫情并获得
重生。书中四个重生的时刻，四种情感语法，
将帮助我们克服刚刚过去的困境，无需过度担
心地思考现在，以现实乐观的角度期待更美好
的未来，最后用进行式充实漫长空虚的时间。
勒罗耶（Lejoyeux）教授运用最新的针对脑部的
心理学、健康和生物学的研究，给我们提供多种
疗法和练习，让自己与自己和解，并找到重生的
方式。
9782709668316 | 2020 | 250 pages
22x14 cm |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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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Éloïse Cohen de Timary
悲剧之下的两个灵魂伴
侣炙热的爱情故事。

Les amants météores

流星情人
“有种疯狂已经占据了她，没人说得准那是什么
感觉，这种疯狂慢慢地在她的内心增长，遍布她
身上的每个角落，盘据她的身体和梦境的深处。”
某天晚上，在巴黎18区一家地下酒吧里，玛丽安
娜遇见了维吉尔，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景观设计
师、异想天开的同性恋。他们俩的恋情很快就明
朗化，对彼此的爱就像一辈子只会爱这么一次。
从巴黎的街道到布列塔尼的海边，他们的爱情有
柠檬的酸甜和玛格丽塔酒的干涩，像咸咸的牡蛎
配上一杯好酒，还有那些疯狂夜晚。读者就好像
听到意大利八零年代的歌曲，还有帕蒂•史密斯、
詹妮丝•乔普林。玛丽安娜和维吉尔一起过着欢
乐和幸福的生活，但当他们一起规划未来，准
备要生小孩的时候，一场悲剧扰乱了他们的美好
故事。

RIGHTS SOLD

人文社科

Adrien Absolu
一个触动人心的故事，
是寻找真相的一线希望，
也是罹难者的墓志铭。

德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
9782709666022 | 2020 | 328 pages
21x13 cm | 20.00 €

Les disparus du Joola

沉没的
朱拉号轮船
朱拉号沉没十年后，阿德里安．阿布索鲁跑到塞内加
尔的卡萨芒斯地区，定居在济金绍尔。不久之后，
他遇到的每个人都跟他提到2002年9月那一天发生
的事，在那之后他们的生活全变了，那场船难证明
了塞内加尔经历的暴力革命。阿德里安决定展开调
查，他把能找到的资料都读了个遍，也找到了任何
可以告诉他朱拉号故事的人：这艘船完全不按规定
非法航行，国家也对此置之不理，集结了众人的贪腐
与可怕的疏忽。作者分秒不停地给读者讲述这天发生
的事件。还追溯到事件的源头，当时打造这艘船时，
尽管检查出诸多缺陷和故障，但船还是被租用并任其
下水航行。阿德里安还提到沉船事故发生后，英勇的
人们用尽全力拯救这艘沉船。对遇难者的家人而言，
真相被剥夺了，亡者无葬身之地，时间漫长无止尽。
在离开塞内加尔后的某一天，阿德里安在莫尔旺的一
个村庄里偶然遇到一家面包店、杂货店和烟草店的老
板埃莱娜。在沉船事故中她失去了儿子多米尼克，
当时他才20岁。阿德里安的这次调查目的更加私心。
他着手调查多米尼克，这个跟他同年纪、在某种程度
上与他极其相似的男孩，他的生活、旅行、以及他坐
上这艘船的原因……

FIND OUT MORE

> 入围勒诺多散文奖
9782709661553 | 2020 | 281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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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 Lattès
Les imbattables

文学

无人匹敌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维克图瓦在大学修完文学课程后，二十三岁的她
开始照顾九岁的巴斯蒂耶。维克图瓦的梦想是去
美国读书，巴斯蒂耶的梦想则是交朋友、参观诗
人普雷维尔在诺曼底的家。他对于可以做和不能
做，“值得做”和“不值得做”的事情都非常清楚分
明。维克图瓦则会在商店里偷东西，还会跳过
地铁闸门逃票，并且让每日星座决定她的心情。
某个星期一早上，巴斯蒂耶错过了校外旅行的汽
车。维克图瓦得陪他度过整整一个星期，而这将
改变他们的人生。

Sarah Maeght
“萨拉．梅格特不怕在作品

9782709666237 | 2020 | 302 pages
21x13 cm | 19.90 €

Arsene Wenger
神话般的足球教练，

中处理情绪，这可不是说说

优秀的球队经理温格

而已。布考斯基或许会说：

的首次出书

因为‘开心和痛苦可以极其

Ma vie en rouge et blanc

我的红白人生
阿尔塞纳·温格被大家都称呼为“教授”。他在足
球比赛时的战略、严谨的态度跟创新思维，在
足球界留下了响亮的名号，并将足球教练这
个职业变成了一门艺术。这位来自阿尔萨斯
的迪特勒奈姆小孩，如何成为众多备受尊敬
的足球教练之一？他又是怎么在阿森纳足球
俱乐部创造了传奇的无敌队？他是如何将只有
70名员工的传统足球俱乐部，改造壮大成有
700名员工、且赢得多个头衔的足球俱乐部？
阿尔塞纳．温格提到他待过的每一家俱乐部——
从戛纳的足球协会到阿森纳，中间经历了南錫、
摩纳哥和日本名古屋——每一次的相遇都具有决
定性。他引领自己的球员达到事物巅峰：乔治．
维阿、利利安·图拉姆、埃马纽埃尔·珀蒂、蒂埃
里·亨利、尼古拉·阿内尔卡等等。他在本书分享
他最重要的时刻，传奇的夺冠经历和糟糕的失
败经验，并对足球运动的黯淡没落分享自己的看
法。阿尔塞纳给我们分享了他充满激情和宝贵经
验的人生。

RIGHTS SOLD

德语、中文（简体）、韩语、西班牙语、
芬兰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日语、
荷兰语、波兰语、俄罗斯语、斯洛伐尼亚语、
中文（繁体）、英语

轻易地被混合。’”——
《鳄鱼的黄眼睛》
作者凯特琳．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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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 Lattès
Mémoire de soie

文学

丝绸的记忆

Adrien Borne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个被沉默与秘密萦绕的
家族蚕业农场的故事。

1936年6月9日，20岁埃米尔即将离家去服兵
役。然而，他的父母却像往常一样生活，毫无
改变。埃米尔将离开两年，这对他们来说毫不
重要，他们既不骄傲也不担心。坦白说，家里
还没有出过穿所谓制服的英雄，即使自己家人
幸免于一战，他们依然避谈那段回忆，更不会
说起在1918年之前家族引以为傲的蚕业农场。
这天早上，在儿子搭上前往蒙特利马尔的公共汽
车前，他的母亲没有显示出一点关怀。只有一本
簿子塞在儿子包的深处。那是他们家的户口簿，
里面有两个名字，他妈妈苏珊，和一个叫做巴蒂
斯坦的人。那不是他父亲的名字，那这个人是到
底谁？要追根究底的话必须抽丝剥茧，直到找到
家庭诅咒的第一幕。这本杰出的首部小说将带领
我们深入一个世界的核心，在这个世界里沉默是
法则，温柔是奢侈。这本小说探索内心的苦难和
战争，讲述遗忘的机制，细说爱和生命的顽强与
坚韧。

Noces de jasmin

文学

茉莉
花纪念日
Hella Feki

一本惊心动魄、
主题新颖的“阿拉伯之春”
小说。

FIND OUT MORE

> 法国已售出10000多册
9782709666190 | 2020 | 247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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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的突尼斯市。梅迪在牢房里绕着圈子
转。他不知道一直待在牢里，最后会变成什么
样子。但是牢房知道，它看过狱卒是怎么对待
其他囚犯的。牢房在梅迪的耳边低语。外头的
世界，在法国文化中心工作的埃西亚为她新欢
的失踪感到非常担心。她去过他工作的报社试
图找人，也去过他的故乡斯法克斯。就埃西亚
的父亲雅辛尼而言，他想起了突尼斯的独立。
此外，他的左脚掌疼痛起来，正如1956年法
国人撤离时一样地痛。他开的药房里人比平常
更多，尤其是年轻人。突尼斯社会蠢蠢欲动，
报纸一一遭到审查，但消息仍在网上流传。
梅迪是唯一知道内情的人：这将是一场革命。
作者埃拉．费基运动引人入胜、感性且有力的文
笔描述茉莉花革命运动。小说中的人物叙述着他
们的回忆、创伤、希望、恐惧、失败以及企图改
变现况的心。要把一切摧毁殆尽，才能做更好的
建设。
La Grenade | 9782709666862 | 2020
208 pages | 22x14 cm | 18.00 €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 45种出版社书目

JC Lattès
Otages

文学

Une piscine dans le désert

文学

沙漠里的
游泳池

人质

也在讲述着我们自己的

“我叫做西尔维．梅耶尔，今年53岁，是两个孩
子的母亲。和丈夫分居一年，在一家叫做凯奇克
斯的橡胶公司上班。我担任调试部门的主管。我
没有犯罪记录。 西尔维是一个平庸的女人，她谦
虚、守时、可信而且是个好同事，她是一个单纯
也很可靠的女人。当丈夫离开她时，她什么也没
多说，她没有掉眼泪，试图假装一切都很好，抚
养着儿子、继续躺在显得更大的床上。当她的老
板要求她加班、监督其他员工时，她没有异议：
她的回应永远符合别人的期待。直到11月的某
天上午，她似乎感觉到整个世界及他人的暴力、
孤独、不公都强加于她身上。那晚，她毁掉了一
切。她的所作所为是有罪的，可能会被起诉和坐
牢，但在这次反抗中，西尔维感到自己还活着。
她感到自己重生了。

痛苦，我们的生活、

RIGHTS SOLD

Nina Bouraoui
西尔维的每句话，

以及对自由与和平的渴望。

瑞典语、西班牙语

Diane Mazloum
一部令人着迷的小说，
吸引读者探索身份认同，
以及那片孕育并改变
我们的土地

FIND OUT MORE

福斯塔离开了贝鲁特，在叔叔鲁道夫．基里亚科斯
家里中放松身心。鲁道夫是一个村庄的统治者，这
座被群山环绕的村庄位于于三个交战多年的国家边
界上。这个地方对福斯塔来说很矛盾，因为这里是
她夏天时度过美好童年的地方，也是压垮她和疗愈
她的地方。她因为一时兴起，请人在这片不属于他
们的土地上，建造一个违法的游泳池。福斯塔只想
注射最后一剂可能会让她怀上孩子的助孕激素，然
后沉浸在泳池里。但从加拿大来的里奥．本多斯打
乱了她的计划。他没来过这片祖先的土地。以为卖
掉属于家人的土地后离开这里，就可以摆脱过去。
他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外国人，拿着拍立得四处游
走。鲁道夫叔叔收留了他，在炮声连连的夜晚安抚
他。福斯塔观察着里奥。她的生活慢慢悠悠。俩人
都对这个村庄十分着迷，这里可能包含了与他们息
息相关的世界，风景与神话。也仿佛是为了找到自
我，必须面对的强大力量。究竟该留下还是逃离？

FIND OUT MORE

> 法国热销30000册
> Alef One

> 入围勒诺多文学奖、费米娜文学奖、
美第奇文学奖和费米娜高中生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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