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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孤独青蛙的调查
Adieu, mon Rhino !

童书

再见，我的
犀牛！
Sophie Koechlin

这本插画版青少年侦探
小说中有许多深刻的对话，
讲述一个敏感的主题：
皮草贸易。

妈妈说过：“芝加哥不是青蛙之城！”最后一
支讲法语的青蛙族群最后在新奥尔良定居。
二十世纪中叶，一只孤独的青蛙勇闯芝加
哥，并梦想发大财。他与超级聪明厉害的老
鼠维奥莱塔一起成为私家侦探，对付臭名昭
著的动物皮草走私商人拉里‧勒‧犀诺，并成功
捣毁了他的勾当和帮派。
9782916046204 | 2016 | 80 pages
12,5x17,5 cm | 10.00 €

Dis-moi des chansons d'Haïti

童书

跟我谈一谈
海地的歌谣
热门的海地儿童歌曲

Mimi Barthélémy
Reynold Herys
（克里奥尔）

Léon-François Hoffmann
（英语）

这本精致的歌集以海地
伟大画家的画作为插图，
介绍海地及其悠久的这本精
致的歌集以海地
伟大画家的画作为插图，
介绍海地及其悠久的历史。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感谢这本书以温柔和尊重的方式谈论我们。”
在十五首海地传统民谣（歌词和旋律）后，
作者回忆自己在海地哼哼唱唱的童年，讲述
了她心爱的国家的风俗、日常生活、游戏和
当地小孩害怕的事物，还有“隐藏在这些民谣
小故事中的海地悠久历史”。
9782916046112 [+CD audio] | 2010 | 56 pages
28x21 cm | 2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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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甘吉尔有声光盘书系

孤独青蛙的调查

Dis-moi des chansons de France

童书

跟我谈
一谈法国
的歌谣

Du Blues dans les couleurs

童书

多彩的
蓝调

法国经典童谣
Bruno de La Salle
Sophie Koechlin
一些讲述往日生活与法
国历史的法国歌谣。

一位口述文学大师哼唱并讲述十五首歌曲的
故事：“大耳朵的精灵喜欢讲古老的故事给
孩子听，这些古老的故变变成了歌……”我
们童年时代的歌曲，尽管魅力历久弥新，但
其实歌词并不像歌听起来那样天真。因为歌
曲中讲述了历史事件，见证了一个几乎被遗
忘的传说般的过去，还谈到了悲伤、欢乐、
战争、懒惰、虚荣和那些被人们嘲笑的
权贵。

Sophie Koechlin
这本插画版儿童侦探小说，
批判了种族主义，直指种
族主义份子的愚蠢和肮脏。

9782916046235 [+CD audio] | 2014 | 56 pages
28x21 cm | 2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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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揭露了一个邪恶的种族主义党派PPP纯
蹼党，该党袭击了一支善良的爵士乐团。
他们按动物的种类和完美程度对它们进行分
类，不容许混种或者种族之间的交流。该党
的成员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留在祖先的家园，
所以移民们成为纯蹼党的首要攻击目标。
9782916046273 [+CD audio] | 2019 | 80 pages
12,5x17,5 cm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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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甘吉尔有声光盘书系
Kanjil compte

童书

甘吉
尔数鳄鱼

Kanjil et le roi des tigres

童书

甘吉尔
和老虎王

印尼民间故事

印尼民间故事

顽皮又聪明的小矮鹿甘吉尔饥饿又贪吃。
他能成功渡过满是鳄鱼的河，到对岸品尝新
鲜又芬芳扑鼻的芒果吗？

Beatrice Tanaka
在这些印尼童话故事中，
与调皮的主角一起学数数。

RIGHTS SOLD
简体中文

9782916046174 | 2017 | 32 pages
20x13,5 cm | 7.00 €

Béatrice Tanaka
一个印尼英雄的故事。
书中的这次冒险传递了一
个信息：不要害怕老虎...

在朋友豪猪兰达卡的帮助下，聪明顽皮的
小鹿破坏了“大胖子国王”老虎的战争计划。
因为它要入侵岛屿并威胁吃掉小鹿所有的森
林朋友。绘本中的故事如在剧场上演，插画
师的绘画灵感来自印尼蜡染，创作出非常具
有个人风格如古老的挂毯的画面。另外，故
事的有声朗读版还配上了爪哇岛的民族音
乐，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印尼的美丽风情和它
的特色皮影戏。
9782916046167 | 2016 | 48 pages
28x21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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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童书

L'oranger magique : Conte d'Haïti

神奇
的橘子树

童书

海地民间故事

Mimi Barthélémy
Clémentine Barthélemy
(绘画)
Reynolds Henrys
(克里奥尔语)
当小女孩向母亲祈祷开

小女孩的父亲娶了一个坏女人，她禁止小女
孩吃她最爱的橘子，并要求她归还偷吃的水
果。小女孩于是躲在母亲的坟墓旁，撒下一
些种子，并向母亲祈祷。她的眼泪有神奇的
魔力，一边唱歌时，橘子树就会一点点长
大。当继母爬上树打算吃个饱时，小女孩再
次唱歌，橘子树一下子长到天上，把那个坏
女人抛向了天际。
9782916046228 [+CD audio] | 2015 | 40 pages
28x21 cm | 25.00 €

Henry Petitjean Roget
Rebecca Montsarrat
这个故事取材自瓜德罗普
岛发生过的真实故事。

始唱歌时，坟墓上长出了
一棵橘子树。

3 4 5 6 7 8 9 10 11 12

La baleine aux yeux verts

绿眼鲸

巴比古尼在礁湖的沙滩下沉睡了至少两千
年，一阵浪潮把他吵醒，并冲掉了他身上
的护身符。一个男人把他的护身护捡来并放
到了一个粉红色的大房子里，巴比古尼也跟
过来来并惊异地发现了一些他之前用过的的
日常用品（工具、贝壳和陶器），并认出了
他毕生好友美丽的瓦希拉的魔法项链，突然
间，瓦希拉也出现了，他们一起乘着鲸鱼，
消失在远方。 一起来探寻绘本中前哥伦布时
期的岛屿文化，记忆之地与残迹，这个加勒
比海的故事取材自真实事件。
9782916046372 | 2020 | 56 pages
28x21 cm | 18.00 €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 45种出版社书目

Kanjil
甘吉尔有声光盘书系
童书

La course des rennes : Un récit de Laponie

漫长的
驯鹿旅程

La grosse, grosse rave : Conte russe

童书

拔萝卜

俄罗斯民间故事

拉普兰民间故事

Lise Bourquin Mercadé
Véronique Dubois (绘画)
Didier Malherbe
(音乐, 笛子和鼓)
一起来发现欧洲最后的土
著萨米人的游牧传统。

冬天就要结束了，在挪威北地拉普兰，有两
个孩子陶醉在阳光普照中，跟着一群驯鹿北
上，展开了一场冒险。这段漫长的家庭旅
行，必须穿越大北方白雪覆盖的辽阔之地，
期间他们会参加迎接春天到来的节庆和集
会，玛利亚莉娜和阿尔波在旅程中重新发现
他们祖先的传统和游牧生活。这是一篇关于
极地世界的故事，故事的灵感来源于插画家
的绘画。书中还附有画家自己的创作讲述。
这则北地故事提醒众人，早在人类之前，
动物已有他们的迁徙路线，而萨米人则是欧
洲最后的土著民族。

谁能和老爷爷一起拔起他种下的大萝卜？老
奶奶，萨莎，娜塔莎，小狗，小猫？说不定
是小老鼠呢？
9782916046211 | 2017 | 32 pages
20x13,5 cm | 7.00 €

Beatrice Tanaka
在团队合作中，每个人的角
色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功可
能取决于最小的力量。

2982916046266 [+CD audio] | 2018 | 48 pages
28x21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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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甘吉尔有声光盘书系
童书

甘吉尔有声光盘书系

La légende de Chico Rei :
Un roi d'Afrique au Brésil

童书

奇科王传奇

安第
斯的羽毛

一个在巴西的非
洲王故事

Beatrice Tanaka
Maria-Augusta Rodrigues
Martinho Da Vila (歌曲)
一次深入巴西的奇妙之旅，
一次美好的人生课。

在十八世纪，一个年轻又睿智的的国王与他
的人民一起在巴西的金矿中被奴役，他们团
结起来，为自由奋斗。奇科王是一个非暴力
英雄，在巴西非常受欢迎，他的故事通过巴
西非洲裔的传统口头讲述传播，是美洲黑人
奴隶抵抗历史的鲜为人知的一部分。 绘本中
的故事有声CD版搭配了巴西里约热内卢桑巴
舞学校的桑巴舞曲《奇科王》中的音乐，书
中还附有巴西狂欢节专家玛丽亚·奥古斯塔·罗
德里格斯教授的出色的讲述，使这个故事变
得更加丰富。

RIGHTS SOLD

La Plume des Andes : Voyage imaginaire
en terre amérindienne

在美洲土著民国
度的想像旅行
Sophie Koechlin
Véronique Dubois (绘画)
Uña Ramos (安第斯笛)
一个充满诗意和象征意
义的故事，详细讲述美洲
印第安人的日常生活。

瓦拉用父亲的语言写的故事，也一直等待着
父亲归来。某天，著名的玻利维亚笛手离开
他长住的山中，游历了美洲各地，遇见了南
方和北方的印第安人，他向母亲许诺会很快
回来。这是一个由西风，自由狂风讲述的故
事……：“太阳之子胡安出生在坐落安第斯
山脉深处的一个村庄里，长年积雪的山峰的
影子下时有展翼飞鹰掠过……”
9782916046075 | 2010 | 40 pages
28x21 cm | 25.90 €

葡萄牙语

9782916046020 [+CD audio] | 2008 | 56 pages
28x21 cm | 2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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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

La reine des poissons :
Larenn Pwason, conte d'Haïti

Le tonneau enchanté : Conte chinois

童书

有魔力的桶

鱼皇后

中国民间故事

海地民间传说

Mimi Barthélémy
Clémentine Bartélemy
(soies)
Reynold Henrys (texte en
créole)

多亏了鱼皇后的爱，渔夫洛米利斯可以养活
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妻子生下了一对双
胞胎之后就去世了，这对双胞胎很快就长大
了。在一连串的冒险中，这对双胞胎英雄斩
除了两个剥夺人类的水源，绑架年轻男女，
令人恐惧的怪物。最后，他们跟国王的双胞
胎女儿结婚，渔夫洛米利斯也与鱼皇后重
逢，长住在海底深处。
9782916046099 [+CD audio] | 2014 | 48 pages
28 x21 cm | 25.90 €

一个贫穷的箍桶匠，自从有了魔法水桶之
后，一夕之间变得超级富有。他开始发放高
利贷，最终变成一个贪婪、小气和自私的银
行家。他能守住自己的财富吗？

RIGHTS SOLD
简体中文

Beatrice Tanaka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贪心想要赢得更多，
就有可能输掉一切！

一个来自海地的传说，
一个讲述爱，勇气，
魔法的美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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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916046105 | 2017 | 32 pages
14x20 cm | 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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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matriochkas de Natacha : Conte russe

童书

娜塔莎的
俄罗斯娃娃

Lézard, ce héros ! : Conte Zoulou

童书

小蜥蜴
是个大英雄

俄罗斯民间故事

Noemi Kopp-Tanaka
在这个温暖的俄罗斯娃
娃故事中，祖父母的房子
是最可靠的避风港。

一天，娜塔莎像往常一样边唱歌边玩耍：“最
高的玛特里奥娜是小娜塔莎的妈妈的妈妈，
娜塔莎太小了，她还当不了妈妈。”但是，她
心爱的俄罗斯娃娃为什么不见了？还有，这
只乌鸦是谁？在春天的第一天，祖父母讲了
那些木制娃娃的故事，这些娃娃是由一个男
人和一个女人用满满的爱和温柔做出来的，
一个春天的小仙女向他们承诺，以他们做好
的木娃娃来交换，送给他们一个孙女。

祖魯族民间故事

谁能成功将闯入野兔小屋的入侵者赶出去？
狐狼、美洲虎、犀牛、大象？还是勇敢的小
青蛙？

Beatrice Tanaka
小人物通常比大人物
更有勇气，会在需要帮助
时更愿意挺身而出。

9782916046068 | 2014 | 56 pages
28x21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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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SOLD
简体中文

9782916046297 | 2017 | 32 pages
13,5x20 cm | 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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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jil
童书

Rebecca Montsarrat
(peintures)
Grégoire Mercadé
一个艺术家的角度观
察世界的状态。

Osso Bucco

骨头王国
一个在炸弹爆炸中受伤的孩子失去意识昏迷
了。两个正在玩耍的小骨头带领他进入一个
郁郁葱葱的花园，那里到处都是自由奔放的
动物。在骷髅王国中，每个人都是善良的，
并且相互尊重，因为“大骨头们”非常严格地
要求这一点，他们称之为“文明”。一个看似
奇妙，实际上是恶魔般的世界，国王纳布科
每天都想方设法地去禁锢孩子。在地球上梦
想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孩子能找回通往自由
生活的道路吗？
9782916046334 | 2018 | 48 pages
25x35 cm | 20.00 €

Puisque le chat est juge : Conte japonais

童书

猫裁判

日本民间故事
国王举办了一场比赛，让两位艺术家比赛制
作一个老鼠雕塑，他想要送给他的猫咪。
而他的猫最后会选择哪个老鼠雕塑，又是为
什么呢？

RIGHTS SOLD
简体中文

Beatrice Tanaka
一个教我们学会在向别
人推荐或送礼前，得先了解
对方的口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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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916046310 | 2017 | 32 pages
13,5x20 cm | 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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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jour je serai libre :
Un récit du Mississippi

童书

Un petit square de Paris :
Un petit conte bien français

童书

总有一
天我会重
获自由
Sophie Koechlin
Stéphane Koechlin
在奴隶制度下，
一个黑人孩子意识到了
自己面对的不公平待遇，
并决定成为自由人。

一个来自密西
西比的故事

巴黎的一
个小广场
法国民间故事
Beatrice Tanaka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一个生活在棉花田
中的年轻奴隶，被卖给密西西比河上一艘船
的船长。对他来说，这是非洲梦的开始，
也是与一只猫展开的一场热血冒险。这个故
事包含了对当时河上这种明轮船的详细描
述，也展现了美丽的非洲风情。故事有声朗
读版伴随有三角洲蓝调配乐，而且书中还附
有关于蓝调音乐起源的文字介绍：“梦想不会
被杀死”。

自由自在的童年故事，
带给成人世界无限的欢乐。

9782916046082 | 2012 | 48 pages
28x21 cm | 25.00 €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广场的守卫坚决不让孩子们进入到里面去。
他疯狂吹哨子，禁止任何人在草坪上玩耍。
突然，一个“来自远方”的小孩边跑边笑，他
脚下跑过的地方纷纷长出花朵来，所有小孩
都跟着他，广场突然开满花朵……困惑的守
卫心想，这该怎么办？还要继续吹哨子吗？

RIGHTS SOLD
简体中文

9782916046280 | 2018 | 32 pages
20x13,5 cm | 8.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