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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青少文学

Emmanuelle Berny Laleye
Léa Olbinski
这本美妙的小说让我们了
解到两个非洲儿童的日常，
和他们的生活将如何被书
本所彻底改变的故事！

A l'ombre du grand flamboyant

童书

在凤凰
木的树荫下
每天晚上，阿菲喜欢在祖屋房前偌大的凤凰
木的树荫下，把他一整天的经历讲给弟弟科
乔听。有一天，一个移动图书馆来到他们的
小村庄，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
变。因为书籍把他们远远带到了超乎想象的
地方……

FIND OUT MORE

> 法国单月售出2500册
> 瑞士、比利时、塞内加尔单
月共售出1600册
> 入围2020年《书籍大作战奖》决选名单

Comment le maïs est apparu sur terre ?

玉米是从
哪儿来的？

鼻子和玉米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玉米又是
如何出现在地球上的？一个讲述阿根廷印地
安传说故事的法语及西班牙语双语绘本，
另外，书中还附赠双语版的CD朗读。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鼻子和玉米穗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9782365873543 | 2020 | 144 pages
14,8x21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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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365872966 | 2018 | 32 pages
24x25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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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青少文学

Embrouilles, fripouilles et compagnie...
… en Albanie

青少文学

阿尔巴
尼亚的骗子、
坏蛋和黑手党
Jean-Marie Charron
睁大眼睛，
周围的人要警惕。

洛伦的双胞胎妹妹埃莉萨被绑架了，他焦急
地踏上了一趟疯狂的追逐之旅，穿越阿尔巴
尼亚，意大利和法国。尽管不愿意，他却不
得不与人口贩子打交道。他能不能成功地找
到自己的妹妹，而不被黑手党和他们的帮凶
所发现呢？他们能不能够躲过一路上数不清
的陷阱和危险呢？这是一本完全贴近现实的
小说，使我们更加了解每天在新闻中听到的
各种人口贩运问题。而且邀请读者们睁大眼
睛，仔细审视我们的世界。

Enfance volée

被偷
走的童年

单纯的搬家，怎么让

埃洛迪七岁的时候，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为什么单纯的搬个家会导致小女孩地狱
生活的开始？她的父母为什么不来帮她？整
个童年时期，她都生活在恐惧和愤怒中，完
全无法摆脱梦魇。但一些美好的邂逅，让她
度过了少数轻松快乐的时光。这个动人的故
事，见证了某一些儿童的日常生活，他们遭
到成年人的暴力侵害，太快长大，以致於完
全沒有童年可言。

小女孩的生活急转直下，

FIND OUT MORE

Élodie Pierron

像地狱般痛苦不堪呢？

FIND OUT MORE

> 2020年阿尔巴尼亚旅行指南书
(Le Petit futé) 推荐书目
9782365872638 | 2017 | 112 pages
14,8x21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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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家独立实践协会推荐书籍
9782365871815 | 2014 | 288 pages
14,8x21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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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青少文学

La parole de pierre

青少文学

石头雕
像的秘密

人类将走上一场艰巨

图勒市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事件：一些居民
神秘地消失了。大家人心惶惶，德兰专员奋
力办案。这些失踪案的幕后主使者是谁？一
个孤独爱幻想的少女克拉拉，在广场上散步
时，与一尊神秘的雕像成为朋友，这尊雕像
跟她透漏了一个秘密。之后在朋友拉斐尔的
帮助下，克拉拉能否成功解决一直发生失踪
案的黑暗谜团？她能摆脱诅咒，安然度过这
些危机吗？这本小说将带领我们进入石头的
神秘世界，深入故事中心和踏上一场奇妙的
人类冒险旅程。

的冒险旅程。

FIND OUT MORE

Cécile Lebrun
Jude Lepro
在石头雕像的秘密世界中，

> 巴黎奥利机场文学奖童书决选名单

Hélène Gloria
Laurence Schluth
一枚胸针的发现，
将会动摇整个家庭的
日常生活。

9782917642603 | 2013 | 144 pages
14,8x21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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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voiture du président

总统的专车
马克斯痴迷地搜集七十年代的物品。一天晚
上，他开着一辆拍卖会场上刚买下的“女神牌”
轿车回到了家。这让他妻子很恼火，为了让
太太接受这台车，他到处跟人说这是法国前
总统的专车。很快，这辆车就变成了家里两
个女儿阿黛尔和路易丝的游乐场。在一次难
忘的吵架中，她们在车子里发现了一枚非常
特别的胸针。这个发现将会动摇整个家庭的
日常生活，使大家陷入了一场曲折荒诞的冒
险中。

FIND OUT MORE

> 布列塔尼作家奖决选名单
9782365872225 | 2016 | 136 pages
14,8x21 cm | 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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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青少文学

Rififi sous la tente, un ours
peut en cacher un autre

青少文学

躲在帐
篷里的熊
J Louis Jouanneaud
Katia Humbert
你觉得一头在露营
区乱逛的熊，只是为了
要翻垃圾桶吗？

放假去露营，真是太棒了！这就是住在城市
里面的宠物们，到达美丽山中的度假胜地时
脑子里兴奋不已的样子。他们梦想着呼吸新
鲜空气、睡睡午觉、想吃就吃、无所事事。
但事与愿违啊，因为据说一头巨熊在营地内
大搞破坏。在猫罗拉的帮助下，神探狗夏洛
克著手进行调查：他有一些疑问，并觉得案
情并不如看起来那样明显。那么，真相是什
么呢？真是那只熊闯的祸吗？还是其他东
西？一个短篇侦探故事，里面的情节曲折精
彩，还有一群超级可爱、搞笑、勇猛的宠物
小英雄。

Gwenaëlle Lebrun
Héléna Nondier
以趣味的方式讲述六个冒险
故事，探索神话世界。

FIND OUT MORE

> 入选《32本被忽略的书》杂志推荐书目
9782365873505 | 2020 | 144 pages
14,8x21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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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l'antiquité m'était contée

古代向
我娓娓道来
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六个最深入人心的故事，
来自雅典的著名工匠代达洛斯、伊阿宋与著
名的金羊毛，以及赫拉克勒斯的十二项成
就。这本书将带领读者进入六个奇幻世界的
中心，上一堂人生的课。你知道伊卡洛斯是
因为不听话才死的吗？你是否想过，以一片
真心帮助伊阿宋的美狄亚竟遭他背叛呢？你
知道尤利西斯用的什么伎俩顺利攻入特洛伊
城并改变世界的面貌的吗？一系列的冒险故
事，将以有趣的方式讲述让你发现古代世界
的奥妙历史。

FIND OUT MORE

> 法国初中一年级指定书目
9782917642597 | 2012 | 100 pages
14,8x 21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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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亚米之国(共六册)
童书

Tout ça pour quelques grains de sel

青少文学

都是为
了几颗盐
FIND OUT MORE

一个老实人为何忘
了自己使命的初衷。

> 入选2020年格鲁吉亚旅游指南
(Le Petit futé)推荐书目
9782365872690 | 2017 | 40 pages
24x25 cm | 18.00 €

亚米之国
（一）
镜像世界

几颗盐如何使一个好男人失去理智？一个来
自格鲁吉亚的传统故事，用法语和格鲁吉亚
语双语讲述。本书还附赠双语CD，适合三岁
以上儿童阅读。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Yamay (Tome 1) : Le monde des reflets

Élisa Villebrun
Victorine Schwebach
每个晚上，纳坦和
汉娜都会被困在亚米，
一个黑夜和白天之间
的奇特之国。

纳坦跟随他的外交官父亲，心不甘情不愿地
回到了法国。在课堂上，他认识了一个神秘
的女孩汉娜，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自己的梦
中。他们梦中相遇的那座神秘的监狱到底是
哪里？为什么梦境和现实混在了一起？纳坦
和汉娜将一点一滴发现亚米和他们所处的陌
生的世界，这个世界会把他们最终带到自己
的命运面前。

FIND OUT MORE

> 科特迪瓦已经售出1200册
> 科特迪瓦法国文化中心以及
阿比让国际书展推荐书目
9782365873284 | 2019 | 480 pages
14,8x21 cm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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