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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9 mois pour broder les indispensables
de bébé : 20 Projets dans l'air du temps
pour équiper bébé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启动
你的天赋

九个月
缝出宝宝需
要的一切
Sarah Despoisse
为宝宝发挥自己的创意。

二十个给宝宝打造
流行缝纫的制作方法

怀孕期间时光仿佛慢了下来，适合让妳发挥
创意。是时候动动手，让身体休息并准备宝
宝的到来。能够给自己的宝宝亲手缝制一
件小衣服，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呀！

Activez vos talents :
Ils peuvent changer le monde !

改变全世界！
Mathieur Dardaillon
启动每个人的天赋，
让你成为改变的推动者！

L'Inédite | 9782350323831 | 2020
102 pages | 21,5x28,5 cm | 2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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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作者不仅和我们分享了关于生活
在世界上的，或者我们“与”世界一起共存的
种种疑问，而且还向我们介绍了所有通往另
一个世界的途径。 对于那些问自己“明天我
将做什么？”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这是一本帮助释放才华、并想成为改变的推
动者的指南！
Alisio | 9782379351075 | 2020
518 pages | 14,5x22,5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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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Carquain
法国著名儿童精神分析
学家弗朗索瓦兹·多尔多
（Françoise Dolto）
曾说：“什么都可以谈，

Coronavirus, quel minus !

新冠病毒：
好个讨人厌
的小东西！
十个说给五到十岁小朋友的故事，帮助解除
他们面对新冠病毒、隔离封城和由于疫情造
成的日常生活的巨大改变时的焦虑。本书还
提供给家长许多有用的建议，让他们能够用
图像化的、诗意的方式和孩子们谈谈新冠病
毒，减轻小朋友的担忧与害怕。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Couture maison durable : 20 projets
zéro déchet pour remplacer les objets
jetables du quotidien

居家
环保缝纫

20个缝纫方案用来替
代家中的一次性物品
Sarah Despoisse
自己缝出日常用品。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9360 | 2020
160 pages | 13x18 cm | 14.90 €

重点是谈的方式。”

作者萨拉·德普瓦斯向读者推荐提供了20个
可持续，生态和零浪费的缝纫方案，易于实
施，用于替换家中日常的一次性物品：大容
量袋，色拉盆布盖，卸妆方巾，手提袋，肥
皂袋，等等。所有的基本材料，制作技巧和
缝合点都附有详细的解释和彩图一步一步步
教你学。
L'Inédite | 9782350323848 | 2020
93 pages | 22x22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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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si la méditation était la solution ? :
Répondre aux besoins et desires des ados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如果冥
想正是解
决之道？
Mathieu Brégégère
如何让青少年心平气和。

正确对待青少
年的需求和欲望

作者马蒂厄·布雷热日尔对学校有不好的回
忆。多亏了冥想，他得以克服并接受自己的
缺点。在这本书中，他回顾了自己的个人经
验并提供一些重要的方法，用以帮助每个青
少年都能克服成长时期的许多烦恼（压力，
焦虑，超级敏感，缺乏自信，等等），找到
自己的正确道路。

Histoires du soir pour les adultes
qui ont peur du noir : Des histoires
méditatives pour le bien-être psychique

说给怕
黑大人的床
边故事
Anne-Charlotte Sangam
适合睡前阅读的治愈故事。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8493 | 2020
186 pages | 15x21 cm | 17.00 €

帮助冥想，
治愈心灵的故事

谁说只有小朋友可以听故事睡觉？大人在经
历了一天的劳累后也该享有这段让他们放松
的温馨时刻。在这本书中，你将发现30个沉
思和冥想故事。这些温柔而富有诗意的故事
将带领我们一起探讨每天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怀疑，恐惧，感激，脆弱等）。 同时，
故事中的有用建议还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
自信和平静。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731 | 2020
127 pages | 17x22 cm | 1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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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医学

Je me soigne avec les mésonutriments :
Oméga 3, coenzyme Q10, flavonoïdes… :
les molécules naturelles
100 % efficaces pour votre santé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微量营
养素自疗法

OMEGA-3、辅酶Q10、类黄酮…：
对健康100%有益的天然分子

Anne Dufour
Catherine Dupin
Raphaël Gruman
微量营养素疗法的革命

本书借助二十个问答来介绍微量营养素：
它们是什么？怎么摄取？益生菌是不是微量
营养素？煮食是否会破坏它们？书中介绍了
了18种对健康最有益的微量营养素：花青
素、辅酶Q10、姜黄素等，以及告诉我们哪
些食物中含量最多。此外，书中还讲解了杏
子、洋蓟、甜菜、蜂蜜、核桃、鸡蛋等七十
五种常见食物，以及它们含有的主要微量营
养素。怎样烹煮最能得到其功效？书中也针
对从青春痘到呕吐等诸多疑难杂症，由营养
师提出了对应的一百个“处方”，全都是他平
常给求诊者建议摄入的食物。在七天内靠着
微量营养素菜谱让你回到满满的健康状态。

Aude Becquart
帮助你的孩子睡得更香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137 | 2020
394 pages | 15x21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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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méthode chrono-dodo

孩子秒睡法
作者发现虽然许多父母想尽各种办法试图陪
伴孩子入睡，然而结果却令他们感到无能为
力，甚至会因为小朋友的睡眠问题而产生愧
疚感。其实别忘了，上床睡觉首先是一种“分
离”。因此，即便家长使用的方法是善意的，
令孩子感到安心的，如果养成一些无益于睡
眠品质的习惯，反而容易引起孩子用哭闹来
表示反对。在本书中，作者理清孩子与家长
所表达出来的情绪，提供了如何陪伴孩子入
睡的关键方法。书中的所有建议方法，家长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做调整。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4655 | 2019
223 pages | 15x21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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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vie rêvée des chaussettes orphelines

文学

落单袜子
的美梦人生
Marie Vareille

一位坚强女性的故事

艾丽斯表面上过得(几乎)很好。事实上，她只
有靠安眠药物入睡，还遭受强迫症的困扰，
并且由于深藏在心底的，几年前发生的悲剧
重新浮出水面而时时感到焦虑。作为一个刚
来巴黎的美国女人，心里只有一个目标：一
切重新开始并重建自己。随后，她接受了在
一个初创公司工作。该公司由一个异想天开
的年轻CEO管理，他开展了一个秘密的项
目……并且让人称奇：他希望收集来自世界
各地的错配袜子。年轻女子还没开始怀疑这
些事情，但是她在这座陌生城市里的相遇将
会彻底改变她的生活。

RIGHTS SOLD

Le jardin de l'oubli

文学

遗忘花园

Clarisse Sabard
家族秘密、历史、
坚强的女性角色……
所有成功小说的元素一
应俱全

德语、捷克语
Charleston | 9782368124727 | 2019
399 pages | 14,5x23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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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年轻的阿加特，在受雇的别墅中当
洗衣女工。她认识了美丽的舞星奥特罗。两
人的相遇将彻底改变了彼此的一生，从此，
她俩的命运被一个沉重的秘密紧紧地系在一
起。一个世纪后，刚刚走出忧郁症阴霾的记
者福斯汀，来到尼斯近郊想要写一篇关于一
战前夕“美好年代”的报导。接着，她的姨婆
揭开了一个关于其祖先阿加特的非比寻常
的故事。在深入探索自己家族秘密的同时，
福斯汀不禁怀疑起自己的未来。个性阴沉又
神秘的赛巴斯蒂安的出现也让一切变得复杂
起来……
Charleston | 9782368121870 | 2018
430 pages | 14,5x23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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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4 sagesses du yoga :
Trouvez votre trésor intérieur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瑜珈的
四大智慧

家庭系统排
列疗法

找到深藏心底的宝藏
Stéphane Ayrault
让瑜珈的智慧融入
你的生活

作者斯特凡娜·艾罗在本书中分享瑜珈的四大
智慧，让读者能够把它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达到内心平和。他还让读者了到书中瑜珈的
姿势不仅仅局限于拜日式！瑜伽首先是一种
当代性十足的灵修方式，帮助我们获得快乐
并找到内心的宝藏。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953 | 2020
253 pages | 15x21 cm | 17.00 €

Les constellations familiales :
Se libérer de son histoire,
accueillir son présent

如何从自己的过去
中解脱出来，迎接当下
Jean-Christophe Benas
克服家族能量瓶颈的
强大方法。

我们中许多人不知不觉中从祖辈的代代相传中演
绎着相同的成长模式。 当我们因此而感到压力
时，家庭系统排列疗法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内在的
圆满并感受到新的动力。 然后心中隐藏的事物被
揭示出来，每个人都可以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先。 书中作者
还详细介绍了他对家庭系统排列的个人做法，并
通过治疗期间收集起的患者经历来证明自己的观
点。 他邀请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系统性的心理遗
传学方法的作用。该方法帮助消除难言之隐和解
除心理障碍。另外，作者还邀请我们观察使用者
的心理变化。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656 | 2020
192 pages | 15x21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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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Dufour
最平易近人的芳香
疗法指南。

Les huiles essentielles qui soignent

精油疗法

你刚开始学芳疗？你想知道用那些精油绝对
不会错？想知道精油如何稀释、调配、用几
次、怎么用？请看这本专为初学者撰写的精
油指南。书中详列二十七种养生、美容、有
益健康且毫无风险的精油介绍。每种精油都
有双页介绍：一页使用说明和一页相关植物
的美丽图片和其主要功效。书中还有针对儿
童使用(或禁忌症)的注意事项，以及针对六十
七种病状（过敏、哮喘、橘皮组织、关节疼
痛等）提供了超级简单的步骤疗法。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6499 | 2020
192 pages | 19x24 cm | 14.90 €

科技与医学

Danièle Festy
一本必不可少的芳香

Ma Bible des huiles essentielles

我的
精油圣经

所有最新、最专门的精油知识，用最简单、
方便的方式一次性呈现给大家！针对每一个
问题，读者将找到知名的配方，以及许多快
速有效的精油疗法。这是一本独一无二、方
便好用的精油圣经！目标是让所有人都拥有
足够的知识，在家中就可以运用神奇的精
油。不可不读！

RIGHTS SOLD

精油圣经，从2007年一

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意大利语、
葡萄牙语、俄语

直热销到现在！

FIND OUT MORE

> 法国持续热销一百二十万册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0046 | 2008
552 pages | 19x23 cm | 2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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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besoin d'être souple
pour faire du yoga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身体硬
梆梆，
照样做瑜珈
Catherine Millepied-flori
身体僵硬也可以练的瑜珈。

一本适合所有人（包括筋骨较硬者）的瑜珈
教材，书中有五十个基本体位和详细说明的
十二堂练习。作者将提供建议告诉你如何旋
转关节、运用不同型态的哈达瑜珈（垫上、
坐姿、站姿、瑜珈球或弹力带）并且了解能
量穴位。一本适合所有人（包括筋骨较硬
者）的瑜珈教材，书中有五十个基本体位和
详细说明的十二堂练习。作者将提供许多建
议告诉你如何旋转关节、如何练习哈他（诃
陀）瑜伽的各种姿势（垫上、坐姿、站姿、
瑜珈球或弹力带）并且了解能量穴位。

Se réaliser grâce aux anges :
Accueillir leurs messages
pour retrouver sa lumière intérieure

让天使协
助你实现
自我
Virginie Robert
与你的守护天使对话。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8882 | 2020
206 pages | 15x21 cm | 17.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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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天使的讯息，
找回内在的光芒。
在一次车祸后，维尔日妮·罗贝尔突然可以听
得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从那以后，她收到了
天使的珍贵的启示与教诲。在本书中，这位
天使疗愈专家首次选择在不违逆上天智慧的
原则下，分享她学到的东西。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7632 | 2020
173 pages | 15x21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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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s de guérisseuse :
Renouer avec les pouvoirs
extraordinaires de votre energie

科技与医学

早知道！

疗愈的秘密

专为女性设计的
整骨疗法

重新连结内在
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Lila Rhiyourhi
善用磁场疗愈自己，
预防疾病。

自远古以来，全球各地代代相传着各种动
作、祈祷、咒语可以减缓疼痛、治疗扭伤或
缓解烧烫伤。多年来，这样的传承都是秘密
进行的，仿佛说出来就不灵了。事到如今，
是时候该让人人都成为疗愈者，来帮助我们
的朋友和家人，并把相关知识分享给更多数
人，而不仅限于少数幸运者。是时候跟所有
人分享这些秘密、祈祷和有效的疗法了。

Si j'avais su ! :
L'osthéopathie au service des femmes

Catherine Rybus
一种越来越受欢迎
的徒手疗法。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6758 | 2020
277 pages | 15x21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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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整骨療法並佐以患者見證，說明該療法
能為女性解決各種生理問題，包括：不孕、
更年期、懷孕、孕後護理等。本书介绍整骨
疗法并佐以患者治疗经历为证，介绍整骨疗
法在治疗女性生理问题方面的可能性，包
括：不孕、更年期、怀孕、孕后护理等。
Leduc Pratique | 9791028518608 | 2020
226 pages | 15x21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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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 le monde n'a pas eu la chance
de rater ses études : Comment devenir
libre, vivre à fond et réussir
en dehors du système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不是每
个人都可以
有幸辍学

运用心理
调节疗法找回
情绪平衡

如何走出经典教育的条条框框，
得到自由，活得多采多姿又成功
Olivier Roland
经典教育的体制并不适合
那些聪明的叛逆者…

你想要摆脱上班、下班、睡觉的千篇一律生活，
以及对自己用处很小，无止无休的学业吗？打破
教育体系的常规，在体制外获得成功。你可以遵
循书中循序渐进的方法，它以数百名企业家的经
验为基础，并以400多个科学参考文献为依据。
还可以了解到教育系统的局限性、以及为什么
它越来越过时。通过提高智商来打破常规教育，
学习如何真正有效地提高学习，以及如何创建一
个工作服务于生活，而不是生活服务于工作的公
司……简而言之，快来加入到不断壮大的聪明反
叛者队伍里来吧！

Trouvez votre équilibre émotionnel
avec la Sophrologie : Stress, anxieté,
épuisement… 20 pratiques inédites
pour éviter que ça déborde

压力、焦虑、疲劳…
二十个避免崩溃的方法
Catherine Aliotta
发现心理调节疗法
的神奇力量。

Alisio | 9782379350313 | 2019
587 pages | 16,50x23 cm | 27.00 €

一天当中，我们的情绪都不断在变：从开心到生
气、伤心到害怕，每一种情绪都是真实的，就连
负面情绪也是。然而，当情绪溃堤的时候，该怎
么办？这时候心理调节疗法或许是找回平静最自
然的方法。在书中卡特琳．阿利奥塔以深入浅出
的方式重点解说情绪的机制，以及情绪对我们身
体的影响。她在书中提供一个测验，好让读者知
道自己的情绪模式：如此一来，读者就能更好地
管理自己的情绪，也才能在被自己的坏情绪淹没
之前，先一步接纳它们。接着，作者还教导一系
列放松动作和视觉化练习，让读者重拾平静状
态。书中还配有丰富插图，是与自己情绪共处、
找回内心安宁、自在状态不可或缺的最佳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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