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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r peur

童书

漫画与图像小说

害怕
人无时不刻、对任何事情都可能会感到害
怕，同时也令别人害怕。害怕有个人的，普
遍的；我们害怕独自一人，也害怕身处群体
之中...即便害怕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但这种
情绪经验却总是被认为是负面的，仿佛跟
羞耻一样而想把它隐藏起来。然而，害怕是
一种预警机制，使我们免于一头栽进危险。
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害怕吗？

Stéphanie Vermot
拥有足够的理智就不会
再感到害怕吗？

RIGHTS SOLD

Claire Duplan

简体中文、阿拉伯语
9782917770405 | 2012 | 160 pages
12x20 cm | 10.00 €

一位年轻的女漫画家，
创造一个好打抱不平的化
身，来反抗我们社会中
的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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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l Joe

骆驼乔
康斯坦丝是一位年轻的插画家，她创造了漫
画人物“骆驼乔”，一个反对大男人主义、好
打抱不平、又闲不下来的女性角色。她还在
在自己的漫画中描述女性日常生活中遭受的
一千零一种性别不平等待遇与骚扰，用以报
复。从紧身裤、“骆驼趾”、到街头骚扰等，
她的这些创作想法可能会得到专业出版……
克莱尔·迪普兰的这本图像小说风格独特，
轻快活泼、一针见血又带点朋克，读来充满
幽默与能量。

FIND OUT MORE

> 本书正在由Maja Films改编成动画片
9782374251240 | 2018 | 120 pages
17x24 cm | 16.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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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

Carnage : Pour en finir
avec l'anthropocentrisme

漫画与图像小说

屠杀

像动物一样：
我如何成
为素食主义者

终结人类中心主义

Jean-Marc Gancille
这本强有力的随笔带你了
解我们与动物世界的关系。

作者让·马克·甘西尔毫无保留地揭露人类与
动物世界的关系，建立在统治与剥削之上。
这场屠杀对人类终将是场悲剧：造成对生态
系统的破坏、不道德地否定了动物的感觉、
以及食品加工产业对消费者的欺瞒。最后，
他勾画了终结“人类中心主义”的行动方针及
作法。

FIND OUT MORE

Comme une bête (ou comment
je suis devenu végétarien) :
je suis devenu végétarien)

我成为了素食主义者
Cédric Taling

> 入围2020年三千万好友文学奖决选名单

这本漫画充满力道地诘问

9782374252421 | 2020 | 208 pages
14x21 cm | 18.00 €

以及肉食行为。

我们与动物世界的关系，

当里夏尔得知他十三岁的干女儿卡米耶成为
素食者后，心中产生许多疑问。慢慢地，他
渐渐接受了人不是万物主宰的想法、也对素
食主义及广义的生命产生了认同。但他能改
变原本的生活模式和习惯吗？作者塞德里克·
大陵在本书呈现一个人如何逐渐成为素食者
的几个重要阶段，并以其独特的创意及幽默
来探讨饮食的问题。
9782374252254 | 2020 | 128 pages
17x24 cm | 17.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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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carcérer : Cachez cette prison
que je ne saurais voir

人文社科

解禁囚犯

根与基因
（套装书）

将目不忍睹的
监狱藏起来

Sylvain Lhuisser
假如，就这么一次，
我们不再对此社会问题视而
不见，并思考如何做到

在这本随笔中，作者西尔万·吕西耶建议清
空监狱，而不是新建新的监狱，重新诠释刑
罚，而不是恢复破烂的牢房。众所周知，监
狱不是防范犯罪的有效途径。但如果大部分
受监禁的人都不是真正的罪犯，我们又怎能
不重新审视监狱的角色？
9782374252261 | 2020 | 128 pages
11x19 cm | 10.00 €

Des racines et des gènes (Coffret) :
Une histoire mondiale de l'agriculture

一部世界农业史
Denis Lefèvre
一部从史前到当代的
世界农业史，分上下两册。

人们所说的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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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上下两册一起出版的套装书中，身为
记者的作者德尼·勒弗维尔讲述不同时代的农
业演变，并带领我们思考今天持续面对的挑
战：如何养活当前地球上所有的人口，以及
将在2050年达到九十亿的人口？如何重新思
考人类与地球生物的关系？
9782374251080 | 2020 | 512 & 592 pages
11x17,5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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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galité sans condition :
Osons nous imaginer et être semblables

La Famille Puzzle : Petites chroniques
d'une famille recomposée

童书

无条
件的平等

家的拼图
一个重组家庭的
日常小记

让我们勇于想
像并作彼此的同类
Réjane Sénac
作者雷雅纳·塞纳克破解平
等神话，带领我们思考并创
造一种无条件的平等。

作者雷雅纳·塞纳克以爆炸性的论点，发展
出一种创新大胆的女性主义思路。她分析经
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哲学家拉斐尔·恩多
芬，以及法国饶舌歌手欧尔森的例子，证明
人如何在声称平等的同时，却在参与制造不
平等。另外，她还重新审视了法国女权主义
运动的当前斗争，从“包容性写作”到#MeToo
运动，以及单性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
引发的论战。

Pascale Bougeault
重组家庭就像拼拼图，
有时候可以合起来（当然
也有合不起来的时候）！

RIGHTS SOLD
日语

9782374251479 | 2019 | 96 pages
11x19 cm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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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者帕斯卡勒·布若创作作品中的非常
独特的一本书。书中重组家庭的日志，就像
是发生在无数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片段，在搞
笑、恼人、温柔、火爆等各种情境间转换。
一本值得与家人共读的黑白图像小说！
9782374251998 | 2020 | 96 pages
15x21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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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limat qui cache la forêt :
Comment la question climatique occulte
les problèmes d'environnement

漫画与图像小说

见树不
见林的气候
今天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
及媒体对气候问题的优先重
视程度是否合理？

即便气候变化是重要问题，它并不会比空气
污染或水污染、生物多样性骤减或土壤劣化
等问题更为严重。作者纪尧姆·圣特尼通过比
较由这些现象所造成的例如过早死亡人数、
经济代价，以及重要国际组织的多层次调查
结果和建议，由此得出上述论点。

宇宙进化论
西勒努斯之歌

聚焦气候问题是如何掩
盖其他环境问题的？
Guillaume Sainteny

Les Cosmogoniales : Un chant de Silène

Hyacinthus
这本图像小说以卓绝的、
强有力的图像，描绘宇宙
的起源。

9782374251776 | 2019 | 256 pages
11x17,5 cm | 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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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以中国墨绘制的漫画，邀请我们踏上一
趟独特的旅程：宇宙的起源。从最初的爆炸
火光到地球上出现生命，作者以当今科学界
所知的生命起源知识，和古典希腊、拉丁文
作家著作中的宇宙起源论做对比。得出这两
个时空之间可觉察的鸿沟给我们的世界与生
命提供了一种崭新且诗意的观察视角。

RIGHTS SOLD
土耳其语

9782374251530 | 2019 | 192 pages
18,5x30 cm | 2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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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Ma cuisine bio et zéro déchet :
52 recettes végétariennes pour cuisiner
responsable et mieux se nourrir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我的有机环
保料理食谱

我的有机环
保汤品食谱

52道素食料理食谱：
既环保，又营养
Delphine Pocard
环保料理，美味又健康

德尔菲娜・波卡成长于一个热爱料理的家
庭，一个总是尽可能避免浪费，并且使用有
机食材的家庭。多亏了这样的家庭教育，她
学会了一种更环保的处理食材的方法，不仅
更营养，还更实惠！本书搭配作者精心拍摄
的图片，带领读者学做52道有机环保食谱，
烹饪一种更健康、美味且有趣的料理。

Mes soupes bio et zéro déchet :
75 recettes de veloutés, soupes
et accompagnements gourmands

75道浓汤、
汤品与副菜食谱
Stéphanie Faustin
原创汤品食谱：
全年都能尽情享受的
美味汤品

9782374251585 | 2019 | 128 pages
17x22 cm | 1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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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方便又容易上手的汤品料理，不管是
切块或搅碎、热的或冷的、咸的、甜的、辣
的，熟食或生食，它可以千变万化，满足不
同味蕾并且令人赞不绝口。在本书中，史特
凡妮・佛斯坦提供了75道色彩丰富、且令人
惊喜的汤品食谱，以及各种配菜和搭配汤品
的小点心的烹饪方法。
9782374251899 | 2019 | 144 pages
17x22 cm | 1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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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déconnexion

童书

离线任务

Mission récup'

童书

回收再
利用任务

作者洛朗斯·布里尔对人类社会的数码使用有
着二十年多年的研究观察，她在书中清晰地
概括了一些数字网络带来的问题：究竟是“真
信息”还是“假信息”、网友、网络成瘾对健康
的影响、网络骚扰等。作者还在本书中邀请
儿童自己发问，寻找答案，并学习自己做选
择。她还提到了孩子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的一
个问题：数码产品带来的环境污染。

Laurence Bril
Léo-Louis Honoré

9782374252339 | 2020 | 40 pages
14x19,6 cm | 8.00 €

Vinciane Okomo
Claire Le Gal

防止各种屏幕污染我们

如果我们不丢掉和浪费，

的生活和地球的小指南

而是再利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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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跟著书中的老鼠菲斯特勒一起学习废物
再利用的绝妙艺术吧。绘本中，作者提供了
各种各样的手工点子与素材介绍：用旧衣服
做缝纫、用塑胶袋编织物品、用纸板做家具
等一箩筐的好点子。简单易做，还搭配图解
带领孩子一步一步学习做！
9782374251905 | 2019 | 40 pages
14x19,6 cm |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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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plus se mentir : Petit exercice de
lucidité par temps d'effondrement
écologique

人文社科

穿越人行道

停止自
欺欺人

一个用步行戒除
屏幕瘾的故事

生态危机当前的
动动脑练习
Jean-Marc Gancille
作者对生态问题提出不
让步的激进观点。

Passage piéton : Récit d'une détox
numérique par la marche

面对资本主义体制从根本上对地球极限的漠
不关心，作者让·马克·甘西尔呼吁必须思考
事实本身，才能找到足以应付挑战的解决方
案。他为我们指出一条彻底的、且振奋人心
的道路：展示集体的力量及战斗行动来对抗
一己私利。因为，在我们还能够做点什么，
为了挽救还能挽救的时候，除了对这个体制
的迫害采取正当防卫外，我们别无选择。

Laurence Bril
“我怎么借助步行摆
脱掉‘网瘾’。”

FIND OUT MORE

> 法国已售出7500册
9782374251462 | 2019 | 96 pages
11x19 cm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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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身兼记者、作者两职的洛朗斯·布里
尔是一位重度网络使用者。繁重的数码生活
让她感到不知所措，于是决定按下停止键，
和数码产品保持距离：在一年多的时间内，
她不再使用网络与社交媒体…而是选择去步
行。本书是一首对步行的绝美赞歌，作者认
为步行是在这个节奏总是愈益加快的世界
中，得以放缓节奏、重新感受自然、与生命
中最重要的事物重新建立联系的方式。
9782374251950 | 2020 | 136 pages
13x20 cm |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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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comix : Vivre en permaculture,
mode d'emploi

人文社科

可持续漫画

废物回收，
大谎言

如何实践可持续
农业的使用说明书

Guizou
Cécile Barnéoud
第一部让你完全了解可持续
农业的漫画。

加埃唐对自己在一家大公司里的任职状况感
到沮丧，希望一走了之。一次与可持续农作
的意外相遇，给了他放手一搏的机会。很久
以来，他的伴侣伊兹雅也对此深感兴趣，于
是一起决定给自己放一年的假期，学习设计
伦理规范，并去大自然中撷取灵感，建立一
个可持续的居住环境。
9782374252506 | 2020 | 160 pages
17x24 cm | 19.90 €

Recyclage, le grand enfumage :
Comment l'économie circulaire
est devenue l'alibi du jetable

循环经济如何成为
使用一次性用品的借口
Flore Berlingen
如果废物回收仅仅只是
一个骗局呢？

在资源过度消耗、垃圾不断激增的背景下，
废物回收似乎是面对垃圾填埋，焚烧等错误
处理方法时的一剂灵丹妙药。作者弗洛尔·贝
尔林根是废物处理问题的资深观察员，在本
书中，她揭露了循环经济的虚假诺言，破解
了其无限维持可循环利用产品的神话。还论
证了虚假循环经济理论如何和生产主义和资
本主义串通一气，助长一次性用品的持续使
用。
9782374252001 | 2020 | 128 pages
14x21 cm | 1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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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rd se jette à l'eau

童书

漫画与图像小说

狐狸跳
进水里
Floriane Ricard
Fibre Tigre

一则让孩子思考水污
染的生态寓言

邻居新的清洁剂非常管用，甚至有点儿太管
用了，因为它杀死了所有沿途碰到的生物。
还好有狐狸在：当它看到毒液从下水道流
出、进到河里时，便赶紧跨上自行车去拯
救受灾的动物们。但清洁剂一旦倒到水里，
就再没法被除掉了……到底会流到哪儿呢？

RIGHTS SOLD
波兰语

9782374251004 | 2018 | 40 pages
17x20,5 cm | 12.90 €

Cédric Taling
面对我们经济发展模
式的死胡同，如何过出有
意义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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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eau et moi

梭罗与我
在读过许多关于环境危机及降低能源消耗之
急迫性的文章后，四十多岁的巴黎画家塞德
里克与梭罗（1817-1862）的灵魂相遇。梭
罗可以说是“去经济增长哲学”的奠定者，他俩
于是进行了一场长长的哲学对谈，发现即便
彼此相隔两个世纪之遥，毫无节制的资本主
义与消费至上主义所引发的问题依然不变。
作者从梭罗名作《瓦尔登湖》中自由地吸取
灵感，以环境问题为主题，创作出这本讲述
一段美妙的内心探索之旅的图像小说。

RIGHTS SOLD
英语

9782374251523 | 2019 | 128 pages
17x24 cm | 17.9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