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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Adult 青少文学

http://www.athoms.fr


Young Adult 青少文学

  Casterman  3
>  8848米 

  Gallimard 
Jeunesse 
4 > 5
>  星星梦见了什么？
>  阿尔玛，起风了
>  枫樱传奇（一） 

  Le Muscadier 
6 > 12

>  离线／上线
>  完美的身体
>  疯狂之境
>  黑色星期五
>  变色龙
>  必须触碰的禁忌
>  如果明天，倒回来了
>  我听到有人跟踪我们
>  我只是想要自由
>  来自深海的警告
>  裂缝
>  英雄之子
>  摇到外婆桥 

  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13 > 16

>  在凤凰木的树荫下
>  阿尔巴尼亚的骗子、 

坏蛋和黑手党
>  被偷走的童年
>  石头雕像的秘密
>  总统的专车
>  躲在帐篷里的熊
>  古代向我娓娓道来
>  亚米之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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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terman www.Casterman.com/Jeun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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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48 mètres :  
Là-haut, elle ne sera plus la même

8848米
登山过程中， 
她已脱胎换骨。
马洛里年仅十五岁，是最年轻的登上8000米
高峰的法国女孩。她最新的挑战是攀登珠穆
朗玛峰。缺氧、体力不支和极端环境都没有
吓倒她，因为她身边有父亲的陪伴。他是她
的支柱，她的楷模。在登山过程中，女孩也
渐渐学会独立。这趟绝无仅有的旅程将让她
发现荣耀背后的另一面：登山造成的污染，
冰山的融化，攀登珠峰对身体带来的致命考
验，佛教思想，以及更重要的是……她由此
对国家发出了什么样的期许。作为一个未来
的成年人，她也是国家的未来。

9782203064317 | 2020 | 312 pages 
14,5x22 cm | 16.00 €

外国版权 Fabiana Angelini : f.angelini@Casterman.com   外国版权 Sophie Baro : sbaro@flammarion.fr 
版权输出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Silène Edgar

十五岁少女挑战世 
界最高峰，登顶过程也 
是快速成长的经历。

青少文学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人文社科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Essa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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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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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a, le vent se lève

阿尔玛， 
起风了
1786年。在弟弟失踪的那一天，阿尔玛决定
去找他。就算远离家园，就算走出保护他们
部落的非洲山谷，也要找到他。与此同时，
在葡萄牙里斯本港口，另一位少年乔瑟夫‧马
尔斯偷偷溜进“甜美艾米莉号”，一艘运输黑
奴的船上。他的初衷是远航去寻找宝藏。在
大西洋的汹涌波涛上，在非洲、欧洲和加勒
比海之间，本来拥有不同目标和命运的少年
和少女，从此一路同行。
RIGHTS SOLD
英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

9782075139106 | 2020 | 400 pages 
15,5x22,5 cm | 18.00 €

 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A quoi rêvent les étoiles ?

星星梦 
见了什么？
提图安再也不走出自己的房间。埃里克斯幻
想参与戏剧演出。露丝始终无法走出丧夫之
痛。加布里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阿曼德是
为女儿付出一切的父亲。毫无交集的五个
人，却因为一通陌生来电，彼此的生活从此
交织在一起.....“我不管你怎么看待这一切，
是巧合、命运还是五星连珠的天象，但我称
它为“魔法”。

9782075147149 | 2020 | 400 pages 
15,5x22,5 cm | 17.00 €

外国版权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外国版权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Timothée de Fombelle
François Place 
(illustrateur)

畅销书作家蒂莫西‧ 
德‧丰贝尔（Timothée  
de Fombelle）最新力作！

Manon Fargetton

真实而精彩的心理小说， 
无形中建立起人与人 
之间的羁绊。

青少文学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人文社科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Essa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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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limard Jeunesse www.gallimard-jeuness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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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Chroniques de l'érable et du cerisier 
(Tome 1) : Le masque de No

枫樱传奇 
（一）
能剧面具
一郎是弃婴，由一位神秘的武士抚养长大，
并教授他剑道。他隐居在群山包围的原始森
林中，跟随四季交替的节奏成长，幸福且无
忧无虑的生活中还有必须坚毅与勇气的武士
道训练。但在一个恶夜，一郎的生活完全变
了样。从此之后，一郎不得不告别童年，面
对世上一切的挑战和不凡的命运。
RIGHTS SOLD
意大利语

9782075126977 | 2020 | 416 pages 
15,5x22,5 cm | 20.50 €

外国版权 So Taniuchi : so.taniuchi@gallimard-jeunesse.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枫樱传奇枫樱传奇

Camille Monceaux

复仇、激情、武士道精神，
描述少年一郎命运的史 
诗四部曲之首部。

青少文学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人文社科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Essa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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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Muscadier www.muscadier.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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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 corps parfait

完美的 
身体
安东爱着奥德蕾，想要帮救她脱离厌食症。
他们虽然住在巴黎美丽城的同一个街区里，
但却是生活在两个完全迥异的世界：安东的
父亲是出租车司机，奥德蕾的母亲是电视新
闻记者。奥德蕾写俳句，她慢慢编织出一个
学业落后的十六岁男孩与一个成绩优异、但
迷失自我的女孩之间的不可能爱情。他们俩
能克服这些差异吗？书中两个人物、两个声
音立场，各有各的世界观。

9791096935574 | 2020 | 224 pages 
14x19 cm | 13.50 €

 Le Muscadier www.muscadier.fr

 (Dé)connexions :  
Au secours je suis accro aux écrans !

离线／上线
救命！快帮我戒 
除屏幕瘾！
这是三个青少年的故事：玛农迫不及待地想
成为游戏设计师；恩佐沉迷于线上游戏和解
谜游戏，而现实处境让他更想变成游戏中的
人物；克莱芒从小养大的狗死了，只有社交
网络里的朋友陪他一起为狗伤心。三个不同
的故事经历一起呈现的是屏幕成瘾现象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

9791096935512 | 2020 | 96 pages 
14x19 cm | 12.50 €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Vinciane Moeschler

一段以厌食症为背景 
的离奇爱情故事。

Christine Deroin
Alain Dervaux

这是一部青少年小说，
同时也是一本心理咨询 
指南，帮助青少年破解 
并预防屏幕成瘾。

青少文学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人文社科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Essa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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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Muscadier www.muscadier.fr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裙子、化妆品、最新一代的平板电脑，一个
有关“过时”的全新法则。一种不怎么合法的小
买卖、一个迷失在非洲的圣诞老人、一个吃
得很好的小孩。本书收录六则黑色幽默短篇
小说，请尽情享用。不过，请注意，这个“黑
色星期五”狂欢购物节将会留下一抹苦味：当
过度消费与永无止尽的打折促销多到令人想
吐时，消化不良的是我们的地球。

9791096935475 | 2020 | 112 pages 
14x19 cm | 11.50 €

 Le Muscadier www.muscadier.fr

 Barjoland

疯狂之境
达米安的世界被颠覆了，那天，他得知美国
人选出川普当总统。然后，还得知妈妈准备
嫁给一位主持青少年广播节目的心理咨询
师。在一群总是腻在一起的高中死党们的协
助下，达米安出尽各种奇招，想破坏这位心
理咨询师在妈妈心中的美好形象……直到犯
下大错，让自己险些陷入了疯狂。

9791096935383 | 2019 | 184 pages 
14x19 cm | 12.50 €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Christophe Léon

六则辛辣的短篇小说， 
讲述我们消费至上的社会 
的偏差行径。

Jean-Luc Luciani

这本青少年小说带读者 
进入一名青少年和一位老师
的生活，这两人都以各自
的方法，尝试在这个疯狂的 
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青少文学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人文社科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Essa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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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Muscadier www.muscadier.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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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 point qu'il faut atteindre

必须触 
碰的禁忌
维奥莱特和阿诺是两个十七岁高中生，他们
从上初中起就形影不离，感情也日益加深。
他们彼此相爱，生活如此美好。维奥莱特在
网络上很活跃，是一个文学论坛的版主，也
同时拥有一个博客，经营着自己热爱的写
作。但是，一次和文学论坛成员在巴黎的
聚会，让她整个人都改变了。缺席聚会的阿
诺，非常担心，想要知道那天晚上究竟发生
了什么事。而且为什么维奥莱特什么事都想
不起来？

9791096935505 | 2020 | 192 pages 
14x19 cm | 13.50 €

 Le Muscadier www.muscadier.fr

 Caméléon :  
Les filles Asperger déboulent !

变色龙
亚斯伯格症 
少女快出来！
大家都称赞艾丽斯是个的潜力巨大的少女，
但却不了解她心里的真正烦恼。搬家与转学
打断了她的安稳生活，也使她一下变得极为
敏感：她非常崇拜班上的红人范妮，想通过
模仿她，让自己一样有人爱。但这让她迷失
了方向，并陷入危险。亚斯伯格症很少在童
年就被诊断出来。若能及早发现，将会协助
周遭亲友接纳他们，帮助她们充分成长。

9791096935529 | 2020 | 96 pages 
14x19 cm | 12.50 €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Mireille Disdero

一名十七岁的少女博客 
主在遭到一个巴黎出版社编
辑强暴后，一点一滴重 
拾自己的新生活。

Christine Deroin
Gilles Martinez

这是一部青少年小说， 
同时也是一本心理咨 
询指南，帮助发现和破 
解自闭症少女患者。

青少文学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人文社科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Essa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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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Muscadier www.muscadier.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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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les entends nous suivre

我听到有 
人跟踪我们
当莱奥在拳击课遇见莱奥诺尔，那真是一见
钟情！十五岁生日那天，他决定吻她。但
是，就在这个晚上，他遇见罗班，金色的眼
睛、细致的脸庞，像天使般一样。莱奥让自
己投入罗班的怀抱。为什么自己会沦陷？一
小时前，不是满眼只有莱奥诺尔吗？害怕家
人和朋友的眼光，莱奥如何经历这段男男之
恋？直到有一天，罗班与莱奥遭遇到了恐同
攻击……

9791096935130 | 2018 | 96 pages 
14x19 cm | 9.50 €

 Le Muscadier www.muscadier.fr

 Et si demain... : le retour !

如果明天，
倒回来了
十一则犀利针砭的短篇，揭露与我们息息相
关的明日世界可能荒诞走返的景象。如果明
天，人类变蠢了？科技能够监控每个人的内
心？钱有使用有效期？我们的狗狗都戴上了
眼镜？看了令人直打寒颤，但保证幽默风
趣。整本短篇小说集描绘的是一个可能的
未来，但却和令我们担忧的现实世界有相似 
之处。

9791096935635 | 2020 | 120 pages 
14x19 cm | 11.50 €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Florence Cadier

一本关于爱、性别认同 
与他人眼光的小说。

Michel Piquemal

当反乌托邦能够以智 
慧与幽默的方式揭露事实，
当今社会中那些肆无忌惮 
的行为会收敛一些吗？

青少文学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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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vertissement des abysses

来自深 
海的警告
气候变暖似乎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一名高
中生杰森为一群梦想拥有幸福的可持续未来
世界的青少年担任代言人。一群奇怪的鲸鱼
召唤他到深海，并指派他向人类传达一则信
息：大自然给人类发出了最终警告。从此以
后，这名高中生的生活在媒体风暴中有了巨
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早知道这一切故事都始
于百慕达三角，那什么也不奇怪了……

9791096935406 | 2019 | 352 pages 
14x19 cm | 16.50 €

 Le Muscadier www.muscadier.fr

 Je voulais juste être libre

我只是 
想要自由
为什么向来被大家称赞很乖巧的玛农，会在
六月的某个夜晚离家出走呢？为什么她的妈
妈等了那么久才报失踪呢？为什么她最好的
朋友萨洛梅却没有她的任何一点消息呢？为
什么瓦朗坦不愿意坦承自己对玛农的爱意
呢？如果每个人都说出他们知道的玛农，也
许，大家终会解开这个梦想着自由自在做自
己的，失踪少女的谜团。

9791096935321 | 2019 | 216 pages 
14x19 cm | 13.50 €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Arthur Ténor

一本预知生态浩劫的惊 
悚小说，故事发生的当时，
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 
桑伯格（GretaThunberg）
才满四岁。

Claire Gratias

一部关于一名十六 
岁的“乖乖”少女不明失 
踪的暗黑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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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fils du héros

英雄之子
三个巴黎高中生，卢卡、阿加特和汤姆，在
高中毕业会考前出发去柏林旅行。卢卡已逝
的父亲是德国人，说自己曾在1984年就跨
越了那道1961年所筑、分隔了东西柏林的
围墙。然而，在刻写着那些尝试通过柏林围
墙从东德逃到西德的死难者纪念碑上，卢卡
却发现了自己父亲的名字。怎么可能呢？三
人就此事在2019年的柏林展开一场交织着过
去、现在与未来的调查。

9791096935413 | 2019 | 144 pages 
14x19 cm | 11.50 €

 Le Muscadier www.muscadier.fr

 La faille

裂缝
麦芮德十二岁，脑袋里总是有一堆的疑问。
窗外堤防的尽头，有一座庞大的工厂，和停
在那些帆船桅顶的海鸥。那个夏天本来是美
好的，……直到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探询
她家的事，后来她去那块废弃工厂探险时，
还有一个戴帽子的神秘男人莫名其妙地跟踪
她。这个女孩发现了一些核心机密，把她卷
入了一场复杂的，最不可告人的核丑闻中。

9791096935628 | 2020 | 200 pages 
14x19 cm | 13.50 €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Christine Deroin

柏林的过去与现在， 
一场惊心动魄的调查。

Laëtitia Casado

一场扣人心弦的调查， 
一部关于核丑闻的 
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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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man les p'tits bateaux

摇到外婆桥
玛丽·贝内迪克特十二岁了，父母亲给她买了
一台电脑当做生日礼物。但是，这台电脑却
成了她倾诉自己惊人秘密的对象：过去五个
月以来，每个星期三下午，妈妈的弟弟，也
就是那个童年时候曾经和自己度过美好假期
的洛朗舅舅，性侵了她。玛丽在电脑里写下
所有的痛苦、不安、罪恶感，对周边的人没
有察觉此事、或者他们的漠不关心而感到失
望。但是，要如何才能打破缄默？

9791096935499 | 2020 | 88 pages 
14x19 cm | 9.50 €

外国版权 Bruno Courtet : info@muscadier.fr

Claire Mazard

一本如一拳重击， 
打破乱伦沉默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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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rouilles, fripouilles et compagnie...  
… en Albanie

阿尔巴尼 
亚的骗子、 
坏蛋和黑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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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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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www.editionslevergerdeshesperides.com

 A l'ombre du grand flamboy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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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365873543 | 2020 | 144 pages 
14,8x21 cm | 15.00 €

外国版权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 levergerdeshesperides@hotmail.fr 外国版权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 levergerdeshesperides@hotmail.fr

Jean-Marie Charron

睁大眼睛， 
周围的人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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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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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parole de pierre

石头雕 
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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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OUT MORE
> 巴黎奥利机场文学奖童书决选名单

9782917642603 | 2013 | 144 pages 
14,8x21 cm | 15.00 €

 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www.editionslevergerdeshesperides.com

 Enfance volée

被偷 
走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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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OUT MORE
> 心理学家独立实践协会推荐书籍

9782365871815 | 2014 | 288 pages 
14,8x21 cm | 18.00 €

外国版权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 levergerdeshesperides@hotmail.fr 外国版权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 levergerdeshesperides@hotmail.fr

Cécile Lebrun
Jude Lepro

在石头雕像的秘密世界中，
人类将走上一场艰巨 
的冒险旅程。

Élodie Pierron

单纯的搬家，怎么让 
小女孩的生活急转直下， 
像地狱般痛苦不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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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fifi sous la tente,  
un ours peut en cacher un autre

躲在帐 
篷里的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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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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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www.editionslevergerdeshesperid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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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 levergerdeshesperides@hotmail.fr 外国版权 Véronique Lagny Delatour : levergerdeshesperides@hotmai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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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élène Gloria
Laurence Schluth

一枚胸针的发现， 
将会动摇整个家庭的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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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ay (Tome 1) : Le monde des reflets

亚米之国 
（一）
镜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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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 Verger des hespérides www.editionslevergerdeshesperid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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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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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米之国(共六册)亚米之国(共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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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wenaëlle Lebrun
Héléna Nondier

以趣味的方式讲述六个冒险
故事，探索神话世界。

青少文学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人文社科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Essa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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