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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故事丛书 *

《兔子朱儿的成长故事》绘本系列，共 3册

 一套献给 4 岁 + 孩子的成长故事，让孩

子看见自己的内心世界！

《兔子朱儿》系列故事聚焦低龄孩子必

经的心理历程，从分离焦虑，到探索世界，

再到建造自己的专属空间，每册故事针对一

个心理发展阶段，以具体的故事情节让孩子

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与内心活动。故事基

调温馨有爱，情感丰富，适合作为陪伴孩子

一同成长，走向独立的精神读物。

关于系列

笔墨文化

亮点

＊	 全套已出版 3册 ,	将继续推出新分册。

＊	 聚焦孩子成长的情绪与心理活动，让孩
子及家长更清楚认识分离焦虑、感官探索、
独处等心理需求。

＊	 故事温暖充满爱，细致的心理描写更能
引起小读者共鸣。

＊	 文字韵律感强，朗朗上口，帮助培养小
读者的节奏声律感，提高语言能力。

＊	 画风清新可爱，色彩斑斓温和，赏心悦目；
为小读者喜欢的风格。

安·迪瑞克	（Ann	Dieryck)

4 岁 -	6 岁

绘者：

尺寸 :	20	x		20	cm
页数：48页
装帧：精装本
适读人群：

作者：多纳蒂安·兰克（Donatienne	R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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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朱儿的成长故事》绘本系列
                3 册 4-6 岁

* 成长故事丛书 *

条纹裙、花裙、麻裙 ......害羞的兔子朱儿就爱躲在妈妈的衬裙下，那多有安全感呀！外面的

事情无论多么有趣都吸引不了它，直到有一天妈妈的裙子破了，它发现了针线盒里五彩斑斓……

就在这时候，村子里开始了狂欢节，村民奏起了音乐，天空中飘着各种颜色的彩带，声色交

汇，兔子朱儿沉浸了在多彩的世界里，不再躲裙子里了！

＊多种感官的描绘，启蒙的同时，鼓励性格害羞的孩子去体验外面的世界。

＊一本故事，一首唤醒五种感官的颂歌，陪孩子发现世界的色彩！

《兔子朱儿的大日子》

《兔子朱儿的草莓派》 今天，兔子朱儿将庆祝它的 5岁生日，他想烤一个草莓派作为生日蛋糕！于是，兔子妈妈让

朱尔提着一个大篮子到乡村去寻找蛋糕到配料——粉、鸡蛋、牛奶和草莓。一路上，兔子朱儿

碰到了不同动物，而这些动物都告诉朱儿，它们生产出来都食材都输送给人类的食品加工厂去

了……兔子朱儿最后能找齐材料做它最爱的草莓派吗？

＊一个寻找食材，大胆独自走向外界的故事，鼓励孩子独自完成一项生活任务。

＊故事以食材、动物、烹饪为主题，适合培养孩子爱护环境，珍惜食物，尊敬大自然。

《兔子朱儿的新家》 今天，兔子朱儿一家搬进了新家，可他心情可不好了——刚出生不久的小宝宝哭个不停，弟

弟妹妹在一旁打闹，爸爸妈妈又忙着收拾，他想安静一刻都不行，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里！

一气之下，他登上脚踏车，要给自己找新家，一个可以属于自己的安静空间！一路上他遇见

了各种动物的帮忙，最后在森林一处搭建了小木棚。这时天已经黑了，	他却开始想爸爸妈妈了……

＊一个关于孩子开始有独立意识，需要独处空间的故事，让孩子明白自己的内心需求。

＊ 搭建小空间的故事情节让孩子体验到如何克服困难，鼓励孩子坚强面对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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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多纳蒂安·兰克	(Donatienne	Ranc)	是一位童书作家、文字园丁。她多年
来一直为孩子写作，并将绘本故事改编成舞台剧本，用声音和身体给孩子讲
故事。她同时也是一名教师和培训师，通过儿童文学和朗读培训，支持儿童
接触阅读、写作和文学素颜辅导。

关于绘者

安·迪瑞克	(Ann				Dieryck)	是一位比利时插画家，毕业于根特
圣吕克美术学院平面设计专业。她先后多次前往亚洲和欧洲旅行，
为创作获得了许多灵感来源。随后在巴黎，她成为高级时装行业的
设计师。她的想象力、创造力、绘画精确度以及其对颜色的敏感度
都一一体现了在她的绘本插画作品中。为了分享她对绘画的热情，
她开始为儿童和剧院开发艺术工作室。

Entre bulles et lampions, des zèbres et des dragons !Entre guirlandes et cotillons, des zorros et des pierrots !

Entre sarbacanes et pompons, des pantins, des Indiens, des flûteaux, des tambourins, des cymbales et des refrains !

Mais Juju ne daignait pas sortir sa tête à la lumière, le nez dans les chaussettes de sa mère. 

Un matin, dans les rues du quartier, alors que la jupe à volants de sa maman flottait aux quatre vents, Juju les jupons entendit : 

Schkkkkkrrrak !

Un trou ! Tout net ! Dans le jupon ! 
Devant ses yeux tout ronds !

Zut de zut ! Nom d'un zèbre à lunettes et d'un serpent à zébrures ! Me voilà bonne pour la couture !  jura la maman de Juju.

Juju les jupons s'agrippa de plus belle aux collants de dentelle.

Et voilà comment Jules Lapin revint, 

le panier plein pour ses cinq ans.

Ce fut la plus belle tarte aux fraises des bois 

de l’année, partagée avec tous les petits lapins 

copains de la forê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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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contact@bimotculture.com

www.bimotculture.com
Instagram : bimotculture

微信： bi-mot
QQ: 18964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