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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 犸 象 班 级 》 

      新学年开始了，班主任范德斯特先生给孩子

们准备了一本秘密日记，所以学生都可以在上面

写下自己的生活和感受。随时时间的推移，我们

发现了越来越多女生都不喜欢亚当，因为他总是

欺负人！ 

      同时，学校操场上突然成了建筑工地，因为

法国2021年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系列 

关键词： 性别平等、古文明、性别观念

人们在地里发现了一颗猛犸象的象牙！这激发了

孩子们对远古文明的好奇。据说，远古时期的男

人都负责打猎，而女人只需要留在洞穴里照顾孩

子，是这样的吗？

      而贪玩的亚当，跑进了挖掘现场，找到了一

尊小雕塑并把它带了回家。第二天，亚当起床

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女生，所有人都改口叫他“

丽丽”……

      这是一篇集合了奇幻、远古文明和日常生活

的小学校园故事，通过班级日记的形式，给读者

呈现了男女生之间的相处和摩擦，从侧面探讨了

男女平等、性别观念、以及同窗共处等孩子成长

必须面对的话题。

      远古文明的课题穿梭了整本小说，不仅给故

事添加了奇幻神秘的色彩，丰富了读者古文明方

面的知识，也提供了一个看待男女平等话题的历

史社会宏观角度，培养孩子看待问题的广度与深

度。

2021-2022年 法国不朽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 （小学三、四年级组）



	뻿 法国亚马孙5星级好评！

	뻿 配有教学指导小册，适合作为小说的延
伸学习活动！

	뻿 小说含有多幅精美插图，画面直观生
动，更有助于小读者理解故事。

	뻿 班级日记的特别叙事形式，呈现了性
格各异的孩子的心理活动，让读者的代入感
更强。

	뻿 以温和有趣的方式阐述了男女性别观
念，为等绝佳的性别平等教育故事读物。

亮点

	뻿 返回首页

《 猛 犸 象 班 级 》 

法国2021年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系列 

关于作者

	 	 	 	 	杰罗姆·庞辛	（Jérôme	Poncin），为
比利时专业演员及剧本作家，有15年以上的
表演和创作经验。于2004年起，在比利时“
四手剧院”担任编剧和导演工作。《猛犸象
班级》便是该剧院的集体创作作品，后由杰
罗姆·庞辛改编为小说，由Alice	jeunesse出
版社出版。

关于绘者

			伊恩·德·海斯为比利时专业平面设计师及
插画家。从小绘画的他，在那慕尔学习数字
艺术设计后，于布鲁塞尔学习插画。伊恩还
曾经是儿童读物的书商，这方面的经验使得
他了解童书市场的需求，懂得配以独特的画
风，创造出一幅幅有趣且富有诗意、深受儿
童读者喜欢的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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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19 octobre

 Ce matin, à la récré, alors que 

monsieur Vanderelst était resté en classe 

pour faire des corrections, on est allés sur 

la palissade. Je sais, c’est interdit, mais 

personne ne nous a vus. Elle est super 

haute. Irina a même déchiré sa robe sur 

un clou qui dépassait. Sa maman ne va 

pas être contente.

Irina, elle a toujours des super robes. 

Je pense qu’elle en a une différente pour 

chaque jour. Moi, ça m’embêterait de 

mettre des robes tous les jours. On ne 

peut pas faire ce qu’on veut. Je préfère 

mettre ma salopette jaune. C’est ma ma-

mie qui me l’a offerte. Pas l’année passée, 

l’année encore avant. Ma mère dit qu’elle 

devient trop petite mais, moi, je me sens 

bien dedans ! J’ai pu grimper sans pro-

blème. Et puis, ce n’est pas grave si je la 

déchire puisqu’elle est vieille.

De là-haut, on peut voir les fouilles ! 

Notre petit bois n’existe plus. La défense 

de mammouth n’est plus là non plus. 

la classe des mammouths

passe. Quand c’est comme ça, je joue avec les filles. Je fais jury pour leur « choré », comme à la télé. Elles me font marrer, les filles. Elles sont toujours en train de répéter une danse ou un spectacle. Elles disent que c’est pour la fête de l’école, mais la fête de l’école, c’est en fin d’année.Quand je joue avec les filles, j’essaie de ne pas trop montrer que je m’amuse sinon Adam va se moquer de moi.

JÉRÔME PONCIN

ILLUSTRATIONS DE IAN DE HAES

la classe 
des mammou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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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 犸 象 班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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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我带我的学生们去了布鲁塞尔剧院看了这部剧，我们都非常喜
欢这个故事！剧中所讲的性别平等问题很符合我给小学三、四年
级学生准备的教学内容。我给学生们买了这本书，他们都非常开
心能在班上重温这个故事！”

——法国亚马逊读者Cécilienne	，2021年3月

	“我很喜欢书中的角色。范德斯特先生的学生是充满活力和幽默感
的孩子。通过阅读每一个章节，我发现他们每一个角色都非常有
意思。孩子们的想法很有趣，我也赞赏他们对史前女性角色的质
疑。这篇故事很好地呈现了社会对女性观念，同时讲述了女性身
份随时历史而发生的变化……这本书在教育方面确实非常完善。

			该书的另一个优点是文字和插图之间的搭配和谐。这些文字非常
漂亮，并且插画效果很好，我相信孩子们会喜欢的。简而言之，
这是我推荐的一本书，因为它的精彩故事，可爱的人物和它所引
起的反思。”

			——法国亚马逊读者Joe	Jacs，2020年9月

la classe des mammouths

43

était sérieux. Il s’était pris au jeu ! Irina lui a tenu tête ! Elle a vraiment été cou-rageuse, moi je n’aurais jamais osé... Il me faisait trop peur.
Lui, il ne voulait rien entendre. Il continuait : « Si toi pas sage, moi ti-rer toi par cheveux ! » Elle a essayé de lui dire qu’on en avait marre de jouer comme ça. Que c’était pas chouette pour nous de n’avoir rien à faire. Et c’est là qu’il est devenu fou. Quand Irina s’est retournée, il l’a attrapée par les cheveux ! Il a tiré très fort, tellement fort qu’elle est tombée. Elle a eu super mal. Et lui, ça le faisait rire. 

Heureusement que madame Chantal, la surveillante de la récré, est intervenue sinon je suis sûre qu’il aurait continué. Adam est allé s’expliquer dans le bureau de la directrice... Ça a dû chauffer pour lui !

Certains vont être surpris !

 Caeli 
Ils ne faisaient pas la guerre parce 

qu’ils n’étaient pas nombreux, et n’avaient 
pas encore de territoire à défendre.  

Les archéologues n’ont retrouvé pra-
tiquement aucun crâne fracassé datant de 
cette époque, donc ils ne s’entre-tuaient 
pas. 

la classe des mammouths

89

la classe des mammouths

garçon, ce n’est pas dans une grotte à 

jouer à la poupée ! « Les hommes sont 

faits pour chasser et les femmes pour 

cuisiner ! »

N’importe quoi !

Si nos jeux ne lui plaisent pas, qu’il 

aille voir ailleurs. Je suis sûr qu’il a dé-

truit notre cabane parce qu’il aurait 

bien aimé jouer avec nous. Mais nous, 

on voulait bien... Pour une fois qu’on 

s’amusait ensemble, filles et garçons... 

sans dispute.

Il a tiré sur ma parure et l’a écrasée 

avec son pied... Elle est en miette.

Irina était verte de rage, elle qui avait 

passé toute la soirée d’hier à les faire.

Quand on est retournés en classe, il 

y avait une tension terrible entre nous.

Irina m’a impressionné sur ce coup-

là. Elle a tout de suite interpellé mon-

sieur. On n’a même pas eu le temps de 

sortir notre cahier pour la dictée des 5 

mots du mercredi. Elle a commencé par 

lui dire ce que Tom venait de faire, puis 

elle l’a bombardé de questions...

« Est-ce que c’est vrai que ça a tou-

jours été comme ça ? »  

« Qui a décidé un jour qu’il y a des 

tâches pour les femmes et d’autres pour 

les homm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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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的 纸 皮 屋 》 

      

      一段小学生与流浪者的纯真友谊，唤起
孩子的博爱精神，关爱社会弱小群体。

      在放学的路上，厄内斯特遇到了一个长头发

的古怪女人。她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带着

法国2021年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系列 

关键词： 友谊、弱小群体、社会关爱

她的狗狗待在同一个地方，身边堆满了纸皮和杂

物。在好朋友玛德琳的陪伴下，厄内斯特决定和

这个怪女人搭话，跟她分享他的爱好： 一切用纸

做的东西。可她一点儿也不好相处，想跟她做朋

友真是不容易...... 

    故事讲述了一周内每天发生的事，篇章配有色

彩鲜艳的插图，通过小主人公天真善良的眼光和

敏感的内心去了解街头流浪汉的生活，以孩童最

真挚朴实的态度去讲述这一严肃的社会话题，从

而培养小读者的社会关爱之心。

sa maison en carton



— J’ai donné les croûtes à Mazout. 
Il avait encore faim après son pâté.

— Avec ça, vous lui en achèterez 
d’autres.

Je lui tends une enveloppe avec la 
totalité de ma tirelire : 41,38 euros. Ce 
n’est ni assez pour une maison ni pour 
un matelas, mais c’est mieux que rien. 
Elle n’a pas l’air de mon avis. Elle me 
laisse avec mes économies et s’installe sur 

2020-2021年 法国不朽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 （小学三、四年级组）



	뻿 返回首页
《 她 的 纸 皮 屋 》 

法国2021年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系列 

	뻿 比利时儿童文学获奖作者的又一力作！

	뻿 法国亚马逊高分好评！

	뻿 儿童文学中罕有的流浪汉题材，从孩子
的角度去了解社会弱小群体，培养正义感和关
爱之心。

	뻿 全书贯穿着精美的插图，更易带入故事情
节，阅读趣味性更高。

亮点

关于作者

	 	 	 	 	 玛丽·科洛特为比利时儿童文学作家。教
师出身，于2012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全书》
（En	 toutes	 lettres）即入选了“书籍之战”等
五项儿童文学奖项。随后的几年里，以多部儿
童小说作品获得了多个文学奖项，其中包括最
受欢迎的作品《少两秒钟》，获得了不朽儿童
文学大奖（高中生组）等五个奖项。除了小说
外，科洛特还为低龄儿童撰写故事和绘本，在
法国及比利时多家出版社出版。



Lundi

Aujourd’hui, c’est décidé : j’y vais. 
Même si papa m’a interdit de 
passer le long du fleuve. Même 

si ceux de ma classe disent que ce che-
min-là est trop risqué. 

— Fais attention, Ernest ! C’est dan-
gereux sous le pont. 

Madeline a noué le cordon de son 
capuchon vert, bien serré autour 

de son menton. Elle n’est pas 

2020-2021年 法国不朽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 （小学三、四年级组）



	뻿 返回首页
《 她 的 纸 皮 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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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生活在蒙特利尔，我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向女儿解释什么是无家可
归。因为这并不容易，我也注意到在儿童文学中这不是一个经常讨论
的主题。然而，在小说《她的纸皮屋》中，作家玛丽·科洛特（Marie	
Colot）和插画家朱莉·斯塔博斯捷夫斯基（Julie	 Staboszevski）无缝配
合，很好地讲述了一个让人敏感的故事，且不带一丝批评意味。”

——加拿大博主TPL	Moms，2019年1月

					“这是一个关于对差异和未知而恐惧的故事。通过试探，这个小男孩
将发现社会上的贫困现象并试图理解它。
				 	 	这也是一个友谊的故事。首先是两个小朋友：欧内斯特（Ernest）
和玛德琳（Madeline），然后是小孩和故事中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即使
后者很难相处，孩子们还是选择了一点点地靠近。作者用词很简单，讲
述也很清楚。每一天的故事为一章节，使阅读更容易，因为孩子可以停
下来而不会迷失在故事中。
						插图非常丰富多彩。人物富有表现力。尽管下雨，颜色还是温暖的，
让我们几乎忘记了坏天气。一部非常可爱的儿童小说，为生活上的一堂
美好的课。	适合8至9岁。”

——法国亚马逊读者La	Pal	de	la	licorne	2021年1月

sa maison en carton

— Ma mère ne les porte jamais. Elle 

ne se rendra même pas compte qu’elle 

ne les a plus.

— Et tu crois qu’elle acceptera de 

mettre ça ?

— On verra.

Mazout dépose sa patte sur le long 

manteau de sa maîtresse et aboie jusqu’à 

ce qu’elle se décide enfin à le suivre. Il la 

conduit à l’intérieur de ce « chez elle » 

qu’elle n’a pas encore adopté mais 

dont elle ressort une fleur calée 

derrière l’oreille.

sa maison en carton

— Mon gars, comme c’est joli !

Elle a raison. Je n’ai jamais rien vu 

d’aussi beau. Et Madeline non plus.

— Tu viendras quand même me voir 

parfois ?
— Bien sûr, je connais votre adresse !

— On ira ensemble, hein, Ernest ?

— Oui.
Et un jour, elle nous dira peut-

être son prénom. 

sa maison en carton



— Et ils ont des bleus sur la figure !Papa rigole alors que ce n’est pas marrant du tout.
— Je crois qu’ils ont surtout des bleus au cœur.
— Ça doit faire mal ! Il faut les soi-gner !
— Oui, mais c’est trop difficile.— Pourquoi ? 
Papa soupire. Je l’embête avec mes questions qui dérangent. Si je veux une réponse, faut pas y aller avec le dos de la cuiller. 

— On va les aider, hein, papa ?— Des gens sont payés pour ça.— Mais nous ? Qu’est-ce qu’on fait alors ? 
— Ernest, tu m’agaces à la fin ! On ne peut pas s’occuper de toute la misère du monde. 

Papa se replonge dans son journal. 

sa maison en carton

Cette satanée misère du monde l’en-combre. Et, comme il ne sait pas quoi en faire, il la range dans un coin de sa tête pour l’oublier. Pareil que les car-tons au fond de la buanderie. Mais moi, je n’abandonne pas les cartons. Alors, les vrais gens, n’en parlons pas ! Une personne, ce n’est pas la terre entière. L’aider, ça ne doit pas être si compliqué. 

2020-2021年 法国不朽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 （小学三、四年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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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地  恐  惧 》 

      一部紧张刺激，扣人心弦，让青少年读
者一口气读完的悬疑小说！

       双胞胎姐弟芙蓉和朱利叶斯到奶奶家度假。 

一天晚上，芙蓉在荒郊农场旁的树林中看到了一

盏灯，受好奇心的驱使，她套上了靴子，穿上大

衣，往雪地里走去了。 在一个大树下，小女孩发

现树被挖了一个洞，里面有成捆的钞票和珠宝！ 

法国2021年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系列 

关键词： 悬疑、探案、恐惧、手足之情

如果拿走这笔财富会怎么样呢？她万万没想到，

一个好奇的举动竟会让自己和家人陷入危险。

      与此同时，盗窃者已来到他们家门口…… 

	뻿 2021年瑞士科欧诺儿童文学奖

	뻿 亚马逊近5分高分好评！

	뻿 斩获多项儿童文学奖作家的最新悬疑
之作！

	뻿 情节紧凑、细节丰富、跳跃式的片段
描写和密室对峙的场景更是营造出让人神经
紧绷的悬疑气氛。

	뻿 文字精彩，篇幅精简、适合作为青少
年读者的悬疑侦探小说入门读物。

亮点

2020-2021年 法国不朽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
2021年 瑞士科欧诺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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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地  恐  惧 》 

法国2021年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系列 

读者评论关于作者

	 	 	 	 	桑德琳·博于1968年出生于法国一座名
为普瓦图-夏朗德的小镇。她曾担任电视广
播主持人、影视制作人和喜剧小丑。喜欢体
验不同职业的她也热爱写作。现在，她是一
名专职作家，醉心于为孩子们创作故事。			

	 	 	 	 	 在专职写作的八年时间里，她出版了
八十多本书，其中《今夜独自在家》(Tout	
Seul	 dans	 la	 nuit)	获得了二十多个文学奖
项，包括法国科欧诺儿童文学奖和瑞士科欧
诺儿童文学奖。她的多部作品已被翻译成不
同的语言在全世界畅销。

				“充满激情的一部小说，读完让我满身鸡
皮疙瘩。推荐给所有人”

——法国亚马逊读者Granata	2021年5月

						“这是一本很适合青少年读者（10-13
岁）阅读的悬疑小说，无论是在情节还是在
人物方面，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故事很
短（130页），作者直击故事重心。	悬念保
留得很好，节奏令人惊叹。	这是可以一口
气读完的入门级侦探悬疑类型小说。”

——法国读书网Babelio读者Trampoline	
2020年5月

2020-2021年 法国不朽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
2021年 瑞士科欧诺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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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尺寸：

装帧：

页数：

出版日期：

原版定价：

适读人群：

(法)桑德琳·博（Sandrine Beau）

14 x 21 cm

黑白平装

168

2019年9月

12 €

10岁+

关键词： 飞行、性别平等、女性地位、悬
疑、人物传记

     根据历史事迹改编，关于世界第一女单飞
飞行员的励志动人故事，向杰出女性致敬！
      

      艾丽丝·德洛施（Elise Deroche）生于1900

年，后称男爵夫人雷蒙德·德·拉罗什。作为二十

世纪之初的女性，她的人生可能会像大多数女性

一样，在父辈或丈夫的管控下度过。可艾丽丝是

一个渴望自由的女性，她不仅生性无畏，还雄心

壮志，经过不断地飞行学习和训练，成为了世界

上第一位获得飞行执照的女性！

      小说由两条主线同时进行，一边是艾丽丝的

秘密日记，亲口述说了她坎坷的成长历程；另一

边是比她年幼十岁的弟弟安纳托，以旁观者的身

份，向读者描述了爱丽丝在男性飞行员圈子中的

遭遇与困难。随着情节推进，文字语调越发激

昂，将读者不自觉地引入艾丽丝的世界，为其坚

毅不屈和大胆勇敢的精神所感动。

2021-2022年 法国不朽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初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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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端 的 女 飞 行 员 》 

法国2021年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系列 

	뻿 入选2021-2022年法国不朽儿童文学
奖（初中组）

	뻿 以女性飞行员为主题的人物传记小
说，具有励志意义，在鼓舞人心的同时打动
读者。

	뻿 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多处飞行训练的描
写，给青少年读者科普了飞行方面的知识，
丰富了历史文化知识储备。

	뻿 关于人物的中文简介资料：https://
www.xcar.com.cn/bbs/viewthread.
php?tid=32805499&page=1

亮点 读者评论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是一本能打动心灵的书。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妇女在过去和今天之
间的社会地位差异，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乐趣也很多。	唯一的小缺点是结局是悲惨
的：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她所忍受的痛苦，悬念太多了。这本书我推荐给青少年和成人读者、
热爱历史小说的读者和想要读文字简单的小说读者。”

——法国图书评论网Babelio读者Les_Mots_lierre，2021年3月

					“《云端的女飞行员》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它为我们描绘了艾丽斯·德罗什的动人传记
故事，使我们对她和那个时代的航空先驱者有了更多的认识	，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当时技术发
展和社会变革。”

——图书博主VIVRELIVRE，2019年12月
	（https://vivrelivre19.over-blog.com/2019/12/la-cascadeuse-des-nuages.sandrine-

beau-2019-des-10-ans.html）

2021-2022年 法国不朽儿童文学奖入围作品（初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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