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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CotCot Éditions（咯咯咯出版社）是一
家比利时独立出版社，与众多优秀儿童作家与新
秀插画师合作，为少儿读者打造出富有诗意及人
文气息的书籍。其中多部作品已获得法国及比利
时书评人及儿童文学奖评委会的认可与支持。

一步一脚印，CotCotCot 将继续保持其原创
性和好奇心，为将长大成人的儿童，以及也曾是
孩子的成人创作出打动心灵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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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一座城又一座城》 《我的口袋装着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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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在花园里玩捉迷藏之前，让我们复
习一下游戏规则吧？（然后打破规则。）

孩子在葱郁的大自然中玩耍，阳光
明媚，嬉笑打闹；日落时分，游戏结束了，
孩子们一同凝视日落，似乎想到了什么。

一部以捉迷藏为主题的寓言绘
本，借游戏的不同阶段，跟孩子讲
述了同样会出现在人生中的哲理时
刻—— 制定规则、打破常规、坚
持到底、勇于探索、互相帮助、道别、
重逢……

＊	一则以游戏为题的寓言故事，给孩子
一堂人生哲理课，耐人寻味。

＊	插图色彩大胆，细节丰富，光与暗的
对比处理巧妙，为绝佳的美育绘本。

＊ 2020—2021 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原创插画展展出作品！

关于作者 & 绘者

莉亚·维亚纳·费雷拉为比利时新秀插画师，毕业于巴黎雷诺阿艺术学院及布鲁塞尔
皇家艺术学院，目前任教于比利时列日圣卢克高等艺术学院，并进行童书插画及媒体插
画创作。作品多采用鲜明的色彩及丰富的细节表现，细腻的叙述手法让观画者过目不忘。
《捉迷藏》一书被选入 2020—2021 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展出作品。

作者： 莉亚·维亚纳·费雷拉

绘者： 莉亚·维亚纳·费雷拉

尺寸 :	22	x	30	cm

页数 :	5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3月

978-2-930941-27-1ISBN：

3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游戏、人生哲理、规
则、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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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又一座城》

一篇充满诗意的城市漫游记，
一个关于找回自我的寓言故事。

主人公小女孩神奇地误入各个离奇
的城市——从颠倒的城市、水中的城市、
丝绸之城、动物之城、机器人之城等等
让人意想不到的境地，最后返回家中，
经历了一趟从梦境到现实的奇幻之旅。

小女孩的身影也出现在了每一座城
市里，你能找到她吗？

＊	一本充满奇幻色彩的诗意绘本，一趟
奇妙的纸上旅行，激发孩子的想象力的
精美故事。

＊	大开本横向版式设计，配以精致细腻
的拼贴画创作，给孩子一次美妙的视觉
享受。

＊	细节丰富，耐看耐读，随故事进行，
小读者将在每一座城市中找出主人公的
身影，锻炼耐心与观察力！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艾曼纽·桑德隆（Emmanuèle	
Sandron）为文学译者，掌握多门语言，
已翻译超过二十多部作品。她同时也是
作者，创作小说及儿童绘本，并在布鲁
塞尔一家多元文化咨询中心担任心理治
疗师。《一座又一座城》为她与绘者一
拍即合的绘本作品。

布丽吉特·苏西尼（Brigitte	Susini）
自幼在法国沙特尔长大，绘画方面自学
成才，从二十岁开始便进行童书创作，	
也为珠宝商及剧院提供美术指导与绘画
创作。《一座又一座城》的创作灵感源
于其艺术家曾祖父皮卡西亚特的拼接艺
术（创作了该市著名的玻璃马赛克房屋
建筑）。

作者： （比）艾曼纽·桑德隆

绘者： 布丽吉特·苏珊妮

尺寸 :	35	x	25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0 年 3月

978-2-930941-12-7ISBN：

5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哲理、奇幻、寻找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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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一本不带预期的探索绘本，它邀请
你进入画面随意阅读，给你一种让人满
足的自由感。”

——图书博主 Pépita,	博客
MéliMélo	de	Livres,	2020 年 7月 23 日



返回首页

j’ai pris 
de la terre 
dans mes poches
il n’y en a pas 
à la maison 

je te ferai pousser 
des pommes
et des cailloux 

读者评论 媒体评论

“在当今这个处处经过消毒的现代社
会，这本绘本鼓励我们重新与环境建立
联系并爱护地球。绘者马蒂尔德·格罗选
择了石板印刷技术来创作精致的插图，
与柔美的文字完美融合。整本故事以赭
色为主调，与主题相呼应，人与植物的
表现重叠融合，主角的姿势充满了对自
然的关注。这本书邀请我们呼吸地球，
重新发现童年的奇迹，回归本质，尊重
环境。”

——玛丽 -诺埃尔·莱特利尔，
Ricochet	瑞士儿童图书及媒体中心书评

“本书的文本清新而简单，插图淳朴
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了一些绝对重要且
富有生命力的东西。	我喜欢这本书中人
类的姿势：弯腰、全神贯注、专注于这
个泥土和它所给予的东西。”

——图书博主 Pépita,	Blog	
MéliMélo	de	Livres,	2021 年 6月 25 日

les petits pouces 
de mes deux 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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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口袋装着泥土》

“我抓了把泥土放进口袋里，

那是家里没有的东西。

让我来当一回小园丁，

给你种出苹果与小石。

来闻闻看，跟你的脸蛋儿一样，

香香的。“

孩子眼里的泥土是那么多变、纯粹、
自然、富有生命力，本书以小孩的视角
探索泥土这一原始的物质，邀请读者一
起享受这份淳朴天然的童真乐趣。

＊	一本关于泥土的绘本小书，插图采用
了石板印刷技术，更还原泥土质感，带
读者一起体验感官带来的愉悦，提倡细
心观察身边平凡事物的美。

＊	绘本巧妙地利用泥土/母亲这一隐喻，
唤起读者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爱护之心，
为环保及生命教育的优秀读物。

＊	由法兰西学院弗朗索瓦·科佩诗歌奖获
奖诗人诚意创作。

de la terre
dans mes poches
Françoise Lison-Leroy

& Matild Gros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弗朗索瓦丝·利森 -勒罗伊出生
在比利时的“山丘之国”（Pays	des	
Collines），位于一所乡村学校和美丽的
风景之间。创作至今，已出版有约三十
本诗集，其中包括为儿童读者创作的
诗歌读物。她的作品《白面包》（Les	
blancs	pains）获得法兰西学院弗朗索
瓦·科佩诗歌奖。

马蒂尔德·格罗出生于法国里尔，毕
业于应用艺术（纺织品设计和壁画）专业，
后接受了雕刻和装订专业学习。自	2004	
年投入绘画创作，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工
作室中探索不同材料及素材，偏好使用
黑色线条与明快活泼的色彩以获得更自
由的艺术品。

作者： (比）弗朗索瓦丝·利森 -勒罗伊

绘者： （法）马蒂尔德·格罗

尺寸 :	12.5 x 17.6 cm

页数 :	20

装帧 : 平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6月

978-2-930941-31-8ISBN：

4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自然、环保、生命、
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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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茜的微笑》

读者评论

让人重拾微笑的暖心治愈绘本！

每天早上，当人们穿上袜子时，小
女孩苏茜却在耳边挂上笑容。

因为父母吵架，苏茜失去了笑容，
她从杂志上剪下来一千个笑脸。	大人们
也一边帮她找原来的笑容，可哪儿也找
不到。这时，风吹起，笑脸纸片被吹得
七零八落，苏茜大哭起来，爸爸妈妈伸
出了手臂。

原来，笑容被遗忘在了在温暖的怀
抱里。

＊	一个关于小女孩找微笑的故事，从侧
面讲述了家庭纷争对孩子内心的影响，
适合家庭共读，帮助孩子认识内心情感。

＊	故事的治愈结局让孩子心灵得到抚慰，
感受安全感与爱的力量。

＊ 博洛尼亚插画奖作者的诚意作品，巧
妙的拼贴画的技术运用，与微妙复杂的
情感相呼应，让人耳目一新，过目难忘。

＊ 2010 年博洛尼亚童书展插画大奖特别
提名作品！

＊ 入选 2020 年比利时“小小狂热书虫”
儿童文学奖，入选比利时 IBBY 最受欢迎
书单。

“这本书的插图乍一看可能会令人不
安，但正因如此，当我们越往后读时，
越能能掌握与本文所表达的氛围与情感。
安娜·克拉海这本苦乐参半的绘本，以其
独特性和力量感触动了人们，轻盈而略
带忧郁。一本适合家庭阅读的绘本。”——
图书博主 Pépita,	Blog	MéliMélo	de	
Livres,	2019 年 5月 17 日

关于作者 & 绘者

在比利时列日圣吕克高等艺术学院
（ESA	Saint-Luc）获得平面艺术学位后，
安娜·克拉海进入了动画电影与平面设计
领域工作。自2007年起开始童书创作，
已出版超过 20本童书作品，并被翻译为
多国语言（中文、韩语、日语、德语、
意大利语、丹麦语等等）。因插画成就
于 2010 年获得比利时瓦隆尼 -布鲁塞尔
联盟颁发的“发现”奖学金。目前任教于
圣卢克高等艺术学院。

作者： （比）安妮·克拉海

绘者： 安妮·克拉海

尺寸 :	14.8 x 21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19 年 5月

 978-2-930941-07-3ISBN：

4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情感、亲子关系、家
庭纷争、心灵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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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ès le déluge, on était tout mouillés.
C’était rigolo.
Surtout papa.

Maman a dit doucement :
« Je t’aime quand tu es gaie et je t’aime quand tu es triste. »

Papa a dit tout bas :
« Tu es notre Suzie pour la vie ! »

媒体评论

“安娜·克拉海的绘本不仅以温柔的手法处理尖锐的主题——儿童心理中常见的问
题：做自己的困难、防御机制或害怕不再被爱而进行伪装、倾听父母的需要；还以其
具有独特而敏感的平贴风格来突出主题。插图于	2010	年博洛尼亚儿童书展上获奖，
文字与插图同样精致细腻。”

——《比利时晚报》Le	Soir 文化版，凯瑟琳·马克雷尔，2019 年五月 25-26 日	

“安妮·克拉海（Anne	Crahay）作为作家和插画家，以细腻的方式触动我们，向我
们展示并使隐藏的东西变得可见：内心的感受。通过她诗意的拼贴画，用她的世界带
我们去发现孩子们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情绪都隐在哪儿了？苏西冰冷的笑容里，
是外人能看得见的，但苏西沉重的内心，却被隐藏着……”

——	比利时文学评论网“笔记本与瞬间”（	Le	Carnet	et	les	Instants），海伦·瑟鲁，
2019 年 5月 26 日

Les grands s’étaient inquiétés. Les grands s’étaient disputés.

Alors, j’ai fabriqué 1 000 sourires de papier :

le sourire des épinards crème beurk,
le sourire même pas peur,
le sourire du lundi matin,
le sourire de la photo de classe,
le sourire pour les copains,
le sourire week-end de papa,
le sourire qui fait craquer maman.

Le sourire pour dire je vais bien.
Très très bien.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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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犹豫到选择》

一本关于选择困难的哲理绘本，
诙谐幽默的线条带你体验人生的难
题。

如果说选择可以是排除选项，那么，
不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从犹豫到选择，一条人生的必经之
路！

＊	一本人生寓言图画书，以简单诙谐的线
条代替文字，勾勒出人生面临的各种选择
困境，适合孩子与曾是孩子的大人阅读。

＊	中性设计的人物形象，是你，是我，也
是他，贴切地描绘出每位读者面临选择时
的内心挣扎。

＊	故事以一首小诗结尾，配上一幅主人公
在家门口晒太阳的小插画，仿佛旅程仍未
开始；邀请读者再次出发，引发思考，为
全书画龙点睛之笔！

＊ 入选 2020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童书杂志
推荐书单！

＊ 入选 2020 年法国蒙特勒伊书展“已读并
推荐”（Lus et recommandés）书单！

“闭眼随意一选，探索一千零一条路，
迷路，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想法，没有
保障的出发，分支，脱轨，敢于……”	书末
这数十个表达犹豫和惊讶的动词在作品中
得到充分利用，留下了所有的想象空间。	
在故事的结尾，我们发现了主人公（未发生）
的旅程，这个戴黑色斗篷，长着红鼻子的
小人才刚刚开始他的一天。	他会起床吗？
会动起来吗？”

——弗朗索瓦丝·利森 -勒罗伊，比利
时《未来报》（avenir.net）报导，2020
年 6月 8日

关于作者 & 绘者 媒体评论

罗马·列斐伏尔毕业于比利时圣卢克
高等美术学院，喜欢使用不需要晾干的
颜色媒介——铅笔、记号笔、蜡笔……
风格是几何立体，精致，有时充满色彩，
作品让人充满遐想。《从犹豫到选择》
是她的第一部绘本作品。

作者： （比）罗曼·列斐伏尔

绘者： （比）罗曼·列斐伏尔

尺寸 :	19	x	24	cm

页数 :	5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0 年 1 月

 978-2-930941-12-7ISBN：

5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哲理、选择、个人成
长、自我意识

Quelque part,

l’ennui et…

une invitation à s’aventurer.

S’ouvrir à l’inconnu,

prendre un chemin.

Quelle direction suivre ? 

L’embarras !

Laisser place au hasard,

explorer mille et une pistes,

se perdre,

passer d’une idée à l’autre,

s’élancer sans filet,

bifurquer,

dérailler,

oser,

échouer,

rebondir,

hésiter,

se jeter à l’eau,

perdre pied, redoubler d’efforts, 

s’en sortir,

reprendre son souffle et la route,

persévérer, 

ne plus pouvoir reculer, 

se trouver face à un dilemme.

Faire un choix et renoncer.

Avancer à tâtons,

y voir plus clair.

Porter un nouveau regard.

Quelque part. 

返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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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有点儿怪》

“我的父母有点怪！有时候他们明
明在跟我说某样东西，可转头就仿佛
忘记他们刚刚说的话了！我真的不知
道为什么会这样…… ”

当孩子牙牙学语时，还分不清同音
词的区别，常常让大人哭笑不得。作者
将其与孙子日常的有趣对话改编成故事，
记录了孩子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趣味轶
事，给读者一份来自稚嫩心灵的童真快
乐。

＊	一本以孩子学说话为题的趣味生活故
事，从童稚的视角探索语言的丰富多样。

＊	故事含多个同音词 /谐音词的幽默笑
点，让孩子在轻松的气氛中领悟同音词
的区别。

＊ 西班牙趣味画师、博洛尼亚最佳童书
得奖主的最新作品，人物可爱有趣，简
单的线条更营造出诙谐的画面。

M�  p� �  s 
so�  un peu 
biz�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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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弗朗索瓦·大卫为法国儿童文学作家，
著有大量诗集与短篇故事。	其作品文字
内敛而富有诗意，所描述的情境严肃却
细腻入微。他同时也是Møtus 出版社的
创始人及总编。

劳尔·古里迪出生于西班牙塞维利亚，
来自一个绘画家庭，母亲为画家，父亲
为插画家。	毕业于美术学院学习后从事
平面设计和广告工作。投入童书创作至
今已出版数十部作品，其中《71只绵羊》
与《坏坏的大吼吼》被翻译成简体中文。
作品《两条路》（Deux	chemins	）获
2018 年博洛尼亚最佳童书。

作者： （法）弗朗索瓦·大卫

绘者： （西）古里迪

尺寸 :	20	x	28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11 月

978-2-930941-36-3ISBN：

4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语言、亲子互动、生
活、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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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a et maman se mettent à rire aux éclats. Je vois bien 
qu’ils ne prennent pas du tout ma proposition au sérieux. 
Sur le moment, je leur en veux un peu, car je souhaiterais 
vraiment avoir un chien. Mais après, je fais comme eux : 

j’oublie.  

Par exemple, papa me parle d’une mouche et je la vois 
près de la fenêtre. J’attends que papa m’indique si je dois 

l’attraper avec ma main. 

Mais il me dit : « Donne-moi ton nez, mon chéri ! » 

Je vais o� rir mon nez à 
papa… Et je n’ose pas lui 

demander  pourquoi il a 
oublié la mouche. 



《编织故事的奶奶》 《小姑娘》

《田园小诗》 《懂得几个词》 《浪迹天涯》

《口袋里的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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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集》 《灯塔之歌》 《我的诗人奶奶》

图画书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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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故事的奶奶》

故事可以口耳相传，也可以用针
线编织，正如两代人之间的友谊…… 

“亲爱的，进来吧！我的名字叫卢西
亚。”

“我不想打扰您呢。”

“打扰我？一点儿也不打扰！你来得
正是时候，故事要开始了。”

一个爱阅读的小女孩，一个不识字、
爱刺绣的独居奶奶，两人的相遇会碰撞
出怎样的火花？随着奶奶的一针一线，
小女孩听她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俩人逐
渐相识，相知，相伴，编织出淡淡的友
谊与信任。

＊	一则关于隔代情谊的暖心治愈故事，
唤起社会对老弱群体的关爱与包容。

＊		文字优雅富有诗意，配以简约清新而
具有设计感的插图，带读者进入一个平
静而感动的友谊故事。

＊ 入选 2020 年比利时“小小狂热书虫”
儿童文学奖！

＊ 入选 2022 年比利时贝纳尔·维塞勒文
学奖！

“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故事，一段颂扬
简单和善良的生活。	[...]	每一个细节都很
重要，这种简单为文本注入了美丽的生命
能量。	这本具有原创性的绘本非常成功！”

——安妮·弗雷切，法国《童书新知》（la	
NVL	revue）杂志，第 227 期

“每个细节都表现得恰如其分，如果说
故事的文字富有诗意，那么黑白插图更强
化了诗的意象。	两者完美地融合，柔美动人。”

——阿尔伯特·德斯梅特，比利时《儿
童读物联盟杂志 》（LIBBYlit），第 139期，
2020 年第一季

关于作者 & 绘者 媒体评论

玛蒂娜·阿兰达出生在摩洛哥附近的
一个海滨小镇，最初在巴塞罗那学习法
律，随后定居比利时，并获得布鲁塞尔
皇家美术学院插画硕士。	她喜欢观察孩
子，他们的态度和想法是她创作童书绘
本的核心。她擅长使用石墨铅笔作画，
简单的线条与构图让她的画作充满诗意
与遐想。

作者： （比）玛蒂娜·阿兰达

绘者： 玛蒂娜·阿兰达

尺寸 :	18	x	24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19 年 10 月

978-2-930941-05-9ISBN：

6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友谊、孤独、隔代相
处、文盲、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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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 aimait tout particulièrement écouter la radio après 
le repas.

Des critiques y parlaient avec passion de leurs lectures, 
se disputant parfois… Puis suivait une émission dans 
laquelle une journaliste partageait de savoureuses recettes 
avec ses auditeurs.

J’observais, fascinée, Lucia se concentrer a�n de mieux 
les mémoriser et l'interrompais doucement :

— Lucia, tu devrais prendre des notes, sinon tous 
les ingrédients vont �nir par se mélanger dans ta tête !
— Oui, oui, je devrais écrire tout ça quelque part…, 
�nissait-elle toujours par me répondre. 

Et elle éteignait aussitôt la radio. 

Je descends pour les inspecter de plus près 
et glisse au passage un mot sous la porte 
de l’appartement du rez-de-chaussée :

Bonjour,
Je passerai bientôt me présenter !

Mila, votre nouvelle voisine. 

(Vous avez de très jolis rideaux.)

Tout à coup, elle pose son ouvrage et s’écrie :

— Ah, un peu plus et j’allais oublier le four ! Ça doit être 
cuit maintenant !

Et puis elle me sert un jus d’orange « fait maison », 
précise-t-elle, en décorant un verre d’une ombrelle en 
papier.

— Je vais te faire goûter mon �an, mais, avant, il doit 
encore un peu refroidir…

— Merci, un autre jour peut-être ! Je dois rentrer chez 
moi maintenant, sinon mes parents vont s’inquiéter.

Je range la petite ombrelle dans ma poche et promets de 
lui rendre bientôt de nouveau visite. 

— Reviens quand tu veux. Je laisserai la porte 
entrebâillée ! me lance-t-elle pendant que je remets 
mes sandales.



Petite Femme ferma les yeux.
Elle vit la montagne,
le vent,
le bois,
la plante,
le chemin,
les oiseaux,
et la 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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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娘》

一本关于梦想与成长的诗意图
画书，唤醒每个人心中的那个追梦
小人儿。

有一个小姑娘在梦里，说要去找她
的，那个稍瞬即逝的梦。没有起点也没
有终点，漫漫长路，她碰见了大山、遇
见了风、走入了森林、踏入了大海。

醒来后的她，还会记得这趟追梦之
旅吗？

＊	以追逐梦想为主题的寓意绘本，通过
故事与场景设置巧妙地表现出了“追梦”
的双重含义，引人深思。

＊	唯美而神秘的画风营造出了梦幻的气
氛，配合诗意的文字，感染力强。

＊ 由 2022 年博洛尼亚插画奖入围画师
诚意打造！

关于作者 & 绘者

索菲·凯洛尼来自比利时，毕业于比
利时根特艺术学院绘画专业。童年大部
分时光喜欢在花园度过，着迷于大自然
的神秘而多变的形态。毕业后与布鲁塞
尔美艺厅工作，为儿童及成人举办绘画
作坊，并开始了插画创作。现于比利时
安德莱赫特美术学院任教绘画、插画以
及 3D工艺课程。《小姑娘》为她的第一
本图画书作品。

作者： （比）索菲·凯洛尼

绘者： （比）索菲·凯洛尼

尺寸 :	16.5 x 22 cm

页数 :	5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2月

 978-2-930941-38-7ISBN：

6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梦想、个人成长、哲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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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à-haut, le ciel murmura : 
« Il est peut-être plus bas? »

Là-bas ?Là-bas ?

Il dit simplement : 
« N’attends pas, saute, tu verras ! »
Il dit simplement : 
« N’attends pas, saute, tu verra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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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s les matins,  
s’il attend sa tendre à deux ailes,  
c’est pour voir les pins  
s’étendre au loin.

媒体评论

“一篇由出彩文字和声律谱写的诗意文本。	故事的文字，即使没有大声朗读，
也能像音乐一样在我们心中产生共鸣。（这得益于作者的专业音乐背景：艾格尼
丝·多默格是一名中提琴手，并且早在接触儿童文学之前她就是一名专业音乐家）。
由水彩和彩色铅笔创作的插图，与文字积极对话，相辅相成，一并构成了一首对
自然的崇高颂歌。”

——玛吉·雷耶，瓦隆 -布鲁塞尔联邦儿童文学网评论

Au fil de l’eau,
Il et Elle s’inventent
et s’invitent au printe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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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小诗》

一首关于爱的田园小诗，唱出
柔美恬谧的生命之歌。

小鸟和小鱼，两个本无交集的生命，
却因月亮和一杯茶相遇，水天成一色。
他与她，走上了满是蜜糖、苔藓和荆棘
的道路，从此无论风雨，他与她为爱不
离不弃。

＊	温柔而充满诗意的风景小画，绘出一
篇关于爱的优美故事。

＊	文字优美，韵律感强，为绝佳的诗歌
题材与声律启蒙读物。

＊ 入选 2020 年法国蒙特勒伊书展“已读
并推荐”（Lus et recommandés）书单！

＊ 国儿童文学女巫奖获奖作者的最新作
品！

CotCotCot É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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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艾格尼丝·多默格为专业音乐家，在
巴黎音乐学院教授中提琴并演奏室内乐。
对书籍的热爱使她童书投入儿童文学写
作及插图创作，偏爱捕捉自然与动物题
材。曾出版作品《从前……，俳句故事》
（获得 2014 年法国儿童文学女巫奖）、
《俳句神话故事》、《从前的奥利匹》
等诗歌作品。

瓦莱丽·林德为来自法国南特的视觉
艺术家，毕业于室内设计专业。擅长将
当代诗歌的文本与她最喜欢的主题结合
创作：房子、书籍、风景以及童年。她
探索插画、绘画、拼贴画、书籍插图和
书籍设计、明信片。二十年来一直通过
教学传播她的设计和应用艺术知识。

作者： （法）艾格尼丝·多默格

绘者： （法）瓦莱丽·林德

尺寸 :	16.5	x	23	cm

页数 :	58

装帧 : 平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6月

978-2-930941-35-6ISBN：

6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诗歌、自然、爱、新
生命

Tiens, là-bas, 
sous les pins,
une forêt de lapins
croque les her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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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懂得几个词》

一本无结尾的风琴页绘本，诗
意地描绘出学习外语的困惑与希
冀。

作者艾丽莎·萨托里通过一帧帧舞者
在水中的肖像画，来表现我们学习语言
时的内心独白：从陌生、迷惑、气馁到
最后坚持与期盼，细腻地刻画了学者的
内心变化。

如何面对一门新语言？学习语言仅
仅代表掌握词汇和语法吗？还是有更深
层的文化意义？

＊	一本“动静结合”的诗意绘本，随着书
页缓缓卷开，水中舞者的倩影一幅幅地
变化，给人一个新颖独特的阅读体验。

＊	简约而深刻的插画，配以精简的文字，
使得故事更耐人寻味。

＊ 2021 年瓦隆 - 布鲁塞尔联邦儿童文
学首部作品奖！

关于作者 & 绘者

艾丽莎·萨托里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
一个小镇克雷莫纳。在威尼斯美术学院
获得装饰艺术学位后，于布鲁塞尔美术
学院完成了插画学习。毕业后从事中学
美术教师的工作，同时参与插画艺术与
街头艺术的创作。

作者： （意）艾丽莎·萨托里

绘者： （意）艾丽莎·萨托里

尺寸 :	10.5	x	14.8	cm

页数 :	16

装帧 : 平装 +风琴页设计

出版日期 :2021 年 2月

978-2-930941-28-8ISBN：

6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语言、外语学习、文
化差异性、诗歌绘本

媒体评论

“这本书以精美风琴页形式出现，可
放入口袋。	书本设计的质量与精简的插
图均引起了阅读的强烈欲望。	以掌握一
门外语为主题，故事不仅适合儿童，也
适合成人读者阅读。”

——瓦隆 -布鲁塞尔联邦文学奖获
奖评论

返回首页

je connais peu de mots

mes phrases ne sont pas justes

je fais trop d’erreurs

il y a tellement de règles

et encore plus d’exceptions

je pense parfois que ma tête est trop petite 

je me demande quand je réussirai à bien m’exprimer

mais j’ai déjà réussi à te dire tout 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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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迹天涯》

52 幅沉默的水彩画，一场没有
终点的卡夫卡式荒诞旅程，绘尽流
离颠沛者的艰辛故事。

这是一本以纯图画的方式，讲述难
民苦觅安家之处的无声故事；作者利用
巧妙的场景设计体现出遥遥旅途的荒谬
与绝望，看似轻松幽默的线条与严肃话
题形成巨大反差，唤起读者对难民这一
话题以及人性的思考。

＊	无字创意图画书，以新颖的方式讲述
流浪寻找新家园的故事。

＊	流浪者坚守尊严与其锲而不舍精神让
人敬佩。

＊	插图精美，设计巧妙且带有一丝黑色
幽默，耐人寻味。

＊ 入选 2022 年伯纳德·凡尔赛奖预选名
单！

＊ 入 选 2021 年 法 国 作 家 与 画 家 联 盟
（adagp）童书奖！

＊	比利时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推荐
作品。

“人类的苦难……一个可怕的比喻，
作者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出这一严肃的话
题，轻易地打动了读者。	这本图画书面
向大众读者开放了多层次的阅读体验，
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汲取灵感，无论他们
的年龄或心态如何，都能感受到同情与
反抗。”

——莫妮克·马尔法,《比利时法语儿童
读物联盟》，第 141 期，2020 年 6-8 月

关于作者 & 绘者 媒体评论

尼娜·勒孔德（Nina	Le	Comte）为
来自法国布列塔尼的新秀插画师。曾就
读于雷恩大学的平面设计，后于比利时
列日圣卢克艺术高等学院获得插画学位。
《浪迹天涯》为其第一部绘本作品。

作者： （法）尼娜·勒孔德

绘者： （比）尼娜·勒孔德

尺寸 :	18	x	26	cm

页数 :	5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0 年 3月

978-2-930941-14-1ISBN：

7岁 +适读年龄：

关键词： 流浪、难民潮、人性、
同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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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里的俳句》

从写到读，从读到写；一本俳句
手账向你娓娓述说诗人的创作故事，
感受短诗的魅力，将阅读作成诗。

俳句是来源于日本的一种短诗体裁，
力求简练精湛，仅用短短几句诗表达意
境或哲理思想，神秘而耐人寻味。

故事中的主人公爷爷是一位隐退俳
句诗人，通过跟孩子分享过去二十年里
的经典俳句短诗，给孩子打开了诗歌的
大门，教他们感受语言的魅力，细品生
活的诗意瞬间。

＊	一本适合孩子与大人的俳句诗歌集，
含日本经典俳句作品，体验精湛而耐人
寻味的语言魅力。

＊	手账式设计，邀请读者以俳句的形式
记录自己的生活，初尝诗歌创作的乐趣。

＊	从经典诗人到当代诗人，本书集合了
的过去最重要的俳句作品，内容丰富；
插图清新自然，赏心悦目。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蒂埃里·卡萨尔斯，法国作家与诗
人，现居巴黎。为儿童和成年人创作了
多本故事集、诗集、俳句、短篇故事等。
二十多年来他来往于法国各个城市间，
举办写作活动、研讨会以及诗歌作坊，
推广俳句这一体裁。

朱莉·范·韦泽梅尔为比利时插画家，
毕业于比利时根特皇家美术学院。插图
创作多用绘画和精心缝制的绣花线条组
成，虽非正统，但风格独特新颖，适合
所有喜欢作白日梦的读者。

作者： （法）蒂埃里·卡萨尔

绘者： （比）朱莉·范·韦泽梅尔

尺寸 :	14.8 x 21 cm

页数 :	260

装帧 : 精装 /平装

出版日期 :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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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一张精心雕琢的文字游戏书，将诗歌去神圣化，解除了高雅诗歌语言对孩子的束
缚，并教他们以新鲜的眼光看待世界。”

——	劳伦斯·贝特尔斯，《比利时自由报》	（La	libre），2019	年	12	月	5	日

Vos pieds aussi ? Ou préfèrent-ils les tomettes, la terre battue, 

la moquette, les tapis de laine, le linoléu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ens, un rayon de soleil ! Il vient parfois me rendre visite l’après-midi. 

C’est un meuble léger, facile à installer et, qui plus est, absolument 

gratuit, comme tout ce qui compte vraiment dans la vie :

La neige qui tombe au ralenti dans la bassine de zinc…

L’œil pétillant des moineaux quand je jette des miettes dehors…

La lueur de la lune glissant sur mon lit après minuit…

Et vous, qu’avez-vous de précieux et gratuit chez vou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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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élo contre le mur

la maison écoute

ses récits de voyage

De quel arbre en fleur

je ne sais

mais quel parfum !

(Bashô)

Matin de printemps

les oreilles du chat bougent

plus rapidement

Quel bonheur

marcher pieds nus

sur les trottoirs chauds d’Atlanta !

(Leslie) École primaire, Courbevoie

Les montagnes lointaines

se reflètent dans les prunelles

de la libellule

(Issa)

À vous de jouer maintenant ! 

Reliez chacun des haïkus à au moins un des cinq sens :

Dans la forêt

ses pas résonnent

la biche me surveille

(Léna) École primaire, Condé-sur-Sarthe

Le silence immense 

de l’abbatiale 

m’emporte 

(Océane) École primaire, Saint-Gilles 

Sous le ponton

le buisson de corail

s’envole avec le courant

(Lucie) École primaire, Namur

Tournesols

qui dès l’aurore

écoutez le soleil sans répondre

(Werner Lambersy)

Papillon 

posé sur mon oreille 

pour mieux ne rien me d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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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a : « Une tasse de thé »

Ou selon d’autres traducteurs : « Une bulle à la surface

d’une tasse de thé ». Une bulle fragile et éphémère — 

comme l’est toute vie. C’est aussi une parfaite image

du haïku qui, malgré sa petite taille, refl ète tout ce qui l’entoure, 

comme un miroir.

与
謝 
蕪
村

Buson : « Village de navets »

On se moque souvent de cette plante dans nos contrées, mais 

pas au Japon. D’ailleurs, rien n’est méprisé, rien n’est laissé de côté 

au royaume du haïku. Un clou tordu ou les crottes d’un loup sur 

la neige… Tout a son importance, sa petite histoire à raconter !

Il faut savoir que ce Buson était également un peintre très réputé

au xvıııe siècle. Son pinceau pouvait s’exprimer aussi bien avec

les mots que sans eux.

Au fil des siècles, la plupart des poètes du haïku japonais se sont ainsi 

donné toutes sortes de surnoms. En voici quelques-uns :

d’une tasse de thé

comme l’est toute vie. C’est aussi une parfaite image

du haïku qui, malgré sa petite taille, refl ète tout ce qui l’entoure, 

comme un miroir.

— Il adorait les bananes ?

— Il vivait dans une petite chaumière près de laquelle

poussait un de ces arbres. Il aimait écouter ses larges

feuilles crépiter sous la pluie et se déchirer dans le vent.

Quand il est mort, en 1694, devinez ce que ses amis ont planté sur

sa tombe… Oui, un bananier !

Bashô, c’est-à-dire « Bananier »
松
尾
芭
蕉

— Et si on hésite, on a le droit de changer ?

— Bien sûr. On a tous les droits en poésie ! Tenez, saviez-vous 

qu’autrefois, et encore parfois aujourd’hui, les poètes du Japon 

laissaient de côté leur nom de famille et se choisissaient un nom de 

plume avec lequel ils signaient leurs haïkus…

— Mais pourquoi ?

— Écrire des haïkus, c’est devenir peu à peu quelqu’un d’autre… 

Faire tomber nos masques… Descendre tout au fond de nous pour y 

trouver notre véritable chant…

— Ils se donnaient des noms d’oiseaux ?

— L’un des plus connus s’est appelé Shiki, ce qui signifi e « Petit 

coucou ». Une autre s’est rebaptisée Takajo : « Faucon femelle ».

Mais ce n’était pas le cas de tous, loin de là. Le plus célèbre d’entre 

eux a choisi comme nom de plume :

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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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草间的文字》

如果说花草间有文字，那开花结果
的，会是哪些词语？一本园艺日记，带
你走一趟诗意流淌的文字花园之旅。

	每天早晨，当第一列火车鸣笛响起
时，莫先生会推开他花园的小门；从玫
瑰丛到灌木丛，从花蕾到树叶，他温柔
地跟一花一草道早安。春去秋来，大地
渐渐从五彩缤纷，鲜花盛开过渡到万物
静寂的模样，莫先生的内心却是满足泰
然的，因为他从花草间收获了文字，

一个接一个地词语连成诗，低声述
说着生命的哲理。火车鸣笛再次响起，
何不翻开此书，与我们的园丁诗人一起
探索这个鲜花、植物和文字自由繁衍的
奇异之地……

＊	一本独特的园丁诗人日记，带你从花
草与文字中的细腻，品尝生命中的微妙
哲理，感受事物的美好。

＊	文字优美富有诗意，插图清新悦目，
给读者一个静谧且耐人寻味的阅读体验。

＊ 法国不朽儿童文学奖获奖作者的诚意
之作！

＊	入选 2021 年法国蒙特勒伊书展“已读
并推荐”（Lus	et	recommandés）书单！

＊ 入选 2021-2022 年比利时“小小狂热
书虫”儿童文学奖！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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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多个奖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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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罗琳·范德斯塔彭为比利时插画师，
毕业于巴塞罗那艺术中心大学，获得艺
术硕士学位，并在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
完成了短期培训课程。	她经常为媒体和
比利时文化组织工作。她擅长创作素描
和拼贴画，插图作品充满幽默感和古怪
的气质。

作者： （比）玛丽·科洛特

绘者： （比）卡罗琳·范德斯塔彭

尺寸 :	14.8 x 2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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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 : 平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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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a parcelle d’à côté, son voisin s’affaire déjà : 

il bêche, ratisse et enlève les herbes revêches. Monsieur 

Terre travaille avec tant d’ardeur que des gouttes de sueur 

arrosent ses légumes plantés en rangs d’oignons. Ce 

monsieur porte bien son nom. Ses deux bottes dans le sol, 

c’est un terre à terre. Et un expert. Paré de ses gants en 

plastique, il sélectionne les meilleures graines et les sème 

avec une précision alphabétique : les asperges avant les 

brocolis, les carottes juste après, suivies par les daïkons, 

les épinards, le fenouil et, plus loin, les topinambours. Chez 

lui, pas une feuille de travers, pas une branche rebelle 

Aucune plante ne s’aventure au-delà de la clôture qu’il a 

posée autour du territoire où il jardine sans lever le nez.

— Que vos lavandes sentent bon ! le complimente 

Monsieur Mots.

— Je les ai achetées pour éloigner les pucerons.

Monsieur Terre ne prend pas le temps de respirer leur 

parfum. Il n’est pas du genre à se reposer sur ses lauriers. 

« Quelle idée de s’agiter comme ça ! » pense Monsieur Mots, 

qui sort un livre de sa poche. Sur la couverture, la chenille 

se détend après son escalade. Jusqu’au soir, il lit en silence 

pour ne pas déranger les fleurs qui grandissent…

21

媒体评论

“那些‘在你嘴里融化’或让你‘咬牙切齿’的词、古老的词、古怪的词等等，这一切
让语言充满了乐趣，作者玛丽·科洛特以她巧妙的语言让我们收获了语言的魅力，绘
者卡罗琳·范德斯塔彭则用她微妙的素描创造了一个动人的对比。诗人呢？就在花园里。”

——克劳丁·卡拉姆纳克 -斯图帕，法国《童书新知》（la	NVL	revue）杂志

29

— Il faudrait tailler cette plante, déclare Monsieur Terre, 

cisaille en main.

— Faites-moi une fleur et attendez un peu. D’accord ?

— Juste un petit peu alors : lundi, j’ai besoin d’espace 

pour mes tomates.

Monsieur Terre ouvre un grand cahier rempli de tableaux 

et de colonnes, de courbes et de calculs compliqués. Pas 

étonnant qu’il n’ait pas le temps de se reposer ! De A à Z, 

il explique le B.A.-BA de sa méthode pour rentabiliser 

chaque millimètre carré.

— Vous resterait-il quand même de la place pour ceci ? 

demande Monsieur Mots, paumes ouvertes.

— C’est quoi ? Une grenus incognitus ?

— Pas du tout. C’est une graine de folie, unique au monde. 

Plantez-la où ça vous plaira.

— Et pour l’ensoleillement ? L’arrosage ? Le bouturage ?

— Ne vous faites pas de souci : vos mots doux suffiront.

9ÈME JOUR

Depuis quelque temps, le chèvrefeuille de Monsieur Mots 

grandit beaucoup. Il s’est frayé un passage jusqu’à la 

clôture voisine où il a grimpé pour fleurir à son aise. À la 

racine, le mot feuille papote avec ses frères et sœurs feuillu, 

feuilleton, mille-feuille et effeuiller. Notre jardinier cueille la 

petite famille et la met à l’abri dans ses poches.

返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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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集》

谁曾发现，多样的石头里竟藏
着图画与诗歌，一次纯朴天然的艺
术探索！

有的石头像音乐家，能摩擦发出美
妙的声响；有的石头像魁梧的水手，坚
韧不摧；还有的则像冒险家，沧桑的表
面是旅途的印记……	作者从各式各样的
石头出发，以细腻独特的视角谱写出了
一首关于石头的赞歌。

＊	速写本设计的图画书，巧妙地将各式
石头以精细的笔画纹路呈现出来，将让
每一位爱好观察自然的读者惊叹。

＊	诗歌精简，韵律感强，朗朗上口，给
人赏心悦耳的阅读体验。

＊	插图采用了圆珠笔及石头版画，将水、
毛发、羽毛等多种材质表现得细致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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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p� ël � co� er

CotCotCot Éditions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弗朗索瓦丝·利森 -勒罗伊出生
在比利时的“山丘之国”（Pays	des	
Collines），位于一所乡村学校和美丽
的风景之间。创作至今，已出版约三十
本诗集，其中包括为儿童读者创作的
诗歌读物。她的作品《白面包》（Les	
blancs	pains）获得法兰西学院弗朗索
瓦·科佩诗歌奖。

拉斐尔·德科斯特在图尔奈美术学院
学习绘画，后于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及赫
尔辛基美术学院学习雕刻。2014	年至	
2017	年间在	The	Drawing	box	画廊展
出动画绘图作品。对电影前视频设备和
传统动画技术感兴趣。	与此同时，他继
续着平版印刷和木版画工作，作品由布
鲁诺·罗贝出版社出版。目前在波尔图生
活和工作。

作者： （比）弗朗索瓦丝·利森 -勒罗伊

绘者： （比）拉斐尔·德科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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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这些鹅卵石的多重变换展现出了文本和图像的互相作用。而最令人惊讶的无疑
是两位艺术家的配合无间，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阐释出了这些小石头的自然风貌
与运动，与我们进行感官互动。	在雕塑、音乐、舞蹈和灯光投影之间，鹅卵石外观
的美感自然地呈现出来。”

—–	莫妮克·马尔法特·多赫特，比利时《儿童读物联盟杂志 》（LIBBYlit），
2021	年	9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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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disait attendre la mer. Il ajoutait 
que les mouettes sauraient ainsi 
où passer la nuit si elles venaient 
à se perdre.

De telS raisonnementS amenaient la 
plupart des villageois à LE croire 
irrémédiablement « à l’ouest ».

媒体评论

“文字和图像在作者充满爱意的安排
下，创造出了一个带有诗意、忧郁和梦
想的故事。	艾莉丝·蒙图瓦这部处女之
作中找到了巧妙的叙事手法，随着故事
发展，将主人公的疯狂渐渐变为了对大
海的颂歌。”

——莫妮克·马尔法特，比利时

《儿童读物联盟杂志 》（LIBBYlit），
第 141 期，2020 年 6—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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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之歌》

关于执着、关于孤独，给大小
梦想家的一本图画故事。

一位孤独的水手决定在内陆地区建
造一座灯塔，那是一个距离海岸 200 多
公里的偏僻之地……

这是一场闹剧还是水手的白日梦？
当海浪来临，水手却水中一动不动，这
是梦境的开始还是结束？

＊	故事讲述了一位独居在内陆灯塔里的
水手的故事，带读者揭开孤独追梦者的
忧伤内心，微妙动人。

＊	孤独的水手与旁人的不解形成巨大反
差，突出呼吁多包容与理解他人的故事
主旨。

＊ 2020 年比利时法语儿童读物联盟强
烈推荐！

＊ 入选 2022 年比利时贝纳尔·维塞勒文
学奖！

关于作者 & 绘者

艾莉丝·蒙图瓦毕业于法国图尔奈美
术学院，是一名插画家和作家。在学习
插画期间，她发现了雕刻并尝试了多种
图形技术。	2015	年，她在小城蒙佩扎 -
苏斯 -鲍松开设了自己的丝网印刷工作
室。作品灵感多来自于大自然和野外风
景。《灯塔之歌》是她的第一本绘本作品。

作者： (法）艾莉丝·蒙图瓦

绘者： ( 法）艾莉丝·蒙图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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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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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famille aurait péri au cours d’une 
tempête au large des côtes bretonnes 
alors qu’il gardait un phare isolé. 
DEPUIS, il avait échoué sur la lande, 
porté par les vents après bien des 
dérives.

une sombre histoire, en vér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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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人奶奶》

一本充满超现实主义和诗意气氛
的故事绘本，通过孙女天真温柔的角
度，含蓄地讲述了老年人记忆衰退及
阿尔兹海默病的问题。

虽然奶奶有时会糊涂和搞不清方向，
但她是一位非常有创造力的诗人！	她会
跟我讲述希腊的风景，圣马可广场的鸽
子，还有许多许多好玩儿的地方，听她
讲故事，念书就等于是旅行了一趟！

＊	一本关于诗歌与故事创作的绘本，透
过隔代间的温情互动营造出温馨动人的
气氛，唤起读者对老年人的关注。

＊		文字富有韵律，趣味的游戏文字更添
阅读趣味，让小读者浅尝诗歌的魅力。

＊	插图采用了摄影、绘画、拼贴和数字
作画等媒介，使插画独具一格，为小读
者体验艺术的探索。

＊ 入选 2019 年比利时“小小狂热书虫”
儿童文学奖。

＊	入选比利时保罗·赫特曼儿童图书双年
展。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弗朗索瓦·大卫为法国儿童文学作家，
著有大量诗集与短篇故事。	其作品文字
内敛而富有诗意，所描述的情境严肃却
细腻入微。他同时也是Møtus 出版社的
创始人及总编。

伊利斯·威尔克为比利时插画家，曾
在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插画。常
使用各种混合媒体技术进行创作，为多
家新闻报刊创作插画。

作者： （法）弗朗索瓦·大卫

绘者： （比）伊利斯·威尔克

尺寸 :	21 x 29.7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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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ie  ne  fait  pas  revivre  le  passé  seulement  avec  des  chansons.  Elle  y  parvient 
également  avec  des danses. La  valse,  bien  sûr  (je  ne  sais  pas  comment 
elle fait pour valser, valser et  valser  encore  sans  avoir  la  tête  à  l’envers. 
Moi, ça me  donne si vite  le  tournis !) Mais elle m’apprend aussi 
des  danses dont je ne connaissais même  pas  le  nom. Comme  le  sirtaki.
Chaque  fois,  d’abord,  elle  m’indique  d’une  voix  assurée  « Le  sirtaki, c’est  grec ! » 
Elle  me  pose  le  bras  sur  l’épaule,  en  redressant la tête. J’adore quand elle  fait  ça. 
On plie les genoux, trois fois. Et puis, on part à droite, la jambe gauche par devant, 
puis par derrière en tournant les hanches, puis vers la droite à nouveau aussi vite 
que mamie peut…
 
– Hé ! Mamie ! Mamie ! Attention à ne pas tomber !

On va à son rythme, doucement, jusqu’au bout de la pièce, et puis de l’autre côté, 
jusqu’au mur. Et on danse le sirtaki, au son de la musique que mamie fredonne.

– Zorba le Grec, ça s’appelle Zorba le Grec, me dit mamie. 

Souvent,  elle  ne  sait  plus  les  paroles,  alors  elle  les  remplace par  « Tatatata » 
et elle chante encore plus fort.

Un jour… TATATATA… 
Zorba… TATATATA… 

Dans son pays… TATATATA… 
Il chante… TATATATA… 
Il danse… TATATATA… 
Le sirtaki… TATATATA… 

J’ai  peur  que  mamie  ne  s’essou�e  et  je  fais  attention  à  ne  pas  prolonger 
la danse. Mais elle a  toujours un si grand sourire quand elle sirtakize avec moi… 
et avec Zorba.

媒体评论

“摄影媒介的各种变化提供了一系列进入想象的机会，也拉近了读者与战争、贫
困、疾病等敏感主题的距离……这就是绘本《我的诗人奶奶》的情况，它微妙地探
讨了阿尔茨海默病这个主题。对于伊利斯·威尔克的插图，混合了摄影元素和纯色的
拼贴画与作者弗朗索瓦·大卫的文字相呼应，使得故事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维度，重塑
了褪色记忆中的语言。”

——	法国图卢兹遗产图书馆举办的《卡擦，儿童文学中的摄影》展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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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âce à ma mamie magicienne, papi est vivant. Et il n’y a pas que papi qu’elle fait 
revivre. Elle ressuscite le passé aussi. Avec les chansons comme baguette magique.  
Ce sont des  chansons  que  sa  grand-mère  lui  chantait lorsqu’elle était enfant. 
Ça  me  fait  toujours sourire  d’imaginer  mamie toute petite. Et ça m’attendrit. 
Beaucoup beaucoup.
Souvent,  ce  sont  des  chansons  d’amour.  Mamie  chante  fort,  et  avec  passion,  
en tremblant un peu de la gorge :

Quand nous en serons au temps des cerises
Et gai rossignol et merle moqueur

Seront tous en fête…
 
Je lui demande :
– Pourquoi il se moque, le merle, mamie ?

Mais elle semble ne pas m’entendre. Déjà, elle enchaîne :

Les belles auront la folie en tête
Et les amoureux du soleil au cœur

– Mamie, pourquoi il se moque, le merle ?

Elle  est  trop  concentrée  sur  la  chanson,  elle  ne  répond  toujours pas. Et puis 
elle passe à la �n :

J’aimerai toujours le temps des cerises
Et le souvenir que je garde au cœur

– Elle est jolie, ta chanson, mamie ! Et tu chantes bien !
– Merci mon petit tchou.

Alors ?  Pas  facile,  hein !  C’est  bizarre,  mais  ça  vient  mieux  quand  on  transforme 
toute une  phrase. Vous allez  voir ! En  assemblant  les  mots. En les trans�gurant. 
On les reconnaît toujours un peu, puisqu’on devine le sens. Et en même temps, 
les mots sont comme neufs. On dirait qu’ils veulent s’envoler.

Ils ont un joli son. Et surtout, surtout, ils font rêver.

Si  vous  voulez,  vous  pouvez  essayer  (mamie  dirait  «  vous  pouvez  arlequiner  »)    
avec ces phrases :

 • Est-ce que la mer est toujours ble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aimerais bien qu’il fasse beau ce dimanch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tre-moi la clé du cagib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ur  la  dernière,  c’est  plus  di�cile,  car  "cagibi", c’est  déjà  un  mot  qui  réveille 

les oreilles. Là, pour faire mieux, il faut réellement avoir de la mamisque.

Mais  je  vais  regarder par  la  fenêtre :  et  si  vos  mots  sont  légers,  s’ils  sont aériens, 

s’ils  s’élèvent dans la poésie, comme ceux de mamie, peut-être que je les verrai 

pass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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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棵树》

小镇计划建造一条高速公路，但建
造计划显示这将严重破坏生态并影响镇
上的村民。	为了拯救一棵百年的椴树，
弗朗索瓦和伙伴黛安以独创的方式，加
入了当地居民反对小组，参与到对抗这
个破坏性建造项目当中。

＊	小说围绕居民捍卫百年古树的故事展
开，从青少年的角度看待整件运动的起
落，旨在渲染大自然环保意识，鼓励青
少年参与社会活动，培养公民责任感。

＊ 龚古尔短篇小说奖得主的最新作
品！

＊	行文流畅，情感流露自然，双色插图
贯穿整篇小说，更添阅读趣味。

CAROLINE LAMARCHE 
AURÉLIA DESCHAMPS

CotCotCot éditions

MILLE A R BRES

关于作者 关于绘者

卡罗琳·拉马尔什为比利时诗人、
小说家、戏剧作家、广播剧作家、比利
时法语语言及文学皇家学院成员。凭借
第一部长篇小说《狗的日子》（Le	jour	
du	chien）获得 1996 年罗塞尔奖；小
说《鹿的房子》获得 2017 年 ADELF	欧
洲奖以及小说《我们在边缘》获得 2019
年龚古尔短篇小说奖（Goncourt	de	la	
Nouvelle）。2020 年因其文学成就获得
比利时瓦隆-布鲁塞尔联邦五年文学奖。

奥雷莉亚·德尚出生于法国，移居布
鲁塞尔，毕业于比利时圣吕克艺术学院
插画专业。多年来，她一直从事各种艺
术项目，担任插画师，并在中学教授造
型艺术。她的作品唤起了介于日常现实
生活和梦境之间的世界。常从植物世界
中汲取灵感，喜欢在她的图像中使用不
同的媒体，例如绘画或拼贴画，以及数
字绘画。《千棵树》是她的第一本儿童
读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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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 quand je l’ai appelée, elle m’a dit :
— Bonjour mon François. Tu vas bien, mon chéri ? 

Alors tu veux venir me voir à vélo ? Formidable ! Mais 
c’est loin, et tu n’es pas obligé, tu sais. Joue avec tes 
amis, tu verras bien après.
Jouer, non plus, n’est pas tellement fréquent à notre 

âge. On reste assis contre un mur, en ville, et on 
discute, tantôt avec les filles, tantôt sans (moi toujours 
sans, en tout cas). Parfois, Diane passe à vélo et elle 
crie :
— Toujours à discuter ?
On ne dit rien, un peu vexés, on la regarde passer en 

pensant qu’elle est craquante, dans son mini-short et 
son t-shirt trop court. Pour moi elle est très belle, avec 
ses yeux de chat, des yeux rieurs qui réfléchissent, 
aussi. Rire et réfléchir, ça va bien ensemble, on dirait. 
Puis, vers le soir, elle repasse dans l’autre sens.
— Toujours à discuter ?
Alors l’un de nous, plus téméraire, réplique :
— Et toi, t’as fait quoi, toute seule comme 

d’habitude ?
— J’ai été jusque chez mon père, là-haut.

42

Mais Mariette ne se plaint pas. Parce que les gens des 
lotissements sont aimables. Qu’ils l’invitent chaque 
année au barbecue de quartier. Et qu’elle apporte le 
dessert : des fraises de son jardin. Et que grand-père, 
en fi n de compte, était un démocrate. Je l’ai toujours 
entendu dire :
— On ne peut pas empêcher les gens de vouloir 

s’installer à la campagne.
Mais voilà, à cause d’eux, dit l’ingénieur Prévert, il 

faut construire une autoroute. Parce qu’il manque 
vraiment de transports en commun, à la campagne, 
et que les gens doivent donc prendre leur voiture 
pour aller travailler en ville. Moi, je me demande 
souvent : pourquoi est-ce qu’on ne pourrait pas 
lancer des lignes de bus vers les villages ou remettre 
en fonction le chemin de fer du fond de la vallée ? 
On pourrait même imaginer des navettes sur la rivière 
ou un téléphérique qui escalade la colline. Ce serait 
amusant et pratique, tout en respectant le paysage.
Ces derniers temps, il semble que le projet se précise. 

Des arpenteurs sont venus planter des piquets peints 
en rose vif et il paraît que des promoteurs achè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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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

聚焦底特律——人口和经济衰退
的城市，讲述经济萧条的社会故事。

“早在我出生之前，底特律就被称为
“汽车城”。	它是汽车之都，进步之都！	
可今天，整个街区都被拆除，居民被威
胁着要驱逐出城。我决定行动起来……”

金融危机打击了美国的次级抵押贷
款部门，底特律是受金融危机打击最严
重的城市之一。在人口、经济和社会萎
缩的影响下，该城市经历了领土和经济
活动的直线下跌，成了一座“收缩中的城
市”。	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失业和征
用不再只影响非裔美国人，也影响着白
人中产阶级……

＊	一部给青少年讲述经济萧条与失业问
题的短篇小说，为罕见的社会话题小说，
帮助青少理解社会时事，并鼓励关心社
会，培养公民意识。

＊ 比利时弗兰斯·德韦弗文学奖得奖作家
的最新作品！

＊	书末附有专有名词解释，帮助读者理
解故事，了解另一种文化。

＊		图文并貌，双色插图贯穿整篇小说，
帮助进入故事情景。

ALIÉNOR DEBRO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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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道路》获得 2017 年比利时弗兰斯·德
韦弗文学奖，另一部小说《没有莉莉的
一百天》入围	2020	年罗塞尔文学家奖
最终短名单。目前她尝试着为青少年写
作，《艾拉》（Hela）为她为青少年所
作的戏剧作品，将由咯咯咯出版社以图
形小说的形式出版。

伊芙琳·玛丽是一位插画家和雕版画
家。	在巴黎学习应用艺术后，她定居法
国阿尔代什省南部。创作中偏好探索图
形和背景、丰满和空虚、质量和线条的
组合，风格以极简主义作为主。常年与
法国多家童书出版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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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 n’as qu’à prendre un taxi.
– Et toi ?
– Moi, je reste.
– Toute seule ? »
J’ai jeté un œil vers Jimmy. Sa sœur venait de le 

rejoindre. J’espérais qu’il me propose quelque chose, 
n’importe quoi. J’espérais… Comme si le Nain Rouge 
allait intervenir. Lui ou n’importe quel esprit de 
pacotille. Jimmy s’est retourné, m’a souri encore. Je 
me suis approchée. Sa famille venait les retrouver, sa 
sœur et lui. Il a fait les présentations. Il connaissait mon 
prénom ! Je n’en revenais pas. Dans mon dos, mon 
amie tapait du pied. Le père de Jimmy a finalement 
proposé de nous ramener. Mia s’est assise à l’avant du 
pick-up, et Jimmy et moi, on s’est calés à l’arrière pour 
regarder les étoiles. On a déposé Mia à quelques 
maisons de chez elle, pour que le bruit du moteur 
ne la trahisse pas. Elle s’est glissée à l’intérieur par 
la porte latérale. Chez moi, tout le monde dormait. 
J’ai fait signe à Jimmy depuis le porche, avant de me 
faufiler dans mon lit. C’était la meilleure journée de 
ma vie.

76

Nous avons attendu maman plus longtemps que 
prévu, mais pas suffisamment pour être vraiment 
inquiètes. Nous savons qu’elle a tendance à rentrer 
tard quand elle travaille au potager avec Nancy. 
« Produire ses propres légumes est devenu une arme 
citoyenne pour lutter contre la crise et se réapproprier 
le territoire », répètent-elles souvent en chœur. Nous 
nous inquiétions surtout pour le chat, que maman ne 
voudrait certainement pas garder. C’était une soirée 
du début de l’automne et le soleil nous chauffait les 
épaules. Lucy caressait doucement la tête du chaton 
du bout de l’index. Je lui avais dit de le laisser se 
reposer et, pour une fois, elle m’avait écoutée.
Nous avons finalement vu maman arriver sur son 

vélo. Très vite, j’ai compris que quelque chose n’allait 
pas, parce qu’elle l’a déposé dans l’allée sans se 
préoccuper de le ranger dans le garage. Quand elle 
s’est approchée de nous, j’ai vu qu’elle avait les yeux 
rouges. Ça ne pouvait pas être à cause du vent, car 
il n’y en avait pas du tout ce soir-là. Lucy, elle, n’a 
rien remarqué. Elle attendait, les yeux écarquillés, 
que je prononce les mots que nous avions répét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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