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LVETIQ 出版社是一家成立于2008年的瑞士国

际出版社，坐标于瑞士巴塞尔和洛桑。作为灵感丰富的创意

家，HELVETIQ团队是一群喜爱游戏、书籍和设计的大朋友，

乐于聚在一起捣鼓印刷和数字创作的新体验。

 这群会说14种语言的大朋友，以法语、德语和英语出版

了儿童读物、成人虚构类书籍和图像小说，邀请全球40多个

国家及地区的读者一起在平常中发掘新奇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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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普 读 物 

《宇宙在此—天体物理学之旅》

《叮！市场营销是如何迷倒世界的？》

《树木全书》

《女公民！》 《狗狗的职业世界》

《观鸟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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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뻿 由物理学家及诺贝尔获奖科学家米歇尔·
马约尔作序携手打造，内容科学权威！

	뻿 罕见的天体物理学科普漫画，内容清晰
易懂，适合青少年及成人阅读。	

	뻿 幽默有趣的绘图，让读者轻松读懂复杂
深奥的科学概念！

	뻿 配合冒险故事及笑话，回顾多名重要科
学家的成果及相关科学知识，轻易掌握科学
知。

《 宇 宙 在 此 ： 天 体 物 理 学 》 

（瑞士）赫尔吉

返回首页

一本简单有趣科普绘本，
让孩子跟随诺贝尔科学家的脚步，
踏入天体物理学的宇宙世界！

		
			“引力波、相对论、著名的黑洞了……”这
些概念你真的都了解吗？它们对于人类认识
宇宙有什么意义？谈论宇宙为什么一定要知
道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这本《宇宙在
此》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带我们从多个基本科
学概念入手，解释了天体物理学的基本知识
与原理，揭开了复杂物质现象背后的奥秘，
是一本青少年与成人都会爱上的科普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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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뻿 内页预览

《 宇 宙 在 此 ： 天 体 物 理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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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뻿 以狗狗的职业为主题的科普书，题材罕
见新颖，带读者从另一面认识狗狗的技能与
重要性。

	뻿 收录超过五十个犬种及其所从事的职
业，了解狗狗在人类社会的职能，培养爱护
动物的意识。

	뻿 内容丰富有条理，插图精美有设计感，
给人赏心悦目的阅读体验。

《 狗 狗 的 职 业 世 界 》 
文字：
插图：

尺寸：

装帧：

页数：

出版日期：

原版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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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瓦莱里娅·阿洛伊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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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玛格特·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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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五十种犬种的职业生涯，
了解人类不可或缺的狗狗助手！

		
	 	 	狗狗可以拯救生命，帮助人类保护财产；
可以寻找藏物，嗅出罪犯，还能引导盲人，
安慰病人……这本书将带你深入了解狗狗的
职业世界，发现超过五十个犬种擅长的技能
与其所从事的职业。从保护无价画作到协助
警察或收集网球，这些狗狗的能力将超乎你
的想象！

 -  2022年6月少儿科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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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年6月少儿科普 -

狗狗也工作，真的吗？	

狗狗与人类的故事

最受欢迎的工作犬品种有哪些？	

熟为人知的职业
为什么工作犬是我们最好的盟友？ 

鲜为人知的工作	
工作犬为什么要装备自己？ 

不寻常的工作	
训练工作犬有什么用？	

被遗忘的工作	
一只勤劳的狗狗如何保持动力？ 

神话般的工作	
工作犬的生命阶段是什么？ 

名人的狗狗v工作	

	뻿 目录

《 狗 狗 的 职 业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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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hien et l’humain,  
c’est toute une histoire

D’où viens-tu, toutou ?

Grands ou petits, courts sur pattes ou élancés, à poils longs ou courts, avec des 
oreilles dressées sur la tête ou tombantes, au museau pointu ou aplati… Près de 
400 races de chiens sont recensées aujourd’hui. Tous les canidés, aussi différents 
soient-ils, ont un ancêtre commun : le loup. On pourrait le deviner en observant 
le berger allemand, le malinois ou le malamute. Mais personne ne parierait sur un 
lien de parenté entre le grand prédateur et le shar-peï, le bouledogue français ou le 
petit chihuahua !

Le loup est un animal sociable qui aime vivre en meute. Dans ce groupe pouvant 
compter une trentaine de membres, chacun connaît la place qu’il occupe et son 
rôle. La hiérarchie et l’obéissance, c’est sacré ! Certains élèvent les louveteaux 
tandis que d’autres partent chasser… Grâce à sa capacité d’adaptation et à son 
organisation sociale, l'animal a pu survivre dans une nature souvent hostile.

Des traces d’une amitié millénaire

La cohabitation entre le loup et l’humain a commencé pour une simple et bonne 
raison… Attiré par les restes de nourriture, l’animal s’est approché des campements 
de tribus primitives. Il y a par la même occasion trouvé une protection pour ses 
bébés, car l’être humain n’hésitait pas à s’occuper des louveteaux les plus fragiles  
ou abandonnés. 

Il existe de grandes différences de tempérament entre les loups. Certains sont 
plutôt méfiants alors que d’autres se montrent curieux. Les humains ont commencé 
par croiser les individus les plus dociles et amicaux pour pouvoir vivre en harmonie 
avec eux. 

Puis, avec le temps, ils ont sélectionné les loups les plus aptes à remplir certaines 
missions utiles comme courir vite pour la chasse ou détecter les intrus pour la garde. 
Ce processus d’élevage s'est étendu sur plusieurs milliers d’années jusqu’à mener à 
l’apparition des chiens. Des races de toutous avec des caractéristiques physiques et 
aptitudes différentes sont ainsi nées. 

C’est au Moyen-Orient qu’ont été retrouvés les plus anciens squelettes humains 
enterrés avec des chiens. Ces découvertes archéologiques ont permis de faire 
remonter la relation entre les deux espèces à plus de 15000 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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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hien de berger

Être doux comme un agneau et savoir se faire respecter

Historiquement, les chiens de berger étaient massifs et adaptés au combat. Ils devaient 
défendre les troupeaux contre les grands prédateurs comme le loup ou l’ours. Les bergers  
et bergères ne connaissaient pas de technique de dressage, seul l’instinct de protection du 
chien comptait.

Le travail de conduite de troupeaux tel qu’on le connaît s’est développé plus tard : entre le 
Moyen Âge et le 20e siècle en Europe et dans les territoires colonisés. Les chiens de bergers 
sont devenus plus petits, rapides et agiles.

Ce métier millénaire s’est raréfié au fil du temps avant de signer son grand retour avec la 
réapparition du loup dans les pâturages. Un loup veut se faire un mouton pour le goûter ?  
Le vaillant chien de berger n’en fait qu’une bouchée ! 

Sa mission
 
Aider les bergers et bergères dans la conduite de 
leurs troupeaux lors des transhumances et protéger 
les bêtes contre les prédateurs. Le chien de berger 
sait parfaitement diriger « son » troupeau et se faire 
respecter du groupe tout en gardant une attention de 
tous les instants aux gestes de son humain. Le toutou 
aide à regrouper ou à diviser le troupeau de moutons 
ou de chèvres. Il va aussi chercher les animaux  
– farceurs ou apeurés – qui se sont égarés. 

Tu le savais ?

Le chien de berger considère les moutons et les 
chèvres comme faisant partie intégrante de sa famille.
Pour eux, il est prêt à braver tous les dangers.

Qualités 

Intelligence 
Courage
Instinct de protection
Assiduité
Réactivité

Races 

Border collie ↑
Berger australien
Berger des Pyrénées
Berger des Sh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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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ïka, la chienne astronaute
Vers l’infini et au-delà

Après avoir lancé avec succès le premier satellite artificiel Spoutnik 1, les Soviétiques voulaient 
aller plus loin en envoyant le premier être vivant dans l’espace.  

Plusieurs chiennes recueillies dans la rue ont suivi un entraînement sévère. Pour les habituer 
à une cabine de 80 cm de long, les chiennes ont été confinées dans des cages de plus en plus 
petites... Elles ont aussi été installées dans des centrifugeuses qui simulaient le lancement de la 
fusée et dans des machines reproduisant les bruits du vaisseau spatial.  

Pour célébrer les 40 ans de la révolution russe, Spoutnik 2 s’est envolé dans l'empressement un 
mois à peine après son prédécesseur. Le 3 novembre 1957, la petite chienne Laïka – qui signifie 
« petit aboyeur » en russe – est devenue le premier être vivant en orbite autour de la Terre.

Sacrifiée pour la conquête de l’espace
 
Qu’on se le dise, la mission ne prévoyait pas de faire revenir Laïka vivante. Selon la version 
officielle, elle devait être euthanasiée avec de la nourriture au plus tard lors du retour du 
vaisseau dans l'atmosphère. Mais 7 heures seulement après le lancement de l’appareil, la 
chienne astronaute meurt en raison de stress et d'une défaillance qui a fait monter à 40 °C la 
température de la cabine.  

Autres temps, autres préoccupations... Les révél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mort de Laïka n'ont 
été révélées que des décennies plus tard.

Tu le savais ?

Seule des chiennes ont été sélectionnées pour 
participer au programme spatial de l’URSS. 
Comme elles n’ont pas à lever la patte pour faire 
pipi, les femelles ont besoin de moins de place… 
Dans l’étroitesse d’une cabine spatiale, chaque 
centimètre compte. 

Fiche d’identité 

Vie : 1954 - 1957
Race : bâtarde, croisée husky sibérien
Exploit : premier être vivant  
à être allé dans l’espace
Contexte politique : guerre froide



《观鸟全书》

一本简单有趣的鸟类科普书
了解30种鸟类的特征

掌握观鸟技巧

大自然科普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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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尺寸：

装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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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原版定价：

适读人群：

关键词：

(瑞士)丽莎·沃萨德

（瑞士）丽莎·沃萨德

18.5 x 25.5 x 2.5 cm

全彩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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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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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知识、大自然科普

什么是松鸦？谷仓燕的巢是由什么
构成的？野鸭怎么能睁着一只眼睛睡
觉？为什么有些鸟会迁徙，有些则不
会？

翻开此书，我们将发现原来鸟类的
世界那么迷人! 书本将世界禽鸟按栖息
地分类，配以逼真的插图，介绍了30
种鸟类的基本属性（如蛋的大小、羽毛
颜色、饮食、迁移习惯等），外形特
征、生活习性以及有趣的知识点。作为
观鸟指南，本书还系统地指出了最佳观
鸟地点，识别鸟类的技巧，让小读者迈
出新晋鸟类学家的第一步!

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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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沃萨德（Lisa Voisard）是一位来
自瑞士洛桑的平面设计师和插画家。自2016
年以来，除了插画创作，她也一直在制作装
饰品，如带框插图、纺织品创作和明信片。
同时也是一名自然爱好者，喜欢从动物和植
物中获得创作灵感。《观鸟全书》与《树木
全书》为她创作的首部科普书籍。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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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全书》

关于树木的有趣百科书
了解常见树木特征属性

读懂树木的秘密

大自然科普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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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知识、大自然科普

你知道吗，银杏叶在恐龙时代就已
经存在了！阿罗拉需要50年才能结出
第一个果实！你还知道吗，落叶松是
欧洲唯一每年冬天都会脱落针叶的植物
呢！

在《树木全书》中，你将发现世界
30种树木的属性特征，它们遍布在城
市、公园、高山上或森林里。每一种树
木档案都配有逼真插图、详尽的观察指
南（叶子、花、树皮）和大量有趣的信
息。最后还有一章揭示了树木世界的所
有秘密：它们是如何呼吸、繁殖、相互
交流的。继鸟类学家，成为树木专家将
是你的下一个挑战任务!

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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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市场营销是如何迷倒世界的？》

一本妙趣科普书

带孩子读懂市场营销，

了解世界商业运作模式，
学会理性消费。

青少年经济科普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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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装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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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原版定价：

适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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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卡里·斯坦曼、
劳拉·西蒙
（比）玛丽安·范·德·瓦勒

24 cm x 26.5 cm

全彩精装

64 页

2020年9月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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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普、财商教育、广告、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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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公民——关于女性投票权》

历史上的女领导人
给青少年的女权主义

科普读物

平权教育科普读本

文字：

插图：

尺寸：

装帧：

页数：

出版日期：

原版定价：

适读人群：

关键词：

(瑞士)卡罗琳·史蒂文

（拉脱维亚）艾丽娜·布拉斯利娜

26 x 19 cm

全彩精装

144 页

2021年9月

21€9

9岁+

女权主义、女性领导人、平权教育

“成为女公民”的含义是什么？为什
么女性要求获得投票权？历史上的女性
又是如何赢得这项权利的？ 对于那些
还没有权利的人，她们该如何争取？

作者卡罗琳·史蒂文 (Caroline 
Stevan) 回顾了世界性别平等的斗争历
史：从 18 世纪的先驱到今天的积极妇
女，从中国、美国再到瑞士的女权人
士，给青少年读者述说历史上那些鼓舞
人心的女性故事以及世界女性领导人的
励志事迹，从而唤起少年读者的性别平
等意识。

一本为小小公民所写的科普书，
献给未来社会的ta。

Cover_cmyk.indd   1 14.07.2021   16:16:52

9岁+



	뻿 关于女性争取权益故事，内容丰富而鼓舞人心，为市面上罕有的女权主义青少科普读物。

	뻿 多位历史女性领导人的奋斗事迹，具有励志意义和平权教育意义。

	뻿 文字通俗易懂，视角中立，适合小学高年级及中学生阅读。

	뻿 插图多彩生动，趣味十足。

亮点

卡罗琳·史蒂文(Caroline Stevan)出生于
伯尔尼，毕业于新闻学，从业于报刊业，
在Le Temps 报社负责国际和文化板块。
于 2019 年加入 RTS 电台并共同策划 Alt + 
1000 摄影节。《女公民》为她与瑞士出版
社Helvetiq合作出版的第二本书。另著有《
合拼车》（Blablacar）及《法国与我》（la 
France et moi）。

作者简介

绘者简介

艾丽娜·布拉斯利娜(Elīna Brasliņa )是一
位拉脱维亚插画家，自2014年起投身于 插
画创作，出版了大量儿童读物，在全球范 围
内出版，获得多个奖项，并入选凯特·格林
威奖(The Kate Greenaway Medal)。

返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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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绘 本

《百变的名字，唯一的我》 《你的心有多大？》 《舔一舔》 《森林里的乐队》

《嘿，上面的！》 《迷失之书》 《弗里达》 《百无禁忌的一天》

新

新



《百变的名字，唯一的我》

 假如名字会跟着情绪变化，
你会怎么写呢？

你知道吗？原来名字的写法可以有多种变
化！当写得像米粒般小时，你感觉自己就像宇宙
星辰中的一粒微尘；当写得巨大时，你会感觉自
己信心满满，准备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而当你
想咆哮翻滚时，会不自主把笔画胡乱挥舞！

小男孩阿诺就是通过同写字方式来表达他的
心境：ARNOLD、arnold、ARRRRRRNOLD……
不同的写法，代表不同的情绪，但都是同一个自
己。作者通过字体进行图像创意改写，将情绪形
象具体化，向小读者展示了另一种情绪表达的趣
味方式！

文字：

尺寸：

装帧：

页数：

原版定价：

适读人群：

（法）安妮-莉丝·布坦

17 cm × 24 cm

全彩精装

24 页 

14 €

4岁+

关于作者&绘者

绘图：（法）迪迪埃·利维
亮点

 뻿  新奇趣味的创意绘本，结合字体设计与情绪表
达，让孩子在文字书写中找到创意发挥的乐趣！

 뻿 利用文字的象形表达，帮助孩子理解情绪。

 뻿 文字的创意趣味变化，有助激发孩子识字学习
的欲望。

	뻿法国著名儿童作家，不朽儿童文学奖及兰德诺
奖获奖者的最新力作！

迪迪埃·利维，法国著名童书作家，出版超过
200本童书，作品被翻译成20种语言在全世界销
售。曾获得不朽儿童文学奖及兰德诺奖。

安妮-莉丝·布坦为法国插画师，毕业于巴黎
装饰艺术学院。已出版多部儿童图画书，并与多
家知名媒体杂志合作，如《世界报》、《卫报》
、《纽约时报》等。

返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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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的名字，唯一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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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里的乐队》

 听！森林里的动物正在欢声演奏，
快打开书加入他们吧！

       “嗒-突，突-嗒！嗒-突，突-嗒！”
在偏远的森林里，两只灰色犰狳敲打着鼓，

随同样的旋律生活着。但这天，森林里出现了外
来的动物：一只吹喇叭的海鸥，还有一只跳恰恰
舞的猫！犰狳听不惯这陌生动物的奏乐，立即把
它们给赶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森林里传来奇怪的旋律。好
奇的犰狳跟随声音，来到了一片响着欢乐音乐的
空地上：是一群动物在演奏！有钢琴、吉他、喇
叭、竖琴等各种它们没见过的乐器……

两只犰狳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文字：

尺寸：

装帧：

页数：

原版定价：

适读人群：

（瑞士）穆格、德维吉

21 cm × 15 cm

全彩精装

64 页 

14.90 €

4岁+

关于作者&绘者

绘图：（瑞士）穆格、德维吉
亮点

 뻿   一本关于声律与节奏的趣味绘本，适合作为
亲子大声朗读的音乐启蒙素材。

 뻿 由剪纸艺术搭建起的插图设计，给人耳目一新
的阅读体验。

 뻿 以音乐合奏为主题的故事，隐喻着不同群体和
谐共处的理念，培养小读者的包容与爱心。

穆格 (Moog) 和 德维吉 (Dwiggy) 在瑞士生
活和工作了将近二十年。穆格是一名自由平面
设计师和教师；德维吉最初是一名社会教育工作
者，现在是一名专业教师。两人对日常生活中的
文字、声音和图像创作充满热情，并从各种动物
的奇特声音中获得乐趣。这个共同爱好促进了他
们创作了《森林里的乐队》这本声乐探索绘本。

返回首页



《森林里的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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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插图：

尺寸：

装帧：

页数：

出版日期：

原版定价：

适读人群：

关键词：

（瑞）娜塔莉·维斯 、伯纳德·乌兹

(法) 劳伦斯 ·克莱门特

32.5 x 25 cm

全彩精装

48

2021年11月

16 欧元

5岁+

互动游戏绘本、森林冒险

 这是一本迷失在巨大森林中的书，它正等
着你来帮忙找到出路。但注意了：要在狼群、
蝙蝠群和雾蒙蒙的沼泽间行走并不容易！甚至
还有传言说女巫在这些树林里徘徊呢……快动
起来，颤抖、奔跑、跳跃、躲藏：逃出森林，
你将需要用尽所有的能量！

作为互动游戏绘本，《失落之书》适合邀
请小朋友、家人甚至学校伙伴一起阅读，让小
读者们在阅读中体验乐趣，在游戏中阅读！

 뻿 以森林逃亡为主题的游戏绘本，适合作
为亲子互动及课堂活动的创意阅读辅材。

 뻿 每一页有相应的游戏动作提示（躲藏、
俯身、抬脚、静音前进等），给小读者一个
故事与运动相结合的阅读体验！

 뻿 插图采用第一视角进行，营造悬疑紧张
的气氛；故事以惊喜结尾，趣味更浓！

亮点

《迷失之书》

亲子互动 -  游戏绘本 - 趣味阅读

返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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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童书作者夫妇共同为孩子设计的创
意阅读作品，娜塔莉·维斯（Nathalie Wyss）
是一位书商和儿童读物作者；而伯纳德·乌兹
（Bernard Utz）是瑞士“大声朗读日”活动的负
责人，俩人目前与两个孩子一起住在随时沃州
的乡村。

劳伦斯 ·克莱门特（Laurence Clément） 
于1968年出生于法国贝尔福，是一位儿童插
画家。其作品幽默轻松，富有感情；无论是在
纸上还是在墙上作画，她探索世界的方式均离
不开绘画创作。她还喜从不同的插画项目中获
取灵感，丰富她的作画元素，并偏爱图形来创
作，使作品线条更饱满。

作者简介 插画家简介

返回首页



文字：

插图：

尺寸：

装帧：

页数：

出版日期：

适读人群：

已售版权：

关键词：

（瑞士）安妮塔•莱曼

（瑞士）凯西亚•弗莱莎

20 x 27 cm

全彩精装

48

2019年10月

4岁+

波兰语

爱心、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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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舔一舔，亲一亲》

独家绘本

字数：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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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it-1 extrait-2

extrait-3 extrai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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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插图：

尺寸：

装帧：

页数：

出版日期：

适读人群：

关键词：

（瑞士）娜塔丽娥•维斯； 
（瑞士）贝尔纳•于兹
（法）杰米•阿斯宾纳

20 x 27 cm

全彩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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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

4岁+

动物、科普、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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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你的心有多大？》

独家绘本

字数：350

ᬬࢧḒᶭ



extrait-1 extrait-2

extrait-3 extrait-4

Le mien galope fièrement dans le vent, je suis le cheval, 
mon cœur est grand comme un ballon de rugby.
Il apprécie chaque plaine, chaque pâturage.

Le mien tourbillonne dans les nuages, je suis le moineau, 
mon cœur est grand comme une bille.
Il se réjouit du chant de mes amis.

Le mien se repose sous terre durant l’hiver, je suis l’ours, 
mon cœur est grand comme un ananas. Il conserve en lui 
le souvenir des terres que je parcours.

Le mien fait trembler la terre et la poussière, je suis l’éléphant,
mon cœur est grand comme une pastèque.
Il garde en lui la mémoire de mes ancêtres.

ᬬࢧḒ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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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售版权：

（法）波比•马蒂格

20 x 27 cm

全彩精装

32

2019年3月

5岁+

人际交流、团结友爱、设计

葡萄牙语版权已售（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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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嘿！上面的！》

独家绘本

字数：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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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

miaou

!

M
ER

C
I

BONNE JOURNÉE !

Monsieur

Pépère
voud

rait

bien
 cela

 !

Bonjour !
Madame Nostalgie

vous fait dire
ceci ! Aurie

z-v
ous

du 

sucre ?

Hello !

Votre

maison

est superbe !

faites attention 
quand vous 

arrosez les 
plantes !

Avez-vous
vu

l'eclipse ?

Oui

Madamebouboumet sa musiqueTROP forte !

hez les olahos,
tous les habitants vivaient haut perchés.

n jour, l’un d’eux éleva sa demeure.
e suivant, trouvant l’idée bonne,

construisit la sienne juste au dessus.
Puis chacun alla se nicher
le plus haut possible...

hacun vivait  sa
hauteur pour ne pas se 
faire embêter par les 
autres. upporter leurs 

 et leurs manies, 
ŦŲŦ�ŤĞƙĐŃɔ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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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插图：

尺寸：

装帧：

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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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蒂娜•希尔普

（瑞士）西尔文•伯勒

20 x 2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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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

5岁+

自信、差别、霸凌

᯾ᬡཻࡅᮎܫใጱ१ࢩ̶ݎԅ
ᜋک᯾ᶎ̶ੜࣁӳᥜᡐզฃݢ
ᒟय़کၼệԡ҅ձ֜ӳᥜ᮷ݢզᤩܫ
ᬰ१ݎ᯾ᘒӧᦏՈဳک��໊᯾ٌ՜
ৼԅྌݐᒞ҅ݞềૠ᯾ᬡ̶ํӞ
ॠ҅ӞݝੜἋᵚࣁጱݎܫӤᒺԧૠ������

�̚ Ӟ᮱ᦖᬿ૧̵ྂٹӨᛔמጱᕲ
Ҕ

�̚ ꧌ჿᒏஞጱൊኮ҅ԅᴅๅႲԔ
᪁̶

亮点

《弗里达》

独家绘本

字数：800

ᬬࢧḒᶭ



extrait-1 extrait-2

extrait-3 extrait-4
Aber Mama hat sich geirrt. Als sie Frida die Gute- 
Nacht-Geschichte vorliest, sind die Spatzen immer 
noch da und hören zu. Und als Mama das Licht 
ausknipst, kuscheln sie sich in Fridas Locken.

Mama schüttelt den Kopf. 
„Morgen früh sind die bestimmt
verschwunden.“

Die Kinder spielen, 
tanzen und toben. 
Frida schimpft 
mit den Kindern: 
„Nicht so laut  Sonst 
riegen die ögel Angst.“

„Na und “, 
sagt roni. „ ann 
iegen sie wenigstens 
endlich weg.“

och sie sieht nur ihre blonden Loc en. „ u lügst  “
Moni reischt  „Nein   a sitzt ein ogel auf deinem Kopf “

ats chlich. etzt ann Frida es hören.
n ihren aaren sitzt ein leiner Spatz und piepst.

oni lacht  „Siehste, etzt bist du wir lich ein ogelnest.“

Frida rabbelt ins Gebüsch und f ngt an zu graben.
„ as macht Frida denn da “, wundert sich roni.
oni zuc t mit den Schultern.

Als Frida wieder aus dem Gebüsch hervorkriecht, 
hat sie einen gro en atzen egenwürmer in der and. „ iiiiiiiiii  “, schreit Moni.

ᬬࢧḒᶭ



文字：

插图：

尺寸：

装帧：

页数：

出版日期：

适读人群：

关键词：

（瑞士）哈迪•贝尔卡

（瑞士）弥尔迦娜•法尔卡

20 x 27 cm

全彩精装

40

2017年6月

5岁+

恶作剧、创意、想象力

Քॠ҅ဌํՋԍฎᤩᐬྊጱ�� ৼժ
؉ᷧ҂҅ݰᆿྮ᩸ҁݞզᛔኧݢ
Ӟӻڊڦஞጱᤦৼ҅ࣁၸਰ᯾כ
Ἳቖ҅ࣁਮܱ᯾۸ჶᵪŏŏ
ᬯฎӞᦏৼժੱఘഀݎమ҅ێ

ᕲѺڠጱۂ֢௶ᆿྮӥࣁ

�̚ ԅय़ᙦጱᆿྮᖫٟጱଟἕᕲ҅ᄶ
ҔێӨమێ᭜ڠৼጱݎ

�̚ ൊࢶᜋӿ̵Ⴔෛኞ̶ۖ

亮点

《百无禁忌的一天》

独家绘本

字数：400

C’est permis  
de s’occuper pe e e ersonn nll m t   
du gâteau d’anniversaire de papa*

*!avec ce qu’il y a dans le frigo

ᬬࢧḒᶭ



图 像 小 说

《德拉博伦斯湖》 《流亡孤途》

新 新



《德 拉 博 伦 斯 湖》

     高山崩塌，村庄被埋于厚厚的山泥下；他成了
疯者在山间游荡，她说看见了他的鬼魂。

迷雾在山间久久不退，他们迎来的，
究竟是希望还是绝望？

作品改编自瑞士文学家拉穆兹的小说作品《
德拉博伦斯湖》，讲述了高山倒塌后，村民继续
在严酷环境下努力生存的故事。绘者梅诺通过墨
水与毛笔等媒介，将高山的危耸气氛渲染得淋漓
尽致，写实演绎了原著中回荡在高山间的悲歌。

	뻿 首部改编自瑞士文学巨匠拉穆兹作品的图像
小说！

	뻿 独特的水墨绘画手法，真实还原了瑞士高山的
壮阔风景。

	뻿 情节紧凑，充满起伏波澜，故事动人。

亮点

 -  图像小说 · 文学经典改编 -

关于绘者

	 	 	 法比安·梅诺（Fabian	 Menor）	 是一位插画
家、漫画书作者和平面设计师。	 他毕业于日内瓦
的漫画与插图学院。2020出版了第一部图像小说
作品——《爱丽丝》，讲述了他祖母童年在学校
遭受霸凌的故事。

文字：

尺寸：

装帧：

页数：

出版日期：
原版定价：
主题：

（瑞士）查尔斯-费迪南·拉穆兹

18  cm × 26 cm

精装

128 页 

2022年3月
24.9 €

经典文学、自然文学、悲剧

绘图： （瑞士）法比安·梅诺

返回首页



《德 拉 博 伦 斯 湖》

 -  图像小说 · 文学经典改编 -

媒体评论

					“主人公牧羊人安托万，他年轻的妻子特蕾莎
以及狂野的自然风光在梅诺的水墨画笔下显得栩
栩如生，构成一幅幅宏伟的无声图像。”

——	《日内瓦看台》瑞士日报

						“人于自然的渺小是小说《德拉博伦斯湖》的
核心。而拉穆兹的文字在插画师梅诺的笔下得到
了完美呈现。”

——	《日内瓦时报》

返回首页



《流 亡 孤 途》

     三名难民青年踏上欧洲流亡之路，
等待他们的，是希望？还是无法述说的苦难？

他们三人，分别来自阿富汗、伊朗和厄立特
里亚。本该享受青春年华的他们，却不得不独自
逃亡至欧洲避难。日内瓦是一个干净而富裕的城
市，并却不欢迎流亡者。三位青少年被安排在看
管的移民招待之家中自生自灭，一边掩盖着战争
带来的创伤，一边试图在这个未知城市里找到自
己的位置；终于过上新生活的他们却不知道从哪
里开始，每一天的日出日落显得那么宁静，那么
陌生……

	뻿 以青少年为主角的纪实图像小说，根据真实
故事改编。

	뻿 三位主人公的流离颠沛，三种不同的绘画风
格，从多面描绘出流亡的辛酸、孤独与苦闷。

	뻿 主题贴近欧洲现时问题，从弱者角度看待发达
城市的冷漠与无情，呼吁社会关怀弱势群体。

亮点

 -  图像小说 -

文字：

尺寸：

装帧：

页数：

出版日期：
原版定价：
主题：

（瑞士）JP·卡隆吉、伊尔甘·拉蒙

18  cm × 26 cm

精装

88 页 

2022年10月
19.9 €

流亡、难民、战争

绘图： （瑞士）法比安·梅诺、伊尔甘·拉蒙
《流亡孤途》源于三位年轻移民和三位漫

画作者的相遇，作者们努力通过主人公的视角讲
述关于这个被遗忘的群体的故事，带读者进入他
们的世界、问题和感受中。难民抵达时会发生什
么？如何融入一个并不真正需要你的地方同时克
服创伤?	 该出版项目由瑞士难民协会支持，所得
部分利润将作捐赠用途。

返回首页



《流 亡 孤 途》

 -  图像小说 -

关于作者&绘者

	 	 	 JP·卡隆吉（Kalonji）是来自日内瓦的画家、
插画家和漫画书作者，已出版漫画作品《365个
武士和几碗饭》。

						法比安·梅诺	（Fabian	Menor）是来自日内
瓦的插画家、平面设计师和漫画作者。已出版作
品《爱丽丝》与《德拉博伦斯湖》。

						伊尔甘·拉蒙（Yrgane	Ramon）是来自法国
里昂的插画家和作家。出版系列漫画《凯丝和她
的猫》（2012-2019）。现居住在里昂，在一家
动画工作室工作。

返回首页



瑞 士 传 说 

与
 民 间 故 事

《大自然与奇幻生物》 《仙女、女巫、恶魔与咒语》



《 瑞 士 传 说 与 民 间 故 事 》 系 列  2 册

民间故事读物

亮点

•	 大开本设计，插图精美恢宏，身临其境
般的阅读体验。

•	 市面上罕有的瑞士民间故事集，深挖赫
尔维蒂民族文化，扩展文化知识面。

•	 传说源自于瑞士自然风光，体现人类对
大自然的幻想，启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
的思考。

•	 法国亚马逊近5星高分好评！

关于作者/绘者

						丹尼斯·科曼（Denis	Kormann）是一
名瑞士作家和插画家。曾从事媒体传播工
作，后成为自由职业插画师。他的作品出
现在了多篇瑞士新闻文章。其于2013	年由	
Actes	Sud	出版社出版的《蜂鸟传说》（	
La	Légende	du	Colibri	）颇受读者欢迎，
销售超过数万册。自	2008	年以来，他一直
在洛桑的	Ceruleum	视觉艺术学校教授插画
专业课。

返回首页



《 瑞 士 传 说 与 民 间 故 事 》 系 列  2 册

民间故事读物

文字：

插图：

尺寸：

装帧：

页数：

原版定价：

适读人群：

关键词：

(瑞士)丹尼斯·科曼

（(瑞士)丹尼斯·科曼

26 x 36.5 cm

全彩精装

78 页

19. 9€

8岁+

神话、民间传说、奇幻冒险

	7	个故事将带你穿越瑞士，从乌里
州、施维茨州、沃州到瓦莱州，途经纳沙
泰尔、伯尔尼，远至莱迪亚布勒雷和格劳
宾登：

1	-	《巨人时代》（瓦莱州，沃州）
2	-	《苏瑞能的怪物》	(乌里州)
3	-	《魔鬼之地——莱迪亚布勒雷》
						（瓦莱州，沃州）
4	-	《白色麂皮》（伯尔尼）
5	-	《地动山摇》（施维茨）
6	-	《飞龙》（纳沙泰尔）
7	-	《巨人与母鸡》（格劳宾登州）

第 一 卷 ：
大 自 然 与 奇 幻 生 物

8岁+

返回首页



《 瑞 士 传 说 与 民 间 故 事 》 系 列  2 册

民间故事读物

第 一 卷 ：
大 自 然 与 奇 幻 生 物

8岁+

返回首页



《 瑞 士 传 说 与 民 间 故 事 》 系 列  2 册

民间故事读物

文字：

插图：

尺寸：

装帧：

页数：

原版定价：

适读人群：

关键词：

(瑞士)丹尼斯·科曼

（(瑞士)丹尼斯·科曼

26 x 36.5 cm

全彩精装

96 页

19. 9€

8岁+

神话、民间传说、奇幻冒险

女巫、仙女、妖精、魔鬼……谁不曾对
村民口耳相传的神秘故事着迷？继第一卷的
成功之后，作者丹尼斯·科曼再次给读者带
来精美的传说故事集，这一次，我们将读到
埃沃莱恩仙女与村民的故事，以及其他隐秘
于瑞士山川的神奇生物！

第二册中的故事将探索乌里、瓦莱、弗
里堡、格劳宾登和提契诺等地：
1	-	《恶魔之桥》	(乌里州)
2	-	《埃沃莱妮的仙女》（瓦莱州）
3	-	《布内罗佐的愤怒》（弗里堡）
4	-	《圣玛格丽特》(格劳宾登州)
5	-	《福尔图尼诺，渔夫的儿子》
（提契诺）
6	-	《六大奇迹之盒》(格劳宾登州)

第 二 卷 ：
仙 女 、 女 巫 、 恶 魔 与 咒 语

8岁+

返回首页



《 瑞 士 传 说 与 民 间 故 事 》 系 列  2 册

民间故事读物

第 二 卷 ：
仙 女 、 女 巫 、 恶 魔 与 咒 语

8岁+

返回首页



游 戏 活 动 书

《世界最短故事集》 《古怪游戏小册》



《古怪游戏手册》

Ӟ硽ৼெԍሻጱ౭ಋٙ牧
��ӻڠ蚕ޱ౭牧
ኪৼ癷牧ڦޞ
ٚ犖犋ொ෫肗牐

游戏科普读本

文/图：

尺寸：

装帧：

页数：

出版日期：

原版定价：

适读人群：

关键词：

(瑞士)诺米·塔根、艾琳

15 cm x 21 cm

全彩平装

128 页

2021年6月

18 €

8岁+

创意游戏、创造力、合作精神

ጱৼฎܵވԧᭁᡐҘӞᑮᳳӥ
੪ᐶӧኪৼ౭ҘᦜWDଚӧฎᭁ
҅ᘒฎӧᎣ᭲ᧆெԍሻҘ

ᬯ̽ݘௗ౭ಋٙ̾ӧՐՐฎӞᓌ
ሻᘓڠৼݎฃጱ౭ಋٙ҅ๅฎᄶܔ
ጱᅎఽႴ̶ܔ��ӻᓌܔᘒዙᇰጱ౭ᦏৼ
֛ḵᵭጱԔ᪁Ҕݝᵱᕕ̵ᚂᕕਹӾጱ
෭ଉᇔߝ੪ݢզዙሻ᩸Ѻ

ྯӻ౭᮷ᴫํᄓኮ᧔กֵ҅ܨฎ֗Ἳ
ৼԞݢզࣁဌํᆿྮଆۗጱఘ٭ӥሻ
ஞ̶ᧆಋٙ׀ԧग़ᔄ౭ғᒋದ֢ݳ
ጱྲᩦ౭̵ᭇݳਰ̵ٖᶂॠ݊᭔Ӿጱ
౭̵ܔՈ౭……ྯӻՈ᮷ݢզತکᭇݳ
ᛔ૩ጱԔ᪁Ѻ

��



�뻿 क़ਰ̵ٖಁ̵֢ݳᒋದྲᩦ̵ۖތ౭҅ڠܻྃ���
ग़ՈܔՈᒵ౭ොୗ̶

�뻿 ๅฃԭᴅ̶҅ڞ൫ᯈ҅զᄓኮጱොୗᥴ᯽ᥢࢶ�

�뻿 Ѻێৼጱ౭ݎզᛔ૩ᦡᦇጱ౭҅ᄶݢ�

�뻿 �ङِৼጱڠ᭜̵ێమࢫێᴚᔜᐟ̶

亮点

᧚ᔂzर໑ҁ1R¬PLH� 7DJDQ҂ԅᨀਫ਼ᜏ
໊ጱኞ҅ᕪଉᤈཻ҅ࡅ᭔ᕪܲ
Ӿ឴֢ڠݐᅎఽ̶

ᜑቧҁ(O\Q҂ླӱԭ၎ጱ&HUXOHXP� ᥤ
ᥧᜏ໊ൊኮӫӱ̶ࣁݸضӧݶጱݪل
ձෛᄓኮਹଘᶎᦡᦇ̶ӷ֖֢ᘏ
ੜฎᮝ҅ժጱᒏଙݎࣁกݱᐿ౭Ӿ
ଶᬦ҅๚ఽک෫ᘱ҅ԅᕳӥӞդփඎ౭
ጱԔ᪁҅ժᥧڊ֢ݳԡ҅රৼই֜ሻ
ᘓ҅ᬱᐶғᬯฎ̽ݘௗ౭ಋٙ̾ጱ
ᅩ̶֢ڠ᩸

作者及绘者简介

ᬬࢧḒᶭ



《世界最短故事集》

��ୟܜ粙牧
ग़ᐿᴅොୗ牧

ᦏৼ֢ڠWDጱᒫӞ硲Ԫԡ牦

创意阅读及写作

作者：

尺寸：

装帧：

页数：

出版日期：

原版定价：

适读人群：

关键词：

(匈)亚诺斯·拉克菲，塔玛斯·伊贾斯

16.5 cm x 22.5 cmx 3.5 cm

全彩精装（书盒+小册子）

52 张卡片

2020年9月

22 €

8岁+

创意阅读、写作训练

᭗ᬦᴅ̵౭̵మ҅ᦏৼڠݎ
ӮኴӤ๋ᎨඳԪ̾Ѻ̽ڊٟ҅ഀ
�
ᬯԶ๋ᎨඳԪᦖᬿጱฎ֦ᚆమ҅کమ

ӧکጱՈᇔඳԪғىԭᳩلԆ̵ᷣߝ
Ṻ̵ဌํᘦ์ੜᕁଌ̵܁ᱷᤈۙૡࠟے
ጱػৼဌํػৼጱᘦᒵᒵଟἕํ᪁ጱ
ᜋ̶ᘉ��ୟܜᇆ҅ڠഭڜඳԪᇆྦྷ҅
ᖫٟંԭᛔ૩ጱଝᡦݢܨ҅ێమഀݎ
Ӯኴ̶

ग़ᐿ֢ڠᥢڞғݢڞԀᘶඳԪᇆྦྷ̵
፡ࢶᖫඳԪ̵ᘏࢶܜᇆፘᕮ֢ڠݳඳ
ԪҔԞ֢ݢԅ౭ܜᇆ҅ᬰᤈܔՈग़Ո
౭҅ᲷᅫᖌᦕێѺ

绘者：(瑞)马蒂亚·贾诺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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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뻿 Ӟᵞڠᴅ̵ᖌᲷᅫ݊᪁֢ٟޱጱ౭ԡѺ

�뻿 ��ଏᯯࠏమێጱᔜᗦൊ҅ࢶๅႲᴅԔ᪁̶

�뻿 ॰ও݈ងᦿጱඳԪᇆྦྷ҅ᄶ֢ڠݎᅎఽ̶

�뻿 ग़ᐿᴅ݊౭ොୗٖ҅ӿᘔሻ̶

亮点

឴ॹጱ۳ᇌڥᦸՈ֢ਹԵ᧚ේz៎ظ�
�-¤QRV� /DFNƉ�� ���ᇇԧڊ ᮱֢۱҅ߝೡව
̵ᦸྈدᒏᇔ̶ݳᘏरሸේzնᩌ
ේҁ7DP¤V� ,MMDV҂ฎӞݷᦕᘏ҅Өग़ਹ
ӮኴӤ๋Ꭸጱ̽�̶֢ݳӫӱபۂ౭يܨ
ඳԪ̾ฎ՜ጱᒫӞدᒏ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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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ᒈঅىᔮ̶

作者及绘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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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阅读

根据故事片段编写故事

根据图片内容编写故事

也可以图文结合 自由编写故事

单人/多人游戏

单人游戏

按照卡片内容和排列顺序讲故事

多人记忆游戏

       玩家轮流抽取文字卡片 讲述故事片段
其余玩家需记住对方故事片段中的人物或物
品 并抽取图像卡片 图文配对即可获取一张
卡片 最先获得5张卡的玩家即获胜

ᬬࢧḒᶭ



笔墨文化

联系我们
contact@bimotculture.com

www.bimotculture.com
Instagram : bimotculture

微信： bi-mot

mailto:contact%40bimotculture.com?subject=
http://www.bimotcul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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