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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 2021年春季 

《流星》

男孩朱尼尔是一名童星，可他
一点儿也不喜欢当明星，他只

想做回自己！

《我的二手妹妹》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并为此而
自豪……直到我爸妈要收养我

妹妹的那一天！

《奥杜因与雷娜的冒险》四部曲

一部关于成长、公平、战争、以及友谊的奇
幻冒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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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뻿 本书从小男孩的视角，揭露了童星
生活鲜为人知的一面，从侧面批评了当
下青少年“追星”的大众文化现象，既能
迎合青少年读者的兴趣，还有助于传输
正面信息。

	뻿

	뻿 人物心理刻画细致，幽默的笔锋与
严肃的题材相结合，有趣而深刻。

	뻿

	뻿 厌恶虚荣，不弄虚作假，勇于倾听
自己内心的人物性格设置，给当下青少
年读者树立了正面的价值观，具有教育
意义。

亮点

	뻿 返回首页
儿童文学 2021年春季 获奖小说 

《 流  星 》 

						13岁的少年朱尼尔是著名团体“小星星”
的成员。他频繁开展音乐会，辗转于各种活
动节目，还有成千上万的歌迷呢。	但其实，
他非常讨厌这样的生活！	他的父母给他签了
各种表演合约，他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想
要结束恼人的明星生涯，只有一个办法：被
传媒公司被解雇。	可是，一旦当上了明星，
受人追捧，想退出并不是那么容易……

“阅读口袋书”儿童文学奖2020年获奖书籍



	뻿 返回首页
儿童文学 2021年春季 获奖小说 

《 流  星 》 

关于作者

						艾曼纽·鲍迪埃（Emmanuel	Bourdier）
出生于1972年。他是一位法国童书作家，
还是一名教师。业余时间，他还活跃于舞
台剧创作，并对摇滚乐充满热情，主持了
一个关于摇滚乐的广播节目超过二十年
了（www。Onzerocks.net）。与法国到
家出版社合作，如Flammarion，Thierry	
Magnier和Nathan等，出版了二十余本绘本
和小说。

关于绘者

	 	 	 侯邦是法国儿童杂志《波皮》的插画家
和艺术总监。长期为各种童书出版商合
作，创作了多部小说和科普书籍的插画。	
2017，以《埃斯特的眼泪》（Les	 larmes	
d'Esther）（Bayard出版社）获得了安古兰
基督教漫画奖。

关于奖项

						关于“阅读口袋书”儿童文学奖
	 	 	 Prix	 Lire	 en	 Poche	 de	 Littérature	
jeunesse	2020

	 	 	 	自2009年起，“阅读口袋书”评委会每
年筛选出5本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由法国
格拉迪尼昂镇小学高年级学生读者参与投
票，根据投票结果评选出年度最佳口袋书
儿童小说。

读者评论

	 	 	 “本书以当下盛行的肤浅文娱和盲目追
星为切入点，题材相当吸引。孩子读完故
事将学会建立自我的价值观，通过行动来
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会更有勇气，一点
一点儿地体现自己的个性，从而获得幸福
感。一个关于自我认可的成长故事，充满
笑点和幽默感的佳作！”

						——书店Une	page	a	ecrire店长推荐	

					“作者艾曼纽·鲍迪埃的幽默文笔让这部
小说全书引人入胜。”

											——	文化新闻网Culture	Vsnews

“阅读口袋书”儿童文学奖2020年获奖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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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뻿 一本集合独生子女、领养、二胎相
处、校园欺凌、种族问题的儿童小说，
以故事的方式给青少年读者传达了正确
的价值观。

	뻿 家庭迎来第二个孩子，让主人公从
自私自利的独生子，爱欺负弱小同学的
男孩，慢慢变成愿意帮助他人，拒绝欺
凌的哥哥，经历了一次成长的蜕变，品
质和人格的升华，能引起青少年读者共
鸣，具有积极教育意义。

	뻿 小说中含有多处细致入微的心理描
写，包括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困惑、不
解、自我调节，到最后的接纳和包容等
等，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动人心弦。

	뻿 法国亚马逊近5星评分！

亮点

	뻿 返回首页
儿童文学 2021年春季 获奖小说 

《 我 的 二 手 妹 妹 》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并为此而自豪……
直到我爸妈要收养我妹妹的那一天！	爸爸
妈妈还为此事忐忑不安了很久呢。收到通知
的那一天，全家人都开始准备迎接妹妹了到
来，没人搭理我。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想
要妹妹，而且还是从别的地方领养过来的，
真是羞耻！	更糟糕的是，这个叫做法比比的
女孩来自埃塞俄比亚……她是黑人，而我是
白人……

获2016年“阅读口袋书”儿童文学奖等10个奖项



	뻿 返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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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的 二 手 妹 妹 》 

	뻿 2016年阅读口袋书”儿童文学奖

	뻿 2018年法国热讷维利耶市“孩子与父
母”儿童文学奖

	뻿 2017年法国杜埃市“加攘阅读奖”青少
年类别（9岁+）

	뻿 2017年法国富埃南市金墨水奖

	뻿 2017年法国拉瓦勒市儿童小说奖

	뻿 2017年法国兰斯市儿童文学奖

	뻿 2017年法国奥伯尔书奖（Opalivres）

	뻿 2017年法国布雷阿勒翻书奖

	뻿 2017年法国蒙维利尔青年读者评选奖

	뻿 2017年法国卡尔诺厄“给我说说你的
书”图书奖

获奖情况 关于作者

					埃里克·桑沃森（Eric	Sanvoisin）为法
国童书作家。从小热爱科幻小说，也喜欢奇
幻类型题材，但创作上题材多样，除了科幻
奇幻题材外，也会撰写现实故事。《我的二
手妹妹》为他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创作出
版至今已获得愈二十项法国童书奖项。

关于绘者

	 	 	 	 	杰西·鲍威尔（Jess	Pauwels）为比利
时独立插画师，毕业于布鲁塞尔圣卢克美术
学院。参与了女性报刊的插画工作，后多活
跃于童书出版社，专供插画、平面设计、个
人形象等工作。

128

semelle tiède du fer. Puis nous avons regardé 
le résultat ensemble.

– Bon, elle n’est pas comme neuve, c’est sûr, 
mais il y a du mieux. Il serait plus sage à l’avenir 
de la laisser ici.

Je n’ai rien dit. Je me sentais idiot.
– Maintenant, on va goûter. Je t’ai fait des 

sauterelles grillées.
J’ai froncé le nez, dégoûté.
– Des sauterelles grillées ?
– C’est comme ça que j’ai décidé d’appeler les 

tartines bien dorées. Tu sais bien, quand elles 
sautent du grille-pain ! Comme des sauterelles ! 
Sauf qu’elles n’ont pas de pattes…

J’ai ri en imaginant le jardin de mes parents 
envahi par des tartines sauteuses. Je me suis 
senti plus léger. Sacrée Mom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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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2016年“阅读口袋书”儿童文学奖等10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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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的 二 手 妹 妹 》 

	뻿 “这本书的推荐阅读年龄是9岁起，但是我快
20岁了，也很喜欢它！	小说充满幽默感，讲述了
一个重要的题材，而且技巧娴熟。	写作是为故事
服务的，角色的变化贴近现实！	我喜欢这本小书-
全书166页，还带有插图-我推荐！”	——法国亚
马逊读者manon，2017年3月

	뻿

	뻿 “我看到一位成年人的评论只给了了1星。	但
是我们真的了解孩子们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吗？	
在我们地区，在他们的5本书的阅读书单中，这本
书获得了第一名。	读者年龄都是9至12岁的儿童。
我的女儿喜欢它。	她说，最初“男孩雨果非常自
私，卑鄙，但当他有了一个领养的妹妹时，慢慢
地，他开始爱护她。”——法国亚马逊读者Laeti	
2017年6月

读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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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s tout ça n’était pas bien méchant. Ça nous 
faisait bien marrer et c’était une façon de nous 
faire respecter. Et puis il valait mieux être dans 
le camp des forts plutôt que dans celui des 
faibles !

La cloche a sonné. Enzo a juré. Il détestait 
l’école. Les plus mauvaises notes lui étaient 
toujours réservées. Il s’en foutait. Plus tard, 
il voulait faire chômeur. Comme ses parents 
et presque toute sa famille.

« À la maison, on traficote de père en fils. On 
a ça dans le sang. On ne sait pas garder un vrai 
travail très longtemps. Alors on se débrouille, 
quoi ! »

Enzo n’avait peur de rien. Je l’admirais pour 
ça. Cependant, je n’aurais voulu lui ressembler 
pour rien au monde. Il vivait un peu comme 
un équilibriste. Un jour, c’était inévitable, il 
risquait de tomber de haut.

En passant, Stanislas a piétiné le cartable d’un 
CP et on a entendu le craquement d’une règle 
en plastique.

– Oh pardon, il a fait. Je t’avais pas vu, la 
mou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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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뻿 获奖童书作家为青少年倾力打造的新一
部幻想文学作品。

	뻿 超现实主义魔幻风格，哥特黑暗气氛，
故事紧凑刺激，符合青少年阅读品味。

	뻿 通过一系列冒险奇遇，体现出了主人公
勇敢坚定、团结互助、乐观的励志精神，极
具感染力。

	뻿 返回首页
儿童文学 2021年春季 获奖小说 

《 奥 杜 因 与 雷 娜 的 冒 险 》  四 部 曲

	뻿 2019年法国国际幻想文学节奖（Prix	
imaginales）（儿童文学组）

	뻿 2019年法国国际幻想文学节插画奖

	뻿 2019年法国楠泰尔市青年读者奖
（4-5年级组）

	뻿 2019年巴黎-奥尔来图书奖

	뻿 2019年法国圣贝努瓦市本杰明奖

	뻿 2020年西部文学节奖（小学高年级
组）

	뻿 2020年“阅读与优选”奖（小学三四年
级组）

	뻿 2020年“书，我的朋友”奖

	뻿 *被改编成漫画

	뻿 *法国亚马逊近5星评分！

获奖情况

获2019年法国国际幻想文学节奖等8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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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 杜 因 与 雷 娜 的 冒 险 》 四 部 曲 

《冰雪战士》 《森林咒语》 《黑夜城堡》 《厄运之河》

						奥杜因（Alduin）是法国东部小镇
罗赛姆酋长的儿子，而雷娜（Léna）
是治愈者的女儿，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一天，奥杜因得知，深居山林的残酷生
物——冰雪战士再次到村里肆虐，要绑
架了一个年轻女孩。村民准备牺牲雷娜
来保护自己的女儿，奥杜因必须赶紧行
动起来！

						战争结束了，与奥杜因并肩作战的
士兵西格蒙（Sigmund）并未返回村
庄。	奥杜因梦见西格蒙向他求助，第二
天，奥杜因立即和雷娜到山谷中寻找西
格蒙。	殊不知山谷中等待着这两个好
朋友的，是各种危险：强盗、怪物、恶
咒、以及一个神秘的森林，由可怕的绿
色国王统治着……

						奥杜因被下了咒语，变成了狐狸。
他们在西格蒙的陪伴下，出发前往黑夜
城堡。据说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回丢失的
东西。西格蒙想找回他的记忆，而奥杜
因则要变回人身躯体。
						而当他们就快到达黑夜城堡时，雷
娜和西格蒙竟然被困起来了！奥杜因能
成功解救他们吗？这三位伙伴还能成功
到达黑夜城堡吗？

						奥杜因和雷娜在返回村庄的路上，
必须经过一条厄运之河。他们遇到了绝
望的水精灵：在雨之龙消失后，河流逐
渐枯竭，河流里的生物正面临着灭绝。				
奥杜因答应带回雨之龙；而清水城的公
爵执信雨之龙会窃取他的神器，一心想
杀死雨之龙！奥杜因和他的伙伴能找出
雨之龙消失的真相吗？他们能拯救河流
吗？

获2019年法国国际幻想文学节奖等8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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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 杜 因 与 雷 娜 的 冒 险 》 四 部 曲 

关于作者

	 	 	 	埃斯特尔·费耶（Estelle	 Faye）曾是一
名女演员和编剧，开办了自己的剧院公司；
后转作儿童作家，专注于儿童小说的创作，
题材主要为幻想、科幻、历史幻想，后世界
末日与黑色小说。已获得了近十个文学奖，
其中包括两次埃尔巴金奖（Elbakin），两
个Imaginal奖，一个Rosny	 Ainé奖和一个
Uchronie奖。	

关于绘者

	 	 	 	南希·佩纳（Nancy	Pena）为来自法国
图卢兹的童书插画家，同时也是漫画作者及
绘者。专注于童书、漫画、文创产品的图像
设计。

关于奖项

							法国国际幻想文学节大奖
							Prix	imaginales

			Imaginales奖是一项于20021年5月创立
的幻想文学奖。该奖项每年在法国孚日省
的埃皮纳尔（Épinal）举行，并在同名文
学节上颁发，包含6大幻想文学类别：最
佳法语小说；最佳外国小说；最佳儿童文
学奖；最佳插画奖；最佳短篇；评审团特
别奖。

10

– Qui ? demande Alduin. 
Sigmund secoue la tête, regarde vers la 

lisière de la forêt. 
Une corne résonne dans le lointain. Les 

arbres frémissent. Le sol se met à trembler. 
– Fuis, Alduin ! crie Sigmund. 
Le ciel se couvre au-dessus de la clairière. 

D’épais nuages gris cachent le soleil. Alduin 
a très froid soudain. 

– Fuis ! répète Sigmund. 
Le cœur d’Alduin bat beaucoup trop vite, 

ses mains sont moites. Il a peur, bien sûr. 
Pourtant, il continue à grimper, parce que 
Sigmund a besoin de lui. Il ne peut pas 
l’abandonner. 

Le sol tremble de plus en plus fort. Alduin 
entend des pas lourds approcher. Il s’im-
mobilise dans l’arbre à mi-hauteur. La peur 
le paralyse. Il n’est plus capable de bou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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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2019年法国国际幻想文学节奖等8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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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 杜 因 与 雷 娜 的 冒 险 》 四 部 曲 

74

Léna hausse les épaules, elle aimerait le 
croire. À ce moment, un hurlement profond 
résonne entre les arbres. Léna et Alduin re-
dressent la tête. Le soldat sort son mousquet. 
Un ours énorme déboule entre deux troncs, 
écrasant la neige sur son passage. Il balance 
une patte griffue vers Alduin. Le garçon plonge 
au sol, l’évite de justesse. L’air siffle au-dessus 
de lui. Le soldat va tirer. Léna se précipite et 
arrête son geste. 

– Non, lui souffle-t-elle à l’oreille. 
Avant qu’il ait pu réagir, elle se plante face 

à l’animal gigantesque. Les lèvres mi-closes, 
elle commence à fredonner une berceuse. 
L’ours se dresse sur ses pattes arrière, avec un 
grognement. Face à cette masse de muscles et 
de fourrure, Léna parait minuscule. Le soldat 
veut intervenir, mais quelque chose le re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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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es fougères. Leurs ailes se parent de 
reflets arc-en-ciel. Des farfadets. Soudain, 
l’un d’eux avise Alduin, siffle pour prévenir 
les autres. 

– Regardez ! s’exclame-t-il d’une voix 
aigrelette. Un enfant humain !

– Un enfant humain, tout seul ? s’étonne 
un autre farfadet. 

Un troisième se lèche les lèvres d’un air 
gourmand. 

– Un enfant humain rien que pour nous… 
susurre-t-il. 

Alduin n’est plus très rassuré. Il recule de 
quelques pas. En face des dizaines de petits 
yeux noirs le fixent. Les ailes des farfadets 
vrombissent de plus en plus fort. 

– Viens jouer avec nous, propose un qua-
trième farfadet. 

– Quelle bonne idée ! s’écrie un cinquiè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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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2019年法国国际幻想文学节奖等8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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