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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故事丛书 *

《奶奶的小时候》童趣绘本系列，共 6册

《奶奶的小时候》讲述的是小女孩

梅梅（音同法语中“奶奶”的昵称）的生

活趣事和奇遇故事，带孩子畅游旧时光

的生活，体会属于奶奶的童年欢乐；适

合 3-5 岁儿童阅读。

关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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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	 法国亚马逊近 5星好评！

＊	 以奶奶的童年为主题，故事新颖有趣，
轻松幽默，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	 小女孩梅梅的形象滑稽可爱，性格勇敢
真诚，能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欢乐。

读者评论

“作者文森特·库维利尔和绘者马里昂·皮法雷蒂给我们创作了一个很棒的故事，譬如这个关于

婴儿的故事，给孩子一个很好的突发情景教育：当你发现自己面临不可能的事情、陷入过度死

板社会情况时该怎么办，怎么样去努力找出解决方案。	小插图时而轻松，时而温柔，甚至动人，

人物的台词相对简单，读起来既轻松有趣又令人惊喜！”	

——法国亚马逊读者 culturevsnews

“啊文森特·库维利尔的文字真幽默！这书让我们回到童年的感觉，充满欢乐和幻想，伴随着马

里昂·皮法雷蒂的插图既清新又有趣，文字与插图布局结构合理，中等尺寸适合孩子自行阅读，

也可以作为由爸爸 /妈妈 /奶奶共同阅读的绘本。”	

——法国亚马逊读者 La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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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小时候》童趣绘本故事
                6 册 3-5 岁

马里昂·皮法雷蒂（Marion	Piffaretti	)

3 岁 -5 岁

绘者：

尺寸 :	21	x		16.5	cm

页数：32页

装帧：精装本

适读人群：

作者：文森特·库维利尔（Vincent	Cuvellier	)

故事梗概

• 《奶奶发现了一个小宝宝》：今天，奶奶在城里散步时，发现了一
个宝宝躺在婴儿车里，周围却没有任何人！奶奶挨着路人问情况，找了
警察，根据线索东查西找，最后寻回了宝宝的妈妈。连警察都夸奖她呢，
我的奶奶真厉害！

• 《奶奶战胜了一头牛》：在我奶奶小的时候，她还不是我的奶奶，
常常会遇到有趣的事情。	有一次，她和好朋友米勒竟然战胜了一头公牛。	
这可是真的！

• 《奶奶帮助了电影明星》：奶奶和她的好伙伴米勒遇到了她那个时
代的明星演员让·加宾。他的车抛锚了卡坑里了，是奶奶帮助他出来的！

• 《奶奶躲过了大黄蜂》：奶奶和好朋友米勒不小心给一群黄蜂盯上了，
他们能顺利逃脱吗？

• 《奶奶教训了小丑》：小丑居然感嘲笑奶奶！	幸好我奶奶不是好惹的，
看她怎么教训小丑吧！

• 《奶奶拯救了牧师》：今天是星期天，奶奶和她父母一起去参加弥撒。	
但是牧师没有来，因为他被挂在钟上了。	幸好奶奶最后把他救下来了！

* 成长故事丛书 *

Ouf ! Elle voit un agent de police. Il est en train  
de régler la circulation, mais Mémé s’en fiche  
et se glisse entre les voitures.
– Monsieur l’agent, monsieur l’agent ! Venez vite,  
j’ai trouvé un bébé, vite, il faut le sauver, il a perdu  
sa maman, c’est terrible, venez vite !

– Un bébé ? Trouvé ? Un bébé trouvé ? 
Mémé tire l’agent par la manche et l’amène  
devant le berceau.
Le bébé sourit dès qu’il revoit Mémé. Mais quand  
le policier montre sa tête, il se remet à pleurer.
– Ah ça, c’est malin, vous le faites pleurer, dit Mémé.
– Bon, bon, on va lui chercher sa maman à ton bébé !

Soudain, une dame sort de la bijouterie,  
regarde autour d’elle et se met à crier :

– Mon bébé ! Au secours, mon bébé a disparu !
Vite, Mémé prend le landau et court vers la maman.
– Mon bébé !
La dame court vers le landau.
– Mon Dieu, dit-elle, mais que s’est-il passé ? J’ai laissé 
le landau le temps d’entrer dans cette bijouterie,  
juste cinq minutes !

关于作者

文森特·库维利尔，1969	年	出生于布列斯特，法国作家。	在	

1987	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并获得了《法国青年作家大奖》。

从 2001 年开始，他成为了一名全职作家，出版了 60多本书，涉

及儿童小说、绘本、漫画、散文等。与法国伽利玛等大型出版社合作，

作品以幽默风趣的腔调著称。
– Allez les vaches ! bougez vos grosses fesses !
– Ahah ! Vos fesses de grosses vaches ! Ahah !
– Meeeeuh !

Mémé se met devant et Mimile derrière,  
parce qu’il aime bien taper le cul des vaches  
avec son gros bâton, pour qu’elles ava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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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AINCU UN TAUREAU !

Vincent Cuvellier     Marion Piffare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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