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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丁刚到她的新学校就被爱嘲笑同
学的洛丽欺负了。难过的瓦伦丁结识了
洛里的前受害者保罗，二人决定联手展
开反击。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本为
了反对校园霸凌的他们却成了霸凌他人
的坏孩子？

	◆ 2021少儿口袋文学提名；

	◆ 2021法国教育部支持的青少年读者
大奖入围作品；

	◆ 获奖插画家新作；

	◆ 用轻松幽默的笔调探讨校园霸凌
这一严肃话题；一部充满哲思的儿童小
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惩恶方式
是否合理？

	◆ 法国媒体好评如潮的儿童小说。

亮点

《爱取笑别人的女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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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t de la France. Moi, je n’avais pas envie 

d’y aller, alors j’ai demandé à rester avec 

mon père. Mais comme il habite mainte-

nant un quartier différent de celui où j’étais 

avant, j’ai dû changer d’éc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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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少儿口袋文学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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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it
纳塔莉•萨默斯（Nathalie		Somers）

为法国教育工作者，著有多部作品。写
作之余，她也为法国女性网站今日女性
（femmesaujourdhui.com）供稿。

伊莎贝拉•玛洛热（Isabelle	Maroger)	
为法国职业插画家。自2003年毕业于埃
米尔-科尔艺术学校来，她创作了多部童
书，其中《母亲与我》于2013年获得高
能漫画奖（Bulles	de	gones）。

	◆ “发人深省……9岁起人手必备。”		
——法国RCF电台，玛丽-多米尼克•维
尼奥（Marie-Dominique	Verniolle）；

	◆ “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提出了一个
很好的问题：坏人都是罪有应得的吗？”	
——《小女巫》杂志；

	◆ “ 一 部 充 满 智 慧 的 小 说 。 ”	
——《米奇日报》

作者简介

插画家简介媒体评论

Comment les parents peuvent-ils tirer 

des conclusions aussi idiotes de la moindre 

chose qu’on leur dit ? Moi, amoureux ? 

Comme si je n’avais pas assez de pro-

blèmes ! Valentine et moi, on est des che-

valiers de la justice, des combattants de la 

liberté, des gardiens de la galaxie ! Heu… 

« Le ridicule ne tue pas », m’a un jour 

assuré mamie Virginie. Perso, en cet ins-

tant, je trouve que c’est dommage. 

On pourrait croire que j’ai l’habitude avec 

le temps. Mais en fait, non. Chaque phrase 

détruit. Chaque mot fait mal. Chaque lettre 

blesse.

Soudain mon regard se porte au-delà de 

la bande qui m’encercle. Je viens de repé-

rer Valentine qui avance vers nous. Un truc 

que je croyais disparu en moi et qui res-

semble à de l’espoir surgit dans mon cœ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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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 奥 妮 和 三 年 级 的 其 他 孩 子
们一样，被邀请参加艾斯特尔的
生日派对。艾斯特尔刚刚转到她
们班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二天，艾斯特尔发出了一张派对的照
片，感谢全班同学的到来。很快，人们
注意到在这张照片中，莱奥妮咬着一块

蛋糕，样子滑稽极了。由这张照片引发
的，一开始是无心的挖苦，但很快就变
成了一场恶梦：埃斯特尔和其他学生每
天都在取笑莱奥妮，让她不能好好吃午
餐，甚至掐她的脖子，以至于把她弄伤
了。莱奥妮试图用沉默来化解局势，但
情况却越变越糟。她的朋友路易丝、艾
玛和奥斯卡决定反击报复。好在，一位
学校护士和另一位曾被霸凌的女孩拦下
了他们，埃斯特尔和朋友们这才明白他
们行为的严重性……

	◆ 获奖作者最新作品；

	◆ 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小读者通过
阅读莱奥妮的经历，学会走出校园霸凌
的恶性循环；

	◆ 一本适合亲子阅读的儿童成长小
说。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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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勒菲•贝辛（Delphine	 Pessin）是
法国作家兼教育工作者。她的小说被多
家出版社出版。2018年，贝辛获得了由
法国童书作者宪章组织的新人写作奖。

作者简介

笔墨文化

联系我们
contact@bimotculture.com

www.bimotculture.com
Instagram : bimotculture

微信： bi-mot
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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