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墨文化

爱心绘本·哲理故事

《变色龙西蒙》

《再挪开一点！》

《狗先生与海象先生的逃避计划》《火车司机塔米》

《在你的世界里》

《完美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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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西蒙》
作者：阿玛亚·阿拉佐拉

绘者：阿玛亚·阿拉佐拉
尺寸 : 26 x 23 cm
页数 : 40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适读人群：3 岁 +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变色龙

都会根据周围环境而改变自身的颜

色。 所有的变色龙都如此？ 

不，西蒙就偏偏是一只不会变

色的变色龙，他无法接受这一点。

他只想和其他变色龙一样！ 有什

么办法可以帮到西蒙呢？

＊	一个温情小故事让孩子懂得欣
赏自身个性，建立自信息，同时学
会尊重及宽容他人。

＊	插图色彩鲜艳，线条可爱有趣，
让小读者体会颜色丰富的自然世
界；动物形象设计生动幽默，更添
阅读趣味！

笔墨文化

主题：差异、个性、自信、    
包容、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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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挪开一点！》
作者：皮娜·艾瑞斯

绘者：罗妮卡·鲁法托
尺寸 : 23 x 27.5 cm
页数 : 40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2 月
适读人群：4 岁 +

森林里住着一个巨人，可他并

不想再孤独地在森林里待着了，于

是决定去城市看看。

可惜城里似乎没有他的容身之

处，大家都让他再挪“远一点”，因

为巨人实在是太巨型，太占地方了。

巨人能为找到自己的容身之

处吗？世界之大难道容不下一个巨

人？或许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让一点

空间出来，就能容下巨人呢？

＊ 本书通过巨人寻找安身之地的
故事，突显了城市人对外来者的冷
漠态度，从而引出了社会多样性与
包容的价值观问题；适合作为培养
孩子宽容的爱心绘本。

＊ 由博洛尼亚童书展提名插画师：

罗妮卡·鲁法托倾情献绘！

＊ 插图精美细致，多处夸张的形
体对比与故事主题相呼应；人物表
情生动，细节丰富，更吸引孩子阅
读。

笔墨文化

主题：差异、包容 © copyright ZOOlibri - riproduzione vietata.

Each city has a square, a park and a bell tower. 

This city also had a giant.

The inhabitants made it their pride and talked 

about him on TV, wrote about him in the newspa-

pers and even on road signs. 

© copyright ZOOlibri - riproduzione vietata.

The patient Giant heaved his house again on his shoulders 

and took a road in the suburbs with little traffic. 

He chose a secluded spot and carefully placed his house on it, 

entered and placidly locked the door.

© copyright ZOOlibri - riproduzione vietata.
Again the Giant heaved the house on his shoulders and set off in 

search of a place a little further on.

He wandered from neighborhood to neighborhood, from square to square, from 

alley to alley but there he found MR. IALWAYSSITONTHESAMEBENCH, 

MRS. IALWAYSHANGMYLAUNDRYTODRYHERE, 

MR. IALWAYSSTOPWITHMYNOSEUPINTHEAIRHERE, 

MRS. IALWAYSCHATWITHMYFRIENDSHE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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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房子》
作者：罗伯塔·安东尼奥尼

绘者：贝内德塔·萨拉
尺寸 : 23 x 27.5 cm
页数 : 40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10 月
适读人群：3 岁 +

有四座非常完美的房子，可惜

房子的主人似乎都住得不太舒服：

熊的房子太窄了，老鼠的太高了，

长颈鹿的太矮了，更别提兔子的了，

房子空间太大了！

这下该怎么办？要不动物们交

换吧！但或许简单地交换一次还不

够，要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并不容

易。小读者，你能想出一个完美的

方案，让大家都拥有一个完美的家

吗？

＊	四座不同的房子对应四种体型
不同的动物，除了让每种动物选对
房子，其实是否也能让动物们共享
一座大房子呢？

＊	一本调动孩子思维，提倡和谐
共处，培养孩子爱心的绘本故事！

＊ 亚马逊满分好评！

＊ 插图色彩丰富，多种动物形象
的刻画更吸引小读者阅读。

笔墨文化

主题：差异、包容、
        和谐共处、解决困难 The tiny rabbit’s house is too big for her.

The tall giraffe always hurts himself 

against the ceiling in his too low house.

So they decide decide to swap places.

© copyright ZOOlibri - riproduzione vietata.

© copyright ZOOlibri - riproduzi-© copyright ZOOlibri - riproduzi-© copyright ZOOlibri - riproduzi-

The fourth house is very small.

A very tall giraffe lives in it

With his very crazy cat.

In the small house, 

without the tall giraffe, 

his cat invited all the other ones in the 

neighbourhood.

© copyright ZOOlibri - riproduzione vietata.
© copyright ZOOlibri - riproduzione vietata.

The third house is very big.

A tiny rabbit lives in it

With her very funny girl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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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世界里》
作者：玛丽亚·帕斯·萨拉斯

绘者：玛丽亚·帕斯·萨拉斯
尺寸 : 24 x 26 cm
页数 : 32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适读人群：3 岁 +

这是关于盖比和迪亚戈两个孩

子的故事，也是关于我你他的故事。

由于老师的随机分配，盖比和

迪亚戈被分到一组一起活动。迪亚

戈是一个健壮的男孩，而盖比是一

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与大多数同

学一样，迪亚哥因为轮椅而低估了

盖比。两人一起游泳、打篮球、打

发时间…… 盖比的才能真的被轮椅

限制了吗？ 

＊	一本关于残疾孩子的动人暖心
绘本！

＊	故事通过残疾孩子与普通孩子
的相处片段，让读者重新思考我们
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明白外表的差
异不应阻碍友谊建立。

＊	入选 2023 年智利 IBBY 国际儿
童读物联盟残疾主题优秀绘本！

＊ 插图色彩丰富，多种动物形象
的刻画更吸引小读者阅读。

笔墨文化

主题：差异、包容、残疾、        
偏见、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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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司机塔米》
作者：努里亚·帕雷拉

绘者：丹尼·托伦
尺寸 : 23 x 27 cm
页数 : 40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1 年
适读人群：3 岁 +

塔米是铁路公司中最优秀的司

机，从未犯错。 可是有一天，不幸

的是——（或者幸运的是）——他

的火车脱轨了！

有其他可行的路吗？踏上另一

条轨道，我们会发现什么样的生活

和风景？

这本书告诉我们有权摆脱既定

路线和困境，找到让我们另一种生

活的途径。

＊	有时，探险只差一步，一本给
你勇气接受意外收获的故事！

＊	本书通过火车意外脱轨从而发
现另一道风景的故事，让读者明白
我们有时可以打破常规与困境，只
需勇气，即可寻找另一种生活。

＊	入 选 西 班 牙 四 猫 基 金 会
Cuatrogatos	奖最终名单

＊	入选 2022 年巴塞罗那书商奖
Llibreter	Prize

＊	由西班牙儿童文化奖提名作家
诚意创作！

笔墨文化

主题：意外、勇气、哲理

Tami era un maquinista impecable,  
el mejor de toda la red ferroviaria. 

Vio el curso del riachuelo  
y los peces que nadaban  
libres entre las rocas.

Por fin descubrió que las 
huellas eran de un oso  
pardo que rascaba su 
espalda de árbol en árbol.

Oyó el chillido del águila,  
que advertía a las presas  
de sus ganas de cacería.

Tami quiso visitar los pueblos del valle. 

Algunos se horrorizaban al verle pasar.  
—No miréis —decían a los niños—. ¡Qué 
desvergonzado! ¿Cómo se atreve a salirse  
del camino?

Pero también había quienes,  
maravillados, lanzaban sus  
sombreros al aire y gritaban:  
—¡Viva el tren de T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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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先生与海象先生的逃跑计划》
作者：塞巴斯蒂安·莱杰

绘者：塞巴斯蒂安·莱杰
尺寸 : 21 x 29 cm
页数 : 40 装帧 : 精装
出版日期 :2022 年
适读人群：5 岁 +

狗先生和海象先生计划着越狱。 在挖掘他们各自的隧道时，海象先

生很快到达目的地，获得了自由！而狗先生不幸选了条曲折路线，只能一

直慢慢挖…… 

另一方面，海象先生立即恢复了他的强盗活动，不停歇地积累财富，

因为他的占有欲永远得不到满足。而此时，狗先生还在老老实实地挖着地

洞。在狗先生终于获得自由的那天，海象先生却因过度肥胖被困在山洞里

出不来了。当两位朋友终于重逢时，它们会对对方说什么？海象先生对自

己的过去是否感到一丝悔恨？

＊	同样的选择，却因不同的道德观导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个向孩
子讲述善恶有报的故事。

＊	情节设计对比鲜明，让孩子明白贪婪的后果，具有道德教育意义。

＊	法国书评网Babelio 近 5星高分好评！

笔墨文化

主题：善与恶、贪婪、哲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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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contact@bimotculture.com

www.bimotculture.com
Instagram : bimotculture

微信： bi-mot
QQ: 1896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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