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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田文化传媒

UTOP 

was founded in June, 1999. 

For years UTOP'S continued focus 

IS on serving the youth market. 

We have a highly successful 

list including many 

famous children's laureates 

and also an extensive list of bestsellers

in young children books, 

teen books and also 

young adult books.



READ TO DREAM

梦想启航



禹田文化传媒（以下简称禹田）成立于 1999 年，是一家专门从事童书策划出版的机构，

旗下现有北京禹田翰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禹田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禹晨文化

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子公司，年均策划出版图书 300 余种。

禹田作为首批入驻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的童书出版机构，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中

国儿童出版好书，并始终坚持“只为传播优秀文化”的出版理念。如今 , 禹田已沉淀形成了“暖

房子绘本馆”、“长青藤文学”、“孩子国”、“千丨寻”等系列品牌，策划出版了“长青藤国际

大奖小说书系”、“白鲸国际大奖作家书系”、“美冠纯美阅读书系”、“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暖

房子经典绘本”系列、“非常班级”系列、“权威探秘百科”系列、“百年文库”系列等精品图书。

我们与国内外众多优秀作家、插画家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其中包括秦文君、伍

美珍、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梅子涵、田宇、帕特里克·麦克唐奈、马克·杨森、威廉·乔

伊斯、宫西达也等。

禹田的第一个十年，打造了原创手工书《新版少儿立体手工》、首创 16 开本童书《影响

孩子一生的 101 个经典童话》，并多次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 100 部优秀

图书”名单。

禹田的第二个十年，持续挖掘国内原创作家、插画家，并积极引进外国儿童文学大奖作品。

原创方面，先后推出《中国民间童话系列》《敲门小熊》《小红点》等原创绘本；独立策划“美

冠纯美阅读书系”，屡获“冰心儿童图书奖”，其中《城南旧事》被列入 2012 年“国家图书馆

重点推荐书目”。引进方面，以纽伯瑞金奖和银奖作品为主，荟萃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

知名大奖儿童文学作品，实践着“以大奖之名主张阅读，以阅读之力交换成长”这一出版理念。

2016 年， 禹 田 与 比 利 时 Clavis 公 司 达 成 战 略 合 作， 将 具 有 20 余 年 历 史 的 欧 洲 Key 

Colours Competition 引入中国，并成功举办了首届“金钥匙绘本创作大赛”。金奖作品《猫

先生和小小人》目前已成功授出荷兰语、英语、日语、泰语和印尼语的版权。第二届获奖作品

也马上要与读者见面，并将在 2020 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与其他优秀参赛作品一起

展出。目前禹田正在积极与美国、英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的出版品牌谋求战略合作，为提升中

国原创童书的制作水平和创造能力，为促进中国原创儿童作品走出去尽到自己的绵薄之力。

2020 年，禹田将持续关注少年儿童教育成长，秉承匠心，以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坚持“只

为传播优秀文化”的出版理念，为中国儿童讲好故事，出版精品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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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G R O W T H

R E A D  TO  D R E A M

The  World  Treasu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把世界放到孩子的书架上

阅读自己

自我 自信 勇敢 梦想……

阅读他人

友情 感恩 包容 爱心……

阅读世界
自然 磨难 重生 家园……

GROWTH



一位要摆脱世俗纷扰的老教授乘坐气球环游世界，原本平静的旅程却发生突变，

气球破裂，教授空降到一座孤岛上。令他惊讶的是，这里储藏着丰富的钻石，还生活着二十户人家。

本以为可以衣食无忧地在这里生活下去时，火山剧烈喷发，这座小岛灰飞烟灭，

老教授阴差阳错降落到了大西洋上，被一位船长救起。

在体力恢复之后，老教授把他的故事讲述给了全世界。

二十一只气球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The Twenty-One Balloons



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用文字启迪思想，为心灵打开世界之窗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11辑
Awarded Novels

〔美〕威廉·佩内·杜·博
伊斯 / 著、绘
WiIliam Pene du Bois

阿昡/译

1/32

192页

平装

24.00元

〔美〕贾森·雷诺兹 /著
Jason Reynolds
孟影/译

1/32

224页

平装

26.00元

〔美〕朱莉娅 L. 索尔 /著
Julia L.Sauer
诸葛雯/译

1/32

192页

平装

24.00元

〔英〕凯瑟琳·朗德尔 /著

Katherine Rundell

〔英〕汉纳·霍恩/绘

Hannah Horn

阿昡/译

1/32

336页   

平装

32.00元

二十一只气球
The Twenty-One Balloons

一位要摆脱世俗纷扰的老教授乘坐气球环游世界，原本平静的旅程却发生
突变，气球破裂，教授空降到一座孤岛上。令他惊讶的是，这里储藏着丰
富的钻石，还生活着二十户人家。本以为可以衣食无忧地在这里生活下去
时，火山剧烈喷发，这座小岛灰飞烟灭，老教授阴差阳错降落到了大西洋上，
被一位船长救起。在体力恢复之后，他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全世界。

我的跑道
Ghost

跑步是男孩“幽灵”唯一擅长的事。但他跑步并非出于热爱，而是出于本
能——逃离他酗酒的父亲。直到他遇见“捍卫者田径队”的教练，教练发
现他惊人的跑步天赋，成为他坚定的依靠。更幸运的是，他还遇到了懂他、
尊重他的队友，他们一起在跑道上挥洒着汗水，朝梦想的方向奔跑着。

·美国国家图书奖

穿越魔雾
Fog Magic

格丽塔一直很喜欢雾。一天，当她在林间散步时，薄雾悄悄笼罩住树林，
她的面前出现了一座石屋的黑色剪影。随后，她看见一辆四轮马车开了过
来。车上的女人招呼格丽塔上车，马车带她穿越迷雾来到一个叫蓝湾的
村庄。她在那里交了好朋友，然而，在格丽塔生活的时代，蓝湾并不存
在。她喜欢这里，可随着她十二岁生日的到来，雾的魔法却离她而去……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荒野飞行
Explore

飞机一头撞进了亚马孙丛林，坠落并燃起大火，四个孩子由此掉落到荒野
中。在这里，他们四人必须独立生存。偶然中，他们找到一张画着神秘标
记 X 的地图，于是乘上自制的木筏顺着亚马孙河，航向那代表未知的 X。
没想到，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座宏伟的废墟城市，里面住着一位不知其名
的男人，一切都将走向神秘……

·科斯塔童书奖
· 英国卡内基儿童文学奖提名奖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New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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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11辑
Awarded Novels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用文字启迪思想，为心灵打开世界之窗 

〔美〕温迪·马斯 / 著
Wendy Mass

罗玲/译

1/32

224页

平装

26.00元

〔英〕韦罗妮卡·柯赛
特丽 / 著
Veronica Cossanteli
王冬芳/译

1/32

256页

平装

28.00元

没完没了的生日
11 Birthdays

亚曼达和同天出生的雷欧是好朋友，每年的生日都会一起庆祝。在十岁生日
宴会上，他们因为同学的揶揄陷入冷战。直到他们的 11 岁生日那天，奇妙的
事情发生了……他们一连过了好几次 11 岁生日，直到第四次，雷欧特地来找
亚曼达说话，才发现两人都被困在自己的 11 岁生日里！原来，有人给他们下
了诅咒……他们能破解咒语，重归于好吗？ 

怪物农场
The Extincts

乔治计划打工攒钱来买一辆自行车。于是，他被一则奇怪的招工广告吸引，
来到了温姆斯多农场。他在这里见到了优雅的农场主夫人、不苟言笑的神
秘男孩，以及许多早已灭绝和传说中的动物。但是一个邪恶的标本师想要
捕猎它们，把它们制作成标本。于是，乔治和一个女孩普鲁登斯，便踏上
了保护这些动物的冒险旅程。他们勇敢地与标本师斗智斗勇，最终获得了
胜利，保护了农场。

·英国卡内基儿童文学奖提名奖

·威廉·艾伦·怀特儿童文学奖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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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入选全球青少年必读书目，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书系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1辑
Awarded Novels

〔美〕达恩·葛帕·穆克奇/著

Dhan Gopal Mukerji

十画/译

1/32

176页

平装

16.00元

〔美〕雷切尔·菲尔德/著

Rachel Field

陈静抒/译

1/32

256页

平装

18.00元

〔美〕埃里克·凯利/著

Eric P. Kelly

枣泥/译

1/32

240页

平装

18.00元

〔美〕赖清河/著

Thanhha Lai

罗玲/译

1/32

304页   

平装

26.00元

彩虹鸽
Gay-Neck The Story of a Pigeon

男孩“我”驯养了一只有着彩虹般颜色颈羽的信鸽。彩虹鸽曾穿越谜一般
的喜马拉雅山，勇敢地冒着炮火运送情报，但它为何会丧失飞翔的信念与
勇气？当恐惧占据了它的心房，视它如兄弟的“我”，又该如何帮助它重
返蓝天？

木头娃娃的旅行
Hitty, Her First Hundred Years

诞生在美国一位船长家中的木头娃娃希蒂，一直在旅行。她经历过出海捕
鲸，与眼镜王蛇一起表演，还遇见过了不起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和著名的
歌唱家，并被四处游历的画家画进了不少画里……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吹号手的诺言
The Trumpeter Of Krakow

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城，有一位忠诚的吹号手在 13 世纪被敌人射死。两百年
后，男孩约瑟一家来到了这座城市，但他并不知道一家人正被卷入一场邪
恶的阴谋，陷入与凶残的鞑靼大盗、炼金术士、催眠术士以及魔鬼的黑暗
使者的争斗中。约瑟吹响的号声将会由谁来响应？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十岁那年
Inside Out & Back Again

在十岁这一年，小女孩金河因为一场意料之外的旅行，人生轨迹就此翻天
覆地。背井离乡的哀伤使熟悉的生活、热情的朋友，还有那些木瓜树都变
成遥远的回忆。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金河还会重新变得聪明和自信、勇
敢而有担当吗？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美国国家图书奖
·第九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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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1辑
Awarded Novels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入选全球青少年必读书目，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书系

〔美〕辛西娅·沃伊特/著

Cynthia Voigt

麦倩宜/译

1/32

256页

平装

24.00元

〔美〕罗伯特·罗素/著

Robert Lawson

司南/译

1/32

176页

平装

16.00元

阁楼里的秘密
The Callender Papers

在一座尘封十年的阁楼里，十二岁的女孩琼在十二箱神秘的家族文件中发现
了重大的秘密，她逐步陷入层层的谜团与疑云之中：一个神秘的鞋印、一名
失踪的婴儿、一份庞大的遗产……十年前的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兔子坡
Rabbit Hill

山坡上的大房子里有新居民要搬来了！为此，兔子坡的居民们议论纷纷，
多方猜测。作者罗伯特·罗素以自家后院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充满爱心的
动物小说，文字与图画都又好玩又可爱，共同讲述了一个关于等待与希望
的美好寓言。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爱伦·坡青少年推理小说奖
·中国台湾“好书大家读”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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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引导孩子在爱的氛围中向上成长，做最好的自己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2辑
Awarded Novels

〔美〕费利斯·霍尔曼/著

Felice Holman

蔡美玲/译

1/32

176页

平装

20.00元

〔美〕罗德曼·菲尔布里克/著

Rodman Philbrick

林静华/译

1/32

240页

平装

22.00元

〔美〕希拉·特内奇/著

Sheila Turnage

何禹葭/译

1/32

304页

平装

26.00元

〔美〕波莉·霍华斯/著

Polly Horvath

赵永芬/译

1/32

240页

平装

22.00元

地下 121 天
Slake's Limbo

纽约市大中央车站的底下，竟然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房间！在这个纵
横 220 公里、涵盖 265 个地铁站的“城市之下的城市”，男孩史雷克整整
住了 121 天。当他在地下渐渐找到家的感觉时，他还愿意返回地面吗？

宇宙最后一本书
The Last Book in the Universe

世界被一场巨大的地震毁灭，到处都是一片废墟，人们忘记从前，看不到
未来。书籍消失了，每个人都依靠探针来满足精神上的需要。十二岁的憨
头生来对探针敏感，他偶然发现废墟中还存活着一个对书籍和书写感兴趣
的老人……

·美国图书馆协会杰出青少年读物奖

从天而降的幸运
Three Times Lucky

一个人口只有 148 人的温馨小镇，突然接连发生了两起离奇的案件。11 岁
的摩西与最好的朋友组建了侦探所，决心揭开谜底。然而摩西本人就是一
个谜团缠身的女孩，11 年前是谁把她放在河里漂流到了镇上？她的身世与
这两起可怕的案件又有何关联？

蓝莓季节
The Canning Season

两个没有人要的女孩被送到了长满蓝莓的海边山谷，被迫与两位特立独行
的九十一岁双胞胎老奶奶一起生活。在她们的影响之下，两个女孩不仅找
到了内心的平静，还发现了自己独特的天赋与能力。

·美国国家图书奖金奖
·美国青少年图书馆协会十大选书

·美国图书馆协会杰出青少年读物奖
·刘易斯·卡罗尔书架奖
·中国台湾新闻局优良读物推荐书目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E.B. 怀特大声阅读奖银奖
·爱伦·坡青少年推理小说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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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uls Dans La Ville Entre 9H ET 10H30
作文里的奇案

男孩埃尔万班上的法语老师，要求全班25个同学在早上9点至10点半之间，

散布到小镇的各个角落观察和体会，写下自己的所见所想。谁料就在这个时间段，居然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25篇作文最终让25个同学化身为侦探……

法国拉图律文学奖
2014年“中国好童书100佳”

新阅读研究所2014年度中国图书榜优秀童书
2015年上海市中小学暑期阅读推荐书目



长青藤文学馆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以阅读滋养学习力和成长力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3辑
Awarded Novels

〔美〕克莱尔·范德普尔 / 著

Clare Vanderpool

陈静抒/译

1/32

368页

平装

32.00元

〔美〕弗吉尼亚·索伦森/著

Virginia Sorensen

陈静抒/译

1/32

208页

平装

22.00元

〔美〕埃洛伊塞·麦格劳 /著

Eloise McGraw

枣泥/译

1/32

264页

平装

26.00元

阿比琳的夏天
Moon over Manifest

一个在夏天里等待爸爸的小女孩，与一个改变小镇命运的好故事之间的奇
遇。这个夏天，阿比琳与年少老成的露西安、想象力极其丰富的莱蒂，在
镇上开始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大冒险”。而所有谜团的答案、打开记
忆之门的那把钥匙，就握在占卜女王、吉卜赛女人萨蒂的手中……

枫树山的奇迹
Miracles on Maple Hill

为了让疲惫的爸爸重拾生活的信心，玛莉一家从城里来到了高山之上，搬
进了妈妈的外婆留在枫树山的旧房子里。从此她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生活，
连人见人怕的逃学检察官都会帮着她和哥哥“逃学”，并且给他们带来一大
群帮手，帮助制作甜蜜的、温暖人心的奇迹……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妖精的小孩
The Moorchild

十一岁的萨思琪跟村里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时她像个天才，有时她让
人不安，一双眼睛的颜色变幻不定，高兴的时候是烟灰色的，恶作剧时就
变成了丁香紫。她出生后不久，外婆就一直担心她太特别。直到有一天，
她突然记起了一些久远的记忆……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美〕温迪·马斯/著

Wendy Mass

林劭贞/译

1/32

288页

平装

26.00元

芒果猫
A Mango-Shaped Space

字母 a 是褪色的向日葵般的黄色，数字 2 是棉花糖的粉红色，小猫芒果打出
的呼噜是一个个芒果色的圈圈……这不是一本魔幻小说，然而十三岁的米雅
确实拥有魔法般的“天赋”，她能“听到”颜色……

·施耐德家族好书奖
·中国台湾“好书大家读”选书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纽约时报》畅销书

读年龄
9-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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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以阅读滋养学习力和成长力

〔法〕伊夫·格勒韦/著

Yves Grevet

李楹/译

1/32

224页

平装

26.00元

作文里的奇案
Seuls Dans La Ville Entre 9H ET 10H30

男孩埃尔万班上的法语老师，要求全班 25 个同学在早上 9 点至 10 点半之
间，散布到小镇的各个角落观察和体会，写下自己的所见所想。谁料就在
这个时间段，居然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 25 篇作文
最终让 25 个同学化身为侦探……

·法国拉图律文学奖
·2014 年“中国好童书100 佳”
·新阅读研究所 2014 年度中国图书榜优秀童书
·2015 年上海市中小学暑期阅读推荐书目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3辑
Awarded Novels

〔美〕卡罗琳·舍温·贝利/著

Carolyn Sherwin Bailey

司南/译

1/32

168页

平装

18.00元

胡桃木小姐
Miss Hickory

在被小主人遗弃之前，玩具娃娃胡桃木小姐过着舒服的生活。她住在用玉
米芯做的房子里，身子是用苹果树枝做的，脑袋则是一颗胡桃。这样一个
脆弱的娃娃，该如何熬过寒冷的冬天呢？她就这样被迫踏上了冒险之路……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读年龄
9-14岁



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在阅读中经历人生最重要的心灵蜕变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4辑
Awarded Novels

〔美〕辛西娅·角畑/著

Cynthia Kadohata

柳漾/译

1/32

224页

平装

20.00元

〔美〕托尔·塞德勒/著
Tor Seidler

〔美〕约翰·阿吉/ 绘
Jon Agee

陈静抒/译

1/32

176页

平装

17.00元

〔美〕罗德曼·菲尔布里克/著

Rodman Philbrick

罗玲/译

1/32

240页

平装

21.00元

〔美〕凯西·阿贝特/著

Kathi Appelt

赵轩/译

1/32

288页

平装

24.00元

明天会有好运气
The Thing About Luck

十二岁的萨默刚从一场致命的疾病中活过来，弟弟杰斯交不到一个好朋友，
收割季之前爸爸妈妈要飞回日本去照顾病重的曾祖父母，年近七十的外公
外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要重新开始工作……在一趟一路向北收割麦田的旅
程中，萨默开始思索生命和责任。这坏运气的一年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

·美国国家图书奖金奖
·2015 年“中国好童书 100 佳”

坏脾气的玛格丽特
Mean Margaret

一对新婚的旱獭夫妇——菲比和弗莱德收养了一个人类婴儿，名叫玛格丽
特！对于旱獭来说，玛格丽特胃口极大，脾气又坏，十分不好养。于是，
树林里的动物——蛇、臭鼬、蝙蝠和松鼠也加入到了收养大军之中……

·美国国家图书奖银奖

小荷马的大冒险
The Mostly True Adventures of Homer P.Figg

为了拯救被卖到军队的哥哥，十二岁的孤儿荷马踏上了一段令人捧腹大笑
的冒险旅程。这个勇敢机灵的男孩，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口才，成功地从形
形色色的盗贼、骗子、无赖和间谍的手中逃脱。他一路向南，到处打听，
最后他会找到哥哥吗？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糖人沼泽侦察兵
The True Blue Scouts of Sugar Man Swamp

糖人沼泽忠诚的侦察兵——浣熊兄弟宾果和杰玛，发现沼泽正受到严重的
威胁！贪婪的博库先生、野心勃勃的鳄鱼摔跤冠军以及无恶不作的野猪法
罗帮，都想毁了这片自然天堂。而同一时刻，男孩查普一家也遭遇了被赶
出糖人沼泽的威胁，他们只有五天五夜的时间来挽救一切……

·美国国家图书奖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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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在阅读中经历人生最重要的心灵蜕变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4辑
Awarded Novels

〔美〕琼·W. 布洛斯/著

Joan W. Blos

罗玲/译

1/32

192页

平装

18.00元

永不变老的日记
A Gathering of Days:A New England Girl's 
Journal，1830-32
这是一本由曾祖母送给重孙女的日记。八十二岁的曾祖母凯瑟琳·霍尔在
十四岁那年，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她必须以小小的肩膀撑起整个家
庭。坚强的毅力和乐观的心态最终帮助这个身遭不幸的女孩，走过了艰辛波
折而又充实的一年。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美国国家图书奖金奖

〔加〕阿伦·斯特拉顿 / 著

Allan Stratton

赵永芬/译

1/32

288页

平装

24.00元

倩达的秘密
Chanda's Secrets

女孩倩达与母亲相依为命，共同支撑着命运多舛的家庭。不料一场灭顶之
灾悄然逼近。她要如何捍卫自己的友情，以稚嫩的肩膀负担起一切，维护
自己至爱的家人？横亘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秘密，而
这个秘密竟跟母亲有关……

·普林兹文学奖银奖



长青藤文学馆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在阅读中感悟成长，积聚面对未来的力量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5辑
Awarded Novels

〔美〕史蒂夫·克卢格/著

Steve Kluger

陈宗琛/译

1/32

368页

平装

28.00元

〔美〕苏珊·埃洛伊丝·欣顿/著
Susan Eloise Hinton

麦倩宜/译

1/32

224页

平装

20.00元

〔美〕埃米·延伯莱克/著

Amy Timberlake

周玉军/译

1/32

288页

平装

24.00元

那年深夏
Last Days Of Summer

父爱的缺失、同辈的欺侮……十二岁的乔伊孤独地生活着，他迫切地想找
到一个生命中的英雄。二十岁的三垒手查理，快人快语，行事鲁莽，有着
不为人知的童年经历。他开始只把乔伊当成调皮的球迷，谁知道通起信来
就再也停不下。两人从开始的针锋相对到最后的相濡以沫，故事爆笑又真挚。

·美国图书馆协会亚历克斯奖
·2017“我最喜爱的童书”文学类提名奖

追逐金色的少年
The Outsiders

十四岁的小子外表强悍，内心敏锐。父母双亡后，他将爱投注于两个哥哥
和一伙死党，这群“油头小子”来自贫民区，好勇斗狠却很真诚。在小子
经历过一次生死缠斗之后，一连串的事件如噩梦般纠缠着小子和他身边所
有的人……

·美国图书馆协会杰出青少年读物奖

寻找阿加莎
One Came Home

十三岁的女孩乔吉·伯哈特在小镇上以两件事闻名：步枪神准和心直口快。
而正因为她的心直口快，她深爱的姐姐阿加莎离家出走，几天后小镇警长
带着一具穿着阿加莎礼服的无名尸回来。人们都接受了这个悲惨的事实，
除了乔吉。她带上擦亮的步枪，踏上了寻找姐姐的冒险之旅……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美〕霍莉·布莱克/著

Holly Black

枣泥/译

1/32

224页

平装

20.00元

送埃莉诺回家
Doll Bones

三个好友——扎克、波比和爱丽丝，热衷于一个魔法游戏。一个骨瓷娃娃——
拥有魔法的至高无上的女王，她在波比的梦中出现，说自己名叫埃莉诺，
已去世多年，要由三个好友护送回家乡的墓园。诡异的气氛令他们在深夜
带着女王，跳上长途巴士，前往不知名的地点，准备完成她的心愿……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读年龄
9-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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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在阅读中感悟成长，积聚面对未来的力量

〔日〕青木和雄 吉富多美/著

彭懿/译

1/32

192页

平装

18.00元

明日香，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Asuka 

 “你哟，没生你就好了！”明日香十一岁的生日在哥哥的嘲讽中来到了，而
妈妈完全忘了她的生日。在这样的忽视和冷漠下成长的明日香，终于承受
不住，失声了。这个女孩，还能找到生存的勇气和希望吗？

·日本青少年读书感想写作比赛指定图书
·新阅读研究所 2016 年中国童书榜优秀童书
·中国台湾“好书大家读”选书
·2017 年中国童书榜博览会年度 TOP 好书榜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5辑
Awarded Novels

李潼/著

LI Tong

1/32

224页

平装

20.00元

少年噶玛兰
The Kavalan Boy

噶玛兰族少年潘新格，一直对自己异于其他人的身份感到不自在。在一次机
缘巧合中，他回到了过去。在这场时空交错的奇异之旅中，他亲历祖先生活，
感悟生命延续的艰辛与珍贵，完成了成长中一次自我认知的蜕变。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The Red Pencil
阿米拉的红铅笔

十二岁的阿米拉原本生活在平静的苏丹乡村，渴望学会阅读与书写。

但在这一年，突如其来的战争袭击了她的村庄，害她失去了父亲和家园。

在恐惧与绝望之下，她无法发声了，

直到她意外地获得了一件礼物——一支红铅笔。

美国图书馆协会荣誉图书奖
深圳读书月十大童书



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在阅读中成长，做了不起的孩子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6辑
Awarded Novels

〔日〕那须田淳/著

张煦/译

1/32

304页

平装

24.00元

〔日〕绿川圣司 / 著

〔日〕宫岛康子/绘

范薇 朱一飞/译

1/32

336页

平装

28.00元

〔英〕凯瑟琳·朗德尔/著

Katherine Rundell

徐海幈/译

1/32

272页

平装

22.00元

名叫彼得的狼
A Wolf Called Peter

两个素不相识、离家出走的日本男孩里欧和明，在德国柏林偶遇了沉默寡
言、一身故事的老人马科斯，还有一匹与狼群失散、迷失在都市中的小狼。
为了让小狼安全回到狼群之中，三人无意间踏上了逃亡一般的旅程……

·日本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
·第 20 届坪田让治文学奖

晴天就去图书馆
Go to Library on a Sunny Day

热爱阅读的芊芊一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怪事：
一本图画书的书名里隐藏了什么秘密，它能帮助一个迷路的小女孩找到亲
人吗？让一位病重的老人念念不忘的书，为何已从图书馆借出了 60 年……
9 个关于书的谜案等你来破解，每一条破案线索都是一把打开图书馆的钥匙！

·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长篇小说新人佳作奖

屋顶上的索菲
Rooftoppers

所有人都告诉索菲她是个孤儿，她的母亲已在一场事故中去世了，但索
菲始终坚信母亲还活着。依靠仅有的线索，她从伦敦逃到了巴黎。在巴
黎的屋顶上，索菲遇到了一个在绳索上行走、住在空中的男孩。屋顶上
的飞跑竞赛，能不能为索菲指明母亲所在的方向……

·卡内基儿童文学奖提名奖
·水石儿童文学奖
· 英国卫报儿童文学奖提名奖

〔美〕杰里·斯皮内利/著

Jerry Spinelli

麦倩宜/译

1/32

208页

平装

20.00元

想赢的男孩
Loser

你相信学习不好的孩子也会真心爱学校吗？如果你总是输，你还相信总有
一天你会赢吗？整个小学阶段，辛可夫似乎一直在输，但即便如此，他还
是找到了内心独有的力量，那是无法用学习成绩来衡量的人生动力，那是
真正赢得成长的秘密。

·朱迪·洛佩兹儿童文学奖银奖
·马克·吐温奖
·第五届中国童书榜 2017年“中国好童书 100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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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在阅读中成长，做了不起的孩子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6辑
Awarded Novels

〔美〕夸迈·亚历山大/著

Kwame Alexander

徐涵/译

1/32

208页

平装

20.00元

〔英〕凯瑟琳·朗德尔/著
Andrea Davis Pinkney

〔菲〕杰尔拉夫·安比克/绘
Gelrev Ongbico
徐海幈/译

1/32

288页

平装

24.00元

乔希的球场
The Crossover

十二岁的乔希和双胞胎弟弟乔丹是学校里的篮球明星。在成长的关键期，
乔希逐渐意识到除了球技，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适应和学习。在最
关键的一场球赛开赛之际，爸爸突发急病被送往医院。是去比赛，还是去
医院？少年的人生即将面临考验与蜕变……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骑狼女孩
The Wolf Wilder

菲奥和妈妈生活在西伯利亚雪原的小木屋里，妈妈是一名驯狼人，教狼群
如何恢复野性。但有一天，妈妈强行被官兵带走，家也被烧成了废墟。她
下定决心骑狼穿越雪原去救妈妈，但她从没想到，这一路会遇到那么多严
酷的挑战……

·美国银行街教育学院最佳童书奖

〔美〕赖清河/著

Thanhha Lai

罗玲/译

1/32

272页

平装

22.00元

十二岁的旅程
Listen，Slowly

跨越半个地球，不情不愿的米娅被迫陪着奶奶回故乡，去寻找一个尘封多
年的秘密。半生不熟的语言、迥异的文化习惯让米娅焦头烂额，她决定依
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开谜团。很快，线索指向了一封“带不走的信”……

·美国《纽约时报》杰出童书奖  
·纽伯瑞大奖畅销童书《十岁那年》姊妹篇

〔美〕安德烈娅·平克尼/著
Andrea Davis Pinkney

〔美〕沙恩·埃文斯/绘
Shane W. Evans

张海香/译

1/32

328页

平装

26.00元

阿米拉的红铅笔
The Red Pencil

十二岁的阿米拉原本生活在平静的苏丹乡村，渴望学会阅读与书写。但在
这一年，突如其来的战争袭击了她的村庄，害她失去了父亲和家园。在恐
惧与绝望之下，她无法发声了，直到她意外地获得了一件礼物——一支红
铅笔。

·美国图书馆协会荣誉图书奖
·2017 年深圳读书月十大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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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在阅读中成长，做了不起的孩子

〔美〕路易斯·萨奇尔/著

Louis Sachar

赵永芬/译

1/32

192页

平装

18.00元

烂泥怪
Fuzzy Mud

塔玛亚每天和邻家男孩马修结伴上下学。一天，总爱欺负马修的查德扬言
要和马修单挑，马修不得已带着塔玛亚躲进了学校旁边的树林里。慌乱中，
塔玛亚把一块烂泥巴扔到了查德脸上。随后，一系列怪事接二连三发生……
三个孩子无意中被卷进了一个惊天秘密……

·美国图书馆协会杰出青少年读物奖
·父母最佳选择奖
·中国时报 2015 开卷好书奖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6辑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相信阅读的力量，做与众不同的自己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7辑
Awarded Novels

〔美〕简·梅里尔/著

Jean Merrill

李玉婷/译

1/32

208页

平装

22.00元

〔美〕洛伊丝·劳里/著

Lois Lowry

罗玲/译

1/32

176页

平装

20.00元

〔美〕洛伊丝·劳里/著
Lois Lowry

〔美〕埃里克·罗曼/绘
Eric Rohmann
陈静抒/译

1/32

176页

平装

20.00元

〔美〕洛伊丝·劳里/著

Lois Lowry

周彩萍/译

1/32

176页

平装

20.00元

手推车大作战
The Pushcart War

2026 年的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卡车，三十万辆卡车在街上横行霸道，堵
塞交通，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一天，卡车司机马克故意撞翻了花匠莫里斯
的手推车，使莫里斯当场车毁人伤。全城的手推车小贩同仇敌忾，手推车
大战由此开始。然而，处于社会底层的手推车小贩，能够战胜资本雄厚的
卡车司机吗？

最后的夏天
A Summer to Die

梅格很难不嫉妒姐姐莫莉。莫莉漂亮、开朗，而梅格完全相反。这年夏天，
为让爸爸更好地写作，全家人搬到了乡下。在这里，姐妹俩住同一个房间，
却摩擦不断。突然有一天，莫莉开始不停地流鼻血，从此之后，一切都变了。

教堂老鼠的大冒险
Bless This Mouse

大教堂里住着一群老鼠。它们可不是一般的老鼠，而是温柔、谦卑、懂礼
貌的“教堂老鼠”，在女族长希尔德加德的领导下小心翼翼地与人类生活在
一个屋檐下。可是眼下，不小心暴露行踪的老鼠们有祸了！面对“除害专家”
和猫的威胁，希尔德加德必须带领老鼠们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冒险……

·纽伯瑞金奖得主与凯迪克奖得主联袂力作

织梦人
Gossamer

小小是一位织梦人新手，正在学习编织美好的梦授予人们。每个夜晚，她
都会将温暖的梦，授予内心有巨大创伤的男孩约翰，以帮他走出父母离异
的阴霾。与此同时，专门授予人们噩梦的黑暗生灵——殷险马，把目标对
准了约翰。织梦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威廉·艾伦·怀特儿童文学奖
·父母最佳选择奖

·刘易斯·卡罗尔书架奖

·国际阅读协会儿童图书奖
·美国图书馆协会推荐童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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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相信阅读的力量，做与众不同的自己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7辑
Awarded Novels

〔美〕卡罗尔·肯德尔 / 著

Carol Kendall

徐海幈/译

1/32

272页

平装

26.00元

〔美〕克里斯托弗·保

罗·柯蒂斯 / 著

Christopher Paul 

Curtis

黄德远/译

1/32

336页

平装

30.00元

神秘的日落山
The Gammage Cup

因惧怕权威，小人族米尼平人过着整齐划一的机械生活，渐渐失去了真实的
自己。有一天，不远处的日落山上出现了奇怪火光，人们因害怕打破安静的
生活，竟避而不谈……但五个与众不同的米尼平人，敢于打破常规，却因此
被逐出村庄。就在此时，他们发现这火光竟关乎着米尼平人的命运……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美国图书馆协会推荐童书

奔跑的少年
Elijah of Buxton

十一岁的男孩伊利亚拥有不同于常人的“天赋”——用投掷石块的方法捕
鱼，几乎百发百中。虽然一直被妈妈认为有些脆弱，但他仍然平静地成长
着。但他从没想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竟让他命运的轨迹从此改变。
为了扭转这一切，他瞒着父母，告别家乡，奔跑着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
冒险旅程……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父母最佳选择奖
·科丽塔·斯科特·金童书奖



Call it Courage
你那样勇敢

自记事起，玛法图就深深地畏惧大海，尽管他的父亲是勇敢的部族首领。

整个少年时期，她默默承受着同龄人的嘲笑。终于，在十五岁那年，他下定决心去迎击自己畏惧的大海。

他一路被海浪向西推行，竟来到黑暗的食人岛。在这里，他必须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2018年深圳读书月十大童书提名奖

2018年度好童书 TOP100



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在阅读中发现自我，用心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8辑
Awarded Novels

〔英〕特德·休斯 / 著
Ted Hughes

〔英〕安德鲁·戴维森/绘
Andrew Davidson
陈笑黎/译

1/32

96页

平装

18.00元

〔英〕特德·休斯/著
Ted Hughes

〔英〕安德鲁·戴维森 /绘
Andrew Davidson
陈笑黎/译

1/32

144页

平装

20.00元

〔美〕济尔法·基特利·斯

奈德 / 著

Zilpha Keatley Snyder

刘颖/译

1/32

240页

平装

26.00元

〔美〕济尔法·基特利·斯

奈德 / 著

Zilpha Keatley Snyder

徐海幈/译

1/32

256页

平装

28.00元

铁巨人
The Iron Man

铁巨人从哪里来？他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没有人知道。人们只知道，他
来到小镇后，就把农场里所有的铁农具都吃光了。为了阻止这样的事情再
发生，勇敢而机灵的小男孩霍加思建议把铁巨人带到一个堆满废铁的废弃
大院。从此之后，铁巨人和人们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一条巨龙从太
空降落，决意摧毁地球。在这个危机时刻，铁巨人向巨龙发起了挑战……

·科特·马希拉奖

铁巨人和他的朋友
The Iron Woman

铁巨人的同类忽然从一条臭水沟里钻出来，发誓要将肆意排泄污染物的废
品工厂摧毁。女孩露西无意中触碰了她，就听到了所有被污染的生物发出
的痛苦尖叫声。随后，凡是与露西接触过的人，都被尖叫声传染了。更滑
稽的是小镇上的男人都变成了某种鱼类，必须要去河里感受生物们的痛苦。
对于这一切，铁巨人和他的朋友会如何收场？

·科特·马希拉奖作品《铁巨人》经典续作

下课去埃及
The Egypt Game

十一岁的女孩四月搬来和祖母一起生活，在社区一家神秘古董店的废弃后
院内，四月和新结识的朋友们展开了一场神秘的埃及游戏，开启了一场精
心策划的心智冒险。就在这场冒险的高潮戏码即将上演时，社区里却发生
了一桩凶杀案……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丘比特之谜
The Headless Cupid

在一座神秘的老房子里，每段楼梯的起始两根柱子上各有一个丘比特木雕
像，但其中一个雕像的脑袋不知所踪。刚搬来这里的阿曼达极其热衷超自
然，自从她搬来后，老房子里就频繁出现怪事。直到有一天，一个大箱子
滚下楼梯，那个遗失了一百多年的丘比特脑袋突然出现……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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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在阅读中发现自我，用心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8辑
Awarded Novels

〔美〕济尔法·基特利·斯

奈德 / 著

Zilpha Keatley Snyder

罗玲/译

1/32

192页

平装

24.00元

〔美〕南茜·邦德/著

Nancy Bond

黄德远/译

1/32

384页

平装

36.00元

〔美〕阿姆斯特朗·斯佩里/著

Armstrong Sperry

李玉婷/译

1/32

160页

平装

22.00元

杰西卡的借口
The Witches of Worm

杰西卡意外捡到一只长相奇特的猫。她是多么希望自己没有将它带回家，
因为她越来越觉得它是女巫送来的，正指使她做一系列坏事，她甚至觉得
自己就是女巫……就在这时，这只猫遇到了危险，她必须抉择是否要去拯
救它，是否要揭开关于女巫的秘密……

魔法琴弦
A String in the Harp

妈妈突然离世，爸爸执意带着彼得和贝琪去往威尔士生活，姐姐珍则留在
家乡。这年寒假，珍来到威尔士与家人团聚，却发现家人之间早已矛盾重重。
就在这时，彼得捡到一个神奇的东西，它传出的歌声向他展示了 6 世纪一
位吟游诗人的一生，彼得被迫卷进过去的时间里，他的家庭又将面临什么
难题……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你那样勇敢
Call it Courage

自记事起，玛法图就深深地畏惧大海，尽管他的父亲是勇敢的部族首领。
整个少年时期，她默默承受着同龄人的嘲笑。终于，在十五岁那年，他下
定决心去迎击自己畏惧的大海。他一路被海浪向西推行，竟来到黑暗的食
人岛。在这里，他必须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2018 年深圳读书月十大童书提名奖
·2018 年度好童书 TOP100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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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以阅读激发想象，汲取面对世界的力量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9辑
Awarded Novels

〔美〕罗伯特·基梅尔·

史密斯 /著

Robert Kimmel Smith

阿昡/译

1/32

160页

平装

22.00元

〔美〕罗伯特·基梅尔·
史密斯 /著
Robert Kimmel Smith

〔美〕     焦亚·菲亚门吉 /绘
Gioia Fiammenghi
董晓男/译

1/32
128页
平装
20.00元

〔英〕凯瑟琳·朗德尔 / 著

Katherine Rundell

阿昡/译

1/32

288页

平装

30.00元

追梦的孩子
The Dreamer

诺贝尔奖得主聂鲁达自幼便是一个梦想家。但他的父亲根本不支持他的梦
想，甚至试图一手策划他的未来。即便如此，聂鲁达也从未想过放弃创作，
而是怀着超乎自己想象的勇气，踏上了追逐梦想的旅程。谁也未曾预料到，
这趟旅程，彻底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我和外公的战争
The War with Grandpa

彼得无比爱自己的房间，摸黑都知道每样东西放在哪里，但外公的到来，
竟使他不得不搬离自己的房间，住到阴森可怕的顶楼。于是，他匿名“秘
密战士”，向外公下战帖夺回自己的房间。可外公超级不好惹，居然应战。
战线越拉越长，祖孙二人彼此受到的伤害越来越大，深爱外公的彼得还会
持续进攻吗？这场祖孙之战将如何收场？

·威廉·艾伦·怀特儿童文学奖
·马克·吐温奖

巧克力男孩
Chocolate Fever

巧克力是亨利的最爱。他爱吃甜巧克力、苦巧克力、白巧克力、黑巧克力……
而且，他每时每刻都在吃。可有一天，他胳膊上开始冒出棕色的大斑点，
并且迅速蔓延全身。为避免被人团团围住盯着看，他从医院逃跑了。这一
路上，他会遇见怎样的奇观呢？他身上的大斑点会奇迹般地消失吗？

野姑娘
The Girl Savage

在充满野性与自由的非洲农场里，维尔与自己的马、猴子，以及最好的朋
友生活在一起。但这一切随着父亲的去世戛然而止——农场被出售，她被
送到英国女子寄宿学校。那里淡漠的人情和森严的纪律，摧毁了她心中的
世界。于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她逃走了，在伦敦的街道与动物园里穿
梭躲藏。她要如何生存下去？ 

·波士顿环球报号角图书奖 

·美国普拉·贝尔普利奖
·波士顿环球报号角图书奖
·2019 年深圳读书月十大童书提名奖

·美国父母选择奖
·入选哥伦比亚大学推荐儿童阅读书单

〔美〕帕姆·穆尼奥兹·瑞恩 /著
Pam Munoz Ryan

〔美〕彼得·西斯 /绘
Peter Sis
于海子/译

1/32

320页

平装

32.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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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以阅读激发想象，汲取面对世界的力量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9辑
Awarded Novels

〔美〕门得特·德琼 / 著

Meindert DeJong

陈静抒  罗玲/译

1/32

192页

平装

24.00元

〔英〕艾玛·考克斯 /著
Emma Cox

〔英〕罗翰·伊森 /绘
Rohan Eason
黄富慧 / 译

1/32

256页

平装

28.00元

小兔子桑德拉
Shadrach

六岁的戴维将要有一只小黑兔了，不过得等到下周六它才来。这一周对戴
维来说漫长又难熬，他提前为它取好名字、做好笼子、放好食槽……终于，
名叫桑德拉的小兔子到来了，对戴维来说，之后的每一天都是奇迹。可不
知为什么，桑德拉变得越来越瘦，有一天竟从笼子里溜了出来……

一只猫的使命
Malkin Moonlight

摩今是一只非常独特的小黑猫，他出身悲惨，无名无姓。月神却告诉他，
他是与众不同的，有一个重大的使命在等他去完成。在月神的指引下，摩
今踏上了寻找自己归宿的旅程。然而，这段旅程处处充满危机，面对磨难
重重袭来，他是否还能够如当初那样勇敢坚定并保持善良？他能够顺利完
成使命，找到一个幸福的家吗？

·英国国家读写能力基金会儿童文学新秀奖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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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街的一栋公寓里住着一位画家，当男孩莱纳斯来到这里时，

就像是踏入了一个满足一切想象力的世界：红色、黄色、蓝色！

一个个四方形的色块挂在纯白的墙壁上，仿佛随时都能随音乐跳起舞来。

在这里，他与画家一起聊未来、听音乐、跳舞，甚至是幻想，真实世界离得很远很远……

第59街的画家

荷兰儿童文学银石笔奖
美国巴切尔德翻译童书奖

Mister Orange



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在阅读中探索生命，培养更广阔的视野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10辑
Awarded Novels

〔荷〕特莉丝·马蒂 /著

Truus Matti

林敏雅/译

1/32

208页

平装

24.00元

〔美〕基斯·罗伯逊 /著
Keith Robertson

〔美〕罗伯特·麦克洛斯基 /绘
Robert McCloskey
李桃/译

1/32

240页

平装

26.00元

〔美〕克莱尔·范德普尔/ 著

Clare Vanderpool

麦秋林/译

1/32

336页

平装

32.00元

〔日〕伊藤未来 / 著

〔日〕佐藤真纪子 / 绘

王庆钊/译

1/32

192页   

平装

24.00元

第 59 街的画家
Mister Orange

第 59 街的一栋公寓里住着一位画家，当男孩莱纳斯来到这里时，就像是
踏入了一个满足一切想象力的世界：红色、黄色、蓝色！一个个四方形的
色块挂在纯白的墙壁上，仿佛随时都能随音乐跳起舞来。在这里，他与画
家一起聊未来、听音乐、跳舞，甚至是幻想，真实世界离得很远很远……

暑假里的大生意
Henry Reed, Inc.

为了完成特别的暑假作业，少年亨利成立了一家公司，拉开了人生的创业
大幕。他把男孩让人头疼的淘气变成了赚钱的业务，天马行空的想象经由
不懈的坚持变成了难以置信的现实。亨利不仅赚到了真金白银，更通过对
社会的探索，获得了宝贵的人生体验：积极自信、独立思考、敢于想象、
永不放弃……

·威廉·艾伦·怀特儿童文学奖

午夜远航
Navigating Early

母亲去世后，杰克来到一所男子寄宿学校就读。他从没预料到自己将会和
学校里最奇怪的男孩厄尔利开启一场穿越缅因州丛林的冒险旅程。在丛林
中，遇到了海盗、火山、白鲸、百岁妇人、大黑熊、响尾蛇等，而他们的
旅程其实刚刚开始……他们会走出这片丛林，安然无恙地回到家吗？

·普林兹文学奖银奖
·美国银行街教育学院最佳童书奖

五年级的烦恼
糸子の体重計

细川因贪吃，体重一直偏重。町田因被朋友伤害过而故意拒人千里之外。
高峰因性格内向而不敢吐露自己真实的想法。坂卷极度渴望一份真正的友
谊。泷岛有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但在彼此给予的支持和温暖中，他们决心
勇敢地面对遇到的挫折，共同经历成长的悲欢，最终对前方的路充满期待。

·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长篇小说新人佳作奖

·荷兰儿童文学银石笔奖
·美国巴切尔德翻译童书奖

New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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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第10辑
Awarded Novels  

影响全世界少年儿童成长的国际大奖小说

在阅读中探索生命，培养更广阔的视野

〔美〕多丽丝·盖茨/ 著
Doris Gates

〔美〕保罗·兰茨 /绘
Paul Lanz
徐海幈/译

1/32

240页

平装

26.00元

〔英〕莉兹·凯斯勒 /著

Liz Kessler

黄富慧 孔乃卓/译

1/32

304页

平装

30.00元

詹妮的梦想
Blue Willow

詹妮没有在一个地方长久地待过，爸爸总是带着一家人辗转于各地谋生。漂
泊的生活让詹妮感到不安，她想要一个真正的家，想要上学和交朋友。当妈
妈生病，家里又交不出房租时，詹妮用她最珍爱的传家宝—— 一只漂亮的青
花盘来代替房租。失去盘子让她感到痛苦和无助，不过，幸运也悄悄降临了……

没有秋天的一年
A Year Without Autumn

珍妮和秋天是最好的朋友。一天，当珍妮乘坐旧电梯去秋天家时，她发现
自己穿越到了未来的一年：秋天家遭遇不幸，活泼的秋天变得颓废，她们
的友谊也出现裂痕。在一位同样被时间困住的妇人的帮助下，珍妮能回到
过去，并避免那场悲剧吗？

·英国蓝彼得图书提名奖

·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
·刘易斯·卡罗尔书架奖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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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6-8岁

小小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注音版）

Awarded Novels for School-agers

〔美〕道格利斯 /著
Alice Dalgliesh
伦纳德·威斯伽德 / 绘
Leonard Weisgard
董晓男/译

1/28
168页
平装
24.00元

〔英〕戴维·阿尔蒙德 /著
David Almond 

〔英〕波莉·邓巴 / 绘
Polly Dunbar
宋蕾/译

1/28
196页
平装
26.00元

〔英〕戴维·阿尔蒙德 /著
David Almond

〔英〕戴夫·麦基恩 /绘
David McKean
董晓男/译

1/28
140页
平装
22.00元

〔法〕克洛德·罗伊 / 著
Claude Roy

〔法〕埃莉萨·热安 / 绘
Elisa Gehin
叶婷婷/译

1/28
154页   
平装
22.00元

莎拉的勇气
The Courage of Sarah Noble

为了建造新家，只有八岁的莎拉和爸爸踏进了一片荒野。“保持你的勇气，
莎拉。”临行前妈妈这样告诉她，但莎拉发现在荒野里保持勇敢并不容易。
漆黑的森林里面充满了各种野兽，甚至还有野蛮神秘的印第安人。在期
间，莎拉以自己红斗篷为主要精神支柱，逐渐克服了内心对大自然、印第
安人和独处的恐惧……

爬进月亮的男孩
The Boy Who Climbed Into The Moon

保罗住在一幢摩天公寓大厦的地下室，他有许多奇思妙想。他认为月亮不
是月亮，而是天上的一个巨大的洞。于是在一些人的帮助下，保罗通过攀
登一架长长的梯子爬进了月亮……这趟旅程让他知道，自己将会始终保持
这样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决定从不否认任何一种可能。

·瑞典林格伦纪念文学奖

爸爸的承诺
Slog's Dad 

你相信人死后还有生命吗？小男孩斯洛格相信。他相信街心花园长凳上坐
着的那位就是他爸爸，他信守着当初的承诺：爸爸如果死了，会在春天回
来看他！

这不，爸爸真的来看他了……

·凯特·格林纳威大奖

会说话的猫
Le Chat qui parlait malgré lui

一只猫不小心吃了一棵神奇的草后，开始说话。为了替它保密，它的主人
兼好友托马斯对外谎称学习腹语。但在面对一些虚伪的人时，它根本无法
控制自己的嘴巴。当两个骗子想要谋财害命时，为了保护托马斯的爸爸，
它在紧要关头暴露了自己会说话的秘密……在很久很久以后，一个惊天新
闻被爆出——所有的猫都会说话，只有尊重它们的人才有机会听到。

·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

以国际大奖经典小说

引领孩子走向独立阅读

·比利时贝纳尔·维塞勒文学奖

New

New

New

New

30



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6-8岁

小小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注音版）

Awarded Novels for School-agers

〔美〕朱莉亚·L·索尔 /著
Julia L. Sauer

〔美〕乔治·施伯赖 /绘
Georges Schreiber  
董晓男/译

1/28
154页
平装
22.00元

〔美〕桃乐茜·罗兹 /著
Dorothy Rhoads

〔美〕让·夏洛 / 绘
Jean Charlot
宋蕾 / 译

1/28
154页
平装
22.00元

灯塔上的光
The Light at Tern Rock

受到守塔人的委托，罗尼和玛莎夫人要在十二月照看灯塔两周。罗尼渐渐爱
上了海浪、螺旋楼梯、独自拥有一个房间，以及每晚点亮灯塔的工作，他想
要在圣诞节时把这些告诉家人。日子一天天过去，守塔人并没有如期归来。
圣诞节渐渐近了，愤怒的罗尼忍不住抱怨守塔人的行为。在婶婶的开导下，
罗尼渐渐明白了灯塔的意义与守塔人的苦衷，学会了承担责任与谅解他人。

收获的季节
The Corn Grows Ripe

十二岁，本应是尽情玩耍的年纪，提格尔却孤身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爸
爸受伤严重，妈妈要照顾刚出生的弟弟，妹妹和奶奶不能下地劳作。于是，
这个稚嫩的小男孩扛起锄头，开垦，烧地，种田……辛苦的劳动强健了他
的体格，也锻炼了他的意志。更为重要的是，他深刻体会到人与土地的紧
密联系，也开始懂得传承的意义，以及如何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取舍。

·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

·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

以国际大奖经典小说

引领孩子走向独立阅读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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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鲸国际大奖作家书系

阅读永无止境，成长需要引领。

白鲸国际大奖作家作品书系，主张“阅读世界文学之美，领略

国际大师风范”，为中国少年儿童读者精选国际大师的优秀之作，

培养孩子的世界视野，提升孩子的阅读品位。

跌宕起伏的故事促使孩子翻页，深刻的议题启迪孩子思考。自

我认同、独立思考、追逐梦想、家庭情感……

在成长的路上，这些优秀的书籍让孩子敢于直面人生，养成受

用一生的价值观。

Award Winners' 
Novels

白鲸国际大奖
作家书系

阅读世界文学之美，领略国际大师风范

为中国少年儿童读者精选国际大师的优秀之作



特德·休斯 艾非 加里·保尔森 帕姆·穆尼奥
兹·瑞恩Ted Hughes Avi Gary Paulsen
Pam Munoz Ryan~

帕特里夏·麦克
拉克伦
Patricia  MacLachlan

克里斯·格拉本
斯坦
Chris  Grabenstein

埃米·萨里格·金
Amy Sarig King

凯瑟琳·佩特森
Katherine Paterson

Cynthia Kadohata
夸迈·亚历山大
Kwame Alexander

汤姆·埃弗里
Tom Avery

海伦·库柏
Helen Cooper



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阅读世界文学之美，领略国际大师风范

为中国少年儿童读者精选国际大师的优秀之作

白鲸国际大奖作家书系·第3辑
Award Winners' Novels

〔美〕凯瑟琳·佩特森 / 著

Katherine Paterson

王庆钊/译

1/32

240页

平装

26.00元

我们的读写时光
My Brigadista Year

一个用读写的力量重建古巴的故事。1961 年，13 岁的劳拉执意要去参加
消除文盲的志愿活动，即便受到父母的百般阻挠，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的立
场——在贫困的边远地区撒播知识的种子。在为期一年的支教活动中，她
遇到重重困难，最终却收获满满——为那里带去了文化，学到的则是如何
更好地做人。

·国际安徒生大奖得主凯瑟琳·佩特森最新力作

〔美〕帕姆·穆尼奥兹·瑞
恩 / 著
Pam Munoz Ryan•
梁雪/译

1/32

240页

平装

26.00元

成为娜奥米
Becoming Naomi León

娜奥米小小年纪就要面对很多挑战：自己的名字被嘲笑、患有选择性缄默
症。娜奥米和弟弟从小就被妈妈留给了太姥姥抚养，原本他们生活得很幸
福，直到妈妈在离开七年后突然出现。妈妈想把娜奥米带走，太姥姥便带
他们前往墨西哥寻找其生父，想要争得抚养权。他们能找到爸爸吗？在那
里，娜奥米明白了自己名字的含义……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得主帕姆·穆尼奥兹·瑞恩经典力作

〔美〕辛西娅·角畑 / 著

Cynthia Kadohata

〔意〕毛里齐奥·佐拉 / 绘
Maurizio Zorat
黄富慧/译

1/32
304页
平装
30.00元

奋力一击
Checked

十一岁的美日混血康纳是个酷爱冰球的少年，为了实现梦想，他一直严格
遵循着冰球训练日程，和曾是职业冰球运动员的爸爸一起过着紧张而充实
的日子。然而，他的爱犬辛巴达突然患上了癌症，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康纳
不得不开始思考冰球给家庭带来的压力。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渐渐了解
到生活远比冰球复杂得多。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得主辛西娅·角畑最新力作

〔美〕帕特里夏·麦克拉

克伦/著

Patricia MacLachlan

马爱农/译

1/32

128页

平装

20.00元

诗人 孩子和狗
The Poet'    s Dog

狗儿泰迪每天都听主人西尔万朗读莎士比亚的诗歌，耳中回响着打字机
的咔哒声。主人告诉它，狗儿会说话，但只有诗人和孩子能够听到。在
一个暴风雪肆虐的傍晚，泰迪没有等来主人，却意外救出了两个孩子。
几乎没有犹豫，它便将他们带回家。暴风雪持续肆虐，狗儿与孩子相互
扶持陪伴，共同面对失去与分离。

·美国国家人文奖得主帕特里夏·麦克拉克伦最新力作

New

New

New

N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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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美〕克里斯·格拉本斯
坦 / 著
Chris Grabenstein
黄德远 / 译

1/32

288页

平装

30.00元

博士的小岛
The Island of Dr.Libris

比利从未想到这个夏天，会和书中的角色展开一场冒险。他来度假的湖
边小屋，属于利布瑞斯博士。一切都是神秘的，除却到处都安装了摄像
头外，屋内还有一个私人书房。当比利闯过重重机关打开这个书房时，
发现无论他翻开哪本书，都会听到书中角色打闹的声音，他读的故事几
乎变成了现实……

·阿加莎推理小说奖得主克里斯·格拉本斯坦重磅力作

阅读世界文学之美，领略国际大师风范

为中国少年儿童读者精选国际大师的优秀之作

白鲸国际大奖作家书系·第3辑
Award Winners' Novels

〔美〕埃米·萨里格·金/著

Amy Sarig King

王健 / 译

1/32

256页

平装

28.00元

我和马文花园
Me and Marvin Gardens

奥比固执地守护着一条小溪，每天捡走小溪中的塑料垃圾。但他的行为遭
到只看重学习成绩的爸爸的埋怨，还遭到好朋友的背叛……有一天，一只
怪异的动物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它就像狗和猪的结合体，并且以塑料为食，
奥比为它取名为“马文花园”。它体内蕴含着拯救世界的力量，但也拥有腐
蚀土地的能力，这导致它面临被猎杀的危险。为了保护它，奥比能否鼓起
勇气面对更大的挑战？

·普林兹文学奖得主埃米·萨里格·金最新力作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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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阅读世界文学之美，领略国际大师风范

为中国少年儿童读者精选国际大师的优秀之作

白鲸国际大奖作家书系·第1辑
Award Winners' Novels

〔英〕特德·休斯 / 著
Ted Hughes

〔英〕乔治·亚当森/绘
George Adamson
邓雪球/译

1/32

160页

平装

22.00元

很久很久以前
How the Whale Became and Other Stories

很久很久以前，世界是崭新的，颜色鲜艳明亮，空气闪闪发光。所有的
动物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想要变得与众不同，得需要它们自己朝着那个
方向努力，不然就只能成为没有自我的追随者。在时间的长河中，猫头
鹰、鲸鱼、北极熊、蜜蜂、大象等，开始踏上寻找自我的漫长征途……

·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经典童话集

〔英〕汤姆·埃弗里 /著
Tom Avery

〔英〕凯特·格罗夫/绘
Kate Grove
刘颖/译

1/32

256页

平装

28.00元

世界尽头的歌声
Not As We Know It

杰米和奈德是一对双胞胎，最爱去海边探险。可奈德身患重病，随时可能
永远地离开。在又一次探险中，他们在海藻下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生物，
奈德不顾哥哥的担忧，坚持把它带回家。它的到来，让杰米燃起希望——
它会为奈德的生命带来奇迹。直到有一天，他们听到了它的歌声，从此一
切都变得不同……

·美国银行街教育学院最佳童书奖得主汤姆·埃弗里优秀之作

〔美〕艾非/著

Avi

孙妮/译

1/32

224页

平装

26.00元

亲爱的爸爸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一个男孩在成长中，最需要的是什么？保罗与第一次相见的爷爷去露营，
发现了爷爷与爸爸关系淡漠背后的原因；妈妈要结婚了，莱恩把接受新爸
爸这件事变成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招聘……这本书有七个孩子的故事，
爸爸在他们的成长中总是缺席。父与子之间，有隔阂，有对抗，有分歧。
是什么横亘在两代人中间，又是什么将两代人紧密联结在一起？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得主艾非经典短篇小说集

〔美〕辛西娅·角畑/著

Cynthia Kadohata

阿 /译

1/32

208页

平装

24.00元

知道你爱我
Half a World Away

杰登在八岁那年被人收养，被生母抛弃的他拒绝去爱任何人。在养父母
的爱护下，杰登封闭的内心渐渐打开，但一场新的领养计划让他再次陷
入恐慌……直到与养父母来到哈萨克斯坦，在那里遇见比自己更弱小的
迪玛希时，杰登才感受到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他要拯救这个男孩。
就在那时，杰登忽然明白什么是爱……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得主辛西娅·角畑优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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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9-14岁

长青藤文学馆

〔美〕加里·保尔森/著
Gary Paulsen

〔美〕蒂姆·杰塞尔/绘
Tim Jessell
黄德远/译

1/32

208页

平装

24.00元

与动物同行
This Side of Wild

一只名叫格蕾琴的猎犬，最爱喝咖啡，还能听懂很多词汇；贵宾犬考奇勇
敢地去挑战体型是自己十几倍的棕熊，只为保护自己的主人；一只卷毛小
狗福克纳，竟能准确地预测未来……数十场惊心动魄的冒险，都是作者保
尔森的真实经历。而他笔下的每一只动物都那么勇敢、善良、忠诚，学会
与它们相处，也就学会了与自己和世界相处。

·玛格丽特·A. 爱德华终生成就奖得主加里·保尔森经典之作

阅读世界文学之美，领略国际大师风范

为中国少年儿童读者精选国际大师的优秀之作

白鲸国际大奖作家书系·第1辑
Award Winners' Novels

〔美〕加里·保尔森/著

Gary Paulsen

刘颖/译

1/32

192页

平装

24.00元

鱼骨之歌
Fishbone's Song

在山林深处的一座小木屋里，住着一位名叫鱼骨的老人和一个男孩。山林
中的风、树木、河流、动物等，在鱼骨眼中都具有别样的生命力，他便将
这山林万物与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谱写成一曲曲人生之歌，用以教导
男孩的成长，让他学会和自然和谐相处、敬畏生命，勇敢去探索梦想的边界，
出发去寻找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玛格丽特·A. 爱德华终生成就奖得主加里·保尔森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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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阅读世界文学之美，领略国际大师风范

为中国少年儿童读者精选国际大师的优秀之作

白鲸国际大奖作家书系·第2辑
Award Winners' Novels

〔英〕特德·休斯 / 著
Ted Hughes

〔英〕雷蒙德·布里格斯/绘
Raymond Briggs
潘岳/译

1/32

328页

平装

32.00元

〔英〕海伦·库柏 / 著、绘
Helen Cooper
金朝亮/译

1/32

304页

平装

30.00元

〔美〕帕姆·穆尼奥
兹·瑞恩 /著
Pam Munoz Ryan
李玉婷 /译

1/32

288页

平装

30.00元

~

〔美〕夸迈·亚历山大 /著

Kwame Alexander

徐涵/译

1/32

272页

平装

28.00元

写给你的诗，孩子
Collected Poems for Children

这是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为孩子建造的诗歌城堡。在这里，红腹灰雀穿
了一件火红的衬衫，美人鱼想吃阿司匹林治疗头疼……我的家人中，妹妹是
一只大号乌鸦，奶奶为各种动物做针织活，叔叔是发明家……这里还有一个
月亮世界，上面什么都有，每件东西夸张又离奇……这部献给大自然、海洋、
家乡等的诗歌合集，是诗人对生命无尽的感激与热爱，唤醒了孩子的好奇心
与求知欲。

·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经典诗歌集

时间博物馆
The Hippo at the End of the Hall

一群蜜蜂送来了一封没有收件人的信，但男孩本·梅克皮斯知道那是写给
自己的。在这封信的引领下，他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会
说话的猫头鹰、憨厚的河马、沉着的安乐蜥等奇妙的生物。一个不可思议
的世界由此在他的眼前徐徐展开。可这家博物馆正面临关闭的危险，男孩
决定倾尽全力拯救博物馆……

·凯特·格林纳威大奖得主海伦·库柏最新力作

为风上色的女孩
Paint the Wind

玛娅每天都盼望着冲破祖母设置的种种阻碍，去寻找关于母亲的踪迹。但她
从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迅疾——祖母去世，她不得不搬到西部荒野，和外
公一家生活。外公一家善良坚强，不容忍任何谎言，这促使她开始正视自我。
一匹母亲儿时骑过的神秘野马，更是掌握着她心灵自由的钥匙，但它在一场
意外中失踪了，玛娅必须冒着一切风险寻找它……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得主帕姆·穆尼奥兹·瑞恩经典力作

另一个赛场
Booked

十三岁的尼克走到了成长的十字路口，家庭破裂、被同学欺侮，他不知何
去何从。足球是他唯一的慰藉，运动场的每一次奔跑、传球，都让他朝气
蓬勃。但一场意外的降临，让他与最重要的比赛失之交臂。之后他渐渐明
白，生活才是更大的赛场，最重要的比赛就是与自己的较量。于是，他从
逃避转变为懂得防守和敢于反击，最终看清了自己的方向，努力朝着目标
奔跑而去。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得主夸迈·亚历山大优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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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9-14岁

〔英〕汤姆·埃弗里 /著
Tom Avery

〔英〕凯特·格罗夫 /绘
Kate Grove
刘颖/译

1/32

208页

平装

24.00元

〔美〕加里·保尔森 /著

Gary Paulsen

罗玲/译

1/32

160页

平装

22.00元

再见，哥哥
My Brother's Shadow

十岁小女孩凯娅的哥哥骤然离世，巨大的刺激如同一场冰风暴，冻僵了开
朗阳光的少女心。陷入自闭的凯娅，得不到母亲的关爱、好友的理解，变
成人们眼中的怪物， 直到另一个“怪物”出现。自从男孩到来后，去世的
哥哥频频出现在凯娅的梦境中，与她道别……男孩到底是谁？他和凯娅兄
妹之间有什么隐秘的关联？ 

·美国银行街教育学院最佳儿童文学奖得主汤姆·埃弗里经典之作

暴风雨之后
Six Kids and a Stuffed Cat

这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天，直到学校广播发出暴风雨预警，通知还未
离校的老师和学生寻找藏身之所。六个不同年级的孩子，不约而同来到
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随之而来的是六个人交谈的风暴，他们相互打趣、
倾诉，甚至毫不留情地揭开彼此的痛处，让每个人直视自己的心灵困境。
外面阴云席卷，室内接连发生着意想不到的事情……

·玛格丽特·A. 爱德华终身成就奖得主加里·保尔森经典之作

阅读世界文学之美，领略国际大师风范

为中国少年儿童读者精选国际大师的优秀之作

白鲸国际大奖作家书系·第2辑
Award Winners' Novels

长青藤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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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Blue Yonder

席卷中日欧美的当代经典儿童文学精品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

“21世纪最伟大的人性寓言”

天蓝色的彼岸



长青藤文学馆 天蓝色的彼岸
The Great Blue Yonder

·媒体评论
这是对悲伤主题敏感而温和的探索，那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非常感人至深。

                 ——  英国《泰晤士报》

一个伟大的主角，一个不平凡的主题，这个特别的故事会让你在笑声中流下眼泪。

                                                                                                                                               —— 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

这是一个特别的故事，焦点永远是孩子，它讲述了孩子之间的友谊、朋友眼中的自己，以及兄弟姐妹之间深沉的爱意。

                                                                                                                                                 —— 美国《科克斯书评》

〔英〕亚历克斯·希勒 / 著

Alex Shearer

吕良忠/译

1/32

256页

平装

35.00元

天蓝色的彼岸
The Great Blue Yonder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后悔的。”

这是哈里在被卡车撞倒之前对姐姐说的话。然而现在，他真的死了。

哈里并不知道自己要死多长时间。他多希望没有对姐姐说过那句话，多
希望能对她说抱歉，对每一个人再见：妈妈、爸爸、最好的朋友皮特……
甚至是他喜欢的女同学奥利维娅。

现在，他正处在另一个世界。他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的心声告诉给人间
的人们，直到遇到 150 岁的阿瑟。他带着哈里偷偷溜回了人间，哈里真
的能和每个人说再见吗……

世界儿童生命教育经典文学范本·畅销 15 年重版归来

著名作家、教授梅子涵 × 著名作家马伯庸 感动力荐

读人群
9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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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Die Handlerin der Worte

德法剧作家联袂执笔

一本不同寻常的描述语言力量的倾力之作

·内容简介
原来，文字是有温度、颜色、质感的，甚至可以被买卖！可是，眼前摊位上的这位文字商人正在犯
愁，她丢失了一盒文字，里面装的全是礼貌用语，比如谢谢、请、对不起、你需要帮助吗等等。这
场盗窃案将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人们无法买到并使用这些文字时，就会变得语言粗俗、情绪
失控。对文字很感兴趣的姐弟俩莱奥妮和尤纳斯决定帮助文字商人抓住小偷。经过重重侦查，谜底
终于浮出水面……最终文字的世界又重归明朗，文明得以捍卫，小镇上的人们相互之间又变得友好
善良。

·作者介绍
托马斯·朗格，1966年出生，德国著名作家、作曲家、导演及制作人，创作了多部儿童小说、舞台
剧剧本和交响乐曲目。他爱创作童书和儿童剧，也爱改编世界经典儿童故事，颇受孩子喜爱的《小彼
得云游记》就被他改编成儿童剧，搬上了舞台。同时，他也爱作曲，从流行音乐到欧陆舞曲，再到音
乐剧曲目，可谓风格不一。

克洛德·泰尔，1960年出生于法国沙特尔，著名作家及作曲家。现为小学教师，曾经是沙特尔一
家剧院的负责人，期间也是吕克市的副市长及赫利阿得斯剧院公司的负责人。他已经发表过大量的
儿童歌曲，为很多青少年音乐剧及大型歌舞剧担纲制作人。《文字商人》是他的第一本青少年书籍
作品。

文字商人

以孩子的立场出发，富有教育性和趣味性，传递文字的力量、与人为善的美好

书风温馨,插画细腻，情节紧凑，走进剧场般的阅读体验

本书改编自作者的原创舞台剧。这部充满魅力的舞台剧自2005年在德国上演后，已有超过30万

的德国孩子观看，最近也在奥地利和瑞士的学校和剧院中开展巡演

New

〔法〕克洛德·泰尔 / 著
Claude Theil

〔德〕托马斯·朗格 / 著
Thomas Lange

〔德〕塞安娜·旺德克 / 绘
Sanna Wandtke
程玮 / 译

文字是有重量的文字是需要修理的 文字是有气味的

读年龄
6岁以上

装帧
平装  1/32

定价
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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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荣获阿加莎最佳青少年推理小说奖、安东尼奖等 50 余项大奖

在脑力激荡的游戏乐趣中，爱上阅读和图书馆

神奇图书馆
Mr. Lemoncello's Library

〔美〕克里斯·格拉本斯坦/著

Chris Grabenstein

黄德远/译

1/32

288页

平装

28.00元

〔美〕克里斯·格拉本斯坦/著

Chris Grabenstein

黄德远/译

1/32

288页

平装

28.00元

〔美〕克里斯·格拉本斯坦/著

Chris Grabenstein

徐涵/译

1/32

272页

平装

28.00元

〔美〕克里斯·格拉本斯坦/著

Chris Grabenstein

徐涵/译

1/32

304页

平装

30.00元

神奇图书馆
Escape from Mr.Lemoncello's Library

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一个曾经在这里长大的、从事游戏开发的富翁回来
盖了一座据说是全世界最先进最酷炫的图书馆，开馆那天会举行盛大的仪
式，这个仪式就是一个逃生游戏。为了准备这个盛典，学校里举行了征文活
动，12 位作文高手获得了参加游戏的资格，他们将用两夜一天的时间，在
各种图书、资料里寻找逃出图书馆的路径，最先逃出者为胜。一系列的卡片、
字谜、档案、竞技游戏，甚至气味都可能是线索……

神奇图书馆·奥林匹克竞赛
Mr.Lemoncello's Library Olympics

欢迎来到雷蒙赛罗高科技图书馆。这一次，雷蒙赛罗先生再出新招，决定
举办世界上第一届图书馆奥林匹克竞赛，并且邀请了来自全美五十州的书
虫前来参加比赛，以此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图书馆英雄。但在竞赛的过程中，
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状况频频发生，图书馆里的书一再消失……为了迎接
难以想象的挑战，孩子们必须团结合作才能解开谜题。

神奇图书馆·终极真相
Mr.Lemoncello's Great Library Race

雷蒙赛罗先生又有了天马行空的新点子。他在测试一个新游戏，如果卡尔
能在第一轮竞赛中胜出，他就可以和其他幸运的胜出者进行一场激烈的事
实调查比赛，在重重迷雾般的线索中找出最终的真相。但随着比赛的进行，
关于雷蒙赛罗先生的实情慢慢浮出水面……摆在参赛者眼前的证据是那样
确凿，几乎让人无法反驳。是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还是根据线索出发寻
找答案，卡尔和伙伴们面临着两难选择……

神奇图书馆·图书馆突围
Mr.Lemocello's All-star Breakout Game

雷蒙赛罗先生将在图书馆中举办一场电视真人秀比赛，获胜者将登台风靡
全美的儿童电视节目。这次的比赛，选手们将进入真实的小说世界，与书
中的角色进行互动。成功突破重重障碍后，他们将拿到最后一把钥匙，从
图书馆中突围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查尔斯在父亲的指使下试图利用比赛
漏洞毁掉图书馆。是继续比赛，还是放下输赢，拯救图书馆？卡尔的决定
令人震惊，比赛也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落下帷幕。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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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girl series

一个关于自我、关于成长、关于爱的寓言
畅销42个国家和地区，席卷世界各地

美国国家图书馆协会强力推荐
《纽约时报》、《出版人商报》年度畅销书

星星女孩



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美〕杰里·斯皮内利 / 著

Jerry Spinelli

阿昡/译

1/32

256页

平装

28.00元

〔美〕杰里·斯皮内利 / 著

Jerry Spinelli

高卫红/译

1/32

336页

平装

32.00元

星星女孩
Stargirl

星星女孩一来到云母中学，就抓住了每个人的眼球。她穿着复古的长裙，背
着一把尤克里里，肩上蹲着一只宠物鼠。她关心每个同学，会向陌生人打招
呼，会在午餐时间为过生日的人弹琴唱歌，甚至会为篮球赛场上的对手加油
打气。她也关心自然，常常在小镇附近的沙漠里冥想，感受时间，融入宇宙。
大家被这种神秘所吸引，却又对此充满恐惧。可不管周围的人如何看待自己，
她始终都是最初的样子。直到很多年后，她身上的星光开始在每个人身上闪烁。

星星女孩的日记
Love,Stargirl

星星女孩来到了一座新的小镇。在这里，她仍以巨大的热情感染周围的人，
也因而遇到了与众不同的人：古灵精怪的杜琪、脾气火爆的阿尔维纳、害
怕出门的贝蒂、浑身是谜的佩里……在与他们交往时，她内心又升起希望，
决定用类似于巨石阵的古老方式铭刻时间，并为此在冬至那天举行了一场
盛大的典礼，从而让小镇上的人们真正见证了冬日的第一缕阳光，领悟了
什么是“新的一天”——太阳回归，万物开始，我们要过好每一个瞬间。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星星女孩

纽伯瑞大奖作家经典之作

星星女孩
Stargirl series

New

New

·媒体评论
作者斯皮内利创作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寓言故事，描绘了“真实的独特性”的珍贵与重要。

—— 美国《纽约时报》

星星女孩是闪闪发光的……在合上这本书很久之后，仍能感受到它所引起的心灵震颤。

—— 美国《底特律新闻自由报》

任何一个喜欢杰里·斯皮内利的《星星女孩》这本书的人，都能从这部续作中得到新的感悟。任何一个仍保留纯真的人，或是正向青春

期过渡的人，都会在这本书中不断地认识自己。

—— 美国《圣路易斯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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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学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脊梁。“百年文库”书系秉持“以审
美的方式拨亮孩子理想的灯火，让经典之美在孩子心中绽放”的
出版理念，体现了禹田文化对少年儿童经典阅读的主张。

“百年文库”由世界儿童文学史泰斗韦苇老先生操刀选品，从海

量的文学经典中——

挑选最明亮的文学窗口
让带着人性温暖的阳光照进孩子心灵

挑选具有典范意义又趣味十足的作品
来陶冶孩子的情操、涵养孩子的性灵

挑选超越时空的作品
以积极影响孩子的认知、思索和想象

挑选珍藏级的原著版本
确保孩子读到经典的原汁原味

挑选经得起推敲的名家译本
让经典更容易亲近

挑选名师给每一本书做导读
让经典的精髓真正被孩子吸收

挑选经典的木刻画风
与那些经受住岁月洗涤的文字一起，拨亮孩子精神和理想的灯火

Utop Treasury of 
Children’s Classics

百年文库

以审美的方式拔亮理想的灯光
找到“专属于你”的经典



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8-15岁

Utop Treasury of Children’s Classics
百年文库·第一辑

〔意〕卡洛·科洛迪 /著

Carlo Collodi

王干卿/译

1/32

240页

精装

27.90（暂定）

木偶奇遇记（100 周年纪念版）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一块神奇的木头在老工匠的刻刀下变成了一个木偶，取名匹诺曹。匹诺曹有男
孩的许多缺点，然而，经过种种奇遇、吃过许多苦头以后，他内心深处的勤劳、
担当、好学和孝顺被一一激活。美德终将被回报，匹诺曹最终实现了心愿。

·意大利奉献给全世界的三大儿童文学名著之一
·意大利“科洛迪国家基金会”官方授权 100 周年纪念版
·“意大利政府文化奖”得主王干卿老先生权威译本最新修订

〔法〕儒勒·凡尔纳/著

Jules Verne

陈筱卿/译

1/32

528页

精装

49.90（暂定）

海底两万里（1871 年馆藏版）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一位生物学家、一位仆人和一个捕鲸手误入一艘潜水艇，因祸得福游遍了
七大洲四大洋。这个三人组见识了各种海底奇景，也遭遇了无数惊险意外。
你对海洋的幻想越丰富，阅读本书的乐趣就越极致。

·“现代科幻小说之父” 儒勒·凡尔纳代表作
·法国国家博物馆 1869 年馆藏第一版

〔英〕丹尼尔·笛福 /著

Daniel Defoe

梁遇春/译

1/32

336页

精装

34.90（暂定）

鲁滨逊漂流记（1719 年馆藏版）
Robinson Crusoe

少年鲁滨逊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他离家出海，想去实现遨游世界的梦想，
却在海难中陷落荒岛 28 年。命运安排他历尽艰险，他却借着一次次坎坷和
磨难蜕变成了真正的男子汉。那些乐观积极和坚强不屈，激励着无数面临
考验的少年。

·少年冒险小说开山鼻祖
·大英博物馆 1719 年馆藏古版

〔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Stefan Zweig

邵灵侠/译

1/32

416页

精装

44.90（暂定）

人类群星闪耀时（75 周年纪念版）
Decisive Moments in History

拜占庭、滑铁卢、南极探险、马赛曲……14 篇细腻的历史特写，14 个
决定人类历史的瞬间，14 位改变世界的英雄。带你进入伟大人物的内心
世界，细致入微地体察，在个人命运与历史宿命强烈撞击的那一刻，耀
眼的星光如何去照亮人类文明的夜空。

·奥地利茨威格中心官方授权 75 周年纪念版
·著名德语翻译家邵灵侠全新修订

即将出版
undetermined

New

即将出版
undetermined

New

权威原版，经典木刻

名家翻译，名师解读

即将出版
undetermined

New

即将出版
undetermined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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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8-15岁

Utop Treasury of Children’s Classics
百年文库·第一辑

〔美〕弗朗西丝·霍奇
森·伯内特/ 著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张建平/译

1/32

336页

精装

34.90（暂定）

秘密花园（1911 年馆藏版）
The Secret Garden

被父母忽视的小女孩玛丽不小心闯入了一座禁闭十年的秘密花园。在这座
花园里，失去双亲的女孩和病泱泱的男孩在一个健康又乐观的同伴引导下，
找到了开启快乐的钥匙。受过重创的童心和神秘的花园一起，经历了一次
诗意的复活。

·英美家庭陶冶孩子情操必备文学读物
·美国国会图书馆 1911 年馆藏第一版

〔苏〕伊林 /著

M.Ilin 

胡愈之/译

1/32

144页

精装

25.90（暂定）

书的故事
Black on White: The Story of Books

世界上第一本书是怎么来的？你知道绳子、贝壳、羽毛、石头和羊皮做的
书吗？书上的一个个文字，又是如何从一两个老祖宗那儿生根，在每一个
民族繁衍出自己的子孙的？这段传奇旅程中的精彩故事，我们说给你听。

·《十万个为什么》首作者之代表作
·出版泰斗胡愈之权威翻译

〔古希腊〕伊索 / 著

Aesop

杨海英/译

1/32

256页

精装

27.90（暂定）

伊索寓言（精选版）
Aesop’s Fables

寓言是通向人性的一扇门，体现着对生命和善恶的思考。它给人以智慧，
予人以安慰。本精选集以英美家庭最流行的琼斯版为蓝本，参考古希腊语
版新增了 100 多条故事寓意。

·英美家庭最普及的版本
·每个故事都有寓意

〔日〕金子美铃 /著

Misuzu Kaneko

吴菲/译

1/32

256页

精装

28.90（暂定）

向着明亮那方（90 周年精选版）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Brightness

在金子美铃逝世 90 周年之际，特精选金子美铃的诗歌近 200 首，诗篇清
新自然，笼罩着融融温情。作者善于观察人与自然界中令人感动的平凡小
事，给人以梦一般的视野和心灵的顿悟。

·日本童谣诗“巨星”给孩子的心灵滋养
·作者逝世 90 周年精选集
·权威译者吴菲新增译作首次面世

即将出版
undetermined

New

即将出版
undetermined

即将出版
undetermined

New

即将出版
undetermined

New

权威原版，经典木刻

名家翻译，名师解读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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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理念 :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创作者

每个孩子都是原始的艺术家

故事起源：
石头汤是一个流传于欧洲的古老民间传说，讲述了人们如何在付

出与分享中获得快乐，收获满满。当每个人都出于好奇放入一点

东西 , 哪怕只是一块石头、土豆、胡萝卜、青菜……最后就能煮

出一锅美味汤肴。

石头汤故事集取名于这个传说，当每个小作者都勇于写出自己的

所见所想时，就会创作出丰富有趣的文学作品集。  

畅销多年：
石头汤故事集已畅销 46 年，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中国

等等很多孩子参与其中，并在多个国家出版。

像彩虹一样把文学与孩子联接在一起，为全世界的孩子阅读、写

作和艺术创作提供一个国际化的平台。

STONE SOUP  
石头汤

全世界孩子创作的故事集
让小读者看到榜样的力量



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8-13岁

〔美〕儿童艺术基金会 / 著

Children's Art 
Foundation

王璐璐/译

1/32

256页

平装

26.00元（暂定）

爸爸不在的夏天
The Summer Father Was Away

这里有幸福的家庭、破碎的家庭、团结的大家庭、失去亲人的家庭，还有
为自己选择的非亲属家庭。在这些关于家庭传统、父母感情、兄弟姐妹关
系的故事中，主角们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情感：喜悦、愤怒、嫉妒、困惑、
不幸、愉悦——最重要的是爱。

·家庭故事集

〔美〕儿童艺术基金会 / 著

Children's Art 
Foundation

蔡鑫/译

1/32

256页

平装

26.00元（暂定）

草原男孩和野马
The Prairie Boy The Wild Mustangs

孩子们亲近动物的脚步从未停止过，这些温暖、刺激、惊心动魄故事讲述
了他们之间从未改变过的单纯自然的感情，孩子们也从跟动物们相处的点
点滴滴中感受到了爱、勇气、担当和责任。从此，学会和这个世界相处，
和每一个生命对话。

·动物故事集

〔美〕儿童艺术基金会 / 著

Children's Art 
Foundation

刘巍/译

1/32

256页

平装

26.00元（暂定）

十三岁，依然幸运
Thirteen and Still Feeling Lucky

孩子们喜爱运动、需要运动，运动不仅能强健体魄，还能帮助他们塑造社
会型人格 : 赢或输的感觉；谁被选中参加比赛；如何在竞争中表现自己，
这对友谊意味着什么。通过冲浪、棒球、足球、游泳、跳水、攀岩等运动，
体验克服逆境的乐趣，以及参与体育运动所带来的成就感。

·运动故事集

〔美〕儿童艺术基金会 / 著

Children's Art 
Foundation

刘巍/译

1/32

256页

平装

26.00元（暂定）

战火中的少年
War Boy

从庞贝的维苏威火山爆发到泰坦尼克号的航行，从金字塔的建造到各个
时期的战争。小作者们巧妙地将事实和小说编织在一起，将过去发生的
事件生动地呈现出来，并将它们与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小读者们
不仅可以了解各种历史事件，还能认识到，不管时空如何变幻，人类的
情感和人性都是相通的。

·历史故事集

一套关于孩子，源于孩子，属于孩子的故事集

精选全世界孩子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

让小读者看到榜样的力量，勇于表达自己

STONE SOUP  
A series of the children, by the children，for the children

石头汤·孩子写给孩子的故事

New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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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读年龄
8-13岁

〔美〕儿童艺术基金会 / 著

Children's Art 
Foundation

谢糧伊/译

1/32

256页

平装

26.00元（暂定）

名叫海伦娜的女孩
A Girl Called Helena

这里有发生在神话城堡、秘密花园、奇幻国度和魔法森林中的神奇故事，
出现了强大的独角兽、邪恶的男爵、英俊的王子、神秘的陌生人、可怕的
生物和装甲骑士。这些故事打破常规、天马行空，让孩子们从另一个时空
换个角度来看待和思考问题，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

·奇幻故事集

〔美〕儿童艺术基金会 / 著

Children's Art 
Foundation

彭凡颖/译

1/32

160页

平装

26.00元（暂定）

用十三种方式看秋天
Thirteen Ways to Look at Autumn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他们生活在离诗歌最近的地方。小小童心充满
了诗性，童言童语就是一篇篇短小的诗。在这些诗中，孩子们思考着自然
世界的奇迹，他们表达个人和世界的情感。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抒情的、
深刻的眼光来看待、探索和揭示这个世界的美好。

·诗歌集

〔美〕儿童艺术基金会 / 著

Children's Art 
Foundation

朱晓妹/译

1/32

256页

平装

26.00元（暂定）

我最好的朋友
My Best Friend

友谊在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友谊的发展对童年的经历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故事会让孩子深入思考友谊的含义——说谎时会发生什么、善意的举
动会带来什么影响、背叛的感觉是什么，真正亲密的友谊是什么样。友谊
让孩子独而不孤，温暖着彼此，通过互相解读，懂得自己存在的意义。

·友谊故事集

〔美〕儿童艺术基金会 / 著

Children's Art 
Foundation

朱献陇/译

1/32

256页

平装

26.00元（暂定）

万圣节飞来的小女巫
Little witch flying on Halloween

节日时会有家庭聚会、互赠礼物或者和朋友一起庆祝，这些都是一个为
了表达爱的出口，它让亲人、朋友或者陌生人之间增进了感情联系。在
节日里能感受到爱与被爱，这才是最大的意义。在这些关于圣诞节、平
安夜、万圣节的故事中，孩子们感受到大方地、积极地、创造性地去表
达爱，才能让节日焕发新的生机和意义。

·节日故事集

一套关于孩子，源于孩子，属于孩子的故事集

精选全世界孩子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

让小读者看到榜样的力量，勇于表达自己

New

STONE SOUP  
A series of the children, by the children，for the children

石头汤·孩子写给孩子的故事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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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四度荣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奖、

刘易斯·卡罗尔书架奖，还获得了儿童文学杰出贡献奖。

埃莉诺曾担任儿童图书馆管理员，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听。带着

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童年的缅怀，埃莉诺开始了文学创作。她创作

的“摩法多一家”和“派伊一家”系列是风靡全球的家庭故事，

书中人物个性鲜明、热爱自由、乐观善良，每一位读过此书的读

者都被其感动和治愈，深深地体会到童年的纯真和母爱的伟大。

评论家卡洛琳·舒特说：“埃莉诺有一种提炼童年精髓的能力。”

儿童文学评论家安妮塔·西尔维说：“她有一种‘罕见的天赋’，

能够从童年的新鲜视角来描述日常生活。”

埃莉诺·埃斯蒂斯
Eleanor Estes

童书大师
写给孩子的
家庭故事



长青藤文学馆

Family Stories Written by a Great Writer for Children

家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温暖、爆笑的经典家庭故事，风靡全球，经久不衰

让孩子感受童年的纯真和亲情的伟大

在艰难的岁月中葆有善良与淳朴，坚守希望和勇气

童书大师写给孩子的家庭故事

·图书亮点
·《机灵鬼阿珍》荣获1943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淘气包鲁夫》荣获1944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派伊家的金吉尔》荣
获1952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国内著名翻译家马爱农倾情翻译，原汁原味地呈现原作之美、原作之趣。

·派伊一家
来认识一下派伊一家吧：派伊夫人是镇上最年轻的妈妈；派伊先生是著名的鸟类专家；哥哥杰利·派伊喜欢钻研各种岩石；妹妹蕾切
尔·派伊总能把不可能的事情讲得合情合理；贝尼舅舅是杰利和蕾切尔的舅舅，但他只有三岁！还有金吉尔·派伊，一条聪明的狗，它
在坎贝利很是出名，简直偷走了所有人的心，直到有一天……它被人偷走！还有还有，他们有一只名叫小粉多的黑猫，它竟然会打字，
还打出了自己的猫生故事！

《派伊家的金吉尔》 《派伊家的小粉多》

New New

《摩法多一家亲》 《摩法多博物馆》

New New

《机灵鬼阿珍》 《淘气包鲁夫》

New New

·摩法多一家
来认识一下摩法多一家吧：茜薇是最大的孩子，也是最有责任心的；乔一虽然只有十二岁，却是家里的男子汉；阿珍是“中间的摩法
多”，她思维缜密，总是以一种颠倒的方式看世界；鲁夫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却总是惹来最大的麻烦。在摩法多家，即使最普通的日子
也充满着奇特的乐趣。最近，他们居住的黄房子要被卖掉了，这让他们担忧极了，不过没关系，每天的日子还是充满惊喜和冒险！

读年龄
7-12岁

装帧
平装  1/20

定价
28.00元/册 (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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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兼具理论与实务的儿童阅读指导书

有效引导孩子进入阅读的世界

阅读理论经典书系
Reading Theories

〔西〕蒙瑟拉·纱尔朵/著

Denise I. Matulka

周姚萍/译

1/16

336页

平装

39.80元

读书会的 75 个阅读作战法
Animación a la lectura con nuevas estrategias

这是一本关于阅读的、细致而系统化的教育方法论。为使孩子们从年幼开
始就能养成从书本中有所发现的能力，本书收录了经过一再检讨设计而成
的 75 种阅读作战方法。这些方法涵盖了学龄前、小学、中学、高中等各个
阶段。借由生动活泼、亲切有趣的游戏形式，驱动智力运转，让孩子们克
服阅读中的障碍。它将开出一条通往理解的道路，唤醒阅读的喜悦和欲望，
最终使孩子不需依靠他人就能成为一位独立的读者。

·获日本 IBBY 朝日国际儿童图书推广奖

〔英〕艾登·钱伯斯/著

Aidan Chambers

蔡宜荣/译

1/32

240页

精装

30.00元

说来听听：儿童、阅读与讨论
Tell Me:Children,Reading&Talk

“说话”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能够将读过的书说清楚，本身就
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本书正是一本专为广大老师、家长、图书馆馆
员以及儿童阅读推广者所写的实用工具书，它引导读者思索，如何让“阅读”
产生意义，怎么“读书”、怎么“与他人讨论”所读的书，以帮助儿童恰如
其分地谈论自己阅读过的书以及听明白别人的发言。

·入选深圳“十万教师阅读行动”首批推荐阅读书目

〔英〕艾登·钱伯斯/著

Aidan Chambers

许慧贞/译

1/32

208页

精装

28.00元

打造儿童阅读环境
The Reading Environment

儿童阅读是需要环境的，而环境需要老师和家长共同创建和引导。如果有
一位值得信赖的大人为孩子提供各种协助，分享他的阅读经验，那么孩子
将可以轻易地排除横亘在他眼前的各个阅读障碍。本书从“阅读过程”着
手来探讨怎样为孩子打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作者通过解决如何掌握孩
子的阅读情况，如何做个有协助能力的大人等现实问题，告诉读者怎样才
能让孩子们自动自发地拿起书本来阅读。

·入选影响教师的100 本必读书书目

读人群
老师、家长、图书馆员

〔美〕丹尼丝·I . 马图卡/著

Denise I. Matulka

王志庚/译

1/16

368页

平装

78.00元

图画书宝典
A Picture Book Primer

《图画书宝典》是一本从美国引进的图画书理论专著，作者为丹尼丝 •I. 马
图卡，译者为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志庚老师。这部书深入浅出地介绍
了图画书的概要及发展简史、图画书的结构、图画书的设计、图画书的类
型和体裁、图画书文与图之间的关系、图画书与儿童、图画书的社会关系、
图画书的应用等，内容完整且简明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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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长青藤·奇迹成长教育书系
Miracle Education

·图书亮点
·毛毛虫生动有趣地为孩子们讲述表达的魅力，让孩子克服不敢开口的毛病，掌握说话技巧。
·文本可读性强，让孩子零基础接受播音主持、舞台表达的专业性指导，知名少儿口才培训机构用书。
·发音不标准、不敢开口、说话说不到重点、弯腰驼背、胆小怯场……毛毛虫都能帮孩子解决！
·家长很重视孩子的表达能力和自信心，希望孩子有胆量、有口才，这本书藏有秘籍。
·整本书全彩印刷、格调优雅，特邀插画师倾情绘制，提升孩子的阅读品位。

·作者简介
霍小雷，主持名是毛毛虫，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2003年12月进入央视少儿频
道工作至今，先后主持《大风车》、《智慧树》周末版、《金龟子城堡》、《小鬼当家》、《赢在博
物馆》等节目，深受全国家长和小朋友们的喜爱。2013年6月15日，霍小雷与爱心人士共同发起并成
立中国首家儿童慈善启蒙公益基金“小爱也温暖”专项基金，并担任中华儿慈会爱心大使、中国扶贫
基金会爱心大使、北京市环保形象大使等。

霍小雷 /著

1/16

208页

平装

48.00元

站起来，让世界看到你
Show The World Your Real Self

毛毛虫专业、权威、有趣地为孩子们提供从声音到形体，从表达到心理的
指导，通过纠正孩子的发音、指导孩子的形体，帮助孩子找到敢说、爱说、
会说的自信心和勇气，提高孩子的表达能力和情商，让孩子更有竞争力。
同时，毛毛虫在朗诵、演讲、主持等方面也进行了专业的指导，让孩子不
管在主持的小舞台，还是人生的大舞台，都能优雅、自如地表达。

一本提升孩子口才和情商的书，别让孩子输在表达上

央视少儿频道全体主持人倾情献声，凯叔作序

读年龄
9岁以上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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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文学馆

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师报》年度影响教师的 100 本书 TOP10

周益民、张祖庆、蒋军晶、周其星等全国名师强力推荐 入选深圳“十万教师阅读

行动”推荐阅读书目

长青藤·奇迹成长教育书系
Miracle Education

〔美〕山姆·斯沃普/著

Sam Swope

汪小英/译

1/16

352页

平装

29.80元

我是一支爱写作的铅笔
I Am a Pencil

美国童书作家山姆·斯沃普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一所小学开办写作工作坊，
教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写作。这是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这个班级里的学生
来自世界各地，28 位小朋友来自 21 个不同国家，说着 11 种不同的母语！
斯沃普老师陪伴着这群多元肤色、精力旺盛的孩子从三年级成长到五年级，
为他们精心设计了各种教学计划。在斯沃普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手里的
铅笔成为开启写作魔法的钥匙——原来只要用对方法，点燃孩子的创作热
情，他们就都拥有独特且令人期待的天赋与才能。

·美国“美好人生图书奖”
· 美国“克里斯托弗图书奖”
· 美国《出版人周刊》年度好书
· 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奖
·《中国教师报》影响教师的 100 本书 TOP10
· 新京报年度好书
· 新浪中国好书榜 2012 年 2 月榜 TOP10
· 新作文研究联盟推荐用书

·专家力推
儿童写作的边界，就是想象的边界；儿童的想象天马行空，写作也同样可以天马行空。山姆·斯沃普老师，这位可爱的“大男孩”，带
着孩子们在作文王国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展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写作景观。好玩，够酷，有料！每一位老师和家长都应该来
读一读这样的书。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 张祖庆

读人群
老师、写作研究者等
教育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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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馆

O R I G I N A L

R E A D  TO  D R E A M

Original Chinese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发掘，创新

独具匠心，追逐梦想

体验

天马行空飞翔的想象

血脉相连情感的温度

生动鲜活真挚的情怀

书之光芒

照亮儿童成长的路

温暖每一颗童年的心

ORIGINAL



首都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 王蕾主编

专门针对小学生的语文阅读体系

推进学生的语文阅读教育

给儿童的文学分级读本

凡阅读

Great Reading：Leveled Readings for Children



读年龄
7-12岁学生、老师及家长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28.00-29.80元/册

中国儿童文学馆

因材施教，分级阅读，循序渐进：围绕小学生阅读水平分级标准遴选作品，满足不同学段学生

阅读需求。每学期一册，低年级段加注汉语拼音。

内容丰富，匹配课标的阅读训练：涵盖小说、诗歌、散文、童话、寓言等多种儿童文学文体，

实现学生阅读量的扩展和积累。

从文体知识到阅读策略，实现一体化阅读学习：打造针对学生的完整阅读学习链，提供科学阅

读指导。同时，为教师和家长提供建议，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家庭阅读活跃气氛。

同步推出有声读物，线上阅读课教学配合纸质书，让阅读更加立体。

首都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 王蕾主编

专门针对小学生的语文阅读体系，推进学生的语文阅读教育

凡阅读——给儿童的文学分级读本(全12册)
Great Reading：Leveled Readings for Children

60

《一年级（上）》 《一年级（下）》 《二年级（上）》 《三年级（上）》《二年级（下）》 《三年级（下）》

《四年级（上）》 《四年级（下）》 《五年级（上）》 《六年级（上）》《五年级（下）》 《六年级（下）》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小口袋童话”系列丛书由严文井、葛翠琳、孙幼军、金波、张秋生、徐鲁六位当代儿童文学

名家倾情奉献，其中既有历经世纪考验的不朽童话佳作，也有专为当代小朋友创作的新童话。

作品文字清新优美，描写生动幽默，故事寓意深刻。作家们透过这些小故事，向小朋友传递着

对真、善、美、爱的向往和追求，润物无声中滋养孩子的精神生命。

61

《板凳狗和一朵小黄花》《没有脚的朋友》 《小柳树和小枣树》《不泄气的猫姑娘》

《大树爷爷和小鸟》 《草莓刺猬番茄兔》《散步的母鸡遇见狼》

中国儿童文学馆

把至纯至美童话，放进孩子们的小口袋里

留驻在童心的大世界

小口袋童话·美绘注音版(全7册)
Small Packet Fairy Tales

读年龄
6-9岁

装帧
平装  1/32

定价
22.00-23.50元/册

荣获2018年度
冰心儿童图书奖



读年龄
9-14岁

中国儿童文学馆

华语世界的国际水准儿童文学大奖

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风向标，纯正的童年阅读佳作范本

冰心奖获奖作家年度优秀作品选(全6册)
Annual Anthology of Bingxin Award Winners' Literary Works

62

徐鲁/主编

翌平/主编

1/16

264页

索线胶订裸背

38.50元

2016 美文卷
2016 Beauty Essays

本书涵盖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于 2016 年发表的优秀文学
作品，题材涉及散文、童话、诗歌，内容富有童心童趣，具有极高的文学
价值和可读性。

徐鲁/主编

翌平/主编

1/16

256页

索线胶订

45.00元

2017 美文卷
2017 Beauty Essays

本书涵盖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于 2017 年发表的优秀文学
作品，题材涉及散文、童话、诗歌，作品善于以小见大，从小题材、小故事、
小细节创造大境界、大格局、大情怀，是真正关怀少年儿童的用心之作。

徐鲁/主编

翌平/主编

1/16

248页

索线胶订裸背

38.50元

2016 小说卷
2016 Fictions

本书收入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于 2016 年发表的优秀小说
作品，内容贴近现实，涵盖人文、生态等时下热点话题，具有厚重的现实
力量与血脉相连的情感温度，是少年儿童母语阅读的纯正佳作读本。

徐鲁/主编

翌平/主编

1/16

280页

索线胶订

45.00元

2017 小说卷
2017 Fictions

本书收入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于 2017 年发表的优秀小说
作品，内容贴近现实，关注亲情、友情、成长、自然等热点话题，形式多样，
主题刻画深入细腻，为读者带来富有深度的文学阅读体验。



Annual Anthology of Bingxin Award Winners' Literary Works

读年龄
9-14岁

中国儿童文学馆

华语世界的国际水准儿童文学大奖

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风向标，纯正的童年阅读佳作范本

冰心奖获奖作家年度优秀作品选(全6册)
Annual Anthology of Bingxin Award Winners' Literary Works

63

徐鲁/主编

翌平/主编

1/16

256页

索线胶订裸背

45.00元

2018 美文卷
2018 Beauty Essays

本书涵盖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于 2018 年发表的优秀文学
作品，题材涉及散文、幻想文学、童话、诗歌，作品讴歌童心与真情，颂
扬自然与人性，在鲜活的现实中讲述属于中国儿童的故事。

徐鲁/主编

翌平/主编

1/16

264页

索线胶订裸背

45.00元

2018 小说卷
2018 Fictions

本书收入了我国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于 2018 年发表的优秀小说
作品，内容根植生活，关注现实，富有鲜活、昂扬的时代气息，能够引领
当下少年儿童蓬勃、活跃和个性鲜明的心灵与精神世界，是传递感情正能
量和艺术匠心的精选佳作集锦。



秦文君
Qin Wenjun

秦文君，深受孩子热爱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贾里贾梅大

系》八册，《开心女孩》《小香咕全传》《会跳舞的向日葵》《王子的长夜》

《小青春》《宝塔》等作品七百万字。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优

秀少儿读物一等奖、中国政府出版奖、中宣部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七十余种奖项。作品十余次被改编为电视电影播

映，荣获飞天奖和华表奖。作品曾被译为英文版、日文版、荷文版、韩文

版等发行海外。

New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公认之扛鼎力作

秦文君唯一授权的完整版本

独家奉献十年磨一剑的“小香咕”故事大结局

The Biography of Xiao Xianggu
小香咕全传



读年龄
9-14岁

开本
1/20

定价
18.00元

中国儿童文学馆 小香咕全传(全15册)
The Biography of Xiao Xianggu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公认之扛鼎力作，秦文君唯一授权的完整版本

独家奉献十年磨一剑的“小香咕”故事大结局

·荣获冰心儿童图书奖

66

《小香咕和坏心思的

刺头女孩》

《小香咕和有趣的“不

好意思”老师》

《小香咕和高贵的月光

宝盒》

《小香咕和男孩毒蛇 

生日会》

《小香咕和她的表姐

表妹》

《小香咕和飞来的伤

心梅》

《小香咕和飘来的舞

会皇后》

《小香咕和腊梅精灵

说心语》

《小香咕和阔佬崔

先生》

《小香咕和软软的

心事》

《小香咕和狒狒小

伴娘》

《小香咕和变魔法的

凤仙婆婆》

《小香咕和会说咒语

的大法官》

《小香咕和亲爱的海员

爸爸》

《小香咕和不好惹的

蜜蜂老师》



读年龄
9-14岁

开本
1/20

定价
18.00元

中国儿童文学馆 小香咕全传(全15册)
The Biography of Xiao Xianggu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公认之扛鼎力作，秦文君唯一授权的完整版本

独家奉献十年磨一剑的“小香咕”故事大结局

·荣获冰心儿童图书奖

67



读年龄
6-9岁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公认之扛鼎力作

一部会发光的书

小香咕上学记·美绘注音版(全5册)
Xiao Xianggu Goes to School

中国儿童文学馆

68

秦文君/著

 

1/24

156页

平装

20.00元

独自离家不孤单
Being Alone but not Lonely

暑假里，小香咕那温柔的妈妈走掉了，海员爸爸也一直没有回来。香咕抱
着布娃娃小饭独自来到外婆家，与三个表姐妹住在一起。虽然外公外婆很
疼爱她，表姐妹们也对她很友好，但香咕心里那棵思念的仙草总是晃啊晃的。
她在小路沙沙许下愿望，期盼这美好的愿望能早日实现……

秦文君/著

1/24

120页

平装

18.00元

遇到一个怪同桌
Meeting an Odd Deskmate

调皮的车大鹏长高了，被大杨老师安排到后排与刁莉莉坐同桌，但他还是
愿意做香咕的同桌。男孩子嘴里“很野的”小个子女孩梅花成了香咕的新
同桌。梅花是个画画小达人，她画下最美的彩虹园送给香咕，没想到却被
小女霸何桑抢走了……

秦文君/著

1/24

132页

平装

18.00元

超级魔力勇气
Super Magical Courage

善良的香咕不明白，为什么大块头女孩何桑总是蛮不讲理。何桑给香咕取
难听的名字，还抢走了布娃娃小饭。香咕不害怕何桑，有时候还很同情她呢。
香咕鼓起勇气面对小女霸何桑制造的麻烦和各种挑衅，她终于成为了可以
维护自己利益、保护小饭的勇敢的小姐姐。

秦文君/著

1/24

132页

平装

18.00元

蜜蜂老师的秘密
The Secret of Teacher Bee

听说“会蜇人”的蜜蜂老师——小杨老师要来家访，香拉躲在玩具店老板
那儿不敢回家。香咕多担心这个又娇又辣的小表妹呀，她向小杨老师求情，
千万别向外婆告香拉的状。小杨老师同意了吗？香咕和她的小伙伴们又发
现了老师的什么秘密呢？



中国儿童文学馆

读年龄
6-9岁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公认之扛鼎力作

一部会发光的书

小香咕上学记·美绘注音版(全5册)
Xiao Xianggu Goes t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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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君/著

1/24

156页

平装

20.00元

神秘的糖果选票
The Mystical Candy Ballot

新学期，奇怪的“不”老师给香咕和小伙伴们打开了一扇神奇的大门。老
师鼓励车大鹏与“怪兽”打仗，还让他上台表现自己。一场不大不小的小
干部竞选，一张漂亮有趣的糖果选票，在赢得比赛和收获友谊中，香咕的
选择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了最美的彩虹园，她也同样收获了温暖。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与两头乳白色蒙古牧

羊犬相伴，在草原与乡村的接合部度过童年时代。

著有长篇小说《黑焰》《鬼狗》《血驹》《驯鹿六季》，

中短篇小说集《狼獾河》《狼谷的传说》《驯鹿部落》《叼

狼》，长篇开放式散文集《蒙古牧羊犬——王者的血脉》

《生命的季节——二十四节气》《罗杰阿雅》等多部作品。

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大奖、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比

安基国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有多部作品译介到海外。

现居呼伦贝尔草原，在自己的营地饲养大型猛犬，致

力于蒙古牧羊犬的优化繁育，并将幼犬无偿赠送给草

原牧民。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Gerelchimeg Blackcrane

New



读年龄
3岁以上

装帧
精装  1/12

定价
80.00元/册

中国儿童文学馆

本书是黑鹤自然文学创作的全新尝试和拓展延伸。作者讲述了蒙古牧羊犬从出生到成长的故事，

以及蒙古牧羊犬生活的日常，在故事的背后铺陈了一幅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画卷。

书中，作者克制着内心汹涌澎湃的情感，用冷峻有力的文字和蒙太奇的电影手法，向孩子们讲

述了一个发生在草原上的故事：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蒙古牧羊犬妈妈产下了七只比手掌还

小的幼崽。狗宝宝满月后，被一只只送走，蒙古牧羊犬的血脉就此在草原上流传。最后一只幼

犬留在了主人的身边，跟随着主人一天天地长大，它一点点建立起对草原的认知。从对马的仰

视惊惧，到面对骆驼的淡定从容，它渐渐成长为承担守护羊群职责的高大凶猛、能够驱赶并且

杀死狼的猛犬。

“自然之子”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首部摄影文学儿童绘本

一部记录游牧文化的纸上电影，一曲赞美生命的长歌

蒙古牧羊犬
Mongolia Shepherd Dog

71

《蒙古牧羊犬》

New



中国儿童文学馆

读年龄
6-9岁

“自然之子”黑鹤最为珍视的童年记忆

黑鹤亲笔答小读者问，畅谈写作秘籍

黑鹤动物传奇故事·美绘悦读桥梁书(全3册)
The Animal Legend Stories by Blackcrane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24

120页

平装

20.00元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24

120页

平装

20.00元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24

144页

平装

20.00元

我在草原上的牧羊犬
My Shepherd Dogs on Grassland

初到草原时，小黑鹤与两头巨大的白色牧羊犬相伴，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它们不仅给作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甚至使他养成了烙印般的条
件反射式的习惯。
与两头牧羊犬并行、共生、成长的图景，有着浑然天成的和谐和令人屏息
的美感，在震撼心灵的同时也引发小读者对理想自然和生命的思考。

飞翔的窃贼
A Flying Thief

森林营地常常丢失一些不值钱但又不可缺少的东西，如电池、发卡、顶针、
鞋带等等，虽不是什么值钱的物件，却给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甚至耽误
了“我”的工作。经过一番侦察，“我”发现小小窃贼原来是一只松鸦。松
鸦的习性是收集闪闪发亮的小物件。终于，“我”寻找机会，惩罚了这个小
窃贼……

滑雪场的雪橇犬
A Sled Dog on the Ski Resort

“我”去高山训练基地滑雪，遇到一只银灰色的雄性雪橇犬。基地的小运动
员们讲述了它的来历：一个身材相貌与“我”有些相像的男人将它抛弃在
滑雪场。在训练之余，少年们给予雪橇犬温暖的照顾，但它仍然矢志不渝
地等待着抛弃自己的主人。
当“我”决定收养它时，意外发生了……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24

120页

平装

20.00元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24

120页

平装

20.00元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24

120页

平装

20.00元

我在草原上的牧羊犬
Prairie,Shepherds and Me

初到草原时，小黑鹤与两头巨大的白色牧羊犬相伴，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它们不仅给作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甚至使他养成了烙印般的条
件反射式的习惯。
与两头牧羊犬并行、共生、成长的图景，有着浑然天成的和谐和令人屏息
的美感，在震撼心灵的同时也引发小读者对理想自然和生命的思考。

飞翔的窃贼
A Flying Thief

森林营地常常丢失一些不值钱但又不可缺少的东西，如电池、发卡、顶针、
鞋带等等，虽不是什么值钱的物件，却给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甚至耽误
了“我”的工作。经过一番侦察，“我”发现小小窃贼原来是一只松鸦。松
鸦的习性是收集闪闪发亮的小物件。终于，“我”寻找机会，惩罚了这个小
窃贼……

滑雪场的雪橇犬
A Sled Dog on the Ski Resort

“我”去高山训练基地滑雪，遇到一只银灰色的雄性雪橇犬。基地的小运动
员们讲述了它的来历：一个身材相貌与“我”有些相像的男人将它抛弃在
滑雪场。在训练之余，少年们给予了雪橇犬温暖的照顾，但它仍然矢志不
移地等待着抛弃自己的主人。
当“我”决定收养它时，意外发生了……

New

New

New

中国儿童文学馆

“自然之子”黑鹤最为珍视的童年记忆

黑鹤亲笔答小读者问，畅谈写作秘籍

读年龄
6-9岁

黑鹤动物传奇故事·美绘悦读桥梁书(全3册)
The Animal Legends by Heihe



中国儿童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自然之子”黑鹤倾情奉献经典力作

呼唤生命的野性，描绘人与自然浑然天成的和谐画卷

黑鹤动物传奇小说(全5册)
The Animal Legend Fictions by Blackc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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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16

196页

平装

25.00元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16

200页

平装

25.00元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16

160页

平装

25.00元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16

208页

平装

25.00元

驯鹿部落
Tribe of Reindeers

小孤儿鹿牛仔裤被鄂温克族老人收养。后来，它被带离森林家园，被囚禁
在旅游景点，被牵到片场、舞台，成为无聊的城市看客猎奇的对象。它的
天然习性已被悄然改变……
而在大兴安岭深处，同样是孤儿的白色驯鹿幺鲁达与养育它长大的柳霞历
经生死，相依相伴，最终回归森林深处。
黑鹤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动物成长、成熟的坎坷生命历程，令读者为之
动容。

草原猛犬
Fierce Dog on Grassland

草原帐篷前逐狼的蒙古牧羊犬，桀骜高贵，野性难驯，它毫不犹豫地将任
何闯入者撕成碎片。但是当它历尽坎坷，终于找到可以生死相依的主人时，
它却是那么的温顺忠诚，至死不渝。
残酷的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人类暴力的损害和压制——犬的成长如此艰辛，
但它却用忠诚来回报人类。

从森林到草原
From Forest to Grassland

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动物性和人性，以及对荒野原生态的忠
实呈现。
老猎人格利什克与巨 的故事；鄂温克老人芭拉杰依与森林“孩子”的故事，
以及“我”在草原营地发现的自然秘密……

静静的白桦林
The Silent Birch Forest

草原深处，白桦林间，有狼出没。
它们是孩子，被孤独的老人抚养，陪伴她走完一生。
它们是母亲，被死亡扼住喉咙，却能耗尽最后一丝力气温暖幼崽。
它们是智者，被饥寒逼至绝境，仍可如智者一般探寻生机。
遥远地平线上的狼嚎声，像微小却异常倔强的火苗，在冰原上回荡。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24

120页

平装

20.00元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24

120页

平装

20.00元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24

120页

平装

20.00元

我在草原上的牧羊犬
Prairie,Shepherds and Me

初到草原时，小黑鹤与两头巨大的白色牧羊犬相伴，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它们不仅给作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甚至使他养成了烙印般的条
件反射式的习惯。
与两头牧羊犬并行、共生、成长的图景，有着浑然天成的和谐和令人屏息
的美感，在震撼心灵的同时也引发小读者对理想自然和生命的思考。

飞翔的窃贼
A Flying Thief

森林营地常常丢失一些不值钱但又不可缺少的东西，如电池、发卡、顶针、
鞋带等等，虽不是什么值钱的物件，却给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甚至耽误
了“我”的工作。经过一番侦察，“我”发现小小窃贼原来是一只松鸦。松
鸦的习性是收集闪闪发亮的小物件。终于，“我”寻找机会，惩罚了这个小
窃贼……

滑雪场的雪橇犬
A Sled Dog on the Ski Resort

“我”去高山训练基地滑雪，遇到一只银灰色的雄性雪橇犬。基地的小运动
员们讲述了它的来历：一个身材相貌与“我”有些相像的男人将它抛弃在
滑雪场。在训练之余，少年们给予了雪橇犬温暖的照顾，但它仍然矢志不
移地等待着抛弃自己的主人。
当“我”决定收养它时，意外发生了……

New

New

New

中国儿童文学馆

“自然之子”黑鹤最为珍视的童年记忆

黑鹤亲笔答小读者问，畅谈写作秘籍

读年龄
6-9岁

黑鹤动物传奇故事·美绘悦读桥梁书(全3册)
The Animal Legends by Heihe



中国儿童文学馆

读年龄
9-14岁

“自然之子”黑鹤倾情奉献经典力作

呼唤生命的野性，描绘人与自然浑然天成的和谐画卷

黑鹤动物传奇小说(全5册)
The Animal Legend Fictions by Blackcrane

74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16

208页

平装

25.00元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1/16

208页

平装

25.00元

狼谷的传说
The Legend of Wolf Valley

蒙古少年那日苏和爷爷在辽阔的草原上相依为命。寒冷的冬日夜晚，饥饿
的狼群一次又一次偷袭营地。为保护羊群，牧羊犬巴努盖咆哮着，将狼死
死地压在身下，撕裂它的喉管。在激战中，巴努盖被狼挖去了双眼。但是，
失去双眼的巴努盖依然跌跌撞撞地循着狼的气味又一次冲了过去……
即使战死，它也毫不退缩，坚守着牧羊犬的使命。

63

中国儿童文学馆

“自然之子”黑鹤倾情奉献经典力作

呼唤生命的野性，描绘人与自然浑然天成的和谐画卷

读年龄
9-14岁

黑鹤动物传奇小说(全5册)
The Animal Legends by Heihe

狼谷的传说
The Legend of Wolf Valley

蒙古少年那日苏和爷爷在辽阔的草原上相依为命。寒冷的冬日夜晚，饥饿
的狼群一次又一次偷袭营地。为保护羊群，牧羊犬巴努盖咆哮着，将狼死
死地压在身下，撕裂它的喉管。在激战中，巴努盖被狼挖去了双眼。但是，
失去双眼的巴努盖依然跌跌撞撞地循着狼的气味又一次冲了过去……
即使战死，它也毫不退缩，坚守着牧羊犬的使命。



“自然之子”黑鹤倾情奉献经典力作

呼唤生命的野性，描绘人与自然浑然天成的和谐画卷

The Animal Legend Fictions by Blackcrane

翌平，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著有长篇、中短篇小说，童话，共二百四十多万字。主要作品有：《少

年摔跤王》《早安，跆拳道》《冬天里的小号》《猫王》《野天鹅》《云狐和她的村庄》《月亮上的鱼》《骑

狼的小兔》《种太阳花的小猪》《吹口哨的猫》，科幻作品《燃烧的星球》《流浪的方舟》等，译作

《一个孩子的诗园》《小熊维尼》等百余种图书。

作品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新闻出

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北京市建国 60 周年文学作品优秀奖、儿童文学

金近奖、上海优秀儿童图书奖、金风车奖、上海好童书奖等多种奖项。

翌平
Yi  Ping



中国儿童文学馆 翌平新阳刚少年小说(全7册)
The Masculine Juvenile Fictions by Yi Ping

读年龄
9-14岁

装帧
平装  1/28

定价
25.00元/册

一套多种题材和角度、追逐少年梦想的小说集，全面、系统地呈现翌平先生短篇小说创作格局。

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雨果奖获得者刘慈欣、著名文学评论家郭艳倾力推荐。

打造具有男子汉阳刚气质、阳气十足的少年书系。

向光生长，逆风飞翔！

76

《钢的树》 《跳房子》 《北冰洋汽水》 《月亮上的音乐会》

《心灵流量》 《蛙人特战队》 《我的同桌是电子人》

·系列介绍
“翌平新阳刚少年小说”全套共七册，囊括作家近年创作的各种特殊题材青少年小说——音乐艺术、武术格斗、北京大院儿童生活、叛逆成长，

以及科学幻想题材小说，系统、全面地收入了著名作家翌平先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及最新力作。

作为新阳刚主义的代表作家，翌平先生的作品充满了独具一格的阳刚气质，善于讲述男孩子的成长与冒险经历。他的现实题材作品，根
植于生活的土壤，讲述青涩少年在经历弱势、挫折、失败与逆境的考验之后获得身心成长；科幻题材作品则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情
节扣人心弦，在极具未来感的情境描述下渗透对人性、正义、大是大非的心灵拷问。



The Masculine Juvenile Fictions by Yi Ping

徐鲁，1962 年生于山东省胶东半岛，1982 年开始文学创作，1992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系湖北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冰心奖”评委会副主席，《读者》杂志首批签约作家，有二十多篇作品

入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已出版诗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祝福青青

的小树林》，散文集《小鹿吃过的萩花》《大雁飞到哪里去了》，童话集《爷爷的打火匣》，长篇小说

《为了天长地久》《罗布泊的孩子》，短篇小说《少年识尽愁滋味》，以及“24 堂经典文学阅读课”“金

蔷薇·徐鲁美文系列”等作品集、选集九十余册。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台湾地区“好书大家读”年度好书奖、湖北省

文艺明星奖、湖北文学奖等。作品选集译有英文版、德文版等。

徐鲁
Xu Lu



中国儿童文学馆 24堂经典文学阅读课(全6册)
24 Lesson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Reading

读年龄
8-18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29.50元/册

童年的阅读，一生的邀请

著名作家、评论家徐鲁先生五年呕心沥血之作

78

《乘着童话的秋千》   
 有声书

·专家力推
徐鲁最近出版的这厚厚六卷新书，和他以往创作的作品不一样，这是六卷类似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式的“书香散文”和“阅读
课堂”，带有指导青少年们如何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如何通过领略和品味中外文学大师笔下的思想之美、情怀之美、文学之美而培养自己
的人文情怀的性质。把这样六卷书称之为“人文阅读课”，也是名副其实的。

— —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熊召政

《让智慧吹拂心灵》 《漫步诗歌的花园》 《绘本悦读十二月》

《享受散文的陶冶》 《发现故事的秘密》 《乘着童话的秋千》

丛书用优美的散文文笔和故事讲述的笔调，并穿插相关的中外知名作家的生活照片、手迹、书影、

经典插图以及作家故居、纪念馆或作品诞生现场等图片，引导小读者进入经典文学阅读的殿堂，

帮助小读者准确地去阅读和欣赏世界上最优美的经典篇章，去认识和热爱世界最伟大的经典作

家，从而丰富和提升小读者对文学阅读的兴趣和文学素养。

·荣获冰心儿童图书奖
·2016 年“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伍美珍，深受小读者喜爱的阳光姐姐，“阳光姐姐”品牌书系主创及主编。

在大陆及港台三地共出版少儿读物一百余部，代表作有“阳光姐姐小书房”系

列、“同桌冤家”系列、“同桌冤家走天下”系列等。多次登上全国少儿畅销书榜，

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蒲公英少儿读物奖、新闻出版总署全国

优秀少儿图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作品多次入选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全国

各地教育部门向中小学生推荐书目，并被翻译成英、德、荷兰等国文字在欧洲

八国出版发行。

伍美珍
Wu Meizhen



读爆笑的校园小说，学酷乐的开心词汇

变身受欢迎的幽默人气王！

阳光姐姐开心辞典(全8册)
Sister Sunshine's Happy Dictionaries

读年龄
9-12岁

装帧
平装  1/28

定价
23.50元/册

中国儿童文学馆

“阳光姐姐”伍美珍携手小作家倾情演绎“阳光姐姐开心辞典”。看那些酷乐翻天、

爆笑不止的校园故事，如何点燃少年青春热情！用原汁原味的幽默故事，书写真正

属于小读者自己的、别样的“开心辞典”！

《疯狂口头禅后遗症》《极品糊涂迟到理由》 《淑女变身日记》《臭屁惊动报警器》

《小辣椒的真功夫》《好奇的双子宝宝》《嘻嘻哈哈正步走》 《小怪兽的奖品扭蛋》

80



中国儿童文学馆

读年龄
6-12岁

装帧
平装  1/20

定价
18.00元/册

校园生活的无敌魅力在哪里？是同桌“三八线”的寸土不让，是和老师们的斗智斗勇，还是毕

业分离时依依不舍的情怀？班级里的矛盾和摩擦，男女生的那点小心思，上学那些好玩儿的事

儿都发生在这里哟！

“阳光姐姐”伍美珍倾情演绎妙趣横生的班级日志故事

引发最新鲜的快乐写作，展现原汁原味的校园故事

The Super Class
“非常班级”系列(全12册)

81

《男生都是挨整的命》

《咖啡味的七七班》

《女生领地的捣蛋鬼》

《秘密心情便利贴》

《考试的10种悲惨结果》

《瓜子脸女霸王》

《贪吃虫碰上告状鬼》

《绿豆班的那些事儿》

《月亮“亲吻”地球》

《袋鼠斗圆规》

《Super Star同桌》

《臭袜子赢比赛》

·系列介绍
“非常班级”系列是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伍美珍发起校园征文活动、并亲自主编的系列丛书，与校园小读者共同呈现了充满时代特色的校
园生活。本系列共推出 12 册，生动传神地传达出小学生的喜怒哀乐，既无限贴近小读者的阅读喜好，引发共鸣，同时还能为老师、家
长以及那些想了解孩子真实生活的人提供最好的素材读本，触摸率真、丰富的少年心灵。

·作者心语
我相信，一部作品有很多人愿意去读，有很多人说喜欢，那它就一定具有意义和价值。所以，你们的文字，以及你们用自己的文字写出
来的故事，是具有独特价值的。

— — 伍美珍



程玮，江苏人，著名旅德作家。中篇小说《来自异国的孩子》、长篇小说《少女的红发卡》分别获

得第一、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凭借多年的儿童文学创作经历和对东西方文化深入而独特的

理解，她始终坚信“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那只温暖有力的手，牵引着孩子从父母的怀抱走

向广阔的世界”。在《周末与爱丽丝聊天》书系中，她就精心塑造了一位大人和孩子都可能需要的、

能够牵引孩子从容走向世界的爱丽丝。

程玮
Cheng Wei



·三叶草故事家族 2016 年度好童书“妈妈榜”TOP10
·新闻出版总署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
·冰心儿童图书奖
·《中华读书报》“影响孩子一生的读物”
·凤凰传媒网年度十佳图书
·《出版商务周报》“年度桂冠童书”

读年龄
8-14岁

中国儿童文学馆 周末与爱丽丝聊天(全6册)
Sundays with Alice

与孩子对话成长中重要的六个话题 ：社交、家庭、爱情、自信、金钱、交流

让孩子在美好的阅读感受中，得到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人生中重要的“课程”

“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选定共读书目

张祖庆、周益民、周其星等全国 20 余位名师倾力推荐

83

程玮/著

米莫/绘

1/32

176页

平装

20.00元

米兰的秘密花园
Milan's Secret Garden

一个生活在德国的中国小女孩米兰，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遇到了一位神秘
的德国老人爱丽丝。这是孩子与老人的对话，是文化与文化的对话，也是
东方与西方的对话。 每个周末，这对忘年之交都在谈论如何待人接物、如
何做客、如何交谈应对……渐渐地，米兰成为一个德国人眼中识礼又有内
涵的小女士，并了解到，每个人都和自己同样重要，都有被尊重的权利。

程玮/著

米莫/绘

1/32

176页

平装

20.00元

黑头发的朱丽叶
Juliet with the Black Hair

米兰除了在周末找爱丽丝谈话，也尝试和自己的父母谈心。她在学校读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妈妈也告诉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米兰发现
爱情虽然美好，但有时也会伴随着遗憾。睿智的爱丽丝进一步引导米兰了
解婚姻的秘密，原来幸福的生活是要双方共同来维持，才能长长久久地相
处在一起。

程玮/著

米莫/绘

1/32

192页

平装

20.00元

镜子里的小姑娘
A Girl's Dream of Being Beautiful

同父母一起在德国定居的米兰十分羡慕那些金发碧眼的同学们，她认为自
己长相平凡，甚至发现这个世界对长相平庸的人并不公平。在和爱丽丝的
谈话中，米兰逐渐了解美的定义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一个人的外貌也
是如此。米兰不再自寻烦恼，学会了用心才能感受到美，并且相信自己也
能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



周末与爱丽丝聊天(全6册)
Sundays with Alice

与孩子对话成长中重要的六个话题 ：社交、家庭、爱情、自信、金钱、交流

让孩子在美好的阅读感受中，得到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人生中重要的“课程”

读年龄
8-14岁

中国儿童文学馆

84

·读过本书
作者在丰富多彩、色彩斑斓的故事中，极为自然地糅入了哲学、美学、历史、中外民俗等元素，大小读者阅赏作品的过程，实际也是潜
移默化接受知识教育及道德、伦理等现代文明人必备的修养素质的熏陶。

—— 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 樊发稼

《周末与爱丽丝聊天》系列谈论的是中国孩子走向世界应有的与世界相融的文化装备，给走向世界的中国孩子以“翅膀”，帮助他们在广
阔的天空里顺利而美好地飞翔。程玮的作品所表现的“胜境”使我们恢复了对儿童书籍应有的敬意和信念！

——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谈凤霞

程玮/著

米莫/绘

1/32

192页

平装

20.00元

会跳舞的小星星
A Heaven Full of Dancing Stars

米兰与爱丽丝在周末的对话中，谈到了东西方的家庭观念。米兰发觉自己
父母的感情出现变化，原本温馨美满的家庭开始变得摇摇欲坠。通过爱丽
丝的引导，米兰学会了不将自己的需求摆在父母生活中的第一位，他们没
有必要为了孩子而放弃个人的梦想。而子女回报父母的最好方式，就是把
他们的爱转移到自己的孩子身上，生命与情感便能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程玮/著

米莫/绘

1/32

192页

平装

20.00元

芝麻开门的秘密
Open Sesame

米兰对于金钱的来源和使用方式感到好奇，慈祥又有学问的爱丽丝除了向
她解释货币制度的由来，也提醒她金钱买不到最美好的东西，反而可能带
来贪婪与不幸。人们唯有善用金钱、分享财富，才不会变成金钱的奴隶，
也才能够为更多的人服务。

程玮/著

米莫/绘

1/32

176页

平装

25.00元

亲爱的爱丽丝
Dear Alice

一个神秘的孩子频繁出现在爱丽丝的小屋外和米兰的家，给她们捎来中国
孩子写给爱丽丝的各种各样的信件。这个孩子究竟是谁，他从哪里来，到
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在鼠标点击一下就能发送各种信息的年代，手写的信
件还有什么样的魔力呢？孩子们写给爱丽丝的信中都会提到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困惑，爱丽丝又会怎样解答呢？



经典儿童文学馆

C L A S S I C S

R E A D  TO  D R E A M

Classic Children Literature



大浪淘沙

那些触动灵魂的华彩

那些滋养生命的审美

那盏温暖童年的“小桔灯”

那些如宝石般

在岁月的长河中

熠熠生辉的文学经典

永远陪伴着我们

一路远行

CLASS ICS



·荣获冰心儿童图书奖

冰心、林海音、鲁迅、老舍、朱自清、巴金、沈从文、丰子恺、萧红、汪曾祺、毕淑敏、赵丽宏、

曹文轩、沈石溪——书系作者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大师级作家，入选作品是作家专为少年儿童创

作或适合于少年儿童阅读的经典佳作。这是一套真正让少年儿童受益终生的好书。经典作品，

编加合理，细节到位。多部作品经研究专家或作家后人审订，忠实原著，还原原文，同时通过

导读引领读者阅读，理解时代背景、创作背景、作品深层内涵，让读者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作

品魅力。四色印刷，插图精美，使阅读亲切直观，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名家闪耀，名篇荟萃，中国少儿文学阅读经典品牌

Crown Reading Series (China)
美冠 美阅读书系·中国 (全20册)

读年龄
9-14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22.80-23.80元/册

经典儿童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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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桔 灯：冰心
专集》

《猫：老舍专集》 《骆驼祥子·马裤
先生：老舍专集》

《朝花夕拾：鲁迅
专集》

《落 花生：许 地山
专集》

《故乡：鲁迅专集》《荷花：叶圣陶专集》

《城 南旧事：林 海
音专集》

《繁 星·春 水：冰
心专集》

《荷 塘 月色：朱自
清专集》

《白鹅：丰子恺
专集》

《呼兰河传：萧红
专集》

《鸟的天 堂：巴金
专集》

《边城·湘行散记：
沈从文专集》

《端午的鸭 蛋：汪
曾祺专集》

《怀念母亲：季羡
林专集》

《望 月：赵 丽 宏
专集》

《孤独之旅：曹文
轩专集》

《斑羚飞渡：沈石
溪专集》

《提醒幸福：毕淑
敏专集》



“美冠纯美阅读书系·外国卷”是“中国卷”的姊妹篇，全系列 14 册，汇集了适合儿童阅读

的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的代表作品。丛书译者均是资深的翻译名家，如草婴、戈宝权、陈馥、

彭懿等，有的译者，如丰子恺、冰心、巴金，本身就是文学大师。

这是一套“大师对大师”的书，也是一套美丽而实用的经典文学读物。

包含了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的代表作

Crown Reading Series (Foreign)

读年龄
9岁以上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19.80-22.80元/册

经典儿童文学馆 美冠 美阅读书系·外国 (全14册)

88

《威 尼 斯 的 小 艇：马
克·吐温专集》

《海燕：高尔基专集》《穷人：列夫·托尔斯
泰专集》

《老人与海：海明威
专集》

《麻雀：屠格涅夫
专集》

《我的叔叔于勒：莫
泊桑专集》

《小抄写员：心灵美文
合集》

《巨人的花园：王尔德
专集》

《飞鸟集·新月集·园
丁集：泰戈尔专集》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海伦·凯勒专集》

《会唱歌的蟋蟀：自然
美文合集》

《凡卡：契诃夫专集》 《最 后 的 常 春 藤 叶：
欧·亨利专集》

《去年的 树：新 美 南
吉专集》



·荣获冰心儿童图书奖

经典儿童文学馆

美绘注音，短篇“轻阅读”

美冠纯美姐妹书系

美冠 真阅读书系(全6册)
Crown Reading Series

读年龄
6-9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22.50元/册

89

·系列介绍
“美冠纯真阅读书系”是面向学龄前后小读者的经典注音佳作。全书选取了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严文井、葛翠琳、孙幼军、张秋生、高

洪波、徐鲁的经典之作，包括童话、童诗、寓言、故事等多种适合学龄前儿童阅读的文学题材，内容充满幻想与童真，饱含正能量，让小
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生活中的真诚、善良、美好与高尚。此外，考虑到学龄前儿童的阅读理解水平，除了精准的注音外，本书还特别
添加了浅显易懂的解析文字和精美的插图，让小读者在便利阅读的同时还能徜徉在宛若童话般的童年里，享受阅读的乐趣。

《四季的风：严文井
专集》

《海的童话：葛翠琳
专集》

《冰小鸭的春天：
孙幼军专集》

《雨天的歌：张秋
生专集》

《爸爸的田野：徐鲁
专集》

《鱼灯：高洪波专集》



文学大师送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

20 世纪百年中国原创童话作品的一次集体亮相

读年龄
6-14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22.50元/册

经典儿童文学馆

The Classic Fairy Tales by Chinese Famous Writers
中国名家经典童话(全8册)

·入选中华全国知识工程推荐书目

90

·系列介绍
“中国名家经典童话”系列是20世纪百年中国原创童话作品的一次集体亮相。其中，既有“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奠基人叶圣陶先生的

作品，又有“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童话作品，也包括了承前启后、在现代文学史上对儿童文学创作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陈伯吹、张天
翼、严文井、林海音、葛翠琳、金波的经典童话作品专集。本系列出版后，在社会上反响热烈，深受小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叶圣陶专集》 《老舍专集》 《张天翼专集》《陈伯吹专集》

《严文井专集》 《林海音专集》 《金波专集》《葛翠琳专集》



暖房子绘本馆

W A R M T H

R E A D  TO  D R E A M

My Warm Family Picture Books



用一颗爱着孩子的心

遍寻、发现、呈现

全世界的优秀绘本

只为了把美好星光

送入孩子纯净的眼中

暖房子坚持

书写一切美好和温暖

WARMTH





Key Colours Competition Gold Award Work
禹田文化传媒携手比利时 Clavis 公司引进欧洲绘本大赛体系

现已成功举办 2017 年、2019 年两届

每一届均评出 1 部金奖作品及 5 部银奖作品

获奖作品海内外同步出版，并已售出多国语言版权

2019年金钥匙绘本创作大赛金奖

Legend of the Phoenix
百鸟朝凤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凝聚中国智慧，比肩国际水准，欧洲同步出版

贴近中国儿童心理的暖心故事，传递贴心的成长力量

2019年金钥匙绘本创作大赛金奖作品
Key Colours Competition Gold Award Works·2019

读年龄
3-6岁

装帧
精装  1/12

定价
48.00元（暂定）

·内容简介
《百鸟朝凤》是一部改编自中国民间传说的儿童绘本。故事讲述了小男孩团子经历的一场梦境。梦

中他了解到凤凰由于勤劳、善良且乐于分享，得到了其他鸟儿的报答——从一只平凡的小鸟变成了

百鸟之王。在梦里，团子还穿越时空，领略到中国古代建筑的壮美。画面中绚丽多彩的鸟兽、精致

工整的亭阁等，都是根据中国传统艺术元素精心设计而成。

杨帆 臧旭 苏文豪 郭依虹 冉得波　文 / 图

New

95



凝聚中国智慧，比肩国际水准，欧洲同步出版

贴近中国儿童心理的暖心故事，传递贴心的成长力量

2019年金钥匙绘本创作大赛银奖作品
Key Colours Competition Silver Award Works·2019

读年龄
3-6岁

刘皞 文/图

1/16

32页

精装

48.00元（暂定）

阳伞卡蜜儿
Camille's Parasol

卡蜜儿穿越了星空、大海，追随着日出的阳光，回到了莫奈的身边。爱的
力量，足以战胜生死，永远相伴。

邱翠 文/图

1/12

32页

精装

48.00元（暂定）

A-Z
A-Z

小动物们乘坐各式交通工具，从四面八方赶来，要做什么呢？中英双语文本，
排比的整齐句式，在阅读趣味故事的同时丰富英语词汇。

New

New

吕丽娜 文　西年 图

1/12

32页

精装

48.00元（暂定）

小妖怪的一天
A Day of the Little Monster

妖怪兄弟在晚餐时说起自己精彩的一天，妖怪老大、老二、老三以恶作剧
取乐，他们都觉得自己的一天太棒了。而年龄最小的小妖怪度过了平淡的
一天：他认识了一个人类小女孩，他们一起跳绳、摘果子……这样没有恶
作剧的一天，却让妖怪哥哥们有些羡慕。

New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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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金钥匙绘本创作大赛银奖作品
Key Colours Competition Silver Award Works·2019

凝聚中国智慧，比肩国际水准，欧洲同步出版

贴近中国儿童心理的暖心故事，传递贴心的成长力量

读年龄
3-6岁

莎莎小姐 文

Zen.zz 图

1/16

32页

精装

48.00元（暂定）

超级熊
Super Bear

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在莎莎小姐的玩具店买回了自己心爱的玩具熊，
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具，但对小女孩而言，它是不一样的超级熊。
晚上抱着熊睡觉的时候，小女孩想象了很多可以和超级熊一起做的天马行
空的事。

红·海 图

1/16

32页

精装

48.00元（暂定）

小彩帽
The Little Rainbow Hat

这是一本无字书。小熊的小彩帽被风吹跑了，它赶紧去追。小彩帽先后落
到乌龟背上、青蛙身上、鸭子头上，后来又被鱼顶着往前游，小熊一直拼
命追赶，直到大鸟把小彩帽叼到空中，小熊再也追不上，才伤心地放弃。
这时，帽子却从空中落了下来，又落回到小熊的头上。

New

New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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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中国智慧，比肩国际水准，欧洲同步出版

贴近中国儿童心理的暖心故事，传递贴心的成长力量

读年龄
3-6岁

2017年金钥匙绘本创作大赛获奖作品
Key Colours Competition Award Works·2017

王宇葳 文/图

1/16

32页

精装

39.80元

猫先生和小小人
Mr.Cat and the Little Fairy

森林里的第一场雪后，独居的猫先生在落叶下发现了一个小小人，并带回
了家。小小人古灵精怪，看什么都新奇，也渐渐改变着习惯了孤独的猫先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猫先生发现了小小人竟然拥有让花草生长的能力，同时
他也发现小小人的生命只有短短一个冬天。春天就要来了，猫先生不得不
面对和小小人的分离……

抹布大王 文/图

1/12

32页

精装

39.80元

小妖怪上幼儿园
A Little Monster in the Classroom

人类幼儿园来了新同学，居然是一个小妖怪。它别别扭扭不肯好好上课，
午睡时也鬼吼鬼叫着。但是，当危险来临，小朋友们纷纷出手相助，小妖
怪终于笑了。不再闹别扭的小妖怪施展出有趣的本领，让幼儿园充满欢声
笑语。在孩子的世界中，友谊会跨越一切不可能，也会化解一切不安，更
何况还有放学时爸爸妈妈的拥抱——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郭媛 文/图

1/12

32页

精装

42.00元

打呼噜的秘密
Snoring Secret

洋洋总在夜里听到奇怪的声音，他害怕极了。有一天，他得到一本“神奇
的书”，原来那些奇怪的声音是家人发出的呼噜声。如果你半夜听到“呼
呼”声，那应该是爸爸在梦里变成一只大熊喝着蜂蜜；如果你听到“哞哞”
声，那应该是妈妈在梦里变成一头奶牛做着晚餐，唱着歌儿；如果……原来，
呼噜声里还藏着那么多秘密！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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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中国智慧，比肩国际水准，欧洲同步出版

贴近中国儿童心理的暖心故事，传递贴心的成长力量

读年龄
3-6岁

2017年金钥匙绘本创作大赛获奖作品
Key Colours Competition Award Works·2017

林莎 文/图

1/16

32页

精装

42.00元

影子丢了
The Girl Without Her Shadow

棉棉今天不开心，捉迷藏的时候，同学们只抓她一个，她的东西也一件件
消失了，就连她的影子，也随着破碎的路灯丢了。温柔的妈妈陪在棉棉身边，
帮她一件件找回失去的东西……

冯子熠 文/图

1/12

32页

精装

定价待定

黑夜速递
Mr. Mole the Night Courier

明天，黑夜速递员星鼻鼹鼠先生就要退休了，他带着伴随他多年的老怀表，
开始了最后一夜的工作。田鼠、猫头鹰、蜥蜴，大家都准时拿到了自己的包裹，
多亏了鼹鼠先生！结束了忙碌的一夜，鼹鼠先生回到家，竟发现了一个送
给自己的包裹，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萌 王嘉 文/图

1/16

32页

精装

定价待定

番茄换牙记
Tomato and the Gone Tooth

小猫番茄一觉醒来发现松动许久的门牙掉了一颗，这可把他吓坏了，脑海
里浮现出一幅幅被朋友嘲笑的场面。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各种搞笑
的办法遮掩，却都搞得一团糟。最后，朋友们带来一个惊喜，他也终于可
以放心地咧开嘴笑了……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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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3-6岁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39.80元

用诗意讲述亲情，用画面飞扬想象

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与绘本画家田宇携手打造第二部绘本作品

献给每一个平凡的母亲和纯洁的孩子

The Colourful Woods on My Mommy

·书评
梅子涵老师创作灵感不竭，因为他童心不竭，爱心不竭，从未忘记孩子对母亲最初的依恋。田宇老师的图画

配合摇篮曲一般的吟唱诗句，涤荡出富有想象力的动人画卷，用绚丽的色彩将亲子之爱升华到星空的浩瀚。                                               

——李峥嵘   北京晚报资深编辑、亲子专栏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妈妈身上有个树林

梅子涵 文  田宇 图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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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携手原创绘本画家田宇共同打造的重量级绘本

蕴含哲理的故事，藏有秘密的画面，讲述每一扇门后面的智慧与美好

创新的图画细节，带领儿童勇敢敲门、不断探索宽广的世界

The Rat-a-Tat Bear

·第二届图画书时代奖银奖
·国家新闻出版署 2018 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
·“少年中国”图画书类推优作品
·关工委科学早教协会“最具科学早教气质绘本奖” 
·新浪育儿频道“2017 年度优质绘本”
·深圳“十大童书”入围 TOP30、绘本组 TOP10
·出版商务周报：2017 年度桂冠童书

读年龄
3-6岁

装帧
精装  1/20

定价
35.00元

敲门小熊

·本书亮点
书中泛黄的带水渍的纸张、斑驳纸纹上 80 座各不相同的小房子、深邃的天空、岁月斑驳

的树干……全书色彩无一绘制，全部来自珍贵的老书封面和特种纸张的颜色和肌理。画

家用心良苦，只为让亲爱的读者真切感知：生命在敲门和成长的过程中、在时间的磨砺下，

沉淀下来的那些成长痕迹……

爱是理解与鼓励，期待每一位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拥有探索世界的勇气！

梅子涵 文　田宇 图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读年龄
3-6岁

装帧
精装 1/12

定价
48.00元

你能找到它吗？
Can You Find It?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郑晓萌精心创作

细腻图画配合趣味设计，培养观察力、专注力、思辨力

融入与鸟儿相处的点滴，呼吁尊重、爱护、珍惜生命

郑晓萌 文 / 图

·内容简介 
我有一只鸟。它是一只黄色的鸟。就算在很多黄色的鸟里，我也

能一眼找到它。你能吗？就算在各种各样的鸟里，我也能一眼找

到它。你能吗？

·2018 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藏奖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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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Draw It?
可不可以

读年龄
3-10岁

装帧
精装  1/24

定价
待定

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学士 ,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戏剧学士、硕士 ,

台东大学儿童文学博士蓝剑虹创作 

用一颗懂孩子的心，以及可以自由翻页搭配的设计

画出一场属于孩子的“创作之旅”

蓝剑虹 文 / 图

·内容简介 
可不可以画一只风筝楼梯猫，一匹变色西瓜斑马，一头红绿灯鼻孔迷宫猪，一条雪花葫芦鱼……

“可不可以？”这是孩子们常常会问到大人的一句话，而大人一般都说：“不可以！”

也许，一切孩子气的想象、天马行空的梦想，都会被一句“不可以”给阻断。不妨，和孩子们一起来

一场“怎样都可以”的想象之旅，在自由中创作，享受灵感的迸发吧！

New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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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3-6岁

2018 年央美绘本创作工作室优秀毕业生作品

获 2018 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藏奖

Soon to be Pubilshed
华人原创绘本新作

尹德馨 文/图

1/12

40页

精装

45.00元

就像妈妈一样
Just like a Mother

一天，一只小鹦鹉来到我家，我突然成为了一个“妈妈”。我要给它喂奶，
陪它玩耍，忍受它的淘气。当有一天它突然展开翅膀，我发现，自己似乎
不希望它飞翔……

吕爱明 文/图

1/12

36页

精装

定价待定

熊瞎子掰苞米
A Bear Takes Corn

故事根据经典童谣改编，讲述熊瞎子晚上去农家偷苞米，掰一棒，丢一棒，
掰一棒，又丢一棒……农家养的狗和鸡看此情景，全部冲了出来，吃的吃，
捡的捡。而熊瞎子掰到最后，其实只得了一棒苞米……

New

New

胡一凡 文/图

开本待定

40页

精装

定价待定

省略号
……
一只瓢虫、一池金鱼、无垠星辰、生命万千……在这本书中，省略号不再
只是一个标点符号，它的秘密有很多。当你不疾不徐地翻开书 , 一页一页
地静静阅读，你会发现省略号这六个小圆点里饱含的单纯、丰满与力量。

·2018 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创作一等奖

New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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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3-6岁

央美绘本创作工作室特聘课程导师赵梦雅创作

一个鬼马精灵、爱思考的作者，两本风格迥异的优质图画书

给阅读原创绘本带来新鲜、有趣的感受

A Red Dot·A Little Cloud
小红点·一朵小云

赵梦雅 绘

1/24

48页

精装

38.00元

小红点
A Red Dot

令人捧腹大笑的无字书，反转结局启发生活小思考。
告诉孩子：一点小烦恼，真的没什么大不了！
女孩的鼻子上突然冒出个小红点，这可是天塌下来的大麻烦啊！
于是，她想尽办法遮掩，脑洞大开、笑料百出，结局却出人意料……

赵梦雅 文/图

1/16

40页

精装

48.00元

一朵小云
A Little Cloud

有一朵孤独的小云，想找到可以谈心的朋友，却因为自己总是遮住阳光，
得不到大家的喜爱。就在他伤心难过时，一场大雨下了起来……雨后，他
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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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t 1301
星球1301

·荣获 2016 年全国最美绘本奖
·入选 2016 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孩子的书香世界”原创绘本作品
·入围第五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

读年龄
3-10岁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48.00元

抬头仰望·繁星密布·慢慢追寻·终将抵达

将美好种子播种在更多孩子与成人的生命中

·内容简介 
女孩的爸爸是一名宇航员。爸爸讲的各种星球故事陪伴她长大。

那些星球上，有的萦绕着音乐，有的充满诗意……女孩就这样，

在爸爸的呵护下探知并爱上这个世界。

渐渐长大的女孩，发现真实世界里的星球和爸爸向她描述的并不

一样……

女孩走过一段充满疑惑与未知的路，终于明白，1301 号星球是

爸爸埋藏在她心里的一颗种子……

赵喻非 文 / 图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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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3-6岁

向华 改编

王宁 绘

1/16

40页

精装

38.00元

壮锦
The Magnificent Brocade

心灵手巧的壮族阿妈，付出全部心血，靠一双巧手织出了绣着美好家园的
壮锦，谁知竟被仙女带走。阿妈的儿子勒惹一路历经磨难，终将壮锦带回。
壮锦化作阿妈梦想的家园，被感动的红衣小仙女跟随壮锦来到人间，和勇
敢孝顺的勒惹结为夫妻，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向华 改编

高派 刘川川 徐家欣  绘

1/16

40页

精装

38.00元

洪古尔
Hong Guer

草原勇士洪古尔，在与魔王决斗的过程中因骄傲被奸计所害，还好他的伙
伴枣骝马机智勇敢地救出了他。洪古尔与枣骝马并肩作战打败了魔王，还
给草原一片宁静与安详。

中国民间童话系列
Chinese Folk Fairy Tales

凝视民族魂魄，描画民族灵性，激活童心中的民族之美

朱永新、王志庚、阿甲、唐亚明、李一慢、陈江洪强烈推荐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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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3-6岁

凝视民族魂魄，描画民族灵性，激活童心中的民族之美

朱永新、王志庚、阿甲、唐亚明、李一慢、陈江洪强烈推荐

中国民间童话系列
Chinese Folk Fairy Tales

向华 改编

绘本工作室 绘

1/16

40页

精装

36.00元

鱼姑娘
Dragon Princess

一个会吹芦笙的穷青年，偶然获得龙女的青睐，变得有钱又有闲。他却听
信了魔女的谗言，把龙女赶出家门。失去了龙女，青年又变得一无所有，
他这才发现失去的是最可贵的东西，于是十分懊悔，一连哭了三天三夜，
感动了一只蟾蜍帮助他。再次见到龙女，龙女会原谅他吗？

向华 改编

绘本工作室 绘

1/16

40页

精装

36.00元

两兄弟
Two Brothers

贪心的哥哥谋害弟弟，善良的弟弟大难不死。弟弟在山神的帮助下，窥听
到野兽和猛禽的秘密，获得了财富和好姑娘的爱情。他不计前嫌，依然帮
助哥哥，哥哥却想从山神那里骗取同样的好处。坏心肠的哥哥最终会是怎
样的结局呢？

向华 改编

绘本工作室 绘

1/16

40页

精装

36.00元

金头发
Gold Hair

据说，谁拥有太阳婆婆的金头发，谁就能实现愿望。小娃子在为皇帝寻找
金头发的路上，找到了勇气、善良和自由，还有聪明的小女奴的陪伴。他
们帮助别人，也被别人帮助，最终他们比拥有金头发的人拥有得更多。小
娃子和小女奴到底有什么样的奇遇呢？

向华 改编

绘本工作室 绘

1/16

40页

精装

36.00元

长发妹
The Girl with Long Hair

山神为惩罚人类破坏大自然，藏起了水源，却被美丽的长发妹找到。山神
威逼长发妹保守秘密。长发妹不忍心村民们受苦，带领大家凿开泉眼。既
然得罪了山神，长发妹索性将生死置之度外。就在她坦然赴死的时候，却
遇到了智慧的老树神，树神还想出了一个救她的好办法！

·2015 年童书 TOP10 特别奖
·2015 年海峡两岸书籍装帧设计邀请赛 优秀奖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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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民族魂魄，描画民族灵性，激活童心中的民族之美

朱永新、王志庚、阿甲、唐亚明、李一慢、陈江洪强烈推荐

中国民间童话系列
Chinese Folk Fairy Tales

向华 改编

绘本工作室 绘

1/16

40页

精装

36.00元

火童
Fire Boy

天神收走了哈尼族的火，少年明扎在老祭司的指引下，去向天神讨回火。
一路上，善良勇敢的明扎突破重重困难来到天神面前，原来这一切都是天
神给他的考验，目的是要哈尼族懂得怎样使用火。明扎最终能够为哈尼族
取回火种吗？

向华 改编

绘本工作室 绘

1/16

40页

精装

36.00元

猎人果列
Hunter Guolie

山上的母老虎精总是祸害苗寨的村民，果列的阿爸也命丧虎口。为了消除
祸害，果列毅然决定上山打老虎。经过与老虎们一番斗智斗勇，他能够取
得最终的胜利吗？

向华 改编

绘本工作室 绘

1/16

40页

精装

36.00元

十二王妃
Twelve Princesses

贪婪的国王被女妖迷惑，致使十二位王妃眼睛失明并逃至森林深处，其中
一个王妃诞下一个男孩阿朗。阿朗长大后，决心为十二位王妃找回光明，
在神的指引下，他毅然踏上了征程……

向华 改编

绘本工作室 绘

1/16

40页

精装

36.00元

小狐狸
Little Fox

鄂温克族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一直想要个孩子。有一天，老爷爷救了一只小
狐狸，小狐狸为了满足两位老人的心愿，出发去寻找尼桑萨满，请求他把
自己变成小男孩的模样。一路上小狐狸经历了很多冒险，先后遇到了鸟神、
树神和鹿神，可是他们都不是尼桑萨满，小狐狸的命运该何去何从？

·2015 年童书 TOP10 特别奖
·2015 年海峡两岸书籍装帧设计邀请赛 优秀奖

读年龄
3-6岁

暖房子华人原创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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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麦克唐奈
Patrick McDonnell

世界著名自由插画家，风靡全球的漫画作品 MUTTS 的创作

者。他于 1956 年在美国新泽西州出生，毕业于视觉艺术学院 ,

其作品融艺术、幽默、哲理于一体 , 曾荣获全美漫画家协会鲁

本奖的“年度风云漫画家”称号，获得国际卡通协会颁发的“年

度最佳连环漫画”奖，还五次拿到“哈维最佳连载漫画”奖。

他的绘本作品有《我……有梦》《尾巴摇摇》《南方》《怪无霸》

《一个完全被搞砸了的故事》《谢谢，晚安》《泰克 现代穴居男

孩》等。其中，《我……有梦》荣获 2012 年凯迪克银奖。

帕特里克同时还是美国人道协会及动物基金的董事，长期致力

于环境与动物的保护事业。



读年龄
3-6岁

风靡全球的自由插画家帕特里克·麦克唐奈趣萌绘本系列

融艺术、幽默、哲理于一体，献给热爱生活、追求梦想的大小读者

暖房子国际精选

Picture Books by Patrick McDonnell
帕特里克·麦克唐奈作品

泰克
Tek: The Modern Cave Boy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名叫泰克的穴居小男孩，整天整夜地待在他的洞
穴小屋里，和他的手机、平板电脑、游戏机黏在一起，甚至朋友们来找他玩，
他也不出来。
洞外，真实的世界正在不断进化中，可是泰克顾不上这些。泰克的爸妈尝
试了所有方法，想把他从那些设备旁边扯开，可是泰克怎么也不肯松手。
直到有一天，火山喷发，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断了线……

〔美〕帕特里克·麦克唐奈

文/图

阿甲 译

1/16

40页

精装

48.00元

·儿童阅读推广人、红泥巴读书俱乐部创始人阿甲老师倾情献译
·《科克斯书评》强烈推荐
·2017 年第五届中国童书榜“中国好童书 100 佳”

谢谢，晚安
Thank You and Good Night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晚上。
克莱门、小珍和阿兰·亚历山大要举行一场睡衣派对！可是，开心地游戏、
跳舞、眺望星空之后，所有人都困了……
现在该上床睡觉了吗？不！我们先来说说这一天里值得感谢的东西吧……

〔美〕帕特里克·麦克唐奈

文/图

阿甲 译

1/20

40页

精装

38.00元 ·《出版人周刊》《科克斯书评》和《学校图书馆期刊》年度推荐童书
·儿童阅读推广人、红泥巴读书俱乐部创始人阿甲老师倾情献译

怪无霸
The Monsters' Monster

《怪无霸》的创意灵感来自于玛丽·雪莱创作的科幻小说鼻祖《科学怪人》，
立意深刻，传递感恩与分享的理念。画风清雅，冷色调中富含暖色，颇有
中国水墨画的意境。

〔美〕帕特里克·麦克唐奈

文/图

王志庚 译

1/16

40页

精装

32.00元
·《纽约时报》畅销书
·美国独立书商协会畅销书
·美国国家育儿出版物银奖
·美国巴诺书店 2012 年度最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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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房子国际精选

风靡全球的自由插画家帕特里克·麦克唐奈趣萌绘本系列

融艺术、幽默、哲理于一体，献给热爱生活、追求梦想的大小读者

读年龄
3-6岁

帕特里克·麦克唐奈作品
Picture Books by Patrick McDonnell

尾巴摇摇
Tail Is Wagging

小狗阿尔为什么摇尾巴呢？嘘——帕特里克·麦克唐奈，MUTTS 之父，将
在这本书里和你一起分享小狗生活中关于摇尾巴的秘密，关于快乐的秘密。

〔美〕帕特里克·麦克唐奈

文/图

司南 译

1/20

40页

精装

29.80元

南方
The South

当最后一枚秋叶飘落，小猫奇奇带着一只离群的小鸟，开始了去往南方的旅
程。这是一场爱心之旅，一场友谊之旅，一场归家之旅。让我们翻开书页，
伴随他们的脚步，走向温暖的南方。

〔美〕帕特里克·麦克唐奈

图

1/24

48页

精装

26.80元

一个完全被搞砸了的故事
A Perfectly Messed-up Story

小路易在他的故事里为读者讲故事，结果却因为遇到一个不知道藏在哪里
的捣乱的读者，把书上弄得又是果酱又是脏手印……小路易沮丧地不想再
讲故事，不尊重书的读者太令他失望了。但是小路易也突然意识到，即使
故事被搞砸了，一切都可以很美好！故事还是故事，他还可以讲故事，搞
砸的那些也当做有意思的事情来看吧！

〔美〕帕特里克·麦克唐奈

文/图

孙莉莉 译

1/16

40页

精装

35.00元

·2015 年国际文学协会儿童选择奖
·2014 年美国国家育儿出版物金奖

我……有梦
I Have a Dream

珍很喜欢在户外和动物们待在一起，坐在她最喜欢的树上，读《人猿泰山》
这本书。她想象着，有一天，她也能在非洲丛林里帮助所有的动物。让我
们跟随珍的身影，一起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看她是如何美梦成真的吧。

〔美〕帕特里克·麦克唐奈

文/图

郝广才 译

1/16

40页

精装

29.80元
·2012 年凯迪克银奖
·夏洛特·佐罗托童书奖
·美国家长推荐童书银奖
·《科克斯书评》最佳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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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yanishi Tatsuya
宫 也

1956 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现为专职绘本创作家。曾屡获讲谈社出版文化奖

绘本奖、剑渊绘本乡绘本奖等大奖，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宫西达也的绘本世界里，有活泼搞怪的人物，有温馨幽默的情节，有天马

行空的想象，更有对繁杂社会的信任和拥抱美好世界的勇气。他将自己的幸

福童年融入创作，诞生出一本本充满童真的爱的绘本，鼓励我们去相信、去

理解、去陪伴，收获爱与快乐。

宫西达也创作的绘本故事温馨幽默，画面用色大胆，深受大小读者的喜爱。

代表作有“小卡车系列绘本”“神奇系列”《吱——吱——》《最喜欢妈妈》等。



Mommy, I Love You Best

·本书亮点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身为母亲的我们就像一座大山，保护着如湖水般纯净的孩子。

我们耐心引导他们认识这个广阔的世界，细心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试图去理解那些行

为背后的情感……殊不知，孩子远比我们想象得坚强、成熟。当我们因急躁变得不那么

有耐心，如火山爆发一样情绪失控时，孩子也会反过来理解我们。他们会紧紧抱住我们，

抬起头轻轻地说：“妈妈，我还是最喜欢你啦。”

儿童化的语言还原日常生活场景，用纯真的话语安抚妈妈因严厉而内疚的心

每个妈妈都能在这本绘本中，找到生活中那些催人落泪的感动瞬间

·荣获日本剑渊绘本乡美羽乌奖
·2017-2018 年度十大最具科学早教气质推荐绘本

日本超人气绘本大师宫西达也献给平凡母亲的暖心绘本

童言童语安抚妈妈因严厉而内疚的心

读年龄
3-6岁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39.80元

宫 也·最喜欢妈妈暖房子游乐园

〔日〕宫西达也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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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语言天真而富有童趣，图画形象生动，色彩明丽温暖

文字与图画相得益彰，共同讲述猫和小老鼠跨界友谊的温馨故事

读年龄
3-6岁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32.00元

日本超人气绘本大师宫西达也经典作品

拥有理解和爱，天敌也能做朋友

暖房子游乐园

Squeak Squeak 
宫 也·吱——吱——

·内容简介
一个让大人和小孩都能笑中带泪阅读的故事。猫与老鼠本是天敌，

但在宫西达也的世界里，因为有爱，猫和老鼠也会休战。

三只小老鼠玩耍时，遇到了一只大猫。但是这只大猫竟然不知道

老鼠长什么样子，而且对这三只小老鼠充满了好奇。小老鼠灵机

一动，开始捉弄起大猫来。然而一个意外的小插曲，竟让对方看

到了彼此善良有爱的内心……

·荣获日本剑渊绘本乡绘本大奖

〔日〕宫西达也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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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房子游乐园

日本超人气绘本大师宫西达也爆笑神作

每个大人和小孩都无法拒绝的快乐

读年龄
3-6岁

Miyanishi Tatsuya's Magical Picture Book Series

神奇牙膏
Magical Toothpaste

让刷牙时间超美味、超好玩、超神奇！
刷牙太麻烦。牙膏辣辣的，舌头麻麻的，要是有好吃的牙膏就好了……神
奇怪侠出现啦！苹果味儿、香蕉味儿、蛋糕味儿的神奇牙膏，让刷牙变得
好美味呀！

（切记切记，要小心使用哦！）

〔日〕宫西达也 文/图

王志庚 译

1/20

40页

精装

35.00元

神奇蜡笔
Magical Crayon

不可思议的想象力，挡不住的创造力！
总用同一种蜡笔画画太无聊了！神奇怪侠有了新发明——神奇蜡笔！用神
奇蜡笔画图画，不可思议的神奇事情就会出现哦！
就连神奇怪侠自己都忍不住想要画画了……

（切记切记，要小心使用哦！）

〔日〕宫西达也 文/图

王志庚 译

1/20

40页

精装

35.00元

神奇洗发水
Magical Shampoo

讨厌洗发水，洗起头来太麻烦，进到眼睛里，又辣又疼。
要是有好玩的神奇洗发水该多好啊！

（切记切记，要小心使用哦！）

〔日〕宫西达也 文/图

王志庚 译

1/20

40页

精装

42.00元（暂定）

宫 也·神奇系列(全3册)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志庚、学前教育专家孙莉莉倾情推荐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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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yanishi Tatsuya's Little Truck Picture Book Series
宫 也·小卡车系列(全5册)暖房子游乐园

害羞、胆小、爱耍酷、慢性子，各具性格的小卡车，让每个孩子看到自己成长的影子

天真可爱的故事语言，一波三折的有趣情节，适合家庭或幼儿园内绘本剧演绎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志庚倾情献译，儿童阅读推广人李一慢暖心推荐

读年龄
3-6岁

装帧
精装  1/20

定价
38.00元/册，42.00元/册

日本超人气绘本大师宫西达也首部交通工具主题绘本

运送的道路就是成长的道路，大胆做自己，为自己加加油

《小红去送货》 《小红和小粉》 《小红和小黑》 《小红和小黄》 《小红和小绿》

·内容简介
“小卡车系列绘本”中的《小红去送货》是宫西达也第一本以交通工具为题材创作的绘本故事，之后又以“卡车小红”为主要角色继续创

作，打造了一个温馨有爱的“车世间”，以“车世间”比拟“人世间”，以小红及朋友们的运送道路，比拟孩子的成长道路。

在阅读过程中，孩子很容易在各具性格的小卡车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这种亲切感十分具有代入感，令孩子也忍不住为努力完成任务的

小卡车大声喊加油，并认识到，每一种交通工具都有自己的任务，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一样。在小卡车与其他车辆的互动中，还

可以学习到如何在社会交往中与他人友好沟通相处。

117



第 84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短片绘本版

我们都应该练习颂赞书，甚至成为它的创造者，用自己的生命传递它。

而乔伊斯对书的颂赞，美妙多汁得像蜜，就像是从心底吟唱而出的诗歌。

The Fantastic Flying Books 
of Mr.Morris Lessmore

神奇飞书

美国国家育儿出版物金奖
美国亚马逊网络书店年度最佳绘本

入选广电总局“大众喜爱的50种图画书”



读年龄
3-6岁

美国著名作家、插画家、动画导演威廉·乔伊斯大受好评的绘本作品

曾被美国《新闻周刊》盛赞为“新世纪百名值得关注的人物”

致敬梦想、想象力与令人怀念的童年

暖房子国际精选

Picture Books by Willian Joyce
威廉·乔伊斯作品

神奇飞书
The Fantastic Flying Books of Mr. Morris 
Lessmore
莫里斯先生喜欢文字，喜欢故事，也喜欢书。他的人生就是一本他自己写

的书。可是一场飓风摧毁了所有的一切，包括莫里斯写的书……

不过，书籍的力量将会拯救一切。

〔美〕威廉·乔伊斯 著

〔美〕威廉·乔伊斯　

乔·布鲁姆 绘

王林 译

1/16

56页

精装

38.00元

数字奇迹
The Numberlys

《神奇飞书》作者威廉·乔伊斯想象力大作。曾经，世界上没有字母，只有
数字……生活很平凡，但又无趣。但是，有 5 个快乐的小英雄不愿意和他
人一样平庸，他们知道欢乐是必须的。他们运用工具敲打数字。直到一个
一个字母接连出现—— 26 个字母诞生了！

〔美〕威廉·乔伊斯 

克里斯蒂娜·艾丽斯 

文/图

开本待定

56页

精装

定价待定

比利的书
Billy's Booger

《神奇飞书》作者威廉·乔伊斯梦想大作。比起数学、语文和体育，比利更
喜欢画画。所以，不论是作业本、书本还是考卷上，到处都是他画的画。
老师们很生气，爸爸妈妈很担心，比利认真准备的图书大赛作品也失败了。
比利会放弃吗？

〔美〕威廉·乔伊斯 文/图

开本待定

40页

精装

65.00元

制造麻烦的小怪兽
The Mischievians

《神奇飞书》作者威廉·乔伊斯童趣大作。我的作业去哪儿了？谁拿走了我
的袜子？我肚脐上是什么？这一天麻烦不断，错误频出……其实，都是小
怪兽制造的！

〔美〕威廉·乔伊斯 文/图

开本待定

56页

精装

定价待定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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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房子国际精选

IBBY 国际青少年文学奖、法国巴欧巴童书奖获得者大卫·卡利撰文

法国超受欢迎的绘本作家本杰明·修德绘图

奇思妙想的理由，释放孩子的想象力，开启穿越图画的神奇大冒险！

新阅读研究所研究员、慢学堂创办人李一慢倾情献译，强烈推荐

读年龄
3-6岁

大卫·卡利想象力绘本系列
Imaginative Picture Books by Davide Cali

我迟到了是因为……
A Funny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School…

“你为什么迟到了？” “我迟到了是因为……”
面对老师的质问，小男孩不急不慢地讲起了缘由：蚂蚁吃掉了他的早餐；
上学路上被忍者袭击；校车被大猩猩当香蕉把玩；不小心被鼹鼠拽到了地
下而迷了路；闯到了大森林，帮助小红帽找外婆的家……小男孩的理由天
马行空，可是老师会相信这一切吗？结局出乎意料，令人会心一笑。

〔意〕大卫·卡利 文

〔法〕本杰明·修德 图

李一慢 译

1/16

44页

精装

36.00元

我在博物馆迷路了是因为……
A Funny Thing Happened at the Museum…

这是一部想象力突破天际的爆笑绘本故事！继没做作业和上学迟到后，我
们终于知道了这个脑袋里装满荒诞主意的男孩名字叫亨利。这一次，故事
发生在他和同学们的博物馆游学途中。
亨利落在了后面，但是他有了一个计划：希望能在某个展厅追上大家。当
然不会在大厅里，那多没有想象力啊！一路上有喷发的火山，有恐龙的惊吓，
还要穿过楼梯间的秘密通道，归队变成了一件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意〕大卫·卡利 文

〔法〕本杰明·修德 图

李一慢 译

1/16

44页

精装

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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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Books by Terry Fan and Eric Fan

备受瞩目的天才插画师兄弟，携手创作治愈人心的梦幻绘本

文字与图画的唯美结合，哲理与故事性的奇妙碰撞

让孩子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勇敢追求梦想

特里·范&埃里克·范作品暖房子国际精选

读年龄
3-6岁

大海遇见天空
Ocean Meets Sky

费恩记得爷爷跟他讲过的那些故事，记得爷爷说的那个大海和天空相遇的
地方。在那里，鲸鱼和水母翱翔云端，鸟儿与城堡漂游浮沉。为了纪念已
经逝世的爷爷，费恩自己打造了一艘“船”，开启了一场寻找爱和回忆的如
梦旅程……

〔美〕特里·范 埃里克·范 

文/图

朱墨 译

1/12

48页

精装

68.00元

午夜园丁
The Night Gardener

有天晚上，住在格里洛赫孤儿院的小男孩威廉发现他窗外的大树被修剪成
猫头鹰的形状。第二天，又有树木出现了新的造型，每一个都比前一晚更
美丽！就好像夜晚有人对格里洛赫巷施了魔法。很快，威廉所在的小镇成
了充满彩色与生命力的地方。这位神奇的午夜园丁，每一次都很快出现，
又很快消失，他到底是谁呢……

〔美〕特里·范 埃里克·范 

文/图

杨玲玲 彭懿 译

1/12

48页

精装

55.00元

·美国图书馆协会年度卓越童书奖
·纽约公共图书馆最佳童书
·美国亚马逊网站 2016 年度十大童书
·入选第五届中国童书榜优秀童书
·中国图书馆协会 2018 年十佳绘本

鹿角舟
The Antlered Ship

一只好奇的狐狸、一群勇敢的鸽子和几头饥饿的鹿，搭乘鹿角舟去寻找传
说中的小岛。当风浪到来、危险降临，他们还能坚持最初的梦想吗？这个
世界充满问题，但并非总能得到解答，探索的过程也许远比答案本身更珍贵。

〔美〕达什卡·斯莱特 文

〔美〕特里·范 埃里克·范 

图 

杨玲玲 彭懿 译

1/16

48页

精装

48.00元

·美国父母选择奖银奖
·美国亚马逊网站畅销童书
·美国《科克斯书评》年度最佳图画书

·入围 2019 年度英国凯特·格林纳威奖
·入围 2018 年度加拿大总督儿童文学（插画）奖
·2018 年度美国亚马逊最佳童书（3—5 岁）
·2018 年度《赫芬顿邮报》最佳童书
·2018 年度 Goodreads（美国最大书评网站）最佳图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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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格伦文学奖获得者伊索尔代表作，让孩子的世界充满热情与欢乐

让成人了解所不知道的儿童世界观，与孩子的世界无缝对接

林格伦大奖·伊索尔系列
Picture Books by Award-Winning Author Isol

伊索尔以孩子们的视角创作图画书，她的图画里富含能量及爆炸性的情感。通过简单的色彩和

革新的绘画技巧，彻底突破了图画书的界限，改变了图画书的概念。她用孩子清晰的眼光来看

世界，通过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呈现孩子们的疑问，并给出开放性的答案，而生活的阴暗面，

则用幽默和轻描淡写的方式来处理。

读年龄
3-6岁

装帧
1/16　1/20　1/48

定价
202.80元/套

《美梦配方》夜光书 《鸭子真有用》风琴书 《一个愿望》平装 《家庭机密》平装

《小狗的生活》平装 《生活大交换》平装 《神秘礼物》平装 《红气球》平装

·内容介绍
在孩子眼中，爱发脾气的妈妈可以变成一只红气球，永远陪着自己玩；遇到神，想要许的愿望绝对不止一个；面对未拆封的礼物，脑袋

里总会有无限遐想；即使在妈妈眼里像小狗那样邋里邋遢，也渴望拥有自由和快乐……不受拘束的线条绘出了一幅幅夸张滑稽的画面，

天真童趣的语言幽默而富有哲理，孩子的世界永远超乎成人的想象，天马行空、妙趣无穷。

暖房子国际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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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3-6岁

资深英国插画家理查德·琼斯绘制

让孩子打开内心，发现爱和勇气

愿每个人都在温柔的故事中收获一份安心

暖房子国际精选

Picture Books by Richard Jones
理查德·琼斯作品

山的秘密
Secrets of the Mountain
在一本令人惊叹的图画书中探索山的秘密。看着世界随着白天转黑夜而变

化，并发现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山上旅行时大自然呈现出的无限可能。不同

时间、不同地点时山的风光，隐藏其中的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气候变化、

植被分布……

www.simonandschuster.co.uk

ISBN 978-1-4711-7388-2

9 7 8 1 4 7 1 1 7 3 8 8 2

Mia and Ben make paper planes and wish that,  
one day, they might make a plane that can fly  

all the way across the lake . . .

But when their families move apart,  
can Mia and Ben stay friends and realise their dream? 

A moving, lyrical story of friendship and flight  
from the creators of The Snow Lion.

£12.99www.simonandschuster.co.uk

SIM
O

N
 &

 SCH
U

STER

纸飞机
Paper Planes
米娅和本是最好的朋友。他们最喜欢的事情是叠纸飞机。他们梦想着有一

天能够制造出一架能横穿整个湖面飞行的纸飞机。直到有一天，本要搬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他们的友情该如何维系？他们能制造出飞越湖面的

纸飞机吗？

〔英〕吉姆·赫尔莫 文

〔英〕理查德·琼斯 图

1/12

40 页

精装

定价暂定

长大以后
As We Grow
这本书用抒情的文字和迷人的插图描绘了我们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每个人

生阶段和变化的旅程。

没有人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而这都

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

〔英〕莉比·沃尔登 文

〔英〕理查德·琼斯 图

1/12

32 页

精装

48.00 元（暂定）

〔英〕莉比·沃尔登 文

〔英〕理查德·琼斯 图

1/12

40 页

精装

48.00 元（暂定）

New

New

New

雪狮子
The Snow Lion

小女孩卡罗跟着妈妈搬到了新家，这里的一切都那么陌生。卡罗很孤单，
直到有一天家里出现一只像雪一样白的狮子，它愿意成为卡罗的伙伴……    

〔英〕吉姆·赫尔莫 文

〔英〕理查德·琼斯 图

孙莉莉 译

1/12

42页

精装

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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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井本蓉子 著、绘

宗岩 译

1/12

36页

精装

48.00元（暂定）

暖房子国际精选

读年龄
3-6岁

童话中有孩子的小秘密

化解矛盾、理解失去、拥抱他人……温暖故事蕴含成长能量

井本蓉子作品
Picture Books by Award-Winning Illustrator Imoto Yoko

好多好多我
Me, Me, Me

在手忙脚乱的时候，真希望能多出几个“我”来差遣。但是，当真的出现
好多好多我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呢？

New

〔日〕佐仓智子 著

〔日〕井本蓉子 绘

宗岩 译

1/16

32页

精装

48.00元（暂定）

请到妖怪学校来
Welcome to the Ghost School

小强是个不喜欢运动的男孩子。他跑步也跑不快，扔球也扔不远，同学们
总是笑话他：“小强一点儿也不强。”
今天，小强也孤零零地坐在柳树下面发呆，离同学们远远的……

New

特别的作业
Special Homework

今天，老师布置了一项特别的家庭作业——给家人一个拥抱。害羞的我该
怎样完成这项作业呢？

〔日〕宗正美子 原著

〔日〕井本蓉子 著、绘

宗岩 译

1/12

36页

精装

48.00元

大灰狼也想交朋友
Big Wolf Wants a Friend

童话里的大灰狼都是大坏蛋，其实，有的大灰狼只是想和大家交朋友而已，
不信，你听他说一说……

 〔日〕佐仓智子 著

 〔日〕井本蓉子 绘

宗岩 译

1/16

32页

精装

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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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大人也无法忘记的经典名家绘本

化解矛盾、理解失去、拥抱他人……温暖故事蕴含成长能量

读年龄
3-6岁

井本蓉子作品
Picture Books by Award-Winning Illustrator Imoto Yoko

灰椋鸟的梦
Dream of Ashy Starling

在冬日一棵枯树的树窟窿中，小灰椋鸟和爸爸相依为命。他期望着妈妈早
日回家，殊不知他的妈妈其实已经不在世上了。有一天，他听到了树窟窿
外传来的妈妈抖动翅膀的声音，他跑出去一看，却发现只不过是风吹动树
叶的声音……

〔日〕浜田广介 著

〔日〕井本蓉子 绘

周龙梅 彭懿 译

1/8

40页

精装

68.00元

〔日〕宫泽贤治 著

〔日〕井本蓉子 绘

周龙梅 彭懿 译

1/8

48页

精装

68.00元

渡过雪原
Gone Through the Snowy Field

四郎和康子受狐狸的邀请，参加狐狸在冬日满月夜里举行的幻灯会。雪冻
得比大理石还要坚硬，不论是平时不能去的玉米地还是哪里，想去哪里玩
就去哪里玩。在这样的日子里，宫泽贤治的想象力，在岩手地区旧时童谣
的激发和鼓动下，将四郎和康子两兄妹引向狐狸栖居的森林……

暖房子国际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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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资深绘本创作者马克·杨森创作

电影般的作画呈现爱与和平的故事

读年龄
3-6岁

暖房子国际精选 马克·杨森作品
Picture Books by Mark Janssen

小岛
Island

遭遇海难的苏菲和爸爸登上了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在这座岛上，他们度过
了春夏秋冬。然而，这个岛本身隐藏着一个大秘密，苏菲会发现吗……

〔荷〕马克·杨森 文 / 图 

阿甲 译

1/8

32页

精装

48.00元

〔荷〕马克·杨森 文 / 图 

1/8

32页

精装

48.00元（暂定）

停！有怪兽！
Stop! Monsters!

炒锅、炖锅、蒸锅、链条、锯子、齿轮，各种各样的旧铁具被装上了小推车。
西塔和沙菲拉准备去卖货……

〔意〕玛丽安·布瑟 

罗恩·施罗德 文   

〔荷〕马克·杨森 图

吴锦华 译

1/16

32页

精装

42.00元（暂定）

朋友的形式
All Kinds of Friends

朋友都是好的吗？朋友会不会伤害我们？朋友是不可失去的吗？朋友的形
式有很多，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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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林木林 文

〔日〕庄野菜穗子 图  

王志庚 译

1/16

32页

精装

定价待定

最珍贵的草莓
The Most Precious Strawberry

有一天，北极熊收到一颗草莓。草莓那么可爱，香气四溢，北极熊开心极
了，舍不得吃，像珍宝一样爱惜。往后的每年冬天，北极熊都会收到草莓，
而且一年比一年多。草莓越来越多，喜悦的感觉也会跟着增加吗？最珍贵
的那颗草莓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New

建立孩子对世界的感知力、提升孩子主动思考的能力

帮助孩子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

读年龄
6岁以上

给孩子的哲学故事绘本
Philosophy Stories for Children

暖房子国际精选

究竟是谁的错
Whose Fault Is All This

生来就有一头金色鬃毛的金狮子，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最有资格成为下
一任的国王。但城外有一只善良的狮子，大家都认为他是最合适的国王人选。
于是金狮子采取行动：把白的说成黑的，散布各样假消息。而其他动物呢？
从原来的不相信，半信半疑，到开始揣测，甚至传言四起……除了金狮子
之外，似乎没有人是恶意的，但是错的只有金狮子吗？

〔日〕林木林 文

〔日〕庄野菜穗子 图  

王志庚 译

1/16

64页

精装

定价待定

·全国学校图书馆协会选定图书（小学高年级、中学生段） 
·入选岩手县奥州市中学生必读书目，全市初、高中校配图书
·东京大学研究会参考用书

New



艺术珍品演绎百年经典，童话从未如此震撼心灵

俄罗斯天才画家安东·罗马耶夫献礼童年

The Classical Fairy Tales·The Nutcracker
至美童话殿堂·胡桃夹子暖房子绘本

读年龄
5-8岁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68.00元（暂定）

·著名俄语翻译家、童话史研究泰斗韦苇翻译，语言文字再现原著精髓
·古典画风呈现欧洲中世纪风情，带你回到童话发生之时

〔德〕E.T.A．霍夫曼 著　 〔俄〕安东·罗马耶夫 绘　韦苇 译

·内容简介
圣诞节前夜，小姑娘玛丽目击了一场战争。长着

七个脑袋、戴着七顶王冠的老鼠国国王率老鼠大

军向玛丽发动攻击，胡桃夹子小人勇敢地挥动宝

剑，带领柜里的玩偶们奋力保护玛丽……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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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珍品演绎百年经典，童话从未如此震撼心灵

俄罗斯天才画家安东·罗马耶夫献礼童年

The Classical Fairy Tales
至美童话殿堂(全14册)暖房子绘本

读年龄
5-8岁

·著名俄语翻译家、童话史研究泰斗韦苇翻译，语言文字再现原著精髓
·古典画风呈现欧洲中世纪风情，带你回到童话发生之时

《拇指姑娘》《勇敢的小裁缝》《穿靴子的猫》《野天鹅》《海的女儿》

《小锡兵》 《精灵与鞋匠》《丑小鸭》 《小矮子穆克》

《皇帝的新装》 《仙鹤国王》 《猪倌王子》 《豌豆公主》 《小红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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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来一场旅行吧，现在就出发。
也许你知道你心向何方，也许你只是漫不经心地肆意游荡，但在旅途中，我们都
在寻找，寻找愿与我们分享人生的人，寻找让我们有所感悟的事，有时，更有惊
喜不请自来。我们在旅途中沉淀自我，更在旅途中展望人生……

在旅途中回味百味人生，继续迈向未来的征途

意大利插画师协会主席贾尼·德·科诺插画遗作

意大利安徒生奖年度最佳作者比亚特里切·玛茜尼创作

读年龄
3-6岁

装帧
精装  1/12

定价
48.00元（暂定）

国际大奖绘本·旅途愉快
Award-Winning Picture Books·Nice Trip

Quando pensavi di restare
e invece trovi una buona ragione
(o anche più di una)
per ripartire.

暖房子国际精选

〔意〕比亚特里切·玛茜尼 著   〔意〕贾尼·德·科诺 绘

·2018 年度意大利安徒生奖评审团特别奖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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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有一只猫，孤孤单单地生活。有一天，新来了一只猫。一个陪
伴的故事开始了……两只猫一起过了几天，过了几月，过了几
年，直到有一天大猫不得不走了，他再也没回来。生命就是如
此轮回，我们又何尝不是被这样最简单的陪伴打动，而告别的
那一天总会到来……

即使生命逝去，爱也不会丢失读年龄
3-6岁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48.00元

国际大奖绘本·大猫，小猫
Award-Winning Picture Books·Big Cat，Little Cat

暖房子国际精选

〔美〕伊莱沙·库珀 文 / 图  李一慢 译 

作者平静而温柔地传递出，即使面对失去，爱也不会消失的意义。

大猫和小猫，小猫和小小猫。生命就是如此轮回，我们又何尝不是被这样最简单的陪伴打动……

·2018 年凯迪克大奖银奖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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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3-6岁

读更多故事，才能明白自己的渺小

看更多世界，才能使自己更加强大

国际大奖绘本
Award-Winning Picture Books

暖房子国际精选

动物之城
Animal City

故事发生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那里曾经生活着人类，但是现在自然却取代
了人群，爱听故事的动物们在这里有秩序地生活着。尼娜管这个地方叫做“动
物之城”。用不了多久，她会再回来给动物朋友们讲新的故事。

·获 CCBF 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家大赛国际金奖
·获容斯达奖年度最佳童书
·入选德国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白乌鸦书目”
·入选 2018 年博洛尼亚童书插画展

〔西〕胡安·墨彩 文 / 图

梅思繁 译

1/8

32页

精装

48.00元

〔葡〕卡罗琳娜·切拉斯

文 / 图

1/16

40页

精装

39.80元

地平线
Horizon

以地平线为参考，世界分为了两半，一半非常精彩，另一半更加精彩！有
一个透明的小怪兽就隐藏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你能找到它吗？

·入围 2018 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师大赛最终评选
·入选 2019 年博洛尼亚童书插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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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房子国际精选

获凯迪克大奖、国际安徒生最佳插画奖绘本作品

精准捕捉，生动描画，完美呈现儿童心理，巧妙引发孩子内心共鸣

读年龄
3-6岁

国际大奖绘本
Award-Winning Picture Books 

黛西的球
A Ball for Daisy

黛西有一个心爱的红球，她每日与红球相伴。一天，她和主人带着球出去
玩，遇到了一只棕色的小狗。小棕狗不小心把红球弄坏了，黛西伤心极了。
回到家后，她在曾经与球相伴玩耍的沙发上沮丧地待着。再次出门的时候，
她又遇到了小棕狗，这次，小棕狗带来了一个蓝色的球——黛西失去了一
件深爱之物，却获得了一个可爱的朋友。又或者，她什么也没失去……

·2012 年凯迪克金奖
·《纽约时报》最佳儿童图画书
·《学校图书馆期刊》年度最佳图书

〔美〕克里斯·拉西卡 著 

1/12

40页

精装

35.00元

水男孩和他的喷泉
Waterboy and His Fountain

水，一滴一滴，最终汇聚成了水男孩，一个真正用水做的人。他醒了，直
冲向楼外，朝大海河流走去。然而，好奇的人们不喜欢他把水弄得到处都是，
对他围追堵截……水男孩只好悄悄地在夜间出来，给花草浇水，给小狗洗澡。
就在人们开始接纳水男孩的时候，来自水世界伙伴们的呼唤声在他耳边响
起：“回来吧，那个世界不属于你！”

·2008 年国际安徒生奖最佳插画奖（意大利决赛区）
·入选葡萄牙儿童绘本插画双年展（2007/2008）

〔意〕伊沃·罗萨缇 著

〔意〕加布里埃尔·帕切

科 绘

张喆 译

1/16

32页

精装

29.80元

纽扣男孩
Jemmy Button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杰米·纽扣是个用一枚珍珠母纽扣换来的火地岛土著男孩， 他被带到文明
社会，接受英国传统教育，两年以后又重返故土…… 
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故乡。 

·第四届 CJ 图画书奖获奖作品 
·2011 年博洛尼亚童书展插画展览作品 
·入选《纽约时报》年度十佳儿童绘本

〔美〕阿里克斯·巴泽勒 著 

〔美〕珍妮·乌曼

〔意〕瓦莱里奥·维达利 绘 

杨玲玲 彭懿 译

1/16

56页

精装

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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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3-6岁

唯美的画风、诗意的语言，名家绘本敲开孩子的心房

守护心中的执着与单纯，在暖心治愈的故事中，汲取自我成长的力量

暖房子国际精选

Heart-Warming Inspirational Picture Books
温馨治愈绘本

送给爸爸的春天
The Spring for Dad

冬天里，爸爸一直没有精神，妈妈说：“春天早点儿来就好了，天暖和了，
你爸爸也会精神起来。”于是，小熊弗克拿上画笔和图画本来到了森林。他
把所有小伙伴都喊来，想要为爸爸寻找春天。可是，春天是什么样的？

〔日〕阿部肇 著 / 绘

文纪子  译

1/16

40页

精装

32.00元

生日快乐，妈妈！
Happy Birthday,Mom!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小鸡宝宝想送给妈妈一些特别的东西，作为世界上最
好的礼物……

〔日〕刀根里衣 著 / 绘

司南 译

1/16

32页

精装

48.00元

记忆的潮汐
The Tide

爷爷渐渐不记得以前的事了，但是我就像以前一样爱他。而且我知道，他
也还像以前那样爱我……

〔英〕克莱尔·海伦·韦

尔什 文

〔英〕阿什林·林赛 图

1/16

32页

精装

38.00元（暂定）

·2016 年北京市朝阳区教委指定小学生假期读物

好大的胡萝卜
What a Big Carrot!

胡萝卜拔出来后做什么？一问一答式的故事节奏激发想象力。兔子兄弟发
现了一根很大的胡萝卜，他们齐心协力把胡萝卜拔了出来。可是，拿它做
什么好呢？兔子兄弟想出好办法了吗？

〔日〕刀根里衣 著 / 绘

刘明 译

1/16

32页

精装

29.80元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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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情绪，让孩子学会理解

表达情绪，让孩子真正成长

读年龄
3-6岁

情绪与成长绘本
Picture Books with Emotional Stories

暖房子国际精选

世界上第一只绿小怪
The First Slodge

从前，一只黏糊糊的绿小怪在世界上出现……她没有同伴，独自享受清晨
的日出、傍晚的日落和夜晚的月亮与星辰，她独自享受花香和果树上所有
的果子……某天，她惊讶地发现，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另外一只绿小怪……

〔英〕珍妮·威利斯 文

〔英〕珍妮·德斯蒙德 图

暖房子 译

1/16

32页

精装

39.80元

想要一切的蓝小怪
Blue Monster Wants It All!

蓝小怪喜欢一切新东西。有一天，他甚至厌倦了 “旧”的家人，带着很多
钱离家出走了。他给自己买了新的车子、新的游乐园、新的小岛……但是，
他依然觉得不开心。最后，他厌倦了“旧”的太阳，一怒之下把太阳吞了……

〔英〕珍妮·威利斯 文

〔英〕珍妮·德斯蒙德 图

胡志远 毛珊珊 译

1/16

32页

精装

39.80元

月夜的大冒险
Big Adventure Under the Moon

深夜的公园里，熊太、胖貉和小咩气呼呼地噘着小嘴。原来，三个小朋友
都被妈妈骂了一顿，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他们在公园里晃来晃去，在街
道上恶作剧，最终来到了原野。原野的小房子里，传来了悦耳的歌谣，三
个小朋友也开始想家了……

〔日〕高楼方子 文

〔日〕冈本顺 图

宗岩 译

1/16

32页

精装

42.00元

一颗颗星星
Star, Star

这是一本鼓励孩子，帮助孩子寻找自身特长和优点的绘本。每个孩子都有
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也许有人没有注意到自己所拥有的那一颗，但是总
有一天那颗星星会发光的。绘本透过星星会发光发亮的特质，让孩子清楚
且深刻地感受到，潜藏在自己心里的、与众不同的能力与力量。

〔日〕菊田真理子 著 / 绘

1/24

68页

精装

定价待定

·入围 2016 年英国英语协会“4-11 岁优秀儿童图画书”

New

135



情绪与成长绘本
Picture Books with Emotional Stories

今天的颜色
I Feel Teal

今天的颜色是红色的、蓝色的，还是黄色的？
其实，我的心情也是有颜色的……

〔美〕劳伦·里尔 文

〔美〕埃米尔·斯科尔 图

1/16

40页

精装

48.00元

勇敢的莫莉
Brave Molly

如果只有你能看到一个大怪兽，你会怎么做？一开始，莫莉选择了逃跑，
然而，一个变两个、一对变一群，怪兽越来越多……莫莉只好躲起来，然而，
只有勇敢才能击败恐惧，莫莉最终能够战胜怪兽吗？

〔美〕布鲁克·博伊特-休斯 

图

1/16

32 页

精装

48.00 元（暂定）

最好的陪伴
The Rabbit Listened

泰勒搭好的积木被乌鸦撞倒了，他伤心极了。这时，动物们一个接一个地
出场：小鸡说伤心的话就说出来吧，棕熊说喊出来会好一点，斑鬣狗说笑
一笑就没事了……动物们给泰勒建议，但大家都没有让泰勒开心起来，于
是它们都走了。终于，小兔出现了……小兔知道怎么帮助泰勒！

〔美〕科里·德尔费尔德

文 / 图

松树归雩 译

1/12

40 页

精装

48.00 元

New

感受情绪，让孩子学会理解

表达情绪，让孩子真正成长

读年龄
3-6岁

暖房子国际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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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在绘本中与榜样相遇

给孩子的成长注入鼓舞人心的力量

鼓舞人心的传记绘本
Inspirational Biography Picture Books

暖房子国际精选

读年龄
3-6岁

世界的形状
The Shape of the World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传记故事。
在赖特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梦想着他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建筑师。她送给他
积木作为礼物，令他在游戏中发现形状的秘密。随着赖特长大，他喜欢在
大自然中寻找形状，并在日后的建筑师生涯中创造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建
筑，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

〔美〕K.L. 戈因 文

〔美〕劳伦·斯特林格 图

朱墨 译

1/12

40页

精装

48.00元

New

奔跑的女孩
Girl Running

波比·吉布上学时必须穿裙子，她也不可以参加学校的田径队，更不可以
参加马拉松比赛。因为，她是女孩—规定就是规定。波比要证明，有些
规定该改改了！

〔美〕安妮特·贝·皮门特

尔 著

〔美〕迈科·阿彻 绘

范晓星 译

1/16

40页

精装

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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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自然，探寻自然秘密

拥抱自然，保护自然最美的色彩

读年龄
3-6岁

自然与世界
Picture Books About the Natural World

春天的脚步声
The Footsteps of Spring

小野兔的第一个冬天到来了，她身上的皮毛变成了雪一样的颜色，鹫叫她
“最”。小最看着柔软的雪花，想到了妈妈的话：“到了春天，一定会有好事
情发生，你要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好吗？”春天什么时候来呢？小最决定
去找一找。她跑过森林、原野，在其他动物的口中，春天到来的讯息都不
一样……直到有一天，她听到了“滴滴答答”的声音……

〔日〕千世茧子 著

〔日〕高野纪子 绘

文纪子 译

1/12

36页

平装

18.00元

蓝天原野上的房子
The House Under the Blue Sky

三只野鼠去寻找心中理想的房子：气泡子野鼠想找一个很大的房子；贪吃
鬼野鼠想要一个好吃的房子；撒娇鬼野鼠想找一个舒服的房子。他们各自
在旅途中，见识到了月牙熊宽敞的大房子、松鼠满是食物的房子、睡鼠温
暖的房子，还有很多其他动物千奇百态的房子。渐渐地，存在于他们自己
心中最理想的家的模样，越来越清晰……

〔日〕千世茧子 著

〔日〕高野纪子 绘

文纪子 译

1/12

36页

平装

18.00元

一颗森林的种子
A Seed of the Forest

雄国山麓的森林里遇到了自然灾害，橡子树老奶奶也遭了殃，只留下了一
颗橡子。为了完成老奶奶回到镜子沼泽的心愿，松鼠和野兔在其他动物的
帮助下，将这一颗宝贵的橡子带回镜子沼泽，让生命的种子继续延续下去，
成为一片片森林……

〔日〕千世茧子 著

〔日〕高野纪子 绘

文纪子 译

1/12

36页

平装

18.00元

来自山上的信
A Letter from the Mountain

乌鸦受月牙熊所托，送信给森林中的动物们。冬天的味道即将传来，大家
为此做着不同的准备，在见识到这些情况的过程中，乌鸦不小心弄丢了一
封信。这可怎么办呢？月牙熊明明嘱咐过，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

〔日〕千世茧子 著

〔日〕高野纪子 绘

文纪子 译

1/12

36页

平装

18.00元

暖房子国际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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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自然，探寻自然秘密

拥抱自然，保护自然最美的色彩

读年龄
3-6岁

自然与世界
Picture Books About the Natural World

暖房子国际精选

华丽的鸟
Magnificent Birds

全书精选 14 种世界上极具代表性的鸟类进行介绍，每种鸟都代表了不同的
类群。书中用唯美的图画和简洁的语言，展示了每种鸟类独具一格的特征，
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华美的鸟类世界。

英国沃克出版社 著

〔日〕东乡奈梨莎 绘

阙品甲 汪珍 译

1/8

40页

精装

65.00元

我和我的动物家族：一本鱼书
To Meet My Family: Fish

本书是一本关于鱼的手绘图画书，绘图精美生动，文字风趣幽默。一条小
红鱼将带你认识鱼类大家族，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和各种你不知道的有趣
知识。打开这本鱼书，一起去探索鱼类家族的秘密吧！

〔意〕露琪亚·斯库德里 

文 / 图

吴古琴 译

1/16

40页

精装

48.00元

我和我的动物家族：一本鸟书
To Meet My Family: Bird

本书是一本关于鸟的手绘图画书，精美的水彩手绘，文字风趣幽默。一只
小红鸟为你介绍鸟类的生活习性和各种有趣的小知识。打开这本鸟书，一
起去探索鸟类家族的秘密吧！

〔意〕露西娅·斯库德里 

文 / 图

吴古琴 译

1/16

40页

精装

49.8元

一棵樱桃树
A Cherry Tree

两个小朋友和一只小狗，他们一直带着好奇在樱桃树下玩耍，见证了樱桃
树在每个季节的生命变化。这本书以艺术性的绘画语言，展示了四季轮回
中鲜活的生命图景，呈现了一个值得我们满怀敬畏、以全新视角来认识的
世界，带领孩子去探寻、辨识自然与生命的真谛。

〔韩〕文明诣 文 / 图

金佳音 译

1/8

40页

精装

55元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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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好大的鸡宝宝
The Really Big Chicken Baby

在一个小小的农场里，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鸡舍。鸡舍里有一只小不丁
点儿的母鸡，却生了一只巨大无比的蛋。这只蛋摇啊摇，晃啊晃，一只巨
大的鸡宝宝破壳而出……这只鸡宝宝是那么那么那么大，所以，他要交到
一个朋友，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友善、温暖和勇
敢改变了这一切！

〔美〕基思·格雷夫斯 

文/图

孙莉莉 李佳舜 译

1/16

40页

精装

29.80元

书宝宝
The Lovely Book

书宝宝是图书王国里的小宝宝。为了成为一本大家都喜爱的书，他到图书
馆和书店里去实习，但他还是没有想好到底要成为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了
找到答案，书宝宝请教了书妈妈，又先后拜访了图鉴、绘本、词典、经典
文学、二手书……终于，书宝宝不再担心害怕，因为——他已经知道当一
本书最棒的事是什么啦！

〔日〕杉山佳奈代 文/图

王志庚  译

1/16

40页

精装

29.80元

这是最棒的
That's Great!

你是否曾畅想过在梵高的风景中散步？或在莫迪格利亚尼或马格利特的绘
画中吃早餐？这本无字书可以圆你的梦！潜入无声的冒险中，探索欧洲艺
术的杰作，跟随过去的伟人的足迹，你也可以留下自己的印记！

〔意〕里卡尔多·瓜斯科 图

1/12

36 页

精装

48.00 元（暂定）

阅读，让想象插上翅膀

让孩子在好书中自由翱翔

通过绘本看世界
Looking the World Through Books

暖房子国际精选

读年龄
3-6岁

大熊的第一本书
The Story of a Bear

一只大熊在动物园的笼子里思念他的森林，一个静静阅读的孩子察觉到大
熊无言的悲伤，递了一本书给大熊。大熊翻开这个奇特的东西，看着书中
的蓝天大海和一艘小船。它放飞想象，自己已然置身于小船，自由地航行
在一片汪洋之上……

〔加〕多米尼克·德默斯 文

〔加〕杰内维耶弗·黛斯普

蕾 图

蓝剑虹 译

1/12

40页

精装

48.00元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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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暖房子

温馨的、有趣的、节奏感满满的故事

让孩子在趣味中学习和成长

读年龄
0-3岁

暖心的启蒙绘本
Warmly Enlightenment Picture Books

《哧溜哧溜》

《我最喜欢妈妈》

《骨碌骨碌》

《我最喜欢爸爸》

《叽里咕噜》

《长长、长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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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暖房子

小小暖房子，人生初始的温暖与美好

父母与孩子互诉心声，在爱与被爱中成长

爱的表白书(全10册)
Love Letters

《爱》 《快乐》 《愿》 《一起》 《你》

《我》 《当》 《有时》 《永远》 《一切》

读年龄
0-6岁

装帧
平装  1/24

定价
13.80元/册

这是一套清新雅致、处处透着爱的气息的绘本，字里行间包含了父母对孩子真切的爱的表白，

以及孩子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既有孩子天真烂漫的诉说，也有父母的句句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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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暖房子

风靡全球的贝尔熊带来启蒙认知绘本系列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卡玛·威尔逊和简·查普曼童心之作

情景式轻松认知，囊括颜色、数字和反义词

和贝尔熊一起玩(全3册)
The Series of Bear

·内容介绍
该系列从贝尔熊身处的环境出发，让小朋友们跟着贝尔熊和他的朋友们走进树林。或

是从所见所闻中找颜色一样的东西并学会认颜色；或是一起数数，学习简单的数字知

识，掌握简单的数数技能；或是一起对比大小、高矮和快慢等，学习反义词。

读年龄

0-3岁

装帧
平装  1/24

定价
99.00元/套

《贝尔熊来数数》《贝尔熊找颜色》 《贝尔熊学反义词》



·内容介绍
犀牛宝宝艾奇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但是有一天他却学会了—

“不！”“我现在就要！”“我要更多更多！”

这可难坏了艾奇的爸爸妈妈，连艾奇的朋友也开始远离他了。

艾奇会怎么办呢？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待定

定价
待定

小小暖房子

英国畅销书作家、红房子图书奖提名作者蒂姆·沃纳斯作品

破解每个家长需要解决的成长问题

指导孩子学习好行为、养成好习惯

和艾奇一起成长(全5册)
Growing up with Archie

《“不”的故事》《我想要更多！》 《为什么？》《现在就要！》 《艾奇要过节》

New New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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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绘本大师、知名儿童艺术学校校长吉达·罗巴德创作

南京师范大学图画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前教育专家孙莉莉翻译并推荐

读年龄
0-3岁

装帧
纸板书  1/24

定价
38.00元/册

丢东 的小动物(全6册)
Little Creatures Board Book Series

小小暖房子

《丢了蹦蹦的小袋鼠》 《丢了歌声的小鸟》 《丢了吼吼的小狮子》 《丢了床的小考拉》

《丢了条纹的小斑马》 《丢了家的小熊》

小手翻翻，在寻找中开启爱的成长之旅

兼具游戏性及互动性，故事简单又不失温暖

培养宝宝认知能力、想象力与联想思维

附赠中文音频，扫码即可收听

·内容介绍
小袋鼠丢了蹦蹦，小鸟丢了歌声，小斑马丢了条纹，小熊迷了路……

在好玩的翻翻页和暖萌的图画中，和小动物们一起体验寻找与发现的

阅读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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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克大奖得主洛伊斯·埃勒特

献给小小艺术家的创意之书

色彩、灵感、创意，发现孩子的艺术天赋

Artistic Enlightenment Picture Books for Children
暖房子艺术创想绘本·第一辑(全7册)

·系列介绍
精选凯迪克大奖得主、色彩大师洛伊斯·埃勒特 7 册绘本作品，洛伊斯令人过目不忘的

色彩、令人眼花缭乱的拼贴创意，为读者带来一场艺术创想之旅。这是一套充满趣味和

想象力的艺术绘本，也是一套包含动物、植物、数字、字母、形状、色彩等多元认知的

多功能启蒙书，更是一套能让孩子玩起来的创意之书！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套盒
平装　1/16　1/12

定价

188.00元/套

创意拼贴，启蒙孩子对动物、植物、数字、字母、色彩、形状等多元认知

感受大自然的奇妙、生活的美好，激发孩子的无穷想象力和艺术创作兴趣

《十只小毛毛虫》

《好多动物》《集市日》

《拼贴人生·艺术大师成长笔记》 《好多斑点》 《爬月亮》

《美味字母表：从 A 到 Z 的水果和蔬菜》

暖房子绘本

·美国图书馆协会杰出童书
·美国儿童图书委员会选择奖
·美国青少年图书馆协会选书
·美国印第安纳州青少年图书奖
·银行街教育学院年度最佳童书
·《纽约时报书评》年度最佳儿童图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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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介绍
精选凯迪克大奖得主、色彩大师洛伊斯·埃勒特 8 册绘本作品，充满想象力和童趣的故事，加上洛伊

斯极富特色的拼贴艺术，将动物、植物、色彩、形状、线条等元素融进故事里，让孩子在故事中享受艺术，

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培养孩子的艺术审美。美好的绘本故事来源于生活中的创造力，鼓励孩子探索世界、

热爱自然，让孩子拥有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凯迪克大奖得主洛伊斯·埃勒特

献给艺术童年的想象大书

童趣、审美、想象力，激发孩子的超凡潜力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套盒
平装　1/16　1/12

定价

188.00元/套

充满童心的故事，大师级艺术创作手法，激发孩子的艺术创想

过目不忘的鲜艳和童趣，不让成人的思维局限孩子的无穷想象力

Artistic Enlightenment Picture Books for Children
暖房子艺术创想绘本·第二辑(全8册)

《小老鼠》

《馅饼树》《汪汪汪先生》《创作的双手：长大成为艺术家》

《吓你一跳》 《堆雪人》《鼹鼠的洞》

《这里有坚果》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暖房子绘本

·美国国际阅读学会 - 美国童书协会儿童选择奖
·银行街教育学院年度最佳童书
·美国儿童图书委员会选择奖
·美国图书馆协会杰出童书
·《学校图书馆杂志》年度最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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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房子绘本

亲情割不断，说不尽，沉淀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温馨诠释生活中那些默默无言的关爱

读年龄
3-6岁

"我们一起长大"亲情绘本
Growing up Together

雪天回家路
Snowy Road Leading to Our House

最温暖的事，莫过于在冬天经历孤独、惶恐、寒冷，最后回到暖暖的家，
享受哥哥给予的暖暖的照顾。
下雪了，学校提前放学，别的同学都有爸爸妈妈来接，可是我的爸爸妈妈
要上班来不了，哥哥也提前走了。回家的路很冷很漫长，但我还是一个人
回到了家……

〔日〕藤原一枝 文

〔日〕秦好史郎 图

彭懿  译

1/16

40页

精装

32.00元

魔法的夏天
The Magical Summer

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兄弟俩捉虫、淋雨、游泳……晒得皮肤黑黑的，再一
起坐飞机回到自己的家。
暑假期间，我和弟弟去乡下舅舅家度假，在那里与乡下小孩交了朋友，我
们一起去捉虫、爬树、淋雨……一切幸运和美好的事都发生在这个夏天，
小哥俩的成长变化就像魔法一样悄然发生……

〔日〕藤原一枝 秦好史

郎 文

〔日〕秦好史郎 图

彭懿  译

1/16

40页

精装

32.00元

·2001 年日本儿童福祉文化奖

·第 52 届台湾“好书大家读”图书

我爱你是因为你爱我
I Love You Because You Love Me

鼬鼠有一只小鼬鼠，他们相互陪伴、一起玩耍，小鼬鼠模仿大鼬鼠的各种
动作。他们一起扮演奶牛、小猪，一起踢球，一起做饭、吃饭，一起看书
画画……

〔德〕莉莉·拉洪洁 文/图

李颖妮  译

1/24

56页

精装

38.00元

爱是我们在一起
Love Is When We Are Together 

我家有了新宝贝！四口之家，忙碌又拥挤。
然而，四口之家，我们也更幸福……

〔德〕莉莉·拉洪洁 文/图

李颖妮  译

1/24

40页

精装

39.80元

·入围《科克斯书评》2017 年度最佳儿童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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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割不断，说不尽，沉淀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温馨诠释生活中那些默默无言的关爱

读年龄
3-6岁

"悄悄说爱你"亲情绘本
I Love You, My Baby

当爸爸说爱你
When a Dad Says "I Love You"

爸爸叫你起床，给你做早餐，陪你锻炼身体，跟你玩挠痒痒，给你取小名，
教你骑自行车，让你骑到肩膀上，回答你各种各样的“为什么”，陪你看月
亮和星空，给你讲睡前故事……
爸爸陪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悄悄告诉你：爸爸爱你。

〔美〕道格拉斯·伍德 文

〔美〕珍妮弗·A. 贝尔 图

李一慢 译

1/16

40页

精装

39.80元

当爷爷说爱你
When a Grandpa Says "I Love You"

爷爷带你去吃早餐，给你讲小时候的故事，教你如何收藏钱币，教你如何
扔出无人能敌的棒球，教你跳舞，教你系鞋带，牵你的手过马路，听你练
钢琴，参加你的下午茶过家家游戏，爷爷还会教你下棋，甚至跟你学一个
新的电子游戏……
爷爷陪你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在悄悄告诉你：爷爷最爱你。

〔美〕道格拉斯·伍德 文

〔美〕珍妮弗·A. 贝尔 图

李一慢 译

1/16

40页

精装

39.80元

油菜花号出发了
Take Me to Grandma's Home

津奈收到了一个包裹，是奶奶寄来的。包裹里是奶奶种的白菜，菜叶里有
一条菜青虫。津奈把菜青虫养大，最终变成一只白色的蝴蝶，蝴蝶起飞时，
津奈许下愿望：“多想去奶奶家玩啊！”第二天，一位穿着纯白衣服的公共
汽车司机来到津奈家门前……

〔日〕尾崎美纪 文

〔日〕丸山绫子 图

1/16

32 页

精装

定价暂定

New

暖房子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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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的主题，极富文学价值的文字，永恒、经典、百读不厌

细节的刻画令人常看常新，时时欣喜

温情脉脉地讲述成长与变老的自然规律，诠释短暂与永恒的自然法则

读年龄
3-6岁

装帧
精装  1/12

定价
25.00元

长驻畅销书排行榜，打动百万读者的图画书

世事无时不变，唯一不变的，是爸爸妈妈纯粹的爱

I Love You Always and Forever
一 爱你，永远爱你

·内容简介
长尾巴和小尾巴是居住在森林中的大老鼠和小老鼠，每天无忧无虑地快乐生活。他们常常一起做游戏，追逐、奔跑、捉迷藏……长尾巴

总是赢。但是小尾巴也有赢的时候，那就是钻树洞。看着自豪的小尾巴，长尾巴无限爱怜地笑道：“不会永远这样的，总有一天，你的身

子也会长得像我一样大！但是孩子，永远不会变的是我会一直爱你，永远爱你！”

·专家力荐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和爱、具有一定思辨色彩的故事，文字与画面都既温情感人，又充满智慧。

——李跃儿芭学园

这是一本通过对话呈现关于爱的“变与不变”的哲思图画书。

——儿童阅读推广人 孙慧阳

〔英〕乔纳森·艾米特 著　 〔英〕丹尼尔·豪沃思 绘　暖房子 译

暖房子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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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观察力、专注力、幽默感和成就感的日本超人气解谜趣味绘本

无人不知的名侦探——屁屁侦探帅气出击

Stories of Detective Pipi
屁屁侦探系列(全7册)暖房子绘本

《消失的人气甜点》 《小局长的大危机》《寻找彩虹钻石》 《失踪的便当之谜》 《真假屁屁侦探》

《深深山的大雪怪》

《怪盗现身》

故事情节极致用心，兼具故事性、趣味性和益智性

丰富的画面隐藏找寻不尽的细节，每次翻阅都会有新发现

培养孩子观察力、专注力、理解力、幽默感、成就感的劲爆绘本

开动脑筋，和屁屁侦探一起来解谜破案吧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16.00元/册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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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下这个真实的、有点淘气、有点熊的小女孩

在幻想游戏中，孩子就是“世界之王”

范妮的幻想游戏(全10册)
Fanni's Colourful Books

每本一个颜色，给颜色赋予感情价值，用故事传达颜色的概念

幻想游戏为提高幼儿的认知、叙述和社交能力提供了营养的温床

在游戏中学到人生各阶段都需要的思考、语言及想象力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24

定价
128.00元/套（暂定）

《范妮绿色的一天》

《范妮灰色的一天》

《范妮蓝色的一天》

《范妮橘色的一天》

《范妮黄色的一天》

《范妮棕色的一天》

《范妮红色的一天》

《范妮黑色的一天》

《范妮紫色的一天》

《范妮白色的一天》

〔丹〕英厄·托比亚森 文 / 图

·内容介绍
范妮想做什么都能做到，无论是上天摘月亮，还

是下河捞星星，甚至进入书中，用画笔画出自己

的好朋友。在幻想世界里，她无所不能。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暖房子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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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房子绘本

属于孩子的友情之书，善良、纯真、分享、友爱，悉心描绘孩子的内心世界

儿童文学作家、研究者彭懿倾情献译

读年龄
3-6岁

请回信
Please Write Back

你寄过信吗？你收到过回信吗？虎斑既没有寄过信，也没有收到过回信。
他看阿黑写信时兴致勃勃的样子，也产生了兴趣。可是回信这家伙好慢啊，
己经好几天了都没有来，虎斑提议和阿黑一起去接回信。从火车站找到邮局，
又找回家里，他们能顺利地接到回信吗？写信这事虽小，但有朋友惦记的
感觉真好啊！

〔日〕山胁恭 文

〔日〕小田桐昭 图

彭懿  译

1/16

40页

精装

32.00元

〔日〕山胁恭 文

〔日〕小田桐昭 图

彭懿  译

1/16

40页

精装

32.00元

想吃一整块
I Want the Whole Piece

肚子饿得咕咕叫的虎斑无意中捡到了一块肥肥的、油油的、大大的培根肉，
看起来好好吃呀！唉，可是捡到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不过如果第二天没
有人来认领，这大块培根肉就归虎斑啦！第二天，虎斑一大早就过去等了，
想要一个人吃一整块，等了一个人又一个人，没想到失主竟然是……哎，
其实比起一个人吃一整块，和人分享才最好吃呀！

〔日〕山胁恭 文

〔日〕小田桐昭 图

彭懿  译

1/16

40页

精装

32.00元

虎斑猫，请进来
Tabby Cat, It's Your Turn

“虎斑猫，请进来！”“谢谢你，进来了！”阿黑和虎斑正开心地玩着跳绳，
夏姆闯了进来。虎斑好生气，无论阿黑和夏姆怎么邀请，他都不理不睬，
一个人在旁边玩起了跳绳，还扬言要跳到卡住为止。下雨了，阿黑和夏姆
回家了，可虎斑的跳绳还没有卡住，怎么办？倔强的虎斑边跳边哭了起来，
这时一把伞伸了过来：“虎斑猫，请进来！”

阿黑和虎斑系列(全3册)
Black Cat and Tabby Cat

·日本图书馆协会选定图书
·日本全国学校图书馆协会选定图书
·日本童书研究会选定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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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房子绘本

读年龄
3-6岁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45.00元

两种基础颜色，一场精彩大战

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缤纷色彩

喜欢绘画、热爱艺术的孩子不可错过的颜色指南

Blue VS. Yellow
颜色大作战

·内容简介
欢迎来到颜色大作战！

蓝色和黄色即将展开激烈对战，谁会成为公认的最棒的颜色呢？它们会强强联合，成为更强大的存在吗？会不会有其他颜色来挑战它们，

争夺最棒颜色的桂冠吗？好戏马上开始！

〔美〕汤姆·沙利文 文/图  梁爽 译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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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3-6岁

想象力、数字、字母、视觉……用绘本故事启蒙儿童智力

绘本好好玩！让绘本回到孩子手中

暖房子绘本 有趣的益智绘本
Amusing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Books

《老鼠、鼹鼠挖红薯》

《爱数数的艾比》

《你听，你听》 《30 层楼的 30 只猫》

《聪聪去哪了》《真的真的是一只大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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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数字、字母、视觉……用绘本故事启蒙儿童智力

绘本好好玩！让绘本回到孩子手中

有趣的益智绘本
Amusing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Books

暖房子绘本

读年龄
3-6岁

我的毛衣哪儿去了？
Where Is My Jumper

小猪鲁迪一醒来发现，他最爱的那件粉毛衣不见了！他到处找啊找啊，柜

子里，厨房里，地下室上……屋子的外面里面，哪儿都没有找到。就在鲁

迪伤心绝望的时候，毛衣出现了……

〔英〕妮古拉·斯莱特 

文 / 图

邵焱 译

1/16

42页

精装

48.00元（暂定）

狐狸的鞋子
Fox's Shoes

从前，森林里有好多小动物。你看，有只兔子找到一只鞋子，另一只鞋子

在哪里呢？狐狸也想要那双漂亮的鞋子。哎呀！鞋子被大熊抢走了。快来

找一找鞋子在哪里？狐狸找到鞋子了吗？

〔意〕克里斯蒂娜·瓦伦

蒂尼 文

〔西〕玛利亚·莫亚 图

胡月 译

1/16

40页

精装

45.00元

当一天兔子
Today, I'm a Rabbit!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镇。9 月的一天，小镇上的所有人都会变成兔子！各种

惊喜、惊奇的事情接连上演，从兔子的角度看世界，世界也变得不一样了……

〔日〕原知子 文   

〔日〕木场叶子 图

张蕾 译

1/16

40页

精装

39.80元

·西日本读后感写作大赛指定用书
·第十六届日本“讲故事的天使”儿童创作大赛头奖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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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籽
The Watermelon Seed

你吞过籽吗？小鳄鱼最喜欢吃西瓜了。可是有一天，他不小心把西瓜籽吞
到了肚子里面……小鳄鱼丰富的表情变化，将孩童的担心幽默化，以独到
的手法让孩子接受并跨越成长中的小意外，坦然而乐观面对。

〔美〕葛瑞格·皮佐利 

文 / 图

孙莉莉 译

1/16

40页

精装

38.00元

暖房子绘本

想象力、数字、字母、视觉……用绘本故事启蒙儿童智力

绘本好好玩！让绘本回到孩子手中

读年龄
3-6岁

有趣的益智绘本
Amusing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Books

〔英〕理查德·伯恩 文/图

王启荣  译

1/16

32页

精装

32.00元

一本属于艾艾的书
This Book Belongs to Aye-aye

在一场不太公平的比赛中，指猴艾艾的善良为他赢得了尊重与友情。

猜谜房间
House of Puzzle

什么东西像蓝色海洋？什么东西藏着大王和小王？在日常的生活中，谜语
就藏在我们身边，只要用心寻找，谜底自然会出现！

〔日〕石津千寻 文

〔日〕高林麻里 图

江虹  译

1/16

24页

精装

35.00元

猜谜旅行
Journey of Puzzle

什么东西撑着小伞在空中飘？什么东西刚来问好又逃跑？世界那么大，谜
语到处都有，快快准备好，猜谜旅行随时出发！

〔日〕石津千寻 文

〔日〕荒井良二 图

江虹  译

1/16

24页

精装

35.00元

·日本图书馆协会选定图书
·日本全国学校图书馆协会选定图书

·日本全国学校图书馆协会选定图书
·荣获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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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0-3岁

美国好读网年度最佳童书奖得主、《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创作

在趣味的动物故事中学习“度”的重要性

暖房子绘本

Wee Beasties Learn to Behave
小动物学分寸双语绘本(全3册)

大声吼叫的小狮子
Roary the Lion Roars Too Loud

每一个抱抱、每一声吼叫、每一次触摸都是宝宝认识世界的新体验，但如
果不小心，就会过界啦！今天，小狮子就要学习，怎样吼叫才最好！

〔美〕阿米·戴克曼 文

〔英〕亚历克斯·格里菲

思 图

王志庚 译

1/24

20 页

纸板书

45.00 元

〔美〕阿米·戴克曼 文

〔英〕亚历克斯·格里菲

思 图

王志庚 译

1/24

20 页

纸板书

45.00 元

〔美〕阿米·戴克曼 文

〔英〕亚历克斯·格里菲

思 图

王志庚 译

1/24

20 页

纸板书

45.00 元

用力拥抱的小绿蛇
Huggy the Python Hugs Too Hard

每一个抱抱、每一声吼叫、每一次触摸都是宝宝认识世界的新体验，但如
果不小心，就会过界啦！今天，小蛇就要学习，怎样拥抱才最好！

喜欢摸摸的小章鱼
Touchy the Octopus Touches Everything

每一个抱抱、每一声吼叫、每一次触摸都是宝宝认识世界的新体验，但如
果不小心，就会过界啦！今天，小章鱼就要学习，怎样触摸才最好！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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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父母关心的话题，锻炼孩子心灵成长的力量

在有趣的故事中领悟成长的真谛

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
The First Three Collections

暖房子心成长系列绘本

精选国际优秀绘本，引进知名版权

细腻的文笔，贴合儿童的生活，让孩子在阅读中感同身受

大开本、高质量印刷，画面唯美大气，带给孩子美的体验

纸质手感极佳，圆角模切提倡孩子安全阅读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12

定价
18.00元/册

《外婆拯救了圣诞节》 《飞天大营救》 《我想养只小宠物》 《我能行！》 《没有送出的彩虹礼物》《池塘里有一只大怪兽》

第一辑（全 6 册）

《丛林音乐会》 《友谊的大冒险》《风雨中的好朋友》《大熊的书屋》

《圣诞老人会来吗？》 《会发光的便便》 《森林里的危机》 《选我，选我》

《我才不小呢》

《危险的魔术帽》

《不一样的朋友》

第二辑（全 6 册）

第三辑（全 6 册）

《我有一头卷卷发》

NewNew New New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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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父母关心的话题，锻炼孩子心灵成长的力量

在有趣的故事中领悟成长的真谛

第四辑·第五辑·第六辑
The Second Three Collections

暖房子
心成长系列绘本

精选国际优秀绘本，引进知名版权

细腻的文笔，贴合儿童的生活，让孩子在阅读中感同身受

大开本、高质量印刷，画面唯美大气，带给孩子美的体验

纸质手感极佳，圆角模切提倡孩子安全阅读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12

定价
18.00元/册

《春天的奇遇》 《麦田里的神秘来宾》 《神奇的烦恼箱》 《鸭子想要交朋友》 《便便大作战》 《小鼹鼠睡不着》

第四辑（全 6 册）

《牵着我的手》 《喜欢烘焙的兔子》《害怕的熊》《抱抱熊的拥抱大书》

《一个舒适的圣诞节》 《坏脾气的小老鼠》 《章鱼的裤子》 《我和奶奶》

《獾永远是对的》

《雪兔子》

《大熊的冒险之书》

第五辑（全 6 册）

第六辑（全 6 册）

《给你我的全世界》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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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名版权引进，千万个家庭的暖心选择

成长故事接连上演，爱让心灵更强大

Family·Friend·Growth
亲情篇·友爱篇·成长篇暖房子经典绘本系列

“暖经典”里有让家庭更加欢乐亲密的“亲情篇”、帮助孩子交到更多朋友的“友爱篇”，鼓励

孩子发挥想象力的“奇妙篇”和教会孩子面对困难想办法的“勇气篇”等等。故事里有萌萌的

动物主人公形象，有贴近生活的有趣故事，有爸爸、妈妈和朋友，让孩子得到更多成长大力量！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12

定价
14.80元/册

第一辑 亲情篇（全 6 册）

第二辑 友爱篇（全 6 册）

《别打扰我吃饭》 《妈妈的吻》 《当我们在一起时》 《我和妈妈》 《熊爸爸不怕》 《相拥而眠》

第三辑 成长篇（全 6 册）

《菲比的魔法》 《等一等再睡觉》 《缠人的小鸭子》 《白色的小猫头鹰》 《织毛线的多多》 《迪伦哪儿去啦》

《一个冬夜》 《坏脾气的格拉夫》 《对不起》 《巴比提的坏心情》 《第一次冒险》 《雨中的小红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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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名版权引进，千万个家庭的暖心选择

成长故事接连上演，爱让心灵更强大

Happiness·Warmheart·Felicity
欢乐篇·暖心篇·美好篇暖房子经典绘本系列

“暖经典”里有让家庭更加欢乐亲密的“亲情篇”、帮助孩子交到更多朋友的“友爱篇”，鼓励

孩子发挥想象力的“奇妙篇”和教会孩子面对困难想办法的“勇气篇”等等。故事里有萌萌的

动物主人公形象，有贴近生活的有趣故事，有爸爸、妈妈和朋友，让孩子得到更多成长大力量！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12

定价
12.80元/册

《再讲一个故事吧》 《鸭子说“不可以”》 《不一样的爸爸》 《月亮是谁的》 《谁怕这只大坏兔》 《什么时候才下雪》

《这就是朋友》 《如果你遇到一只恐龙》《亲爱的雪人》 《特别的圣诞节》 《“不”的故事》 《大屁屁熊》

《我要找妈妈》 《嘿！游戏开始》 《别碰我的蜂蜜》 《睡鼠睡不着》 《鸽子拉便便》 《一切因为有你》

第四辑 欢乐篇（全 6 册）

第五辑 暖心篇（全 6 册）

第六辑 美好篇（全 6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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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名版权引进，千万个家庭的暖心选择

成长故事接连上演，爱让心灵更强大

Bear and Friends
贝尔熊暖房子经典绘本系列

“暖经典”里有让家庭更加欢乐亲密的“亲情篇”、帮助孩子交到更多朋友的“友爱篇”，鼓励

孩子发挥想象力的“奇妙篇”和教会孩子面对困难想办法的“勇气篇”等等。故事里有萌萌的

动物主人公形象，有贴近生活的有趣故事，有爸爸、妈妈和朋友，让孩子得到更多成长大力量！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12

定价
14.80元/册

·关于 爱的故事·

暖房子经典绘本系列 第七辑

秋风带来阵阵凉意。

贝尔熊独自待在洞中，

他鼻子堵得慌，

感觉浑身酸痛。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 光 出 版 社

【美】卡玛·威尔逊 / 文     【英】简·查普曼 / 图     暖房子 / 译

★美国《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鼎力推荐的超级畅销书

★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推荐图书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金波，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茅于燕联袂推荐

定价：14.80元

上架建议：儿童绘本

NO.013 ®

·关于 爱的故事·

暖房子经典绘本系列 第七辑

森林里，

一个炎热的夏日，

贝尔熊非常想出去

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玩。

【美】卡玛·威尔逊 / 文     【英】简·查普曼 / 图     暖房子 / 译

★美国《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鼎力推荐的超级畅销书

★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推荐图书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金波，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茅于燕联袂推荐

定价：14.80元

上架建议：儿童绘本

NO.018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 光 出 版 社

欢迎参加贝尔熊和朋友们的“圣诞派对”！

·关于 爱的故事·

暖房子经典绘本系列 第七辑

圣诞节前的那一天，

贝尔熊舒舒服服地

趴在洞穴里睡大觉，

呼噜打得震天响。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 光 出 版 社

【美】卡玛·威尔逊 / 文     【英】简·查普曼 / 图     暖房子 / 译

★美国《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鼎力推荐的超级畅销书

★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推荐图书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金波，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茅于燕联袂推荐

NO.014 ®

定价：14.80元

上架建议：儿童绘本

《贝尔熊生病了》 《贝尔熊的新朋友》 《贝尔熊的圣诞夜》 《贝尔熊很害怕》

暖房子经典绘本系列 第七辑

春天来了，

在温暖的洞中，

贝尔熊从冬眠中醒来，

他饿极了，身体也瘦了很多。

【美】卡玛·威尔逊 / 文     【英】简·查普曼 / 图     暖房子 /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 光 出 版 社

★美国《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鼎力推荐的超级畅销书

★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推荐图书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金波，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茅于燕联袂推荐

定价：14.80元

上架建议：儿童绘本

NO.017 ®

·关于 爱的故事·

《贝尔熊吃不饱》 《贝尔熊打呼噜》《贝尔熊换新牙》 《贝尔熊说谢谢》

第七辑 贝尔熊（全 8 册）

·荣获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推荐图书
·美国《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鼎力推荐的超级畅销书

163



《蒙蒂和米莉》 《两个宝宝》 《大熊睡不着》 《我要找爸爸》 《一个吵闹的夜晚》 《完美的礼物》

《海盗不怕黑》 《风雪大营救》 《贝吉獾的圣诞节》 《坏心情的一天》 《别再抱我啦》 《奶酪大盗贼》

英国知名版权引进，千万个家庭的暖心选择

成长故事接连上演，爱让心灵更强大

Amazement·Courage·Company
奇妙篇·勇气篇·陪伴篇暖房子经典绘本系列

“暖经典”里有让家庭更加欢乐亲密的“亲情篇”、帮助孩子交到更多朋友的“友爱篇”，鼓励

孩子发挥想象力的“奇妙篇”和教会孩子面对困难想办法的“勇气篇”等等。故事里有萌萌的

动物主人公形象，有贴近生活的有趣故事，有爸爸、妈妈和朋友，让孩子得到更多成长大力量！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12

定价
14.80元/册、16.80元/册

《圣诞节到了吗》 《神奇的冰雪花园》 《妈妈的小小向日葵》 《特别的外宿》 《危险的小鳄鱼》 《为什么》

第八辑 奇妙篇（全 6 册）

第九辑 勇气篇（全 6 册）

第十辑 陪伴篇（全 6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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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3-6岁

更多精彩好书
Coming Soon...

暖房子绘本

来自不同国家，出自不同创作者的魅力新书

兼具艺术性、故事性和教育性的精品绘本，从小培养爱的能力

New

New

〔意〕安娜·卡斯塔尼奥

利 著

〔意〕盖亚·斯黛拉 绘

1/8

32 页

精装

48.00 元（暂定）

最后一颗桃子
The Last Peach

夏天快结束了，树上只剩下一个桃子。两只优柔寡断的虫子在讨论：该不该
吃掉它呢？万一里面是烂的怎么办？最先看到的虫子才能吃吗？要不要和朋
友分享呢……最后两只虫子有没有吃到桃子呢？结局一定让你意想不到！

〔澳〕格斯·戈登 著 / 绘

1/12

40 页

精装

42.00 元（暂定）

〔意〕苏珊娜·马蒂安吉

里 文

〔意〕玛丽亚希拉·迪·乔

尔吉奥 图

开本待定

36 页

精装

48.00 元（暂定）

什么才是最好的？
What's Perfect?

男人、小男孩牵着一头驴旅行。一路上，他们路过了杂语镇、帽子镇、呼喊镇、
慵懒镇，每个镇上的人都对他们有意见……

独一无二的安东尼
Someone like Anthony

安东尼是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男孩子，但是他却拥有很多种角色，可以是
沉浸在图书馆的读者，可以是远离地球的太空旅客，还可以是诗人、运动
员或者演员。但是当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只是安东尼，我最好的朋友。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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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3-6岁

更多精彩好书
Coming Soon...

暖房子绘本

来自不同国家，出自不同创作者的魅力新书

兼具艺术性、故事性和教育性的精品绘本，从小培养爱的能力

车站老鼠
The Station Mouse

莫里斯是一只车站老鼠，因此他必须遵守车站老鼠守则：守则 1 ：车站鼠
标必须保持隐形状态；守则 2 ：车站老鼠绝不能在白天出现；守则 3 ：车
站鼠标绝对不能接近乘客。如果莫里斯违反规定，他将付出代价……

〔澳〕珍妮·贝克 图

1/16

32 页

精装

48.00 元（暂定）

〔英〕梅格·麦克拉伦 

著 / 绘

1/12

40 页

精装

42.00 元（暂定）

〔美〕卡米尔·安德罗斯 文

〔加〕朱莉·莫施塔特 图

1/16

40 页

精装

49.80 元

窗
Window

这虽然是一本无字绘本，却以窗的视角，讲述了生命的成长，见证了一条
街道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珍妮·贝克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材料进行拼
贴，让艺术创作更加真实而富有质感。

连衣裙和女孩
The Dress and the Girl

从前，有一个平凡的女孩和一件普通的连衣裙，她们一起度过每一天。但是，
她们内心渴望着能发生一些不平凡的事。有一天，连衣裙和女孩离开了她
们的家，从希腊的一个小岛移居到美国。新的生活正等待着她们。与此同时，
她们的故事开始发生变化……

〔美〕简·尤伦 文

〔美〕里拉·亚历山大 图

开本待定

32 页

精装

42.00 元（暂定）

门廊边的熊
A Bear Sat on My Porch Today

如果今天一只顽固的熊蹲在门廊上怎么办？紧接着是毛茸茸的松鼠、臭鼬，
然后是顽皮的负鼠……大大小小的森林小动物都来了！当心！门廊开始摇
晃了……

New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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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国幼儿馆

C O M P A N I O N

R E A D  TO  D R E A M

Early Learning Books from Kids Kingdom



让孩子与阳光起舞

在自由的阅读国度里

给孩子以万事万物之启蒙

在他们心间撒下

阳光、自信、好奇、探索的种子

萌发出无限的力量与可能

COMPANION



Feeling Like Truelly at My Zoo

身临其境—我的动物园

超级震撼动物书，与真实动物一样大
朱自强、唐亚明、王志庚，三位大咖译者献译
日本学研社镇社之书，荣获美国教师选择奖

书中所有动物的大小和该动物的实际大小完全一样

就像这些动物正站在你面前，任你零距离观赏触摸，收获比动物园更多的惊喜

两辑八册，让孩子把全世界动物带回家



适合爸爸带孩子看的动物书，收获前所未有的视觉惊喜

超大画面展现惊人细节，猛兽牙齿上的菌斑、舌头上的锯齿一目了然

以趣味漫画形式讲述知识点，让爸爸轻松 get 幽默风趣的讲书技能

Feeling Like Truelly at My Zoo
身临其境—我的动物园（全8册）孩子国·启蒙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8

定价
100.00元/册（暂定）

数百种真实大小的动物立于眼前，让孩子可以面对面地与动物比身高、比大小

通过这套书，愿每个孩子都能在爸爸的陪伴下，更加勇敢、更加激情地探索这个世界

《真实大小动物园 1》 《真实大小动物园 2》 《真实大小动物园 3》 《真实大小动物宝宝》

《真实大小水族馆 1》  《真实大小水族馆 2》 《真实大小动物手印脚印》《昆虫这么大》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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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临其境—我的动物园（全8册） 孩子国·启蒙

《哎呀？不可思议的贴纸》 《圆洞洞涂色书》 《洞洞涂色书》

《欢乐贴纸》 《咣当！涂色书》 《骨碌碌画画书》

更适合 1-3 岁宝宝的绘画艺术启蒙书

6 册书开发小宝宝的想象力、创造力、动手能力

让宝宝和爸爸妈妈们都爱玩

读年龄
1-3岁

装帧
平装 1/32

定价
160.00元/套（暂定）

6本一套，特别针对1-3岁宝宝设计的内容，充满无尽的想象力，让小宝宝的创造力得到提

升。同时也开拓了父母思路，让父母带着宝宝玩时也充满乐趣。图书画面用色柔和，提升宝宝

审美能力。

Art Activity Books for Kids
LAZOO幼幼艺术启蒙（全6册）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品牌介绍
LAZOO 是日本一家培养孩子启蒙的艺术机构，即将出版的这两套艺术启蒙书为一个系列，直译为“玩耍的国王”，这个系列荣获了博洛

尼亚童书儿童奖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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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国·启蒙

让他们的头脑更灵动

让他们的眼睛更能发现美

让他们的小手更灵活的一套创想开发书

Art Activity Books for Kids
LAZOO艺术启蒙（全6册）

《贴一贴》（2 本） 《涂一涂》（2 本） 《剪一剪》（2 本）

New New New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180.00元/套（暂定）

6本一套，分为剪、贴、涂三种形式，每本都充满了想象力，引导孩子创意，同时锻炼孩子小

手的各项机能。书中用色亮丽温暖，能让孩子充分感受到美与艺术的结合，开启孩子进入艺术

殿堂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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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国·小宝宝

读年龄
0-6岁

装帧
平装  1/24

定价
120.00元/套（暂定）

手部精细动作、手眼协调齐发展

封底提供延展练习，帮助宝宝开发智力、拓展思维

凹槽设计方便宝宝抠取小道具

根据空槽图形发挥空间想象力、拼砌相应图案

让宝宝大脑动起来

Board Books to Develop Children's Intelligence
一玩再玩·宝宝智力开发玩具书（全3册）

New New

《小熊出去玩》 《来拼小车吧》 《来拼动物吧》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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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数数》

读年龄
0-3岁

装帧
精装  1/24

定价
120.00元/套（暂定）

一玩再玩·宝宝认知玩具书（全4册）

涵盖 4 大认知领域 ：数字、颜色、形状、比较

让宝宝在抠、翻、塞、插等一系列动作中

用小手探索世界，用小手开启认知启蒙

Board Books to Increase Children's Basic Concept

超好玩的翻翻和小道具设计，让宝宝玩得开心、认得快乐

便携小开本，走到哪里，玩到哪里

圆角设计，保护宝宝稚嫩小手

·编辑推荐
宝宝通过自己的小手去探索和认知这个世界，我们将一系列手部小动作合理地设计在玩具书中，让宝宝通过抠一抠，翻一翻，塞一塞，

插一插等动作，认识颜色、形状，感知大小、高矮等。

《生日派对》 《色彩卡片》《比比看看》

孩子国·小宝宝

New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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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0-3岁

装帧
精装  1/24

定价
120.00元/套

一玩再玩·宝宝好习惯玩 书（全4册）

创意翻翻绘本，0-3 岁娃必备习惯培养启蒙书

在互动游戏中让孩子“玩”出好习惯，提高动手和语言能力

Board Books to Cultivate Children's Habit

围绕宝宝刷牙、吃饭、洗澡、拉臭4方面行为习惯培养问题创作，形式新颖

宝宝可边翻边玩，在重复有趣动作的过程中提高动手能力；同时故事语言使用精妙，邀请式的

语句反复出现，使孩子的参与感更强，更专注于趣味游戏与亲密的互动中

小开本，孩子轻松掌控；圆角切磨，保护娇嫩小手；硬纸板，随意翻折，宝贝能一玩再玩

·读过本书
这套书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很受我家俩宝喜欢。大宝喜欢刷牙，二宝喜欢吃饭，他们喜欢指导里面的小动物做事。图书画风非常可爱，

小机关设计的简洁易懂，真是寓教于乐的好书。

——当当会员

《一起刷牙》 《大口吃饭》 《好爱洗澡》《自己拉臭》

孩子国·小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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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Original Infant
 Picture Books: Baby Panda

中国原创低幼绘本·熊猫圆宝

水墨晕染+国宝形象+韵律语言

一套由内而外散发着中国味道的宝宝书

让孩子第一眼看到中国美，开启乐观好奇的天真童年

中央美院绘本创作工作室最强创作阵容
杨忠　向华　冯烨　赵梦雅　王宁

专为中国孩子打造的低幼绘本



孩子国·小宝宝
Baby Panda·The First Book for Chinese Baby 

没有什么比好奇更可贵，比乐观更有力量

一系列熊猫圆宝的成长故事，陪伴中国孩子正向阳光地长大

第一辑共6册，后续作品持续创作中

中国顶级绘本创作团队——中央美院绘本创作工作室年度力作

0-3 岁宝宝天生爱模仿，跟着小榜样熊猫圆宝，爱笑、爱探索、爱分享！

熊猫圆宝·中国宝宝的第一本书（全6册）

读年龄
1-3岁

装帧
精装  1/24

定价
35.00元/册

《和太阳捉迷藏》 《新玩具老玩具》

《圆宝喜欢吃》

《去好朋友家》 《圆宝一家人》

《向月亮道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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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简介
简·奥姆斯，英国自由版画设计师，其限量版丝网印刷画在英国各地画廊展出，受过多家品牌邀请设计产品，如宜家、玛莎百货等，在贺卡、

巧克力、影视剧中也能发现她的设计。在这套书中，她用美丽的印画展示出各种概念和技巧并帮助孩子去理解它们，简单干净的形状纹

理和细节让孩子可以近距离观察。

孩子国·小宝宝
Peep Through Series

双语形式+纯正英语音频，为宝宝营造自然的双语环境

小开本的纸板工艺，好玩的小洞洞互动游戏，提高宝宝手部精细动作和手眼协调能力

日常生活事物、数字、颜色以及大小等基础的相对概念，场景性的连接让单词认知不再枯燥

“1+3”的发展目标，带给宝宝真正有效的双语启蒙

语言能力、认知能力、动作能力、社会能力，四大能力齐发展

双语 + 认知 + 洞洞 + 高颜值 + 原版音频 + 家长手册 + 互动游戏 = 高性价比

双语宝宝系列·认知世界洞洞书（全4册）

读年龄
0-3岁

装帧
精装  1/48

定价
90.00元/套（暂定）

《认一认·世界》 《分一分·颜色》《数一数·数字》 《比一比·不同》

New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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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0-3岁

装帧
精装  1/48

定价
120.00元/套（暂定）

双语宝宝系列·四季故事洞洞书（全4册）

配备家长手册，揭示整套书的设计意图，带来全方位的指导策略

专为宝宝设计，真正的双语启蒙绘本

四册分别展现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里的动物故事与多彩的世界

See Through Stories

画家简介

安妮·帕西尔，荷兰自由插画师、平面设计师，现居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她曾为美国礼品

公司设计包装和各种产品。安妮擅长运用图形的混合和细微的纹理，乐于为孩子创造异想天

开、丰富多彩的画面。

·编辑推荐
自然习得是宝宝学习语言的正确方式，即宝宝在语言环境的影响下无意识地自动习得语言。而双语宝宝系列以此理念为中心，为宝宝展

现日常的生活情景和他们最喜爱的事物，在接触基础概念的同时发展语言能力。成书形式和工艺设计迎合宝宝发育特点，满足宝宝爱抠书、

戳洞洞的需求，发展他们的手部动作能力。家长指导手册也依据书中各处细节，为家长在互动中发展宝宝的观察力、注意力和记忆力提

供了建议。

《春天有味道》 《夏日暖阳》 《冬季乐园》《秋天的歌》

孩子国·小宝宝

New New New New

High in the mountains, hungry Beaver  
peeped out of his lodge, looking for a 

tree to chew. It was getting cold and icy.

Mountain Goat didn’t mind the ice.   
“I’m very sure-footed. I leap from rock  

to rock without slipping.”

Kitten strolled through
the sunny garden, looking for friends.

“Who will play with me?”
Butterfly stepped from her cocoon and spread her wings. 

“Hello, Butterfly,” purred Kitten. “Shall we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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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加古里子，2018 年 5 月 2 日去世，日本绘本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工学博士。

他的作品以简单亲切而具有想象力的画风著称，充满科学性的独特风格备受孩子们的喜爱，曾获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奖励奖，久留岛武

彦文化奖，吉村证子日本科学读物奖。

·译者介绍
王志庚老师，现任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主任兼少年儿童馆馆长，从事童书研究和翻译工作多年，致力于儿童阅读指导和阅读推广工作。

翻译作品有《图画书宝典》《幼儿园好好玩》等。

〔日〕加古里子 / 著

〔日〕加古里子 / 绘

王志庚 / 译

1/24

精装

32.00元

小章鱼的绘画课
Octopus' Painting Class

这是在大海里的一所幼儿园里发生的故事，小章鱼们上了一节绘画课，
老师让小章鱼们用各种颜色画出不同的东西，在绘画的过程中认知了颜
色。最后一个颜色是黑色，小章鱼们都不知道该画什么，一只小章鱼喷
出了黑色的“墨汁”，画出了开动的小火车，于是小章鱼们全用这个办法，
喷出了一列小火车开回了家。

〔日〕加古里子 / 著

〔日〕加古里子 / 绘

王志庚 / 译

1/24

精装

32.00元

小豆子的一天
Little Bean's Day

这本书的主角是小豌豆，主要讲述了小豆子们一天的幼儿园生活（从早
上起床，到去幼儿园，然后从幼儿园回家，睡觉）。这和小朋友们的幼儿
园生活非常像。通过这本图画书，小朋友们可以认知一天的时间流动过
程，并提前了解幼儿园的生活，对幼儿园产生向往和期待。

让宝宝爱上幼儿园，笑着跟妈妈说再见

日本科学绘本之父加古里子为 0-3 岁宝宝打造的幼儿园认知绘本

趣味十足，让宝宝开心认颜色，感知时间，在期待中爱上幼儿园

读年龄
0-3岁

Fave Fun in Our Kindergarten
幼儿园好好玩（全2册）孩子国·小宝宝

从幼儿园一天的活动，到幼儿园里的一节课

日本绘本大师加古里子为小宝宝细致演绎幼儿园生活，让宝宝们瞬间爱上幼儿园

180



孩子国·益智创想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20

定价
79.00元/套（暂定）

“魔法小道具”给孩子带来新奇、愉悦的阅读体验

可反复阅读，百玩不厌，常玩常新，激发创造力

一套会“变魔术”的色彩游戏书

让孩子既能在平淡中发现惊喜，又拥有永不枯竭的创造力

Magic Color Game Books
"创造力"魔法色彩游戏书（全3册）

New New New

《为什么会这样？》 《会是谁呢？》 《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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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al Paper Toys

惊掉下巴·中村开己动态纸玩具

让孩子大呼神奇，玩到停不下来

给孩子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大升级

日本纸艺大师中村开己震撼人心之作
18个“见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神奇纸玩具
一张纸，能翻跟头，会跳跃，还会咬人？



Magical Paper Toys

礼盒中包含《嗖！纸玩具弹起来》和《砰！纸玩具变魔法》两本书

以及对应的两套图纸，并随书赠送制作纸玩具必备的三大工具

打破传统纸艺手工模式，不仅化平面为立体，更化静态为动态

利用卡扣、橡皮筋和硬币等机关道具，赋予纸张“生命力”

让纸玩具在眼前“活蹦乱跳”起来

惊掉下巴·中村开己动态纸玩具（全2册）

读年龄
3岁以上

装帧
盒装  1/16

定价
128.00元/套

·作者介绍
中村开己，日本立体纸艺作家。1967 年出生于日本富山县。27 岁时对折纸艺术产生了兴趣，2000 年开始进行创作。2003 年参加艺

术市场展览时，他体会到了作品被人们喜爱的乐趣，开始改变创作风格。2008 年他辞去工作，成为一名独立的立体纸艺作家。以“制

作让人见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作品”为宗旨进行创作。 主要作品有《惊掉下巴·中村开己动态纸玩具》（海豚社）、《纸机关》《纸机关

精品集》（因伏莱特）等。 

·编辑推荐
在日文原版基础上，将所有图纸“模切 + 压线”处理，无需剪刀裁剪、锥子划线，孩子制作更安全；玩法和重点步骤制作方法配有视

频解析，“手残党”秒变手工达人；赠送三大必备工具，省去购置工具和材料的时间，让惊喜加速到来。

《嗖！纸玩具弹起来》 《砰！纸玩具变魔法》

孩子国·益智创想

打开啦！推动！

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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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6-10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158.00元/套

《拥抱勇敢！》 《你好啊，快乐！》 《再见吧，忧虑！》 《寻找坚强！》

心理学博士的情绪疏导游戏（全4册）

用专业为孩子铸就健康心理状态

用科学帮助孩子平复不良情绪

用经验正确引导孩子获得自信、增强抗压力

一切只为孩子更有竞争力！

Emotional Guidance Game Books

《心理学博士的情绪疏导游戏》是一套专为6-10岁儿童打造的心理辅导游戏绘本，这套书依

托专业的心理理论，经过严格的设计，为解决儿童常见的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有趣的方

法——游戏，儿童可以通过游戏来认识自己的情绪，并通过书中提供的一系列活动缓解自己的

不良情绪，家长也可以通过游戏结果来了解到孩子的心理状态。它是一套非常实用又有趣的情

绪疏导游戏书。

·作者介绍
雪莉·库姆斯博士是《拥抱勇敢！》和《寻找坚强！》的作者，同时也是《你好啊，快乐！》和《再见吧，忧虑！》这两本书的心理指导顾问，

她是儿童家庭心理治疗师，拥有英国药典委员会认证。她的特长是治疗儿童的各种心理问题，如心理创伤、考试压力、学校问题等。

孩子国·成长能量

New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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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Vehicle Books

德国交通工具大书

全套共4册，涵盖了孩子们喜爱的四种交通工具

消防车、飞机、火车、农场用车

基础认知+细节探索

超大地板书，带来巨幕视觉效果
情景代入式科普，身临其境走近喜爱的交通工具

随书赠送游戏海报和卡纸小车，边玩边学快乐加倍



《开着火车去旅行》《开着消防车去救援》

孩子国·成长能量

大尺寸开放式画面，让小车迷一次看个过瘾

带孩子走进交通工具的真实工作场景

超多细节供孩子探索和发现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8

定价
128.00元/套

消防队里真的有滑杆吗？消防车还有不同的种类？

小朋友可以自己乘坐飞机吗？什么是尽头式火车站？

不只是认识名字，让孩子真正了解自己喜爱的交通工具

Germany Vehicle Books
德国交通工具大书（全4册）

New

《开着飞机上蓝天》

New New

《开着拖拉机去农场》

New

·编辑推荐
全书结合全景式超大画面，带来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所有细节高清呈现，无需再凑近分辨，让小车迷一次看过瘾；无处不在的贴心小

注释让爸爸妈妈不再犯愁，轻松解答孩子的疑惑；出其不意的小提问帮助孩子发现更多乐趣，提升专注力与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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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循规蹈矩的小狗巴迪遇上天马行空的小刺猬厄尔

疯狂、破格的想象让平凡的生活变得妙不可言

一场场诙谐又激动人心的冒险就此展开

幻想游戏绘本 放飞孩子想象力

让孩子找到共鸣、释放天性

在友情中感受赞美与帮助的力量

小狗小刺猬过家家（全5册）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120.00元/套（暂定）

Buddy and Earl

·编辑推荐
孩子们就和爱幻想的巴迪与厄尔一样，常常把生活中的大小事物变成自己脑海中的场景，并沉浸其中、乐在其中，他们会同这对伙伴一

起创新思维、大胆想象，学会在遇到问题时善于思考、互相帮助。有趣的情节和幽默的对话让这套绘本更是适于亲子共读，家长也会从

中获得教育方式上的启发，懂得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并鼓励他们想象创造、探索尝试。

·作者介绍
莫琳·弗格斯，加拿大著名儿童作家。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小说曾获得麦克纳利·罗宾逊年度青少年图书奖，《小狗小刺猬过家

家》系列曾获得安大略省图书馆协会蓝云杉奖，不仅如此，她的作品还曾被加拿大图书馆协会青少年图书奖、加拿大儿童图书中心玛丽

莲贝利绘本奖提名。

New New New

New New

《今天当海盗》 《今天当保姆》 《今天当旅客》

《今天当老师》 《今天当英雄》

孩子国·成长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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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老奶奶厨房》

New

《彩蛋大营救》

New

《百变割草机》

New

《出发去市场》

New

《开派对的理由》

·译者推荐
在米菲兔、青蛙弗洛格等之后，荷兰近年来家喻户晓的童书主人公当数农场小能手弗莱迪。由著名诗人 Ted van Lieshout 和名气同样

响当当的画家 Philip Hopman 联袂打造的弗莱迪系列，自 2014 年刚一出版即成为一种现象，首本单本在荷兰销售量就超过了 17 万册。

截止 2018 年，弗莱迪系列除绘本外，还有主题歌曲、动画短片、戏剧、阅读 app、主人公玩偶、日历及游戏周边等相关产品面世。若

要探究弗莱迪系列的成功秘诀，那便是用诙谐幽默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一个老理儿：嗨宝贝，生活总有那么些不如意的地方，但办法永远

比困难多。

Farmer Freddie

机智又乐观的弗莱迪，遇到难题从不逃避，变换方法，总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二十多种超酷交通工具，个个都能迷住你

感受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爱就是我们在一起

安徒生奖提名，荷兰全国十大优秀绘本之一

套系首本在荷兰销量超过 17 万册，被誉为国宝级绘本

不管遇到什么难题，弗莱迪总有好办法。乐观面对，办法总比困难多

总有好办法的弗莱迪（全10册）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12

定价
158.00元/套（暂定）

New

《海边狂欢日》

New

《好想养大象》

New

《一起玩雪吧》

New

《快乐的农场主》

New

《贝仁受伤了》

·编辑推荐
相比于事业有成、前途光明，我们对孩子更实际的期待是，阳光心态，快乐成长。这套书中的小主人公弗莱迪，就是这样一位内心充满

阳光、遇事乐观，喜欢主动解决问题的小男孩！孩子们将在幽默、有趣的故事中，慢慢地将乐观的种子撒满心里，感受到爱和智慧的力量。

孩子国·成长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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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好心态”养成绘本，给成长之初的孩子最阳光的人生启蒙与指引；日本幼儿园专供绘本，不在书店售卖；赠送与故事相关的绘本创意

游戏方案。

《变身猫》 《小猴的房子》 《好想一起玩》

《樱花树下》 《果然还是》 《斑皱马》

送给 3 岁后，初次走出父母保护伞的孩子

学会轻松应对小挫折、小挑战、小变化

做一个快乐型小孩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120.00元/套

日本铃木出版社出品，由多位日本一线绘本大师打造而成

把正向、积极、阳光的故事带给孩子，关注孩子内心成长

给孩子适应变化的方法、笑对输赢的从容、面临选择的标准、试错的尺度、与人相处的诀窍、

获得爱的方式

Suzuki Picture Book Series
成长之初——给孩子的人生启蒙书（全6册）孩子国·成长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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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绝密信（全20册）
Secret Letters for Growth

读年龄
7-12岁

装帧
平装  1/32

定价
268.00元/套

20 位已为人父母的作家写给孩子的情绪指导书

问世 20 年，启发孩子适当处理消极情绪、修正不良行为

来自美国，是一套引导孩子真善美，启发孩子适当处理消极情绪

修正不良行为、明辨是非选择的成长指导书

同时，也是一套解决孩子在不断成长中对生活问题探索的哲理书 

·译者推荐
大到责任、感恩等美德培养，小到入学适应、摆脱屏幕等的技术传授；大到建构强大的内心世界，小到如何面对同辈压力，从道理到实践，

从心理到行动，都在这一套书里有生动有趣的呈现。这套书适合孩子自己读，更适合父母跟孩子一起读，一起聊，在聊的过程中建立更

好的亲子关系。

——胡雪瑛  当代家庭教育报执行主编 

孩子国·成长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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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2-3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180.00元/套

世界顶级早教品牌——七田真国际教育近 60 年成功教育理念

阶梯式绘本阅读，依据不同年龄孩子的成长特点，激发孩子的潜在能力

七田 心灵养育绘本·2-3岁（全12册）

《琪琪和哥哥》《饭菜真好吃》 《身体棒棒汤》《干净小超人》《这是我的！》 《三个好朋友》

《和爸爸去散步》《“讨厌”怪兽国》《良太的草莓》《我做到了哦》 《小浣熊说谎了》 《拉钩，拉钩》

第一辑（2-3岁）讲述了12个家庭生活中的温馨故事

帮助孩子养成良好习惯，规范孩子行为

温暖又好用的分龄家教绘本，只为培养开朗的、懂事的、努力的孩子

·品牌介绍
《七田真·心灵养育绘本》，由风靡世界的顶级早教品牌——七田真国际教育倾力打造，总结其近 60 年实践教育经验创作而成。全书共分

为四辑（第一辑（2-3 岁）、第二辑（3-4 岁）、第三辑（4-5 岁）、第四辑（5-6 岁），每辑 12 个童真故事，针对每个年龄段孩子身上

出现的代表性问题进行一一解读，通过绘本故事，把孩子需要在此时期所提升的相关能力信息传递出去，让孩子在反复阅读故事的过程中，

逐渐掌握相应的能力。

Shichida Method Picture Book Series
孩子国·成长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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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3-4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180.00元/套

七田 心灵养育绘本·3-4岁（全12册）

风靡全球的右脑教育理念，热销百万的幼儿早教绘本

通过成长树，全面解读孩子遇到的问题及有待提升的能力，走好成长的每一步

第二辑（3-4岁）讲述了12个发生在幼儿园和家庭中的生活故事

学习如何与小伙伴相处，成为更受欢迎的孩子

温暖又好用的分龄家教绘本，只为培养开朗的、懂事的、努力的孩子

《自己去超市》《送玩具回家》 《坏脾气忍一忍》 《到书里去探险》 《猜猜我是谁》 《来玩秋千吧》

《要回答哦》《我爱我的奶奶》 《莎莎和小狗娜娜》 《爱吹牛的小精灵》 《魔法变变变》 《帮忙真快乐》

·作者介绍
七田真教育品牌是全球知名婴幼儿早教中心，1958 年由日本教育学博士七田真教授创立，2010 年进入中国，为中国精英家庭 0～9 岁的

儿童提供国际专业的育儿知识与幼儿早教课程、儿童右脑开发训练、潜能开发课程。目前全球已有 620 余家七田真中心，分布于日本、

美国、加拿大、澳洲、新加坡、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七田式幼儿教育并不是以英才教育或天才教育为目标，而是为了培养孩子拥有一颗

体贴他人、充满爱意与积极性的心，以全人格教育及左脑与右脑平衡的教育为目标。

Shichida Method Picture Book Series
孩子国·成长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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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4-5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180.00元/套

《骄傲的国王变了》《哎呀，又说反话》 《哈勃的希望之灯》《爱的蛋包饭》《如果你微笑》 《自满的哼哼小虫》

七田 心灵养育绘本·4-5岁（全12册）

第三辑（4-5岁）讲述了12个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遇到的人际交往故事

提高孩子的适应能力、行为习惯能力

温暖又好用的分龄家教绘本，只为培养开朗的、懂事的、努力的孩子

带给孩子传承 60 年的教育精髓

每天一册七田真绘本，培养一个开朗、善解人意、努力的孩子

Shichida Method Picture Book Series

·作者力荐
在日本，我们推崇匠人精神，有人能用一辈子煮一碗米饭。我的父亲是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匠人”。薪火相传，我和早教团队的伙伴们

历经 6 年，反复推敲故事，创作出让孩子们爱不释手的绘本。我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培养出开朗的、善解人意的、努力的孩子。

——七田厚  七田教育研究所社长  右脑开发教育专家

《帮忙先生与帮倒忙
先生》

《好朋友在一起》《究竟谁更帅》《都是任性惹的祸》 《田田的恶作剧》 《特洛洛别害羞》

孩子国·成长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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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5-6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180.00元/套

《梦想，我来啦》《守护感恩龙珠》 《我们还是好朋友》 《关爱朋友的帕奥》 《不依赖妈妈的玩偶》

七田 心灵养育绘本·5-6岁（全12册）

第四辑（5-6岁）讲述了12个学龄前期孩子身边的故事

强调幼小衔接过渡期的生活、学习等方面的提高，为迈向新环境打下坚实第一步

温暖又好用的分龄家教绘本，只为培养开朗的、懂事的、努力的孩子

融入七田式教育的宗旨，让孩子左右脑平衡

结合孩子年龄成长需求，分龄精准专业的全人格教育绘本

Shichida Method Picture Book Series

·专家力荐
这套绘本融合了七田真先生的教育理念：七田式幼儿教育并不是以英才教育或天才教育为目标，而是为了培养孩子拥有一颗体贴他人、

充满爱意与积极性的心，以全人格教育及左脑与右脑平衡的教育为目标，激起孩子的好奇心，引出种种发展的可能性。

——马思延博士  七田真中国发起人

《火烈鸟的“优点课”》《假如我是枕头》 《小宇学着负责任》 《我知道，我知道》 《交给我吧》

《意外的感谢》

《为什么要学习》

孩子国·成长能量

194



畅销百万的睡前绘本，让孩子到点就钻进被窝

在诙谐幽默的故事中释放孩子过剩的精力，伴着美梦甜甜入睡

讲个故事就睡觉（全16册）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24

定价
180.00元/套

来自法国的幽默睡前故事，父母培养幼儿建立睡前仪式行为规范的最佳帮手

故事在一只智慧的鸡妈妈与一群不愿乖乖睡觉的小鸡之间展开

孩子的想象力在鸡妈妈讲述的故事中得到释放，在结尾又绕回到“睡觉”的话题上，渐渐地孩

子将养成到点上床听故事，听完故事就睡觉的好习惯

Bedtime Stories

·专家推荐
那些看似信手拈来的故事，不仅能和孩子当前的状态、困惑、情绪勾连起来，还能用出其不意的结局让不肯入睡的小家伙们老老实实去

睡觉。这就是这套《讲个故事就睡觉》的独特魅力。鸡妈妈的睿智、幽默，足以征服吵闹的鸡宝宝，以及等着听故事睡觉的孩子们。

——著名儿童教育专家  孙莉莉

《不想去上学》 《胆小的鳄鱼》 《都是吃糖惹的祸》 《关掉月亮再睡觉》 《好想玩玩具》 《好想找妈妈》

《没礼貌变成小可爱》 《没完没了的嗝儿》 《尿床惹麻烦》 《企鹅很想暖暖脚》 《如果总说“不”》 《神奇的催眠曲》

《睡不着怎么办》 《停不下来的贪吃鬼》 《寻找圣诞老人》 《一起数跳蚤》

孩子国·成长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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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启蒙 好习惯·坏习惯正反对比书（全8册）

一册书，两个故事，正反解读

让坏习惯大反转，宝贝自然养成好习惯

Good Habits,Bad Habits

针对3-6岁儿童的身心发展，还原孩子的实际生活场景，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树立正确的行

为规范

选取8个孩子最易养成的习惯，利用正反书的形式，一个好习惯对比坏习惯的故事

帮助孩子直观地认识好坏习惯所带来的后果，从而养成好习惯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20

定价
16.80元/册

《我们一起玩·这是我的》 《只看一集动画片·就要一直看动画》 《我能又快又好·我总是慢吞吞》

《我不说谎·只有我的最好》 《我能自己做·快来帮我做》 《我敢上台表演·我怕上台表演》

《我会保护自己·你们都是胆小鬼》《我能认真听讲·我又走神了》

·赠：育儿专家专业点评 & 专业播音员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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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启蒙

《变色龙带你认颜色》

《认物魔法变变变》 《谁大谁小比一比》 《形状小镇玩游戏》 《鼹鼠教你数一数》

《大家一起捉迷藏》 《各种各样的感觉》 《今天出门穿什么》

·读者推荐
我平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好好教孩子学英语，自己的英语又忘记得差不多了。买的这 8 本双语绘本正适合我们家孩子学！还附赠音频，

孩子边听边学，别提多开心了！真是帮了家长大忙啊！

——天猫会员

这套书有针对性地选取了八个与日常相关的基础认知方向

通过有趣的故事和鲜艳的色彩，能够刺激宝宝的视觉与想象力，全方位锻炼宝宝的认知能力

中英双语的特点，能够让宝宝从认知就开始接触基础的英语词汇

从认知中提升语感，进行左右脑思维开发训练，拥有较强的语言能力

读年龄
2-5岁

装帧
平装  1/20

定价
120.00元/套

2~5 岁宝宝认知和英语启蒙不可缺少的亲子绘本

从小开启孩子中英双语教育

ABC幼儿双语启蒙认知绘本（全8册）
Bilingual Picture Books for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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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启蒙

《想要熄灭月亮的小母牛》

《想见圣诞老人的老鼠》 《想要好玩具的北极熊》 《尿床的小金丝雀》 《怕水的鳄鱼》

《手脚冰凉的企鹅》 《总是说“不”的小狮子》 《爱打嗝的河马》

·媒体评论
对于不太擅长将故事转化成口语形式的爸爸妈妈们来讲，最适合的故事绘本就是《鸡妈妈讲故事双语绘本》了。这个系列共八本书，每

本书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用鸡妈妈哄孩子睡觉的语气讲出，父母可以不必刻意模仿，自然而然地读出来，就能够很轻松地

与孩子进行互动。

——腾讯儿童

鸡妈妈讲故事双语绘本（全8册）

读年龄
3-6岁

装帧
平装  1/12

定价
120.00元/套

来自全球知名图书出版集团阿歇特的睡前故事系列

全球销量百万的欧洲经典睡前故事，妈妈们的哄睡宝典

Mother Hen’s Stories

这套绘本关注幼儿性格养成关键期，针对父母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可能遇到的八大方面问题，用

好玩有趣的睡前故事，引导孩子养成快乐型人格，并乖乖上床睡觉。同时，中英双语的阅读功

能将激发孩子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帮助孩子在睡前的阅读时光中，轻松学会基础的英语词汇，

培养英语语感，在幼儿阶段打下语言学习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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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否科普馆

L E A R N I N G

R E A D  TO  D R E A M

Children's Science Books



LEARNING

带着对世界

充满好奇与敬畏的态度

感悟知识

表达知识

传递知识

让知识助力成长



Science is Fun

科学有意思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趣味是不变的底色。这套书从孩子更感兴趣的话题入手，精准激发孩子的阅读欲。

全系列知识点覆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多门学科，既能对课堂所学知识做进一步的延伸补充，更能帮孩子打开

科学视野，培养逻辑思维，激发无限创造力。

中国首位卡尔·萨根奖获奖者、
火星叔叔郑永春倾力推荐并作序

扎根课本又超越课本，从身边事物出发，
掌握课本里学不到的趣味科学



New New New New

读年龄
8-14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29.80元/册

扎根课本又超越课本，从身边事物出发，掌握课本里学不到的趣味科学

知识覆盖多门学科，文理科交叉融合，由点到面培养科学思维

科学有意思(全12册)
Science is Fun

知否·科学

New NewNew NewNew

New

New

New

·系列介绍
全系列共 12 册，集科学、趣味、实践、艺术于一体，内容涵盖广泛，涉及体育、人体、宇宙、火箭、过山车、魔术、航天、侦探、电影

及古文明等领域的知识，实验内容选自日常生活中孩子最感兴趣的主题来展开，知识点覆盖了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学科，丰富的

实验内容，详细的图文步骤，有趣的知识讲解，让孩子在动手的过程中，轻松掌握科学人文知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趣味是不变的底色。这套书从孩子更感兴趣的话题入手，精准激发孩子的阅

读欲。

全系列知识点覆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多门学科，既能对课堂所学知识做进一步的

延伸补充，更能帮孩子打开科学视野，培养逻辑思维，激发无限创造力。

《航天大冒险》

《不可思议的人体》 《你不知道的人体

错觉》

《体育高手是怎么

炼成的》

《间谍潜伏训练营》 《魔法科学大揭秘》 《破案就是这么

简单》

《身边科学的秘密》 《看得见的古代

文明》

《过山车中的秘密》 《电影中的秘密》 《想不到的奇异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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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in Poetry

诗词中有科学

72首古诗词+210个科学知识点+18个科学视频

扫描二维码观看科学微视频

在阅读古典诗词之余学习科学知识

帮助孩子理解和背诵古诗词

华文科普第一品牌小牛顿最新力作
紧扣语文新课标大纲推荐背诵古诗词书目

刘兴诗、史军、孙忻、王蕾联袂推荐



读年龄
6-12岁

装帧
平装  1/20

定价
180.00元/套

华文科普第一品牌小牛顿最新力作

紧扣语文新课标大纲推荐背诵古诗词书目

诗词中有科学(全6册)
Science in Poetry

知否·科学

·系列介绍
以中国教育部颁布小学生必背古诗词 75+80 首为蓝本，选编 72 首适合作为科学知识解说的诗篇。全套 6 册书名分别为《植物篇》《动

物篇》《观物篇》《地理篇》《四季篇》《寄情篇》，每册收录 12 首诗篇。

本套书以科学知识、典故故事、写作典范，加深加广诠释诗作，以精细的插画为诗作配图，带领读者用文学的眼光，去看诗人如何运

用精简的文字，挥洒出美丽的篇章；用科学的角度，探究诗词中蕴藏的生态、天文和地理小秘密。 

让我们穿越时空，进入古人的生活世界里，揭开诗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事实真相吧！

72 首古诗词 +210 个科学知识点 +18 个科学视频

扫描二维码观看科学微视频

在阅读古典诗词之余学习科学知识

帮助孩子理解和背诵古诗词

《植物篇》 《四季篇》 《寄情篇》 《观物篇》 《动物篇》 《地理篇》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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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介绍
本套书是美国长期从事儿童读物撰写的儿童教育工作者和各领域专家的倾心力作，以阅读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向孩子介绍知识，同时传

递科学意识、科学思维和方法。

全套分成 4 辑共 16 册，包括重力、飞行、简单机械、电、春天、冬天、河流池塘、生命循环、天气、夜晚科学、固体液体、交通运输、

水、石头、自然资源、太阳系 16 大主题。妙趣知识加上趣味又富有启发的动手项目，让孩子通过阅读将外在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意识、

思维和能力，学会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探索缤纷大世界。

读年龄
7-14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128.00元/辑（4册）

第一辑
经典科学探索

第二辑
自然发现探索

·家长选择奖推荐奖
·家长选择奖银奖
·学校图书馆学会科学图书类国际荣誉奖

妙知妙解你的世界，科学探索力大升级

不单单传递知识，更向孩子传递科学意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Explore Your World Series
我为科学狂·4辑(全16册)

《重力》

《春天》

《飞行》

《冬天》

《电》

《生命循环》

《简单机械》

《河流池塘》

知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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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7-14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128.00元/辑（4册）

《天气》

《水》

《夜晚科学》

《石头》

《固体液体》

《自然资源》

《交通运输》

《太阳系》

·媒体评论
这部书中的信息很全面，还有小读者可以参与的实践活动。由于这部书从头至尾一直在强调动手、探索、做观察记录，所以很多实践活

动都能发展成真正的科研项目。这真是一套有趣又有价值的书。

——《学校图书馆》杂志

Explore Your World Series
我为科学狂·4辑(全16册)

第三辑
身边科学探索

第四辑
万物奥秘探索

获美国科学教师协会、《学校图书馆》杂志、美国教育顾问玛拉·考恩等专业好评

中国小学科学教育课标研制组组长、南京师范大学郝京华教授热情推荐并作序

妙知妙解你的世界，科学探索力大升级

不单单传递知识，更向孩子传递科学意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New New NewNew

知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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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 Awards

当当当！颁奖典礼开始啦

当当当！当当当！颁奖典礼开始啦！

来自世界各地、穿越时空的50人正在练习他们的获奖感言。

他们活跃在不同的领域，却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好奇种子”爱因斯坦、“无私奉献”诺贝尔、“至圣先师”孔子……

他们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点亮孩子的梦想，让梦想有迹可循。

打开这本书，给自己的梦想找个榜样吧！

儿童版人类群星闪耀时
走近传奇，让梦想有迹可循



读年龄
5-8岁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72.00元

儿童版人类群星闪耀时

走近传奇，让梦想有迹可循

当当当！颁奖典礼开始啦
The People Awards

New

·内容介绍
书中精选在历史长河中取得杰出成就、为人类各领域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 50 个代表性人物，清晰明了地讲述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并

根据他们所生活的年代进行了时间线的梳理，给孩子树立了一个个更为立体的榜样形象。以颁奖典礼这种充满童趣的形式，搭配极具

辨识度的人物形象插画，亲切而富有艺术特色，带给孩子超棒的阅读体验。随书附赠精美大幅棋盘游戏图，通过游戏互动拉近孩子与

榜样之间的距离，让孩子在快乐的游戏中反向体会书中所读到的榜样魅力。

当当当！当当当！颁奖典礼开始啦！

来自世界各地、穿越时空的 50 人正在练习他们的获奖感言。

他们活跃在不同的领域，却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好奇种子”爱因斯坦、“无私奉献”诺贝尔、“至圣先师”孔子……

他们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点亮孩子的梦想，让梦想有迹可循。

打开这本书，给自己的梦想找个榜样吧！

知否·启蒙

208



读年龄
6岁以上

装帧
精装  1/32

定价
358.00元/套（暂定）

金牌阅读推广人李一慢倾情翻译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陈赛倾力推荐

一套极具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的人物传记绘本

用榜样的人生照亮前行的道路，从孩子到成人都值得拥有

大人物·小指南(全9册）
Little Guides to Great Lives

·内容介绍
“大人物·小指南”是一套极具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的人物传记绘本，从孩子到成人都值得拥有。全套书用艺术性的绘图、新颖别致的设计、

清新雅致的语言，以一种充满美学气息又兼具趣味性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了斯蒂芬·霍金、列奥纳多·达·芬奇、玛丽·居里、查尔斯·达

尔文、安妮·弗兰克、阿梅莉亚·埃尔哈特、弗里达·卡罗、纳尔逊·曼德拉、斐迪南·麦哲伦共 9 位伟大人物各自一生中那些鼓舞人

心的故事，给读者以榜样的力量。

斯蒂芬·霍金、列奥纳多·达·芬奇、玛丽·居里、查尔斯·达尔文、安妮·弗兰克

阿梅莉亚·埃尔哈特、弗里达·卡罗、纳尔逊·曼德拉、斐迪南·麦哲伦

New New New New New

知否·启蒙

《斯蒂芬·霍金》 《列奥纳多·达·芬奇》 《玛丽·居里》 《查尔斯·达尔文》 《安妮·弗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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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6岁以上

装帧
精装  1/32

定价
358.00元/套（暂定）

重温历史上那些最鼓舞人心的人物故事

从他们身上获取榜样的力量，勇往直前，永不言弃

大人物·小指南(全9册）
Little Guides to Great Lives

·编辑推荐
这是来自知名出版机构劳伦斯·金出版社的当家产品，文字清新雅致，绘图丰富多彩，

设计新颖别致，在同类产品中十分亮眼，是一套让人爱不释手、具有成人审美高度的

人物传记绘本。

New New New New

知否·启蒙

斯蒂芬·霍金、列奥纳多·达·芬奇、玛丽·居里、查尔斯·达尔文、安妮·弗兰克

阿梅莉亚·埃尔哈特、弗里达·卡罗、纳尔逊·曼德拉、斐迪南·麦哲伦

《阿梅莉亚·埃尔哈特》 《弗里达·卡罗》 《纳尔逊·曼德拉》 《斐迪南·麦哲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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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5-12岁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88.00元（暂定）

采用艺术 + 科学的跨学科视角

独家揭秘达·芬奇的创作思路和世界观之间的关系

告诉你天才达·芬奇如何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

像达·芬奇一样思考
Think Like Da Vinci

New

·内容介绍
达·芬奇是一位集画家、发明家、科学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旷世奇才。在这本书里，作者将达·芬奇的珍贵手稿巧妙地融入画中，

讲述其艺术作品与科学兴趣之间的关联，比如他对月球和山脉形成的研究、水和空气的运动、人类的身体、动物和植物的生长方式等。

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不断的思考，对达·芬奇来说就和呼吸一样重要。    

让我们进入旷世奇才达·芬奇的世界一探究竟，培养科学兴趣和科学思维，学习观察自然、探索艺术的本领吧！

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阅读

培养孩子细致入微的观察力

你也许很难成为达·芬奇

但可以象达·芬奇一样思考

知否·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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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海底“拼图”的玛

丽·萨普》

《博物学家约翰·詹姆

斯·奥杜邦》

《蕾切尔·卡森的故事》

读年龄
5-8岁

装帧
平装

定价
198.00元/套（暂定）

每个孩子都需要一盏明灯，照亮他的未来人生

从小读科学家传记，激发孩子内在驱动力

“明灯·科学家”传记绘本系列(全10册）
Biography of World Scientists Picture Book

·内容介绍
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孩子志气，帮孩子找到人生的榜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远大的理想，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这套书精选 10 个为世界做出过突出贡献或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表现的科学家，用打动人心的故事，细腻温暖的绘画，生动而真实地描

绘了科学家的人格品质和探索精神。

让我们进入科学家的世界，了解科学家的故事，深入科学家的生活，获取榜样的力量吧！

美国图书馆协会童书奖

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年度最佳童书

美国贝克教育学院年度最佳童书

美国父母选择奖

……

《航空之父阿尔贝托·桑

托斯 - 杜蒙特》

《遗传学之父格雷戈

尔·孟德尔》

《深海探险家威

廉·毕比》

《埃米莉·罗伯特与布

鲁克林大桥》

《海洋学家西尔维

娅·厄尔》

《卡尔·萨根和宇宙的

奥秘》

即将出版
undetermined

《古生物学家裴文中的

故事》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知否·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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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Life

新生命

清新唯美的绘画与特殊用纸灵动透视的效果巧妙结合，使本书在翻阅时呈现出电影般的动态效果。

全面了解动物从相遇、相爱到孕育、生产，再到与新生宝宝互动的全过程。

透过动物感受自我，感受生命与爱的力量。

一部梦幻温馨的纸上电影
一场惊艳沁心的视觉盛宴
感受生命，感受爱的力量



读年龄
3-6岁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88.00元（暂定）

一部梦幻温馨的纸上电影

一场惊艳沁心的视觉盛宴

感受生命，感受爱的力量

新生命
A New Life

New

·内容介绍
这是一本美丽而独特的生命教育绘本，通过清新唯美的绘画描绘了企鹅、乌龟、海马、袋鼠、青蛙、鲸鱼这 6 种可爱动物从相遇到相

爱，再到孕育出新生命的全过程，特殊用纸的透视效果使得本书在翻阅时呈现出电影一般的动态效果，在梦幻、温暖的亲子互动阅读中，

孩子可以跟随父母共同感受到爱与生命的力量。

清新唯美的绘画与特殊用纸灵动透视的效果巧妙结合，使本书在翻阅时呈现电影般的动态效果。

全面了解动物从相遇、相爱到孕育、生产，再到与新生宝宝互动的全过程。

透过动物感受自我，感受生命与爱的力量。

知否·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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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8岁以上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定价：68.00元（暂定）

让孩子变勇敢的 60 件危险事

一本严谨实用的青少年安全教育书

Bang ！The Dangerous Book for The Brave
砰！勇敢者的冒险书知否·启蒙

让
你
变
勇
敢
的6

0

件
危
险
事

勇敢者的
砰！

冒险书

·内容介绍
这是一本让孩子们了解危险，并且变得勇敢的书。父母们总是在为孩子规避各种风险，但是危险总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面对危险，

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让好奇心旺盛的孩子真正认识到这些危险，并知道面对危险时应该怎么做？我们不妨来一起看看这本来自德国，

亚马逊五星推荐的书，是如何将 60 个危险处境化为成长的勇气与力量的。

New

面对孩子的安全问题，与其严厉禁止、耳提面命或是贴身保护，

不如在信息充分和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带孩子参加一些有趣的勇气实验，

比如怎么点燃一根火柴，遇到火灾应如何自救，为什么不能在路上听音乐等，

让孩子真正体验和了解各种危险，从而学会对危险做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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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8-14岁

装帧
精装  1/32

定价
43.00元/册

最贴心的礼物，送给所有面对青春期到来而不知所措的父母和孩子

父母不尴尬，孩子不迷茫，青春期没什么大不了！

我的青春期没烦恼（男生版/女生版）
Growing Up Series（Guy Talk/Girl Talk）

知否·启蒙

·媒体评论
莉齐·考克斯的文笔与达米安·韦希尔的绘图让青春期变得很有趣，甚至很酷。书中给出的建议很诚恳也很中肯，非常易于读者接受。

而且每本书还附赠了给家长和老师的小贴士！

——斯泰西·罗森塔尔，教育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图书馆协会会员

·系列介绍
本系列由长期活跃在青少年成长一线的知名媒体人和充满无限创意的插画师一同创作，内容源自众多匿名读者的“真实事例”，囊括了男

孩、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好奇却难以启齿的种种问题，如生理发育、社交媒体、网络暴力、同伴压力等；漫画式的配图和风趣幽默的文字

轻松化解了青春期会面对的种种尴尬，让阅读变得轻松愉快，帮助孩子平稳度过青春期。书中的内容不仅适合青春期的孩子，对家长和

老师也有一定的帮助。

New

54   我的青春期没烦恼 男生版   55

体型偏见

体型偏见指的是当面或背后批评贬损别人的身体相貌，这是不

对的。事实上，体型偏见也是欺凌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有时候是在

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而且，体型偏见不仅发生在女生之间，男生也

常常被认为应该有个“标准化”的体型呢！看看下面的例子。

下面哪个言论属于体型偏见

答案： 全都是

丹尼尔， 就你那

麻秆儿腿， 还想

踢足球?

詹姆斯又矮又瘦， 咱

们队里不能要他。

阿卜杜， 你该减肥了， 胖

得跟水桶一样。

上面所说的“丹尼尔”“詹姆斯”“阿卜杜”，他们都曾因为身材而

受到某种形式的批评或贬损。小男子汉可不应该这样做！世界之所

以这样丰富多彩，就是因为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不一样是件好事啊！

阿利德， 17岁

“我是个男生， 我经常因为体

型受到歧视……”

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因

为身材瘦小而遭人贬损。更糟的是，贬损我

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刻薄言语，也没有意识到这些话会伤

害到我。他们只是针对我的身材而开玩笑，

一起笑话我。他们使我觉得，因为我不如他

们高、不如他们块头大，我就缺少阳刚之气

了。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他们对我说

过的那些刻薄话，其实是一种欺凌！我也逐

渐明白了，男生的体型其实没有“正常”“不

正常”之分。现在，我仍然很瘦小，但我不再

觉得丢人。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

记住

不要因为别人的
看法而改变自己。自
信一点儿，昂首挺胸地
生活。并时刻告诉自
己：我就是最棒的！

小心媒体的
误导

现在，你已经知道

什么是体型偏见了，其

实在生活里，你经常会

注意到一些媒体，例如

报纸、杂志、电视、电

影等，充斥着类似的观

点。如果听到或者看

到有关人的外表“正

常”或“完美”的观点，

就要小心了，不要被误

导。提醒自己（还可以

大声喊出来）：这是

体型偏见！这种观点

纯粹是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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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

他们为什么这

么尖酸刻薄?

网络暴力自查

你可能受到了网络暴力

却没有意识到，因为你觉得在

网络上那是正常现象。其实

不是的，下面是受到网络暴力

的一些表现：

1．对方发布照片、文字贬

损你。

2．别人在你发布的内容

下面评论时，言语尖酸刻薄、

令你不安。

3．受到恶言恶语的围攻。

4．你变得害怕上网。

怎么办

不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生活

中，如果受到欺凌，千万不要默

默忍受。你可能担心不会有人愿

意听你倾诉、不会有人相信你、不

会有人帮你，千万不要这样想，生

活中总有人陪在你身边，向你伸

出温暖的援手，就像下面那些人。

通过社交媒体，我们可以

与朋友保持联系、分享信息。但

它也有不好的一面，具体表现

就是网络暴力。

网 络 暴 力 的 可 怕 之 处 在

于——通过网络，别人能随时随

地找到你。不论你是在家玩电

脑，还是坐在公交车上看手机，只

要你登录了社交软件，恶毒

的言语就会瞬间出现在你

眼前，你躲都躲不掉，会因

此心烦、心痛和心寒。

跟我说说， 是

怎么回事?

他们在网上说我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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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杯不是“杯”

胸罩又称“文胸”“乳罩”，是女孩子的内衣，用于支撑乳房。

胸罩由三个部分组成：罩杯（不是喝水的杯啊）、背带和肩带。

很简单吧？

我的第一个胸罩

“何时开始戴胸罩”完全取决于你

自己，并没有固定的时间。在决定开始

戴胸罩前，可以跟信得过的大人谈一

谈，如你的妈妈、阿姨、姑姑、姐姐或

者爸爸。你也可以跟家里的猫谈一谈，

不过它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在学校更衣室里，

大家看到我戴胸罩

了， 真丢人。

长出乳房，是女孩向女人

转变的必经过程，每个女孩都

会经历，所以，不要害羞，因为

她们早晚也会戴的。

我的胸很平， 但我也

想戴胸罩， 可以吗?

当然可以。你的身体你说了

算。不一定非得长到一定大小才

开始戴胸罩，只要合身就行。

妈妈说我还不用戴

胸罩， 可我真的很

想戴， 怎么办?

坐下来跟你妈妈好好谈谈，

告诉她你真的很想戴胸罩，问问

她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你能理解

她的想法，并让她也理解你的想

法，你们就能达成一致了。

少女胸罩

谢谢你支撑

我的胸部！

胸罩合身的标准

	 背带绷平、没有皱起。

	 罩杯罩住胸部、没有“溢出”。

	 罩杯紧贴皮肤、没有下垂。

	 胸部撑满罩杯，没有空隙。

如果你戴的胸罩不符合以上

标准，那就说明胸罩尺寸不对。很

多内衣店都会提供测量服务，与其

自己猜，不如去店里量一量再买。

平口胸罩

三角胸罩

无肩带胸罩

（又称“一字文胸”）

镶垫胸罩

肩带

背带

罩杯

我有问题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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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是如何形成的

当精子遇见卵子

性交时，男人会射精。也

就是说，精液会从阴茎射出，

进入女人的阴道里。精子游过

子宫颈，进入子宫，向输卵管

游去。第一个到达，与卵子相

遇的精子赢得比赛，它钻进卵

咱们合体变成胎儿吧！

子里面，卵子就受精了。受精卵

从输卵管进入子宫，会附在子

宫内壁上，这个过程叫着床。

一旦女孩开始来月经，就意

味着她的身体可以怀孕了。但 18

岁之前的性行为是被禁止的！要

注意啦，在中国与不满 14 岁的

记住

  不要屈于压力而发生

性关系——千万不要觉得

“要是不发生性关系，男友

就不喜欢我了”，也不要觉

得“别人都有性经历了，

我也要有才行”。这是人生

的一道槛，不可冒失。
阴道 卵巢

子宫颈

阴户

输卵管
子宫

子宫：受精卵附在子宫内壁

上，随即开始 9 个月的发育。

阴道：子宫与外界的通道。

外阴：阴道的外部，包括

外阴唇（大阴唇）、内阴唇（小

阴唇）以及阴蒂（外阴顶端的小

肉粒）。

女性
生殖系统的组成

卵巢：两个鸡蛋形状的囊，

内有数百万个卵子。卵子与精

子结合成受精卵后，会形成胎

儿，最终发育成婴儿。

输卵管：连接卵巢和子宫

的管道。卵子通过输卵管到达

子宫。

女生发生性行为，无论她是否自愿都是违法的，要知道合法的性行为

应是成年之后，成为大人们才可以做的事。长大以后，当人的身体和

心理足够成熟，才有能力去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哟。

New

漫画式配图拒绝尴尬，揭秘青春期身体变化，直面性教育。

身体发育、心理健康、学习压力、校园霸凌、网络暴力、家庭生活……内容几乎囊括青春期会

遇到的所有烦恼。

选自生活的真实案例，从生理到心理，为孩子的青春期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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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eryday Journeys of Ordinary Things

当你冲马桶时，便便去了哪里？

当你打电话时，声音又去了哪里？

你在阅读这本书，书中的纸是如何制成的，

这本书又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日常事物， 但你知道它们都经历了哪些不同寻常的“旅行”，

才能最终到达我们身边吗？ 打开这本书，跟随它们去体验一场看不见的旅行吧！

超大跨页全景揭秘，满足孩子对日常事物的好奇心
小物品里有大科学，通过身边事物探索世界的秘密

看不见的旅行



读年龄
5-8岁

装帧
精装  1/8

定价
86.00元

超大跨页全景揭秘，满足孩子对日常事物的好奇心

小物品里有大科学，通过身边事物探索世界的秘密

看不见的旅行
The Everyday Journeys of Ordinary Things

知否·探索

·内容介绍
这本书精选了生活中孩子最感兴趣的 20 个生活场景：冲马桶时便便的去向、打电话时声音的去向，美味的巧克力是如何制成的，每

天都在用的纸又是从哪里得来的……

书中用“旅行”的方式揭秘物品的生产过程或演变由来，为孩子展现一整幅跨地域跨行业的全景流程图。流畅而有趣的插图，搭配清

晰的口语化文字，能够让孩子沉浸其中，跟随小物品一起走过全程，感受到一种穿越式的阅读体验。

当你冲马桶时，便便去了哪里？

当你打电话时，声音又去了哪里？

你在阅读这本书，书中的纸是如何制成的，

这本书又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日常事物， 但你知道它们都经历了哪些不同寻常的“旅行”，才能最

终到达我们身边吗？ 打开这本书，跟随它们去体验一场看不见的旅行吧！

从树上的豆荚

到美味可口的

巧克力
一块巧克力之旅

你知道吗？巧克力其实来源于一

种水果。下面即将为你揭秘，它是如

何从热带雨林的某棵树上，摇身一变，

摆到你家附近商店的货架上的。

可可树的英文
学名为 Theobroma 
cacao，意为“上帝
的食物”。

2

5

11

1
巧克力起源于可

可豆，而可可豆是可

可树的果实。可可树

通常生长在靠近赤道

的热带地区。

当果实成熟时，采集者会用一个长柄钩把它们

从树上割下来。可可树的豆荚有一层厚厚的木质外

壳，呈红色、黄色或绿色。可可豆被甜甜的、黏黏

的果肉包裹着，它的果肉尝起来有点儿像柠檬！

好了，现在农民可以到市场上卖可可豆了。为了鉴别

可可豆的品质，收购商会先尝一尝，再称重购买。随后，

收购商会把买来的可可豆卖到世界各地的巧克力加工厂。

6
到了巧克力加工厂里，就主要靠

机器进一步加工了。以下是巧克力加

工的简化流程图。

7
可可粒被磨碎，变成了黏稠

的巧克力浆。这是巧克力制品中

的基本成分，但尝起来还不够甜。

8
接下来，巧克力浆被送

到巧克力加工厂，等着被做

成美味的、甜甜的巧克力。

9
巧克力浆被磨碎后可与牛奶、糖、香草粉等成分混合

成糊状。白巧克力、牛奶巧克力、黑巧克力中加入的这些

成分的量各不相同。黑巧克力中含有大量的可可粉，白巧

克力中没有可可粉，只有可可脂。

10
不停地搅拌，直到巧克力

浆变成一种滑溜溜的液体。

接下来，巧克力浆在容器中

冷却下来，并产生了少量脂肪和

糖晶。这会让巧克力变得更丝滑。

13
最后，把巧克力包

装好，装进箱子里……

14
成箱的巧克力被

卡车运到你家附近的

商店，等着你用零花

钱去买走呢！

12 冷却至黏稠，一切准备就绪，把巧

克力浆倒入模具中，晃动模具可除去气

泡，然后等巧克力冷却变硬。

3 将可可豆取出来后，堆在一起，

盖上香蕉叶，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暖，

让可可豆发酵。这个过程大概需要6天。

一棵可可树一年
约能结出 30 个豆荚，
它既能长在树干上，
也能长在树枝上。

碾压巧克力浆，使天
然油脂和固体物分开。油
脂就是可可脂，固体物则
是可可粉，可用来做巧
克力饮品或烘焙食品。

在发酵的过程中，
包裹着可可豆的果肉
会变成液体并流失
掉，巧克力的风味
逐渐形成。

碾磨（磨成碎粒）……

筛选（豆壳被风吹走，
只 留 下 软 软 的 豆 肉 ， 
即可可粒）……

牛奶

糖

香草粉

可可豆被倒在传送带上……

送去清洗……

在热气筒里烘烤……

巧 克 力 工 厂

接下来，把可可豆

摊在阳光下晒几天。

4

24 25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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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旅行

读年龄
5-8岁

装帧
精装  1/8

定价
88.00元（暂定）

超大幅全彩手绘，100% 还原昆虫真实样貌

独特视角，全方位解读昆虫那些不为人知的趣闻轶事

昆虫百分百
100% Full-size Bugs

·内容介绍
本书通过超大幅全彩手绘，1:1 等比例呈现昆虫及其生活环境的真实样貌。小科普迷们可以在书中找到许多昆虫界的巨人、伪装大师……

书中还描述了昆虫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体长、行进速度、捕猎方式、繁殖方式等，所有这些特征都在图中被高度真实还原，细节

刻画细致入微，笔触精美的手绘更是令人爱不释手。

这不仅是一本可以“读”的书，更是一本可以“抓”的书。绘画细致入微，笔触精妙，纸上的

昆虫仿佛活了起来。小孩子可以拿小手比一比，划一划，真实感受昆虫的大小。小心，昆虫已

经爬到了你的书上！

知否·探索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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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居然也吃肉？！

这是一本能满足孩子对奇特自然的好奇心，

让孩子大开眼界的食虫植物探险书。

大开眼界：给孩子的食虫植物探险书
The Carnivorous Plants Guide for Young Explorers

小小探险家们，想知道世界上都有哪些植物是吃肉的吗，以及去哪里找到它们吗？

这里有植物世界中最奇特的食肉类物种；

这里有达尔文发现食虫植物的执着与勇气；

这里有食虫植物诸多被误解的真相与趣闻；

跟随达尔文和他的可爱助手，一起进入大开眼界的食虫植物世界，来一场酷酷的大冒险吧！

读年龄
5-8岁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78.00元（暂定）

·内容介绍
毫无疑问，食虫植物是植物世界中最奇特的，更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这本书简单又不失趣味，汇集了许多食肉植物的特性和种植建议

等小知识点。达尔文是第一个研究这些植物并熟知它们奇特属性的人。他和他搞笑又可爱的助手，将会带领小朋友们去了解那些带有诸

多历史数据的科学知识，在无尽的奇怪植物中探索大自然里那些最奇异的食肉植物。

New

知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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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6岁以上

真实动物世界，让你笑到肚子疼

一套有趣又有爱的动物小百科，揭秘动物不为人知的那些事儿

动物那些事儿(全4册)
Incredible Animal Facts You Want To Know

〔日〕今泉忠明 / 编

陈芳芳 / 译

1/32

160 页

平装

38.00 元（暂定）

〔日〕新宅广二 / 著

肖潇 / 译

1/32

80 页

平装

28.00 元（暂定）

超感人！动物育儿书

本书以漫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了 66 种动物有趣的育儿
行为。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动物的育儿方式非常丰富有趣，
有全家老少围着宝宝转的耳郭狐、有外表可爱实际上非常严
厉的浣熊妈妈、还有超喜欢喂养宝宝的奶爸们！丰富、有趣
的内容充分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帮助孩子了解动物界的育
儿知识。

超有趣！动物寿命书

全书精心挑选了 63 种动物，按照寿命由长到短的顺序将这些
动物呈现给读者，其中既有寿命长达 200 年之久的亚达伯拉
象龟，也有短暂不到 100 天的蜜蜂、杨羽蝶等。这本书在介
绍不同动物的寿命时，通过幽默的文字和绘图淡化死亡这个
话题的沉重感，将动物不为人知却极为有趣的一面展现出来，
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了解不同动物的寿命，领悟生命
的意义。

New

〔日〕今泉忠明 / 编

陈榕榕 / 译

1/32

160 页

平装

38.00 元（暂定）

〔日〕今泉忠明 / 编

左俊楠    陈榕榕 / 译

1/32

176 页

平装

38.00 元（暂定）

超好玩！动物交友书
本书精心挑选了 82 种动物各不相同，但趣味横生的“求爱行
为”。软萌萌的小动物也懂得送礼物讨好自己心仪的恋人，无
肉不欢的健壮雌性也有自己不离不弃的伴侣，还有为了追求
伴侣而疯狂跳舞的企鹅。动物们花样百出的求爱妙招，勇敢
又拼命的求爱行为，让孩子在阅读时哈哈大笑，也会有所感
悟。这是一本关于“恋爱”的有趣读本，无论大人还是小孩，
都能从中获得快乐。

超惊奇！被误解的动物
全文采用搞笑对话的方式讲述并解答人类对动物的各种误
解。例如：人们总以为大白鲨会主动攻击人类！大王具足虫
拥有不死之身，北极熊的毛发是白色的……其实，这些认知
都是错误的。书中的几位主人公通过对不同动物的采访，解
开人类对动物的一些误解。你以为大猩猩捶胸口是为了彰显
力量吗？其实人家只是为了呼吁和平！有趣的内容，漫画式
的配图，非常适合孩子阅读。

知否·探索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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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神奇动物，满足孩子脑海中的十万个好奇心

国家动物博物馆展示馆馆长孙忻审读并倾情推荐

动物探险家 (全2册)
Animal Explorer

New

New

这是一场有关勇气的探索之旅

也是一次突破想象的神奇之旅

打开这套书，和无数神奇动物一起开启一场奇妙的探险

点燃想象力，引爆好奇心，激发无限求知欲

知否·探索

·内容介绍
这是一套趣味十足的动物科普书。在这套书中，你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动物，它们有的来自世界各地，有的就生活在你家附近。有的

声名狼藉、长相恐怖，有的神秘莫测……

《别怕！直面让人尖叫的动物》主要讲述自然界中各种让人害怕的动物，但其实有的动物并没有那么吓人，而有些看上去无害的动物，反

而更加危险！

《快来！发现身边的神奇动物》则讲述了一些突破你想象力的神奇动物，以及动物们各种出乎意料的小秘密。

别出心裁的精美配图、幽默风趣的文字表述，以及丰富的知识储备，带给孩子独一无二的体验。打开这套书，走近刺激又好玩的动物世界，

一起探索动物们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吧。

读年龄
6-10岁

装帧
精装  1/12

定价
68.00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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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4-8岁

装帧
平装  1/12

定价
34.80元/册（第1-12册）

26.80元/册（第13册）

一幕幕以邻里恐龙为主角的对场戏，道出一个可以“全知道”的恐龙世界

150 余类恐龙，大场景，彼此是敌是友，是哪个时间和地界的，一看全知道

All About Dinosaurs
恐龙全知道(全13册)

·系列介绍
书中将知识巧妙融入故事片断，饶有趣味地向孩子们道出了 150 多个族群恐龙的各种知识，包括恐龙生存的时代和地点，邻里恐龙间的

捕食与被捕食关系、婚配、竞争、合作等，真实再现了亿万年前恐龙繁盛的壮观实况和轰轰烈烈的弱肉强食场面。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基本上将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恐龙放在同一场景中，场景化编排，用一段段故事将恐龙联系起来，重现恐龙时代

真实发生的情境，告诉孩子恐龙的众生相、邻里间的相处、好恶喜厌、故友仇家等信息。

中国地质科学院古生物专家吕君昌教授审读并推荐

融入恐龙自述的故事亲和有趣，就好像在和朋友说悄悄话

正背两册的二合一组合式阅读，一本书相当于两本书

恐龙特写大拉页，极具视觉冲击力地呈现亿万年前那些你死我活的震撼场面

知否·探索

《特异猎手称霸·盗抢谋生的

开始》

《长颈族祖爷爷·超级大胖墩》 《要帅也要能干·小脑袋配大

身体》

《当心！亚洲暴君出没·大块

头惹误会》

《搭伙捕个大家伙·大胃王吃

不停》

《小心剑客的尾巴·可怕如妖怪》 《顶你没商量·矛指战尖牙》 《擂响地面的大脚板·恐怖利

爪捕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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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恐龙不再是一个个生涩的名词、一块块冰冷无生命气息的化石，反而像在史前场景中

活灵活现表演的演员，每一个小故事都可以说是一个亿万年前恐龙的生活画卷，我想这才是大

众喜欢的恐龙科普形式吧。当然，这也是我向孩子们推荐这套恐龙科普读物的理由。

—吕君昌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生代爬行动物（恐龙、翼龙等）研究学者

读年龄
4-8岁

装帧
平装  1/12

定价
34.80元/册（第1-12册）

26.80元/册（第13册）

All About Dinosaurs
恐龙全知道(全13册)

·特色亮点
有主角，有故事，一眼结识恐龙伙伴的封面设计。

从开场自述，到邻里恐龙发生的事，主角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域，以及它们

的个性、喜好、伙伴、死敌一看全知道。

有着独特视点和表达个性，不仅有紧张有趣的故事，还有相关的背景知识

和系统展示的恐龙分支树知识，可以全面了解恐龙。

正读反读的个性化设置 + 大拉页的震撼展示，让小恐龙迷们惊喜连连。

知否·探索

《严防死守到底·快脚猎手的

合围》

《难逃暴君之口》

《疯狂粉碎机·馋鱼的大鳄嘴》 《天生吹号手·伶俐小猎手》 《牛角露霸气·挺起角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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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7-12岁

装帧
精装  1/16

定价
100.00元

UTOP 权威探秘百科之精选合集

画卷般的百科世界，亮出细节探索的无限精彩

国际专业百科出版社的核心产品，从编著者到制图者，阵容豪华的专业团队创制

探索式讲解，收录太空、地球、自然、生命、恐龙五大类别近 200 个阅读主题

震撼的 3D 视觉效果，其纸面纪录片一般的场景图片使种种细节一览无余

全球 40 余个国家、20 种语言出版发行

Top Encyclopedia for Children (Insiders)
顶级儿童百科

·内容简介
本书有儿童喜爱、好奇和迫切想知道的太空、地球、自然、生命、恐龙五大类别近 200 个主题的内容，信息容量庞大，知识超级丰富。

书中每一页都有画质上乘、细节丰富的彩色配图，包括各种 3D 视效的立体解剖图、开页大幅场景图、3D 视效的原理示意图等，并依照

探索式讲解进行了详细的标注，借助图片来深度解析主题，展示事物的神秘构造，让小读者充分体验视觉探索发现带来的惊喜。

知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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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年龄
7-14岁

装帧
平装  1/16

定价
24.80元/册

大场景，大开本，完美契合探索求知与视觉发现、美感赏读的极致阅读体验

热销全球 40 余个国家，系列总销量近亿

Insiders Series 
UTOP权威探秘百科·经典普及版(全16册)

国际专业百科出版社的重点核心图书

涵盖英、美、澳、加 4 国 18 位专业领域内的权威科学家、学者执笔编写

中文由来自中国科学院等专业院所的 16 位译者、18 位专家参与翻译、审订

地质学教授、儿童科普作家刘兴诗作序，勉励孩子成为征服知识海洋的哥伦布

李一慢、孙慧阳、孙莉莉、王启荣等亲子阅读践行者赞誉其为“极有孩子缘的百科”

·媒体评论
本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莫过于通篇大幅的彩色插图。开篇介绍部分的三大主题从宇宙初始讲起，到描述现在的宇宙，再提及对宇宙的探

索，以引出问题并提供“导向”参考的方式来激发兴趣。另外一些以时间排序的边条栏主题，很好地揭示了真实的内幕及幕后英雄。孩

子们喜欢浏览有着许多有趣事实、比生活图景更广阔的插图，即使遇上与迪士尼的普鲁托相貌完全不同的普鲁托（即冥王星）。

——美国《学校图书馆期刊》

知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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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成长馆

S U C C E S S

R E A D  TO  D R E A M

The Power of Growth



S UCC E S S

倾听孩子的内心

解答成长的困惑

用梦想点亮未来

让信念引发奇迹

阅读人生智慧

让成长的每一步

都更有力量

 



•行为规则·独立思考·情绪管理·成长困惑·学会提问·自我激励

作者在全系列六册书中，通过平等对话的形式逐一解答了孩子成长过程中多方面的疑问与困惑，并且给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

和指导。朋友对话式的语言更易被孩子接受，搭配小主人公真纪的搞笑生活漫画，让孩子更有代入感。

长大之前要做的事

学会自立，是长大之前最重要的事
日本百万畅销书作家辰巳渚与儿童之间的平等对话

一套真正倾听并解答孩子心声的成长指南

Things To Do Before You Grow Up



读年龄
7-12岁

励志成长馆 长大之前要做的事(全6册)
Things To Do Before You Grow Up

学会自立，是长大之前最重要的事

一套真正倾听孩子心声、解答孩子困惑的成长指南

《我有自己的规则》 《坚定自己的选择》 《快乐与他人相处》 《保持自己的疑问》《每天都是新体验》 《“我做到啦”的快乐》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内容介绍
·采用生活漫画与朋友式讲解相结合的形式，借助漫画主人公真纪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一系列成长指南。

·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分析说明问题。

·避开大而空的道理，从具体对策入手帮助孩子树立自立意识、培养自立能力、学会独立思考。

·针对具体场景提出的建议和行动指南具体可行，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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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特雷弗·罗曼 /著

Trevor Romain

〔美〕史蒂夫·马克 /绘

Steve Mark

雒颜霞/译

1/32

112页
平装
19.80元

〔美〕帕梅拉·埃斯佩兰德 /著
Pamela Espeland

〔美〕伊丽莎白·沃迪克 /著
Elizabeth Verdick

〔美〕史蒂夫·马克 /绘
Steve Mark
安芳/译

1/32

128页
平装
19.80元

〔美〕伊丽莎白·沃迪克/著
Elizabeth Verdick

〔美〕玛乔丽·里萨乌兹克斯/著
Marjorie Lisovskis

〔美〕史蒂夫·马克 /绘
Steve Mark
储艳/译

1/32

144页
平装
19.80元

〔美〕特雷弗·罗曼 /著

Trevor Romain

〔美〕伊丽莎白·沃迪克 /著

Elizabeth Verdick

雒颜霞/译

1/32

112页
平装
19.80元

不爱写作业怎么办
How to Do Homework Without Throwing Up

·制订作业完成计划的正确方法。

· 启动作业大战的七个绝招。

·顺利完成作业的九大诀窍。

· 写作业发牢骚时的正确应对措施。

做事磨蹭怎么办
See You Later, Procrastinator!

·做事磨蹭的常见理由。

·告别磨蹭的 20 种方法。

·避免落入恶性循环的小窍门。

·令你坚持下去的超级激励手段和有趣的奖赏。

爱发脾气怎么办
How to Take the GRRRR Out of Anger

·五步驯服你的愤怒。

·六步解决令人发怒的问题。

· 冷静下来的办法。

·别人生气时的正确应对方式。

害怕考试怎么办
True or False? Tests Stink!

·非常有用的考试小贴士。

·搞定考试的绝密技巧。

·提高学习能力的诀窍。

·应对考试压力的办法。

励志成长馆 我的校园没烦恼(全10册)
My Very Own School Without Troubles

好方法，帮孩子养成好习惯

简单实用小技巧，全面解决孩子的校园烦恼

读年龄
7-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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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特雷弗·罗曼 /著

Trevor Romain

〔美〕史蒂夫·马克 /绘

Steve Mark

卢东民/译

1/32

128页
平装
19.80元

〔美〕帕梅拉·埃斯佩兰德 /著

Pamela Espeland

〔美〕伊丽莎白·沃迪克 /著

Elizabeth Verdick

〔美〕史蒂夫·马克 /绘

Steve Mark

谢晓慧/译

1/32

160页
平装
19.80元

〔美〕伊丽莎白·沃迪克 /著

Elizabeth Verdick

〔美〕史蒂夫·马克 /绘

Steve Mark

雒颜霞/译

1/32

160页
平装
19.80元

〔美〕珍妮特·S.福克斯 /著

Janet S. Fox

谢晓慧/译

1/32

128页
平装
19.80元

被人欺负怎么办
Bullying Is a Pain in the Brain

·被欺凌并不是你的错。

·欺凌者的特点。

·面对欺凌行为时，要做和不要做的事。

·制止欺凌行为的正确方式。

不懂礼貌怎么办
Dude,That's Rude!

·有力量的礼貌用语。

·日常生活与待人接物的礼仪。

·公共场合的礼仪。

·网络礼仪。

讨厌规矩怎么办
Don't Behave Like You Live in a Cave

·好行为的五大目标。

·轻松实现五大目标的方法。

·管理旺盛精力的小窍门。

·激励和奖励自己的方式。

做事没条理怎么办
Get Organized Without Losing It

·收拾东西的简单办法，让你第一时间找到需要的东西。

·高效管理时间，帮你省出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制订可以执行的计划。

·排除干扰的好方法。

励志成长馆 我的校园没烦恼(全10册)
My Very Own School Without Troubles

好方法，帮孩子养成好习惯

简单实用小技巧，全面解决孩子的校园烦恼

读年龄
7-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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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特雷弗·罗曼 /著

Trevor Romain

〔美〕伊丽莎白·沃迪克 /著

Elizabeth Verdick

储艳/译

1/32

112页
平装
19.80元

〔美〕特雷弗·罗曼 /著

Trevor Romain

卢东民/译

1/32

128页
平装
19.80元

学习压力大怎么办
Stress Can Really Get on Your Nerves!

·压力的真相。

·压力的具体表现。

·无法逃避压力的原因。

·巧妙赶走压力的正确方法。

同学不和我玩怎么办
Cliques, Phonies, & Other Baloney

·真正的朋友喜欢真正的你。

·结交新朋友的正确方式。

·小圈子的真相和应对技巧。

·稳固友谊的十大方法。

励志成长馆 我的校园没烦恼(全10册)
My Very Own School Without Troubles

好方法，帮孩子养成好习惯

简单实用小技巧，全面解决孩子的校园烦恼

读年龄
7-12岁

·系列介绍
“我的校园没烦恼”是一套专门针对儿童的行为自我管理和学

习能力培养而设计的自助成长系列图书。全系列选取了儿童在

校园生活中普遍存在的10个烦恼方向——不爱写作业、学习

压力大、害怕考试、不会交朋友、被人欺负、不懂礼貌、爱发

脾气、讨厌规矩、做事磨蹭、做事没条理，通过风趣幽默的语

言、搞笑好玩的插图，以及新颖别致的排版方式，为孩子解决

这些问题提供了专业合理的建议和简单实用的技巧。孩子能够

在不枯燥的阅读中掌握一系列简单实用的方法，快速有效地解

决他们在校园中可能遇到的烦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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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田 /编著
U T O P

简碧清 /绘

1/16

144页

平装

24.80元

禹田 /编著
U T O P

简碧清 /绘

1/16

144页

平装

24.80元

禹田 /编著
U T O P

简碧清 /绘

1/16

144页

平装

24.80元

禹田 /编著
U T O P

简碧清 /绘

1/16

144页

平装

24.80元

学霸是这样炼成的
Easy Ways to Be an Ace Student

针对孩子的学习能力选取 32 个可能出现的生活场景，选取对应兵法条
目进行全新解读，搭配超级有趣的古装校园漫画和简单易懂的小故事。

用兵法中的道理解决孩子日常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帮助孩子提升学
习力。

超人班长的锦囊
Easy Ways To Be a Super-Monitor

针对孩子的领导能力选取 32 个可能出现的生活场景，选取对应兵法条目进
行全新解读，搭配超级有趣的古装校园漫画和简单易懂的小故事。

用兵法中的道理解决孩子在处理集体关系时可能遭遇的困惑，帮助孩子提
升领导力。

成为一个人气王
Easy Ways to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One
针对孩子的交际能力选取 32 个可能出现的生活场景，选取对应兵法条目进
行全新解读，搭配超级有趣的古装校园漫画和简单易懂的小故事。

用兵法中的道理解决孩子在面对复杂人际关系时可能产生的困惑，帮助孩
子提升交际力。

磨蹭大王变形计
Easy Ways to Say Goodbye to Procrastination

针对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选取 32 个可能出现的生活场景，选取对应兵法条
目进行全新解读，搭配超级有趣的古装校园漫画和简单易懂的小故事。

用兵法中的道理纠正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拖沓磨蹭的坏习惯，帮助孩子提升
自控力。

励志成长馆 儿童成长制胜兵法(全6册)
The Tactics of Children's Growth

有料、有趣、有用，兵法也能很励志

妙计解决成长困惑，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读年龄
7-12岁



励志成长馆 儿童成长制胜兵法(全6册)
The Tactics of Children's Growth

有料、有趣、有用，兵法也能很励志

妙计解决成长困惑，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读年龄
7-12岁

禹田 /编著
U T O P

简碧清 /绘

1/16

144页

平装

24.80元

禹田 /编著
U T O P

简碧清 /绘

1/16

144页

平装

24.80元

小能人抗压秘籍
Easy Ways to Relieve Stress and Anxiety

针对孩子的抗压能力选取 32 个可能出现的生活场景，选取对应兵法条目进
行全新解读，搭配超级有趣的古装校园漫画和简单易懂的小故事。

用兵法中的道理疏解孩子日常生活学习中可能产生的压力，帮助孩子提升
抗压力。

我比想象更强大
Easy Ways to Boost Confidence

针对孩子的自信心提取 32 个可能出现的生活场景，选取对应兵法条目进行
全新解读，搭配超级有趣的古装校园漫画和简单易懂的小故事。

用兵法中的道理解决孩子缺乏自信的问题，帮助孩子提升自信心。

·有料：兵法智慧精炼，搭配符合现代孩子日常需求的全新解读。

·有趣：贴近孩子生活且搞笑幽默的古装儿童彩色四格漫画。

·有用：简单易懂的故事和深度总结，让古代兵法智慧融入现代儿童生活。

·系列介绍
“儿童成长制胜兵法”是一套古学今用的儿童励志读物，虽以古代经典兵法为引，讲给孩子的却并非战斗技巧，而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本系列针对孩子成长必需的六项要素—学习能力、领导能力、交际能力、抗压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以及自信心，共分为六个分册。每
个分册均从《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经典兵法中精选了与成长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在充分理解原著精华的基础上，搭配有趣的四格
漫画、浅显易懂的故事和深度总结，更直观地对兵法中所蕴含的成长道理进行了解读，帮助孩子加深对兵法智慧的认识与理解，并将此
运用到生活和学习中，轻松解决成长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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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成长馆 "我要成长"儿童自我管理书系(全10册)
Growing-up Self-management Series

拼音类助学励志读物，轻松阅读，智慧成长

一本书一个成长主题，关注孩子成长初期最热话题

读年龄
5-9岁

《我要懂事明理》《我有好习惯》 《我要勤奋刻苦》 《我要启迪智慧》《我有好朋友》

《我能专心致志》《我能管理自己》 《我能保护自己》 《我不怕困难》

《我要相信自己》

·系列介绍
“我要成长”儿童自我管理书系为面向小学低年级读者的拼音类助学励志读物，着重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通过有代表性的十个话
题：安全、自理、勤奋、专心、交友、智慧、自信、习惯养成、懂事明理和不怕困难，结合古今中外精彩而富有启发性的故事来引导他
们思考、学习和尝试，让孩子在阅读故事、掌握知识和感悟道理的过程中得到帮助和指引，实现自主成长的愿望，真正管好自己，成为
自己童年的小主人。

·图书亮点
·本套系是针对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儿童的励志读物，正文加注汉语拼音，让孩子无障碍阅读，满足课外阅读量。
·故事精彩有趣，富有哲理，能让孩子在阅读中学会自我管理，增强了内容的实用性。
·选材丰富，囊括古今中外名人故事和优秀典故，是充满正能量的儿童读物，也是阅读写作的经典素材。 
·篇末附有精彩点评，向孩子阐明故事道理，使他们从阅读中得到启迪，获得自我管理的能力。
·本着“教孩子能力”的原则，培养孩子自我保护、自理自立、勤奋刻苦、克服困难等能力，让家长更放心、老师更安心。
·装帧精美，全彩插图，让孩子读起来爱不释手，潜移默化地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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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晨·千寻

N E V E R E N D

R E A D  TO  D R E A M

Discovery is Neverending



冷眼深情的观察者

优质内容的分享者

孩子心灵的关怀者

终身教育的倡导者

NEVEREND



Nussknacker und Mausek nig
胡桃夹子与老鼠王

引领全球艺术大师跟风之作

首届德译中童书翻译大奖得主李士勋倾心献译及导读

还原最具“德国味道”的“胡桃夹子”

世界儿童幻想文学开山之祖
霍夫曼200年德语经典原版·奇幻重现

强力唤醒儿童想象力之标杆经典



〔德〕E.T.A. 霍夫曼 / 著

〔德〕彼得·卡尔·盖斯勒/绘

李士勋 / 译

1/24

192页

精装

68.00元

胡桃夹子与老鼠王
Nussknacker und Mausek nig

“我很丑，但我心里有爱。”
19 世纪初，一个德国医生家庭的圣诞夜，7 岁小女孩玛丽收到了一份不太
寻常的礼物——胡桃夹子！从那天晚上开始，一个个惊心动魄、不可思议的
故事相继拉开序幕。我们永远也无法预料接下来的那些夜晚，玛丽都遇到
了什么……故事里套故事，结局外有结局。

New

千寻·经典

读年龄

9岁以上

世纪流转·致敬世界经典儿童文学
The Most Classic | The Best Century-Old World Children’s Literature

重拾经年光彩，还原岁月永恒

因为经典，所以阅读

〔丹〕安徒生 / 著

〔西〕乔迪·维拉·德尔克

洛斯 / 绘

冯诺 / 译

1/16

224页

精装

78.00元（暂定）

安徒生童话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Fairy Tales

一部承载美好向往的童话之书。
汇集安徒生童话中脍炙人口之作十五篇。匠心打磨译文，还原原版故事中
所有细节之处。西班牙著名插画师乔迪·维拉·德尔克洛斯绘制精美插图，
尽现如梦般唯美诗意的童话世界。装帧精美，致敬经典，值得一生珍藏。

New

〔西〕贡恰·卡尔德纽索/改写

〔西〕埃米利奥·乌贝鲁阿格/绘

轩乐 / 译

1/32

224页

精装

68.00元（暂定）

寓言之书
El libro de las f bulas

一部凝结古老智慧的寓言之书。
精心臻选源自伊索、费德鲁斯、拉·封丹等欧洲传统寓言故事六十余篇，
每篇均以动物为绝对主角，由西班牙国宝级插画师埃米利奥·乌贝鲁阿格
绘制雅致生动全彩插图。一则寓言，就是一个世界。在这些寓言中，我们
既能看到五光十色的生活现象，又能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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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阿瑟·柯南·道尔 / 著

〔俄〕安东·罗马耶夫 / 绘

蔡鑫 / 译

1/16

288页

精装

68.00元（暂定）

New

New

〔日〕国松俊英 / 著

〔日〕馆野鸿 / 绘

王敏 / 译

1/16

40页

精装

48.00元（暂定）

宫泽贤治的鸟 
Birds Living in Ihatov

这是一部有关宫泽贤治的作品，有关他所有童话和诗歌中出现的美丽的“鸟”。
宫泽贤治的童话和诗歌总是在尽力原原本本地呈现生命本身的重量，他的每
一部作品无不表达了他对自然、山野和动物的满腔深情，也展现了当时难得
一见的动物保护意识。这本书通过对鸟类生活习性的细致讲解，将完全把你
带入宫泽贤治的“鸟类世界”。

New

〔美〕赫尔曼·梅尔维尔 / 著

〔俄〕安东·罗马耶夫 / 绘

曹庸 / 译

1/16

400页

精装

98.00元（暂定）

白鲸
Moby-Dick

从普通水手以实玛利的视角出发，“惊心动魄”地讲述了捕鲸船“裴庞德号”
船长、偏执狂亚哈一路追逐一头白色抹香鲸（莫比·迪克）并最终与其同
归于尽的经历。这是一部在故事情节上融合了“危险、死亡、智慧”以及
在语言风格上融合了“巴洛克、荷马、莎士比亚”的史诗级作品，将充满
风险的海上航行、艰苦复杂的捕鲸生活以及美国十九世纪最大利益化产业

“捕鲸业”的残酷真相尽数呈现在读者眼前。

读年龄
9岁以上

千寻·经典

重拾经年光彩，还原岁月永恒

因为经典，所以阅读

世纪流转·致敬世界经典儿童文学
The Most Classic | The Best Century-Old World Children’s Literature

福尔摩斯探案集·Ⅰ
"Sherlock Holmes" Series Ⅰ

两个“第一次”的华丽再现！
《血字的研究》+《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侦探小说”教父柯南·道尔爵士创作生涯中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两个“第
一次”：1886 年第一部长篇《血字的研究》横空出世；1902 年，封笔数年
的柯南·道尔爵士重新出山，推出他归来后的第一个“福尔摩斯”长篇《巴
斯克维尔的猎犬》，再次引起世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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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埃·欧·普劳恩 / 著

李士勋 / 译

1/16

260页

精装

88.00元

父与子
Vater und Sohn

丰子恺、鲁迅、缪印堂推荐每个国民都该读读的温情漫画。
德国幽默大师埃·欧·普劳恩的传世经典，跨越时光温暖世人。用黑白线
条传递浓浓深情，一位父亲陪伴儿子的日常，有平平淡淡的温暖如蜜，有
远方奇遇的惊险博趣，不着一字，却处处流淌着深情与欢笑，需要用一生
去细细体味。

〔英〕安娜·休厄尔 / 著

〔英〕塞西尔·查尔斯·温

莎·奥尔丁 / 绘

马爱农 / 译

1/16

320页

精装

88.00元

黑骏马
Black Beauty

一匹马的传记，一匹马眼中的世间百态、悲情冷暖。
一本温情脉脉的动物小说，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为背景，通过一匹马
的眼睛折射出“自己”奔波动荡的一生，尽显英格兰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人
情百态。作者一生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呕心沥血，满腔深情，教导人们如
何用善意、同情和尊重面对整个世界。

〔英〕迈克尔·莫波格、克莱
尔·莫波格 / 著

〔英〕奥利维亚·洛门尼
奇·吉尔 / 绘

1/12
108页
精装
98.00元（暂定）

〔意〕卡洛·科洛迪 / 著

〔美〕理查德·弗洛特 / 绘

王邦元 / 译

1/16

256页

精装

68.00元（暂定）

雨靴带我去流浪
Where My Wellies Take Me

一大早，生活在英国一个农场里的 8 岁女孩皮帕就穿上了自己每天出门必
穿的雨靴，要出发了。佩吉姨妈叮嘱她，记得下午 4 点庆典开始之前要回来。
皮帕心里想：我才不喜欢庆典游戏和赛跑呢，我就是要错过！一路上，皮
帕遇到了燕子、蜜蜂、甲虫、兔子、翠鸟、松鼠……最后她以为自己已经
错过了节日庆典，结果却无意中走入庆典队伍，还莫名其妙地赢得了比赛。

匹诺曹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穷困潦倒的木匠杰佩托意外得到了一块会说话的木头，他把它雕刻成了一
个小木偶，起名“匹诺曹”。在杰佩托的悉心照料下，匹诺曹学会了走路。
一天他因为贪玩离开了家，从此历经一次又一次九死一生的冒险，不断面
临关于勇气和忠诚的考验……

New

New

千寻·经典

读年龄

9岁以上

世纪流转·致敬世界经典儿童文学
The Most Classic | The Best Century-Old World Children’s Literature

重拾经年光彩，还原岁月永恒

因为经典，所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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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美国国家图书金奖青少年文学奖

2019 年英国卡内基文学奖

2018 年新大西洋独立书商协会年度图书奖青少年文学奖

2019 年美国普林茨文学奖

……

当世界与你为“敌”
请学会像一个诗人、一个战士

将诗与爱的力量注入内心

The Poet X
诗人X



〔美〕伊丽莎白·阿塞维多/著

刘怀昭 / 译

1/32

368页

平装

42.00元（暂定）

诗人 X
The Poet X

苏美拉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 15 岁黑人女孩，她在最普通的美国纽约哈莱
姆区公立高中念书，经常被坏同学嘲笑。但苏美拉从小就很安静，由于和
母亲关系的日益僵化，她一直苦于找不到自己情感表达的出口。最后语文
老师加里亚诺女士的诗歌社团让她在黑暗中找到了一扇窗……然而苏美拉
是否能和母亲和解？她最终是否能向母亲敞开心扉呢？

〔美〕贾森·雷诺兹 /著

徐涵 / 译

1/32

320页

精装

42.00元（暂定）

长路漫漫
Long Way Down

主人公是住在 8 层的 15 岁黑人男孩威廉，3 岁丧父，从小和妈妈还有哥哥
肖恩相依为命。不幸的是，这一天，他 19 岁的哥哥被人枪杀，就在 9 个
街区外的药店门口。噩耗让母亲痛不欲生，威廉辗转难眠，愤怒让他发誓
要为哥哥报仇。第二天一早，他踏进电梯，准备踏上复仇之路。然而报仇
能化解威廉胸口的愤怒吗？他的“漫漫长路”又会让他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New

New

New

New

千寻·文学

读年龄

9岁以上

震撼心灵，感受童真世界“爱之守护”

拨开迷雾，直面成长岁月“谜之旅程”

成长之门·世界现当代儿童文学精品
Growth in All | The Best Modern World Children’s Literature

〔美〕梅根·沙尓 / 著

王亦兵 / 译

1/32

368页

平装

42.00

跳转人生
Bounce

跳进任何一个人生，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自己。
12 岁的弗兰妮很想知道，假如她生活在另一个家里会是什么样的？于是，
平安夜里的一个许愿真的让奇迹发生了——“砰”！弗兰妮掉进了一个全新
的人生！从此，她开始一次次地成为别人，一次次地被“困”在同一个圣
诞节……然而有一天，弗兰妮开始想要找到真正的自己。可是，一切还能
回到从前吗？

〔美〕塞缪尔·米勒 / 著

冯诺 / 译

1/32

400页

平装

45.00元（暂定）

一路微光
A Lite too Bright

18 岁的阿瑟高中毕业，即将升入大学，不料最终却意外失去了获得奖学金
的资格。一次他偶然发现了爷爷生前留下的一本日记。爷爷老阿瑟是一位畅
销书作家，后来不幸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然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去
世的前一周，爷爷竟然在自己的屋内神秘失踪。这是一次横跨整个美国的火
车旅程，阿瑟真的能顺着日记的线索找到爷爷失踪的真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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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卡琳娜·燕·格拉泽

/著、绘

薛洁 / 译

1/32

256页

平装

35.00元（暂定）

〔美〕〕卡琳娜·燕·格拉泽

/著、绘

薛洁 / 译

1/32

256页

平装

35.00元（暂定）

千寻·文学

读年龄

9岁以上

震撼心灵，感受童真世界“爱之守护”

拨开迷雾，直面成长岁月“谜之旅程”

成长之门·世界现当代儿童文学精品
Growth in All | The Best Modern World Children’s Literature

〔美〕克里斯蒂娜·柯林斯

/ 著

夏星 / 译

1/32

336页

平装

42.00（暂定）

沉默之后
After Zero

埃莉斯是个安静的女孩。她用笔记本为说过的话计数，每说一个字，她就
画下一个计分符号—— 5 分不算差，2 分更好，0 分？完美！埃莉斯相信，
只要保持沉默，她就不会在回答问题时犯错，也不会说错话伤害朋友，更
不用在难眠的夜里为白天说出口的话后悔。她用沉默的气泡包裹自己，以
为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
可是，当她撞破妈妈的秘密，当她误会缠身、朋友疏离，沉默真的能帮埃
莉斯免遭不幸吗？

第 141 街的范德比克一家
The Vanderbeekers of 141st Street

欢迎来到为你带来“爆笑和温暖”的范德比克一家！
在美国纽约哈莱姆区第 141 街的一座赤褐色砂石房子里，生活着范德比克
一家五个古灵精怪的孩子（最大的姐姐 12 岁，最小的妹妹 4.75 岁！）。这
是一次绞尽脑汁、笑料百出的“家园保卫战”…… 关于友谊、家庭和成长。

范德比克一家与隐藏的花园
The Vanderbeekers and the Hidden Garden

欢迎来到为你带来“爆笑和温暖”的范德比克一家！
在美国纽约哈莱姆区第 141 街的一座赤褐色砂石房子里，生活着范德比克
一家五个古灵精怪的孩子（最大的姐姐 12 岁，最小的妹妹 4.75 岁！）。这
一次他们要在第 141 街“种下”一座秘密花园……关于友谊、家庭和成长。

〔英〕艾娃·乔治克维兹

/ 著

1/32

208页

平装

35.00元（暂定）

偷颜色的贼
The Mystery of the Colour Thief

先是一场车祸，接下来就是持续不断的噩梦。
对于 12 岁的女孩伊兹来说，一场可怕的车祸让妈妈躺在了医院里，陷入重
度昏迷，爸爸整日焦虑苦闷，就连她最好的朋友也不要她了。最糟糕的是，
每到夜晚，一个可怕的像影子一样的男人就会入侵她的梦，然后一个个偷走
她世界里所有的颜色……那个偷颜色的贼到底是谁？新朋友托比的到来能够
拯救伊兹吗？

New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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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黛安娜·沃尔弗 / 著

查敏 / 译

1/32

256页

平装

32.00元（暂定）

七个名字的狗
The Dog with Seven Names

战火灼烧西澳大利亚的荒原，苦难与死亡的阴影之下，一只小狗为许多人
带去安慰、快乐与勇气，善良的人们则回赠它以名字、爱和回忆。有了七
个名字的小狗，却永远记得自己真正的名字是“公主”。它忘不了自己真正
的主人埃尔茜，那个用爱点亮它生命的女孩。战乱不知何时才能止息，小
狗还能找到最初的主人吗？

New

郑明进、林哲璋等 / 著

Barkley / 绘

1/32

176页

平装

32.00元

真的假的小时候
I Swear

替小朋友写故事的人，是不是脑袋瓜儿比较大？才能一直蹦出好故事，说
也说不完？帮小朋友画故事的人，是不是手指比较长？才可以抓住那么多
点子，把世界变得不一样？小时候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我发誓：童年
的纯真和美好，永远都是真的！

·获选台湾地区 2013 年度“好书大家读”年度好书

王文华、王宇清等 / 著

Barkley / 绘

1/32

176页

平装

32.00元

我妈说
My Mom Said...

我妈说：吃饭前要洗手！我妈说：要笑口常开！
我妈说：不要慌张！我妈说：我最可爱！
妈妈的叮咛永远说不完，妈妈的担心永远说不停，你是不是也有“一不小心”
就不听话的时候？

·获选台湾地区第 70 梯次“好书大家读”优良少年儿童读物

千寻·文学

读年龄

9岁以上

震撼心灵，感受童真世界“爱之守护”

拨开迷雾，直面成长岁月“谜之旅程”

成长之门·世界现当代儿童文学精品
Growth in All | The Best Modern World Children’s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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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梅田俊作、

梅田佳子 / 著

1/24

228页

平装

48.00元（暂定）

佯装不知
しらんぷり

阿土被霸凌，我装作没看到。后来，他因无法忍受，转学了。大家选择性
地遗忘了阿土被霸凌的事实，一如既往地生活着。但这件事却像针一样刺
在我的心上。于是，在小学毕业典礼彩排完的那一天，我站在凳子上，说
出了隐藏了很久的内心话 ……

New

千寻·文学

读年龄

7岁以上

震撼心灵，感受童真世界“爱之守护”

拨开迷雾，直面成长岁月“谜之旅程”

成长之门·世界现当代儿童文学精品
Growth in All | The Best Modern World Children’s Literature

塔克 /著

〔英〕里安农·帕尼斯/绘

1/32

120页

精装

38.00元（暂定）

英子 /著

1/32

256页

平装

48.00元（暂定）

如何感觉一棵树在疯长
How to Feel a Tree Grow Furiously

如何感觉一棵树在疯长？不要测量它的身高、胸围，而是在树影里微醉。
爱生活的诗人塔克饶有兴趣地注视生活，记录下日常中闪光的小景致、小
乐趣，用想象力构筑万物有情的童趣世界。

一片羽毛的寻找
A Voyage for Feather

一个小女孩在读完曹文轩的绘本《羽毛》后，编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几次
修改，逐渐丰富，后来和小伙伴一起绘制故事中的人物，故事渐渐发展为
剧本，并在老师和家长的支持下，进行了舞台演出。从作者的记录中，我
们能看到一个绘本故事变为一出绘本剧的全过程，表演、导演、舞美、灯光、
道具、服装，无所不包。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每个孩子令人惊
叹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我们寻找到的，不只是一片羽毛。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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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寻·文学

风靡日本、台湾，令百万读者感动落泪的畅销绘本

菊田真理子送给人们最具疗愈力的生命教育绘本

菊田真理子系列(全5册)
Mariko Kikuta Series

无论读过多少次都会哭泣，却又想要微笑

捧在手心，珍宝般的小小温情

获得博洛尼亚童书奖特别奖，感动百万读者的疗愈之作

读年龄
3-99岁

装帧
精装  1/32

定价
32.00/册（暂定）

《无论何时都能相见》 《能为你做的事》《那片天空》 《陪在我身边》 《你会笑我吗》

·内容介绍
日 本 设 计 师 菊 田 真 理 子 绘 本 出 道 作 品。 在 首 部

《无论何时都能相见》以极高的艺术性、细腻的

感受性和深刻的主题获得博洛尼亚童书奖特别奖

后，她注入爱与温情创作余下四篇，连缀成五个

伤感又温暖的小小故事，讲述绵延不绝的思念、

欲言又止的真心、锲而不舍的梦想、形影不离的

亲密与天涯海角的牵挂。

248



〔德〕乌尔里希·扬森、

乌拉·施托伊尔纳格尔 /著

〔德〕克劳斯·恩西卡特 /绘

朱刘华、王萍、万迎朗 /译

1/16

224页

精装

42.00元（暂定）

儿童大学
Die Kinder-Uni

在世界上第一所儿童大学里，最权威、最顶尖的科学家们亲自担纲为 7 ～ 13
岁的“小大学生”们授课，他们用浅显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专业地、
多角度地、深入浅出地讲述孩子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
校教育中缺失的生命教育、财商教育，展现人性关怀。

New

千寻·小孩

读年龄

7-12岁

与儿童对话，借好奇天性培植探索热情

集学者智慧，以真知灼见促使才智发展

开蒙启智 ·启发最初的智性思索
Illumination |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n Childhood

〔日〕河野哲也 / 著

〔日〕滨野由佳、

木场杨子 / 绘

1/32

128页

精装

48.00元

儿童哲学：我听你说
対話ではじめるこどもの哲学

“为什么是这样？”爱思考的你，一定对许多事情都有疑问。其实，不同的
孩子，对不同的事，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本书中，你可以读读漫画
和对话，看看主人公是怎么讨论问题的，然后学着他们的样子，去和爸爸
妈妈、老师同学讨论问题试一试，你也许会吓一跳呢！哲学对话就是这么
简单，却能给你带来无穷的乐趣。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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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寻·小孩

读年龄

5-12岁

细嚼故事，自阅读中感知自然之美好

轻吐诗歌，自创作中展露世界之温柔

每日诗书·中国小孩专属唯美启蒙
Poetry and Story | Enlightenment to the Chinese Children

冰波 / 著

山鱼 / 绘

1/16

328页

精装

88.00元

小孩识字
Learn to Read

澄明清澈的童话，古老智慧的文字，这两者的结合，便是最伟大的想象。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童话大王”冰波老师倾力创作 60 篇识字童话，在一
个个温暖快乐、动人幽默的故事里，认知 126 个先学先用的汉字，品味汉
字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横平竖直之美。90 后新锐插画师原创精美插图，稚拙、
古朴，充满童趣，带给小读者诗意与美感的双重享受。随书附赠有声版，
专业主持人献声朗读。

New

·名家评论
冰波的识字童话，似乎总在努力唤醒孩子潜藏的一种超级能力，帮助他们
穿越条条框框，横平竖直，用最初最纯真的情感去感应文字，与文字起舞。

——曹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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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寻·小孩

读年龄

5-12岁

细嚼故事，自阅读中感知自然之美好

轻吐诗歌，自创作中展露世界之温柔

每日诗书·中国小孩专属唯美启蒙
Poetry and Story | Enlightenment to the Chinese Children

桂文亚、管家琪等 / 著

林雅萍、陈完玲、王秋香 /绘

1/16

328页

精装

88.00元

小孩故事
Stories for Children

总有些故事，深埋于心底，连接着你我的童年，触动着彼此的心灵。近
四十位著名文学作家采集童年记忆中 80 个最难忘的故事，涵盖古今中外的
经典童话、寓言、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故事……以季节分篇，春夏秋冬，
总有好故事相伴。台湾知名插画师联手绘制清新雅致插画，用独特的笔触，
奉献一场艺术盛宴。随书附赠有声版，专业主持人献声朗读。

耿媛榕、徐子涵等 / 著

美君 / 绘

1/16

144页

精装

48.00元

小孩的诗
My Little Poems

“在诗里，我可以成为我想成为的那个人。”
这是一部极具想象力的儿童诗集，来自 40 个孩子的 60 首充满童真童趣的
纯美诗歌。他们用自己纯真的眼睛，去看这个本来现实无比的世界。希望
这些真实的句子和梦幻般的想象，能让所有人在感叹孩子那犹如万花筒般
多维度想象空间的同时，深度思考我们到底应该给孩子一个怎样的童年。

New

·名家推荐
这些小故事，既像是一个个小零食，也像是一颗颗小星星，记得把它们带
给孩子，镶在他们童年的星空上，让他们的黑夜不至于空虚冰冷，而是精
彩多姿，熠熠发光。

——林文宝

·名家推荐
让诗歌之光照亮大地，让孩子们醒来，日日新。

——诗人 北岛
孩子的眼，孩子的心，日日都是新的，每天都是诗意的。

——亲近母语 徐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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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New

王烁
anusman
王烁 (anusman)，业余漫画家、漫画评论者。

一九八四年出生于抚顺，现居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版画专业毕业后赴法国留

学五年，获法国安古兰欧洲图像学院漫画硕士，期间出版《anusman 的无字漫

画 1&2》。回国后于中央美术学院教书并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

学院漫画专业讲师。

代表作：

《漫画课：漫画新语》

《门先生》

《门当弗对》



王烁 /著

1/32

200页

精装

88.00元（暂定）

王烁 /著

1/32

150页

精装

68.00元（暂定）

寻谣记
The Oldies and Their Rhymes

“童谣没有消失，只是童谣中的美和诗意消失了。”
独立漫画家王烁（anusman）以演耳团队“胡同童谣”活动为灵感，创作漫
画《寻谣记》，挖掘老人与童谣背后的温暖故事。
在寻谣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人，无论年龄有多大，经历过多少风雨
波折，走转过多少座城市，童年时常挂在嘴边的那些童谣，总是能够随时
唱起，并带来点点温暖记忆。

市井
Living City, Living Heart

一切始于一场“艺术的逃难”。在逃离的途中，画家也在不断探寻内心的所
求。随着在山间、乡野、园林和市井之中游离走转，最后画家发现，或许
真正的安宁与我们的居所并无太多联系。这场“逃难”，在到达终点之时又
好似回到了起点。
有市井方有人间，有烟火唯有真情。塑造我们的不是山间风月，而是日常
间一点一滴的积累与思考。

New

New

读人群
一切艺术爱好者

问道笔 ·多视 窥探世界万物
Draw the World |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Normal Life

纸上人生，书画捡拾记忆碎片

人间喜剧，笔墨道尽悲欢离合

千寻·艺术

253



薇薇安·嘉辛·佩利
Vivian Gussin Paley
薇薇安·嘉辛·佩利是美国著名学前教育专家、作家、演讲家，于 1929 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 2019

年逝世，曾在新奥尔良、纽约及芝加哥的幼儿园共任教 37 年。佩利在新奥尔良教书期间，即开始思

考如何在幼儿园中，运用可行的游戏扮演方式与孩子互动，提倡“游戏本位教学法”，认为游戏才是

孩子最重要的功课。

阅读佩利笔下的故事，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她对教学故事真实的记录毫不违和地将读者带入一位教育

者的内心世界，走进她的教育现场，随着她倾听到孩子的声音，与孩子平等对话。

“佩利是一个以孩子为创作素材的艺术家。她的成果就是让一群孩子能自在地生活，自在地与别人相

处。虽然这些孩子很快就会离开幼儿园，分散各地，但是每一个孩子最终都会带上一点佩利的气质。

这就是一个有天赋的教师的艺术所在。”

——《纽约时报》

1987 年获埃里克森机构颁发的儿童服务奖

1989 年获麦克阿瑟奖

1998 年获前哥伦布基金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2000 年获约翰·杜威协会颁发的社会杰出成就奖



薇薇安·嘉辛·佩利

〔美〕帕特里夏·M. 库珀 /著

孙莉莉 / 译

1/32

288页

平装

42.00元（暂定）

小小孩都需要的教室
The Classrooms All Young Children Need

库珀对佩利的许多书籍和文章进行了概括性地介绍，描绘了佩利思想的演
变，揭示了佩利教学哲学的重要特征。经过仔细分析，库珀提出了一种被
两个互补原则组织起来的教学模式：一种促进游戏和想象力的课程。在那
里，不论什么样的孩子都会受到欢迎。

〔美〕薇薇安·嘉辛·佩利/著

杨茂秀 / 译

1/32

192页

平装

32.00元

游戏是孩子的功课：幻想游戏的重要性
A Child's Work: The Importance of Fantasy Play

“假装我是你的妈妈，你是我的小宝贝。”“假装我是个隐形人，你看不见我。”
走进幼儿园里，积木区、娃娃家……处处可见孩子的幻想游戏。这些自由
进出，来来回回的“假装”，在孩子的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不只满
足了他们想象的需求，还可以让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
题，一点一滴地塑造自我。

New

读人群
所有关心
儿童内心世界的
成年人

向儿童学习·探索生命最初的可能性
Learning from the Children | Exploration from the First Years of Life

混沌初开，寻访孩子的内心世界

天马行空，捕捉儿童的哲思奥义

千寻·育人

〔美〕薇薇安·嘉辛·佩利/著

游淑芬/ 译

1/32

208页

平装

32.00元

孩子国的新约——不可以说：“你不能玩！”
You Can't Say You Can't Play

当孩子抱怨说：“他们不带我玩！”您该如何处理？佩利老师在班上订了一
条新规定——不可以说：“你不能玩！”并通过讨论、与小学生交流，探究
新规定的公平性及合理性。在这本书里，佩利老师温柔且生动地描述了儿
童的社会关系，以及被同伴忽视的孩子的内心世界。

〔美〕薇薇安·嘉辛·佩利/著

杨茂秀、黄又青 / 译

1/32

160页

平装

35.00元

沙滩上的男孩：通过游戏建立友谊
The Boy on the Beach: Building Community through Play

即使上一秒在争吵，但只要发起一个故事，孩子们就会停止争辩，而且每
一个人都会参与其中。在故事中，爱与友情是最重要的。不管什么样的角色，
只要被编入故事中，成为那个小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就没有好角
色与坏角色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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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塔利老师的教室：孩子们，我们来说故事
In Mrs. Tully' s Room: a Childcare Portrait

一个两岁的小孩到了幼儿园，老师邀他说故事，他说：“妈妈。”
这就是他的故事了。
在塔利老师的教室里，说故事好像具有神奇的魔力一样，能够化解教室里
一切的矛盾与孤独。佩利老师凭借着新闻工作者般的敏锐，为我们呈现了
一个平凡却伟大的教室，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小小生命绽放出的璀璨光芒。

〔美〕薇薇安·嘉辛·佩利/著

杨茂秀 / 译

1/32

208页

平装

35.00元

沃利的故事：幼儿园里的对话
Wally's Stories: Conversations in the Kindergarten

集体中的意见领袖是如何引发一个个话题讨论的呢？孩子们是如何理解世
间万物的呢？面对孩子们的“幼稚”观点，我们成年人应该怎么办？……
“石头会溶化吗？”一个简单的问题总会引发孩子们之间的哲学议题讨论。
孩子们将用“幻想”这一独特的思考方式，解决每一个“难题”，拥抱教室
里的每一份天真与差异。

〔美〕薇薇安·嘉辛·佩利/著

蔡庆贤 / 译

1/32

336页

平装

48.00元

直升机男孩：教室里说故事的魅力
The Boy Who Would Be a Helicopter: the 
Uses of Storytelling in the Classroom

每个集体中，总会有“与众不同”的小孩，他们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也
经常去破坏别人的世界，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办呢？佩利老师用
行动向我们证明，要向孩子学习，做孩子认真而专注的学生。孩子们会用
他们的善良与包容，让每一个小孩融入集体，感受到集体的爱与温暖。

〔美〕薇薇安·嘉辛·佩利/著

杨茂秀、陈鸿铭等 / 译

1/32

304页

平装

42.00元

〔美〕薇薇安·嘉辛·佩利/著

黄又青 / 译

1/32

192页

平装

35.00元

孩子的天使心：倾听小小孩善良的声音
The Kindness of Children

从特迪开始，佩利用她独特、毫不做作的写作魅力，将几个不同世界、不
同视角、大大小小的天使心串联在一起，也在书中带入自己年迈的母亲的
故事，将古老的道德故事与儿童的道德生活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思考一个
问题：儿童是不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懂得善良的本质？

读人群
所有关心
儿童内心世界的
成年人

向儿童学习·探索生命最初的可能性
Learning from the Children | Exploration from the First Years of Life

混沌初开，寻访孩子的内心世界

天马行空，捕捉儿童的哲思奥义

千寻·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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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和女孩：娃娃家的超级英雄
Boys and Girls: Superheroes in the Doll 
Corner

自从上了幼儿园，孩子们的游戏开始发生变化，任何事都无法改变五岁孩
子将男女分开的热情，他们到处寻找线索，希望创造出能区分彼此的、不
可更改的形象。他们因拥有创造与改变的能力而兴奋。每个男孩和女孩，
都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他们便会非常乐意将内心世
界展现在我们面前。

〔美〕薇薇安·嘉辛·佩利/著

王亚珺 / 译

1/32

288页

平装

42.00元

坏人没有生日：四岁孩子的幻想游戏
Bad Guys Don't Have Birthdays: Fantasy 
Play at Four

当我们更在乎孩子们在说什么、想什么时，才能感受到他们的节拍，听到
他们未说出口的话。孩子是幻想游戏的高手，坏人、宝宝和生日，这些日
常的游戏主题里，隐藏着孩子们大多数的秘密。我假装，所以我存在，我
假装，所以我知道，我假装，所以我不害怕。观察与倾听，让我们遇见最
真实的孩子。

〔美〕薇薇安·嘉辛·佩利/著

查敏、马志娟 / 译

1/32

256页

平装

38.00元

读人群
所有关心
儿童内心世界的
成年人

向儿童学习·探索生命最初的可能性
Learning from the Children | Exploration from the First Years of Life

混沌初开，寻访孩子的内心世界

天马行空，捕捉儿童的哲思奥义

千寻·育人

〔美〕薇薇安·嘉辛·佩利/著

孙莉莉 / 译

1/32

352页

平装

48.00元

莫莉三岁了：在幼儿园长大
Mollie is Three: Growing Up in School

“等我四岁时，我就快要三岁了。”幼儿不经意的一句话，流露出对成长
的渴望。在幼儿园的集体生活中，在现实与幻想的交错中，长大是一件美
好并值得期待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繁复的图案逐步显现，又逐步沉
淀。佩利老师通过记录一个叫莫莉的小女孩在她三岁那年与幼儿园小伙伴
一起长大的故事，提醒我们关注一个议题：发展过程本身。

New

New

New

257



查敏、钟磬等 / 著

1/32

320页

平装

48.00元

教育的另一种可能：13 个在家上学
的真实故事
Homeschooled in China: 13 True Stories

有这样一些孩子，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去学校上学，而是选择“在家上
学”。这种选择背后，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过程中也伴随着质疑、纠结、迷
茫、焦虑……尽管如此，这个群体仍然在不断壮大……本书收录了 13 个在
家上学的真实故事，不同的家庭，相同的选择，让我们跟随作者的忠实记录，
去感受他们的苦辣酸甜，了解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日〕岸见一郎 / 著

渠海霞 / 译

1/32

216页

平装

42.00元

不管教的勇气——跟阿德勒学育儿
子育ての勇気

“佛系”家长就是不负责？畅销书《被讨厌的勇气》作者岸见一郎的育儿著
作，以阿德勒心理学知识为理论依据，用哲学观点结合真实案例，为我们
讲述如何让孩子学会真正的独立，如何帮助孩子正确地面对学习，如何与
孩子构建起更加融洽、和谐的亲子关系等。通过淡定坦然的不管教，为孩
子赋予自我成长的勇气和动力。

徐美玲 / 著

1/16

384页

平装

68.00元（暂定）

阅读的秘密
The Secret of Reading

孩子不爱阅读怎么办？读完就忘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的孩子就能做到
过目不忘？……
为找到这些问题背后的答案，作者徐美玲以认知科学、脑神经科学、儿童
发展心理学、符号学四大学科为理论支撑，将各个年龄段细分，分析了几
乎所有可阅读的图书类型，客观、公正地给出阅读建议，解开儿童阅读的
奥秘，帮助孩子更好地阅读。

〔日〕村上绫一 / 著

渠海霞 / 译

1/32

240页

平装

42.00元

培养孩子的理系脑
子どもの一生を決める「理系脳」の育て方

理系脑，即不偏科的均衡发展的大脑，强调的不仅仅是出色的运算能力，
还包括逻辑思维能力、阅读理解能力、解题能力、记忆力……父母只需稍
稍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孩子形成理系脑，让他们更偏重
于细节和逻辑，处理问题成熟而缜密，从而更好地适应变化莫测的社会和
世界，从容应对各种挑战。

New

New

读人群
家长、老师

学无止境·破 父母教养迷思
Never Ending Learning | Breaking the Myth of Parenting

婴儿、幼儿、少儿，探讨 0 ～ 12 岁各阶段教养重点

健康、教养、能力，解决家庭教育诸领域基本问题

千寻·育人

258



林薇 / 著

1/16

224页

平装

42.00元

孩子学习不用愁
Learn More Effectively

继《唤醒儿童学习力》之后，金色雨林学习能力研究中心创始人、儿童教
育心理学家、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林薇老师又一著作。书中从九大能力入手，
设计诸多游戏方案，针对性地改善孩子的学习问题，让孩子在游戏中提高
学习能力，增进学习效率，学会主动学习、轻松学习、高效学习。

林薇 / 著

1/16

272页

平装

38.00元

唤醒儿童学习力
Your Child Can Learn Better
当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时，家长们会笼统地认为是孩子学习
不认真、不好学、粗心贪玩所致，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孩子学习能力发展失
衡造成的。每个孩子由于基因、环境等诸多因素，在出生时就具有差异，
这种差异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林薇老师经过 22 年研究与实践，设
计 84 个家庭游戏方案，针对性改善孩子具体学习问题，30 余万孩子亲身
实践后改善学能并受益终身。

〔美〕杰里·威科夫 /著

〔美〕巴巴拉·优内尔 / 著

金黎晅 / 译

1/16

256页

平装

34.80元

这样管教更有效
Discipline without Shouting or Spanking

孩子不爱吃饭、爱发脾气、顶嘴……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出现这一系列问
题时，我们才会明白，“成为一位父亲或母亲比生育一个孩子要艰难得多”。
本书作者通过 40 多年的行为研究和实践经验，针对学龄前儿童最日常的行
为问题，从“如何预防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两方面，给出了建立在
儿童行为心理学基础之上的最有效、最实用的解决方法。爸妈不抓狂，管
教更省心。

口袋育儿 / 主编

戴耀华、张帅明 / 审订

1/16

304页

平装

38.00元

这样育儿不靠谱
Misunderstandings in Parenting

有态度的微信公众号口袋育儿在五年来回答父母的 16 万个育儿问题中，精
选新手父母特别关心的 100 个问题，整理和解读国际权威儿童医学、心理、
行为等科学研究，帮助新手父母破解养育迷思，解决育儿过程中频繁出现
的“疑难杂症”！

读人群
家长、老师

学无止境·破 父母教养迷思
Never Ending Learning | Breaking the Myth of Parenting

婴儿、幼儿、少儿，探讨 0 ～ 12 岁各阶段教养重点

健康、教养、能力，解决家庭教育诸领域基本问题

千寻·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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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规律》《高效思维》 《迷人数学》《百变推理》

·系列简介
数字运算、图形规律、逻辑推理……
精选康思谜题经典题型，由易到难编排，难度层层递进，
有效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让孩子爱上思考，头脑更聪明。

·康思谜题
世界最大的逻辑谜题出版商和制作商，每年创造超过 25000 道新谜题，谜题丰富，趣味性强，富有创造性，
能够锻炼多种思维能力，深受全世界数以百万的谜题爱好者追捧。

New New

《有趣图形》《缜密逻辑》

New New

New New

读年龄
6-12岁

开本
1/16

定价
29.80元（暂定）

千寻·智力
Train Your Brain
头脑游戏·多 度全方位训练大脑

快速激发6～12岁孩子的思考力

让孩子拥有一颗爱思考的大脑

善于发现问题，用智慧解决问题

康思谜题（Conceptis Puzzles），风靡全球的思维谜题

深受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数以百万的谜题爱好者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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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点成线

答案

填方块 点亮迷宫

读年龄
6-12岁

开本
1/16

定价
29.80元/册（暂定）

数独、数壹、数墙、数和、数回、连数字、连点成线

填方块、点亮迷宫、摩天大楼、井字格、岛、战舰、像素填空……

丰富有趣的思维谜题，

有效锻炼逻辑思维能力、专注力、记忆力、空间想象力、观察力、理解力等多种能力

康思谜题（Conceptis Puzzles），风靡全球的思维谜题

深受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数以百万的谜题爱好者追捧

千寻·智力
Train Your Brain
头脑游戏·多 度全方位训练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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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简介
全世界聪明孩子都在玩的思维游戏书— —门萨少儿·挑战你的大脑系列，谜题类型丰富，涵盖了小学阶段数学课程中的四大类别知识内容：
计算、图形、应用题、智巧趣题。题型设置丰富灵活，且兼具创新，趣味性强，能够更好地调动孩子的解题热情，特邀奥数名师提供详
细的解题思路分析，有效提升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数学兴趣，让孩子的思维更开阔、头脑更灵活。

《脑力之巅》

《疯狂数字》

《极限挑战》

《记忆专家》

《超强思维》 《逻辑高手》 《智力风暴》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读年龄
6-12岁

开本
1/16

定价
25.00元/册

千寻·智力
Train Your Brain
头脑游戏·多 度全方位训练大脑

培养 6～12 岁孩子数学兴趣与逻辑思维必备书

罗辑思维、新东方、尹建莉、憨爸、三川玲、粲然、脑力达人陈岑、常方圆、贾立平、奥数名

师陈平等真诚推荐

·2016 年度百佳童书
·2018 年度家庭教育影响力图书 TOP 榜“家长育儿育己影响力图书”

畅销百万册的思维谜题升级版，新增奥数名师详述解题思路

高智商俱乐部门萨官方出品，专为 6 岁以上孩子量身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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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简介
推理、想象、计算、观察……近 3000 道谜题，
你不只可以在一个悠闲的下午感受到解谜过程的酣畅淋漓，
更多短而小的谜题可以让你在这个快餐时代利用碎片时间来证明自己。

《思辨之趣》 《推理之道》《逻辑之美》

·专家力荐
横看成岭侧成峰……很多时候角度的不同，能让人看到不一样的答案，谜题则可以让你体验到不同人的想法，有时候试着用他人的逻辑
或角度去思考答案，也是种有趣的体验……

——王昱珩

很多人听过但又不太了解的名词中，“门萨”一定算一个。“超高智商”“天才”都与神秘的门萨深度绑定。IQ 到底覆盖哪些方面的能力？
天纵奇才还是后天造就？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门萨思维谜题系列一步步给你答案。解谜的过程，峰回路转且峰峦叠翠，引人入胜
且引人回味，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智商风暴，一趟不可错过的头脑旅程。

——陈铭  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   《奇葩说》主力辩手

《最强大脑》王昱珩、《奇葩说》陈铭、数独专家陈岑、益智专家常方圆、新东方、微信

大V“憨爸在美国”等联袂推荐

破解门萨思维谜题，享受一场酣畅淋漓的头脑风暴

全球高智商俱乐部门萨（Mensa）官方出品

锻炼思维，提升思考效率，一眼看透事物本质

Train Your Brain
头脑游戏·多 度全方位训练大脑

读人群
8岁以上

烧脑爱好者

装帧
平装  1/12

定价
128.00元/册

千寻·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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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中心

孙燕涛（总经理）

王秋贤（经理）

吴丽华（助理）

聂亚超（区域经理）

尹春利（区域经理）

郜明丽（区域经理）

方　扬（区域经理）

王秋贤（代理）

王　彤（区域经理）

唐凌燕（区域经理）

王振军（区域经理）

孙　雨（区域经理）

联系电话

010-88356825  13910293964

010-88357930  13811704565

010-88357790  13810984845

13810931733

010-88356858  13717519133

010-88357930  18601243536

13003696003

010-88356860-802  13811704565

010-88356859  13501395301

13826006548

010-88357790  13717854120

010-88356856  13801023667

储运部

李书顺（经理）

袁国强

联系电话

13671249788

0316-6531127

负责地区

当当网

云南

四川、重庆、贵州、甘肃、青海、新疆

河北、天津、宁夏、山西

京东网上商城

浙江、江西

（新华、民营）安徽、上海、
（新华）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

社群团购

广东、广西、海南、福建

（民营）山东、江苏、内蒙、吉林、辽宁、黑龙江
（新华）内蒙

北京、陕西、河南、湖南、湖北
（新华）江苏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91号国图文化大厦5层E01

禹田文化传媒官方网站：www.utoping.cn     电话 ：86-10-88356861

禹田文化天猫旗舰店：bjythfts . tmal l . com     禹田文化传媒官方微博：[新浪 ]weibo.com/yt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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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田文化传媒

UTOP 

was founded in June, 1999. 

For years UTOP'S continued focus 

IS on serving the youth market. 

We have a highly successful 

list including many 

famous children's laureates 

and also an extensive list of bestsellers

in young children books, 

teen books and also 

young adult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