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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经典童话新编（3 册）
英文书名：Little Red Reading Hood/ Three Little Pigs and 
The Big Bad Book/A Hero Called Wolf
作　　者：Lucy Rowland, Ben Mantle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24×280 mm
出版日期：2021

毕肖普斯托特福德图画书奖获奖插画家创作，当经典童话偏离
了原本的故事方向，又会产生怎样的乐趣？系列共 3 册：《小
红帽爱读书》《三只小猪和一本大坏书》《一个叫做狼的英雄》。

中文书名：我的爸爸是头灰熊 / 我的妈妈是头狮子
英文书名：My Dad Is A Grizzly Bear/My Mum Is A Lioness
作　　者：Swapna Haddow, Dapo Adeola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80×237 mm
出版日期：2022

塞恩斯伯里童书奖、谢菲尔德童书奖短名单入围作者和水石童
书奖获奖绘者联合创作。本系列共 2册：《我的爸爸是头灰熊》
《我的妈妈是头狮子》，通过温情的小故事展示爸爸妈妈与孩
子间的紧密联系。

中文书名：爱丽丝梦游仙境 / 镜中奇遇记
英文书名：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作　　者：Jeanne Willis, Ross Collins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50×280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德国童书奖、英国聪明豆图书奖银奖获得者，凯特格林威奖入
围插画家 Ross Collins 再绘经典。你是否也像爱丽丝一样，
有时候能进入仙境？来跟随爱丽丝下到兔子洞中，与这一经典
儿童文学中的标志性人物一一打招呼吧！

中文书名：当你微笑的时候
英文书名：When You Smile
作　　者：Charles Fuge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65×260 mm
出版日期：2022-10

麦克米伦奖、鹅妈妈奖获奖作家创作。来陪伴一只树懒和其年
幼的宝宝，一起探索他们周围美丽的热带世界，分享微笑带来
的快乐。无论晴天、雨天、好日子还是坏日子 ...... 每一个微
笑都是珍贵的，因为它来自你爱的人。本书倾情描绘了幼儿与
其监护人之前的亲密关系。作者前作《在一起》版权存在。

中文书名：艾拉和海浪
英文书名：Ella and the Waves
作　　者：Britta Teckentrup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5×245 mm
出版日期：2022

凯特格林纳威奖获奖作家 Britta Teckentrup 新作。艾拉独自
坐在一艘小船上，与像山一样高的海浪搏斗。海底的一个声音
告诉她，她将永远无法靠岸，她永远不会安全。但也有善良的
声音给予她鼓励、支持和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艾拉找到了
勇气，发现自己从来都不孤单。

中文书名：啊！恐龙都去哪儿了？
英文书名：Brrr! Where Did the Dinosaurs Really Go?
作　　者：Kes Gray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5×245 mm
出版日期：2022-04

百万畅销作者、红房子童书奖获奖作家 Kes Gray 新作。冰河
时代即将来临，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冷，恐龙也越来越无法适
应气温。只有一样东西能让它们保暖：羊毛套衫！但是恐龙不
会织毛衣呀！快翻开本书看看当冰河时代来临时恐龙到底发生
了什么吧。

中文书名：跳蚤找新家
英文书名：Flea Seeks Dog
作　　者：Will Mabbitt, Nathan Reed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0×275 mm
出版日期：2021

跳蚤已经准备好了，是时候找一只新狗狗当家了。他遇到了各
种形状和大小的狗狗——但是没有一个符合他的胃口。跳蚤马
上意识到找到正确的同伴没那么容易，他还能找到最佳伴侣
吗？

中文书名：天空之歌
英文书名：A Song Full of Sky
作　　者：Ruth Doyle, Britta Teckentrup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300×240 mm
出版日期：2020

凯特格林纳威奖获奖作家 Britta Teckentrup 作品。从奔腾的
马到满身花纹的猫头鹰，再到晒太阳的花朵和柔软的蜜蜂，本
书颂扬了大自然的美丽和奇观，旨在鼓励孩子们探索大自然的
力量，从而提高幸福感，消除烦恼和焦虑。  

中文书名：便便超人
英文书名：Superpoop
作　　者：Sam Harper, Chris Jevon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0×250 mm
出版日期：2021

只需完成一次拯救，便便超人就能在超级英雄联盟中赢得一席
之地。但是每当他试图拯救世界的时候，总有另一个英雄先到
达那里。便便超人能获得机会证明自己吗？

中文书名：午睡时间
英文书名：Nap Time
作　　者：Sibylle Delacroix
原出版社：Mijade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25×275 mm
出版日期：2022

每个夏天，我都会在奶奶的房子里住上一周，那里有很多很多
好玩的东西，所以我们每天都起得很早。然后就到了午睡时间，
奶奶会帮我关上百叶窗，只要我将百叶窗重新打开，我就会经
历一场神秘的冒险。本书通过一个充满了想象力的故事带小朋
友们游览美妙的艺术世界。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68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69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39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18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18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19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028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027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26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483.html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网址◎ www.ca-link.cn 　微博◎ www.weibo.com/calink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慧忠北里天创世缘 310 号楼 802 室　邮编◎ 100012　Phone ◎ 010-52668756　Email ◎ rights@ca-link.com

联系人：Carol QQ_2366848272 　Summer QQ_ 2075581269　Jessi QQ_ 3409890997　 Courtney（数字授权）QQ_ 1538344151　Annty（港台）QQ_ 1063776673

凯琳国际文化版权
2021年上海童书展书目（ ）

*　04　*

011

013

015

017

019

012

014

016

018

020

中文书名：拯救玩偶大作战
英文书名：SOS Lovey
作　　者：Thierry Robberecht, David B. Draper
原出版社：Mijade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25×275 mm
出版日期：2021

警报警报！发现了失散的宝贝玩偶！老鼠小队开始工作！首
先，他们把玩偶抱上救护车带走。然后，他们帮他缝制一新。
最后，他们在城市中穿行，通过雷达捕捉孩子们哭泣的声音——
这是找到玩偶主人的唯一方法！让我们沉浸在城市中意想不到
的小小世界里吧！在那里，小老鼠是超级救援人员！在那里，
宝贝玩偶们终于恢复了生机！

中文书名：小熊的故事
英文书名：Bear Story
作　　者：Lauren Simon, Christian Merveille
原出版社：Mijade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25×275 mm
出版日期：2021

一天早上，一只小熊沿着森林的边缘散步，他忍不住自言自语
到：好像我的生活总是一成不变，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
有发生？等等！那是什么！这是一个充满了诗意与安宁的小故
事，它将带我们一窥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其实生活的每一
刻都可以像一场美丽的冒险。

中文书名：尾巴围巾
英文书名：A Scarf for a Tail
作　　者：Natalia Shaloshvili
原出版社：P193
图书页码：24
图书开本：220×220 mm
出版日期：2020

一只小老鼠织了一条围巾，她还剩下一些毛线，刚好够再织一
条大围巾。但是这条大围巾要给谁用呢？小老鼠决定去冬天的
森林里散步，寻找那个合适的人。一个关于友谊与分享的暖心
小故事。

中文书名：红手套
英文书名：The Red Wool Muffle
作　　者： Francesca Pirrone
原出版社：P173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00×290 mm
出版日期：2021

在世界的最北端有一片终年积雪的土地，有一天，一个高大的
男人丢失了他的红色羊毛手套……但是这手套没有被忽视，对
在雪地里冻得不行的小动物来说，它是多棒的栖身之地呀！

中文书名：金星金星，听到请回答
英文书名：Allo Vénus
作　　者：Michaël Escoffier
原出版社：Balivernes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166×216 mm
出版日期：2021

Margot 正在执行一项神秘任务——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她
头上戴着纸板做的头盔，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宇航员一样，探
索着房子。在路上，她目睹了两个奇怪的生物（代号：妈妈和
哥哥）的战斗。随后她又跑向花园，继续探索！哥哥被这个无
聊幼稚的游戏弄得心烦意乱，最终一把毁掉了她的头盔。但另
一个神秘的生物会来帮助 Margot，这下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
的大孩子吧！

中文书名：我会陪在你身边
英文书名：I'll Be There
作　　者：Karl Newson, Rosalind Beardshaw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0×270 mm
出版日期：2022

一本绝佳的睡前读本。本书温暖人心，讲述并赞美了动物宝宝
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常伴左右的父母之爱。当小老鼠在玉米地玩
耍时，小老虎学习如何咆哮时，雏鸟面对黑暗带来的恐惧时，
有谁在身旁帮助它们？当然是它们的爸爸妈妈！要知道，爸爸
妈妈对孩子的爱与支持永不改变！

中文书名：亲爱的宝贝系列（4 册）
英文书名：When I Became Your…
作　　者：Susannah Shane, Britta Teckentrup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24/ 册
图书开本：255×255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国际著名畅销书插画家 Britta Teckentrup 最新作品。本温情
系列主要围绕亲情展开，展示了小朋友和亲人之间美好且紧密
相连的情感纽带。画面表现细腻丰富，主角选用了熊猫、狮子
等可爱形象，生动有趣。适合小朋友和家人睡前共读！系列 4
册主题分别为：祖母，祖父，兄弟和姐妹。

中文书名：燕鸥的南下迁徙之旅
英文书名：Time to Move South for Winter
作　　者：Clare Helen Welsh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0×270 mm
出版日期：2021

荷兰语版权已售。绘者获 2019 年英国水石童书奖。在北极冰
冷如镜的水域上空，一只小小的北极燕鸥踏上了世界上最长的
迁徙之旅。途中，它碰见了座头鲸、驯鹿、加拿大雁和帝王蝶
等，它们都在进行着南下过冬之旅。当北极燕鸥终于到达目的
地时，它必须在南极洲的岩石海岸边找到一个新家 ...... 直到
它再次回到北方的天空。

中文书名：一个特别的地方
英文书名：Somewhere
作　　者：Jeanne Willis, Anastasia Suvorova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50×290 mm
出版日期：2020

知名获奖儿童作者 Jeanne Willis 联合插画届新秀创作，一个
富有想象力的回家之旅。Oscar 厌倦了父母提出的问题，所以
他决定逃到花园的尽头，然后消失在无名之地——那是一个充
满想象力的世界。在那里，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情。
但是，经过一天的奔波，搭建自己的营帐等事情，他开始感到，
嗯，竟有有点孤独。最后，Oscar 决定要开始他真正的旅途，
那就是回到那个最特别的地方——家。

中文书名：小象侦探
英文书名：The Elephant Detectives
作　　者：Ged Adamson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0×270 mm
出版日期：2022

绘者曾入围 2020 年 Goodreads 选择奖。哦，天呐！ Alan 把
他的小象弄丢了！幸好，Edie 这位小象侦探知道要去哪儿找
丢失的小象。他们一起发现了甜甜圈商铺，研究了恐龙的骨头，
还坐着缆车找遍了整座城市，但是还是没能找到小象。Alan
还能找回小象吗？也许在此过程中，他还能找到……一位新朋
友？快加入他们，开启一段幽默诙谐的探险之旅吧！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60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12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55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54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29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47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46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99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46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0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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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就这点儿事
作　　者：朴贤珠
原出版社：Iyagikot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07×224 mm
出版日期：2019

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下雨了，而小朋友正好没带伞。于是她只
能带着忧虑的表情望向淅淅沥沥的雨点。没错，只要翻开这本
书，看到第一页，就能猜到这样的故事在学校并不少见。大家
小时候或许都有过那么几次忘带伞的经历。那么，这本图画书
的主人公是如何应对下雨天没带雨伞的情况的呢？

中文书名：这是秘密
作　　者：朴贤珠
原出版社：Iyagikot
图书页码：36
图书开本：215×226 mm
出版日期：2016

繁体版权已售。弟弟向姐姐提起养宠物的请求，“不行，妈妈
不会答应的。”姐姐边打电动，边不耐烦地向弟弟泼冷水。终
于，弟弟委屈地嚎啕大哭。为了安抚弟弟，姐姐只好放下手机，
带领弟弟一起幻想养动物的场景。弟弟天马行空的提问，姐姐
头头是道的创意回答接招，随着两人之间的交流愈来愈密切，
想象力开始运转，一个无边无际的想象世界，就此在一个小房
间里展开了。

中文书名：这是我的饼干！
英文书名：It’s My Cookie ！
作　　者：BAEK Ju-Hee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44
图书开本：210×250 mm
出版日期：2014

哥哥和妹妹围绕饼干开启的战争！爸爸带回家的饼干真是太好
吃啦，可是现在就只剩下三个了！妈妈说我明天放学之后才能
再吃。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一直心心念念着饼干：天啊！要
是妹妹在我回家前吃了两个怎么办？不，它们是我的！我比妹
妹大，我应该吃两个才对。等等，万一妹妹把三个全部都吃完
了，那怎么办！

中文书名：你也掉了东西吗？
作　　者：车载赫 / 文 崔恩英 / 绘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28×299 mm
出版日期：2019

繁体版权已售。故事图画中藏有细节，每一页都有让读者细细
查找的乐趣。 两兄弟正帮妈妈跑腿买水果时，天空突然下雪
了！水果摊的阿姨吓了一跳，旧书摊的老板赶紧打包收摊，外
出办事的先生露出了懊恼表情。小朋友们则一个个推开窗户，
微笑看着天空，纷纷奔跑到了室外玩耍。雪下了一会儿，突然
停了，地上多了好多五颜六色的小东西。仔细观察，透过线索，
找找这些失物是谁的吧！

中文书名：泰迪熊回归之旅
英文书名：The Lost Property Office
作　　者：Emily Rand
原出版社：Tate Publishing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60×203 mm
出版日期：2018

繁体版权已售。小女孩和妈妈一起搭火车去外公家，匆忙下车
后，才发现她的泰迪熊还在火车上。泰迪熊好像再也找不回来
了，小女孩很难过，晚上睡觉时梦到泰迪熊带她去了一个神奇
的房间，大家遗忘或遗失的东西都在里面……她的梦境让外公
想到了一个好方法，于是外公带着她回到忙碌的车站，来到失
物招领室，小女孩能不能顺利找回她的泰迪熊呢？

中文书名：西瓜司机
英文书名：The Watermelon Driver
作　　者：Antonio Rubio, Emilio Urberuaga
原出版社：Kalandraka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20×200 mm
出版日期：2021-08

梦想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污染和忙碌的生活让位于自然和幸
福。通过孩子们纯真且充满创造性的眼睛，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城市。但即使在这样
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也会发生不寻常的事情。就像一颗小小的
西瓜种子发芽，生长，开花，果实缠绕在灯笼里，最终变成一
株发光的藤蔓。

中文书名：巴黎猫咪
英文书名：Paris Cat
作　　者：Dianne Hofmeyr, Piet Grobler
原出版社：Authorization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30×280 mm
出版日期：2020-05

荣获 2021 年白乌鸦奖 ! 获奖作家关于追寻梦想、不忘初心的
动人故事！来自巴黎后巷的一只时髦的猫咪认为她和其他乌合
之众很不一样。任何事，只要她想做，就一定能做到！于是她
离开家人开启了探索巴黎的旅程。此间，她遇见了传奇歌手琵
雅芙；在一个高级时尚工作室创造设计作品；甚至与臭名昭著
的舞蹈家约瑟芬·贝克和她的猎豹共舞。但，这真的是她想要
的生活吗 ? 她的朋友和家人呢 ?

中文书名：小老鼠的冒险（3 册）
英文书名：Mice series
作　　者：Oli, Natalia Colombo
原出版社：Kalandraka
图书页码：36/ 册
图书开本：220×220 mm
出版日期：2015-2021

本系列用诗歌一般的语言叙述了小老鼠一家的冒险故事，画风
可爱，语言平实易懂，讲故事的同时蕴含着小道理，让小读者
沉浸在故事中！系列 3 册分别为：《偷吃的小老鼠》《小老鼠
去旅行》《小老鼠在学校》。

中文书名：艾娃爱上戴眼镜
英文书名：Ava’s Spectacular Spectacles
作　　者：Peter Whitfield, Angela Perrini
原出版社：Authorization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0×225 mm
出版日期：2022

艾娃讨厌她的眼镜，有时她会选择不戴它，即使戴眼镜会帮助
她看得更清楚。艾娃的老师库克太太很理解她，没有直接强迫
她戴上，而是打开了一本童话书。库克太太一个接一个地将故
事讲给艾娃听。故事中的所有主要人物都可以通过戴上眼镜来
避免他们会遇到的麻烦。最后，艾娃发现，戴眼镜原来没有这
么糟糕呀！

中文书名：停止计时！
英文书名：Stop the Clock!
作　　者：Pippa Goodhart, Maria Christania
原出版社：Authorization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0×275 mm
出版日期：2022-02

乔上学又迟到啦，一家人匆忙冲向学校！一路上小宝宝波比哭
个不停，一切都忙乱不堪！乔错过了发生在他周围所有美好的
事情。当老师给了他一个任务——画下他在上学的路上看到的
一切，乔决定停下脚步去留心观察他周围的事物。很快，事情
开始发生转变，乔也学会了去花时间欣赏和注意身边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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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人类小镇
英文书名：Human Town
作　　者：Alan Durant, Anna Doherty
原出版社：Authorization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0×275 mm
出版日期：2022-04

小象朱尼尔和他的大象家人要一起去参观人类小镇啦，他非常
兴奋！在那里，他们可以观察小镇上的人类这一神奇物种。可
这种新奇感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们注意到人类正在造成各种
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将导致人类自己的灭绝。朱尼尔希望这
永远不会发生在大象身上！

中文书名：命名游戏
英文书名：The Name Game
作　　者：Elizabeth Laird, Olivia Holden
原出版社：Authorization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30×275 mm
出版日期：2022-06

小女孩在家很无聊，都没人陪她玩！于是她决定走进周围的大
自然，和动物们玩起名字的游戏——给所有的动物都想一个神
奇有个性的名字 ! 很快，她就进入了一个可以自己玩耍的有趣
的想象世界。

中文书名：最棒的睡前故事（11 册）
英文书名：The Great Bedtime Story
原出版社：P213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155×200 mm
出版日期：2021

以更贴近孩子的方式讲述伟大历史神话人物的故事。系列 11
册分别为：《安妮·弗兰克与藏身公寓》《贝多芬与命运交响
曲》《哥伦布与惊人发现》《古斯塔夫·埃菲尔与铁塔》《海
伦，特洛伊囚犯》《大力神与十二大功》《玛丽·安托瓦内特—
法国最后一任王后》《梅林魔法师》《巴斯德与生命的抗争》
《尤利西斯的神奇之旅》《宙斯与众神诞生》。

中文书名：小心大灰狼！
英文书名：Keep your Eye on the Bad Wolf!
作　　者：Juan Arjona
原出版社：P162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26×226 mm
出版日期：2022-02

关于童话故事的互动性绘本。大灰狼消失了！我们只知道他吃
了午饭，刷了牙后小睡了一会儿，下午五点钟就开车出去兜风
了。而这也是羊群最后一次看见他。从第六页起，狼便消失得
无影无踪。从这里开始，小朋友将会读到《小红帽》《爱撒谎
的牧羊人》 等童话，但仍然找不到恶狼的迹象。你知道大灰
狼可能在哪儿吗？小心背后，他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近哦！ 

中文书名：等我长大后
英文书名：Later, When I'm Grown Up
作　　者：Bette Westera, Mattias De Leeuw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40×300 mm
出版日期：2021-08

一场脑洞大开的发现之旅！妈妈和孩子一起去了泳池。等下，
他们去的是……热带雨林？一起沉浸到孩子奇幻的想象世界，
探索那些离奇的梦境。等我长大以后，我就会变得非常勇敢，
敢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看不到尽头的地下隧道里漫步；在
热带雨林里抓狼蛛；在喧闹的鼓声中，穿着闪闪发光的衣服；
双手凌空，坐在高空秋千上……

中文书名：一根绳子飞上天
英文书名：A Rope up in the Air
作　　者：Mattias De Leeuw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0×320 mm
出版日期：2020-09

荣获 2021 年白乌鸦奖 ! 色彩缤纷的大开本绘本，跟着这个好
玩的故事，展开冒险之旅。一根绳子飞过天空，带上了一个游
泳健将，一个消防员，还有一个逃犯。还有谁会攀上绳子，加
入他们呢？渐渐地这些人也加入了他们：救生员，警察……但
是，这根绳子是从哪来的？

中文书名：哪个是妈妈的屁股？
英文书名：Which Bum's Mum's?
作　　者：Jonny Leighton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8×240 mm
出版日期：2022-08

关于斑马瑞格穿越大草原的滑稽故事！一只小斑马发现自己在
一场大踩踏事件后迷路了，他很孤单。但他知道，只要他留心
妈妈独特的条纹屁股，就能再次找到家。一路上，他会遇到大
的，小的，斑点的，多毛的，臭的，有鳞的，老的，属于愤怒
的鳄鱼，巨大的长颈鹿，懒惰的狮子和更多动物的各种屁股。

中文书名：火车上有一只熊
英文书名：There's a Bear on the Train
作　　者：Tom Wouters, Rosalien Helsen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0×320 mm
出版日期：2021-06

一起加入火车旅行，看看流言传播的速度有多快！蒂姆和爷爷
一道乘火车去动物园。蒂姆最喜欢的泰迪熊也跟着去了。到了
第一站，一个男人上了火车，他嚷嚷道：“你带了只熊坐火车？
熊应该关在笼子里！”坐在蒂姆和爷爷后面的男人也害怕了。
火车上真的有一只熊吗？火车向前行驶，故事也慢慢展开，发
生的事越来越多……让我们一起祈祷故事有个好结局吧！

中文书名：海边的一天 / 独自在家（2 册）
英文书名：A Day by the Sea/Home Alone
作　　者：Barbara Nascimbeni
原出版社：P149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35×190 mm
出版日期：2022

弗里多不是一只普通的狗狗。虽然它的主人把它看作是她的“小
甜心”，但实际上，它是一只更加复杂的狗，有着非常丰富的
个人生活。在海边，它有太多想玩的游戏啦！要挖沙堡、要冲
浪、要和新朋友一起去提克托克岛，当然少不了它夏天最喜欢
的冰淇淋啦！那么在主人发现它的踪迹之前，弗里多能找到回
去的路吗？而当它独自在家时，它又放飞自己，把一切搞得一
团糟，它能掩盖自己的行为不让主人发现吗？

中文书名：Emma Lazell 小恐龙绘本系列（2 册）
英文书名：Georgie Grows a Dragon/ T-Rex Made a 
Masterpiece
原出版社：P300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80×220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绘本界新星 Emma Lazell 的可爱绘本作品，插图明亮缤纷，
极富表现力！系列 2 册分别为：《乔吉种出一条龙》关于建立
友谊、解决问题的暖心有趣故事；《霸王龙放大招》讲述如何
找到自己的风格，如何从错误中学习，如何尝试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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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青蛙不想睡觉
英文书名：The Froggies Do NOT Want to Sleep
作　　者：Adam Gustavson
原出版社：A18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367×283 mm
出版日期：2021

一场滑稽而富有想象力的冒险，让你的小青蛙们进入梦乡！自
从《大卫·维斯纳的周二》以来，青蛙们还没有这么愉快过呢 !
著名插画家 Adam Gustavson 的这部热闹的作品展示了各种各
样的就寝方式，当你可以拉手风琴，跳水下芭蕾，和奇怪的外
星生命进行打嗝比赛时，为什么还要上床睡觉呢 ? 对于那些有
充分的古怪理由解释为什么还不睡觉的孩子来说，这些青蛙的
滑稽动作会让他们开怀大笑。

中文书名：蜗牛弗拉基米尔
英文书名：Vladimir the Snail
作　　者：Mojca Osojnik
原出版社：Mladinska knjiga
图书页码：36
图书开本：240×260 mm

蜗牛弗拉基米尔启程前往附近的花园，想在那儿的生菜上饱餐
一顿。由于自己的速度太慢，它就请动物朋友帮忙把自己迅速
带到花园。不过，有的朋友帮了倒忙。最后，蜗牛决定自己行
动。“欲速则不达”这话说的真没错。

中文书名：小海象
英文书名：The Little Walrus
作　　者：Peter Svetina, Mojca Osojnik
原出版社：Mladinska knjiga
图书页码：36
图书开本：245×245 mm

提名 2004 年斯洛文尼亚原创绘本奖。 几年前，小海象的冒险
故事出版为两本书；现在，我们合二为一，以大开本绘本再次
呈现这个精彩故事。在第一篇故事中，小海象不想剪指甲，但
正因如此，他在极地管弦乐团找到了工作，成了那儿的一名低
音提琴手。在第二篇故事中，小海象近视了。尽管戴眼镜的小
海象有些引人注目，但最后一切都好起来了。

中文书名：情绪海洋（6 册）
英文书名：The Emotion Ocean (6 title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10×19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将各种情绪融入趣味小故事，旨在帮助儿童认识自己的
情感和情绪，学会培养积极的人际关系，并促进良好的行为习
惯。系列 6 册分别为：《生气的神仙鱼》《嫉妒的章鱼》《害
羞的鲨鱼》《伤心的剑鱼》《担心的鲸鱼》《害怕的海星》。

中文书名：小狼蒂卢系列（20 册）
英文书名：Blue Tilou series
原出版社：P213
图书页码：24/ 册
图书开本：165×165 mm
出版日期：2021

法国售出超过 51,000 册！蒂卢是一头淘气可爱，想象力丰富
又有一点点固执的小狼！本系列旨在引导孩子们培养良好的生
活习惯。系列 20 册分别为：在奶奶家、永远说“不 "、踢足球、
洗澡时间、蒂卢的装扮、蒂卢想要一个滚动式便盆、蒂卢想找
蛋、蒂卢不想生气、蒂卢不想睡觉、爱妈妈、爱爸爸、蒂卢的
假期、蒂卢想上学、在雪中玩耍、去医院、便便时间、怕黑的
蒂卢、去沙滩、不爱分享、蒂卢想做国王。

中文书名：勇敢的戴夫
英文书名：Brave Dave
作　　者：Giles Andreae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95×240 mm
出版日期：2022-02

百万畅销经典《长颈鹿不会跳舞》作者新作。灰熊戴夫敬畏他
的大哥哥克拉伦斯——他勇敢、强壮，具有戴夫认为熊应有的
一切品质。戴夫希望自己能更像克拉伦斯一点，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勇气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有时候，做自己才是最勇敢
的事情。

中文书名：在很久很久以前……
英文书名：Once Upon A Fairytale
作　　者：Natalia and Lauren O'Hara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80×237 mm
出版日期：2022

选择你喜欢的元素，讲述你自己的冒险童话！本书通过精美的
插图列出不同的角色和场景，只保留最简单的词句结构，鼓励
孩子们自己编织一个个最完美的童话故事，锻炼小朋友讲故事
的能力。

中文书名：魔法羽毛
英文书名：The Magic Feather
作　　者：Sandra Dieckman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300×240 mm
出版日期：2022-09

凯特格林纳威奖、水石童书奖、AOI世界插图奖入围作家新作。
小熊有一个秘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像一
只真正勇敢的熊。一天晚上，一只火鸟突然俯冲下来，在他的
爪子上放了一根魔法羽毛。这片被施了魔法的羽毛能帮助小熊
找到正确的自己吗？还是说答案其实一直就在他的身体里呢？

中文书名：奶奶的记忆
英文书名：Remember When
作　　者：Louise Gooding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5×250 mm
出版日期：2023-02

奶奶喜欢和我一起看书，弹钢琴，在花园里喂小鸟，翻看她那
一大箱照片……但是奶奶开始逐渐忘记照片里的人是谁，妈妈
解释说她得了一种叫做痴呆的病。这意味着什么呢 ? 这个家庭
会如何帮助奶奶应对呢？

中文书名：家庭拯救计划
英文书名：Disconnected Family
作　　者：Annick Masson, Amélie Javaux
原出版社：Mijade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25×275 mm
出版日期：2022

Cookie 曾经是世界上最快乐的狗狗，直到家里有了各种电子
设备……Cesar、Barnaby 和 Annie 会一直盯着他们的平板、
手机和游戏机。他们的父母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每晚他们都像
跟电视和手机黏在了一起。Cookie 决定做点什么，它想通过
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活动把家庭成员们重新凝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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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愤怒的火山
英文书名：The Volcano That Was Angry
作　　者：Natasha Bayduzha
原出版社：P193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170 x 240 mm
出版日期：2020

你好！我是小火山，有时我会心情不好，那什么会让我生气呢？
有人嘲笑我或者未经允许就拿走我的东西的时候！但每个人都
有生气的时候，不是吗？情绪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这本书没
有教我们如何处理愤怒，如何控制脾气，如何变得和蔼可亲。
但通过这个角色，我们也许会看见我们自己或我们爱的人的缩
影，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愤怒这一情绪。

中文书名：嘿，不会奔跑的猎豹
英文书名：Heh, the Cheetah Who Couldn't Run
作　　者：Olga Vasilkova
原出版社：P193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195×215 mm
出版日期：2021

2020博洛尼亚童书插画展入围作品。家庭的期望总是很沉重，
再加上自己和学校的期望，这就变得几乎难以承受。小猎豹不
知道怎么奔跑，他的妈妈和其他猎豹从一开始就说：“嘿！他
好像不会奔跑。”他一次又一次地跌倒，对自己充满了担忧。
直到一天早上，他在热带草原上游荡，遇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
动物，他们都有着不同的技能，也用不同的方式为小猎豹提出
了自己的建议。

中文书名：世界上最美的工作
英文书名：The Most Beautiful Job in the World
作　　者：Francesca Carabelli, Fulvia Degl’Innocenti
原出版社：P173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00×290 mm
出版日期：2021

Marco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他想要那种能帮助他培养
未来职业所需技能的玩具，等他长大后，他要做一份世界上最
美丽也最重要的工作！这份工作需要强壮的手臂，很多很多的
耐心，一点点想象力和耐力……快翻开本书一起来看看这份工
作到底是什么吧！ 

中文书名：豹子小姐
英文书名：Miss Leopard
作　　者：Natalia Shaloshvili
原出版社：P193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40×27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书以森林居民为例，探讨社会模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
环境问题。豹子小姐睡在树上，当她不睡觉的时候，她会开公
共汽车。每天，她都带着动物们到处跑。有一天，一辆小黑车
突然从她的公共汽车旁边驶过，飞快地向远处驶去。日子一天
天过去，森林里的小汽车越来越多，豹子小姐的工作和家都受
到了威胁……

中文书名：内心眼镜店
作　　者：赵希恩 / 文 李素英 / 绘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270×200 mm
出版日期：2021

博洛尼亚书展年度插画家绘制。帮助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美
丽，欢迎来到“内心眼镜店”！你会用放大镜检视自己的缺点
吗？照镜子时只看到脸上不喜欢的部分吗？忙着看没人察觉的
缺点，却忽略了自己的优点吗？若是如此，请来一趟内心眼镜
店吧！它将帮助你摆脱看待自己的扭曲框架，帮助你接受原本
的自己！

中文书名：如何训练恐龙上厕所
英文书名：How to Potty Train a Dinosaur
作　　者：Alycia Pace
原出版社：A03
图书页码：16
图书开本：178×178 mm
出版日期：2020

“我们都知道养一只恐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清理它们在后
花园留下的粪便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训练恐龙上
厕所呢？” 这本书包括教恐龙如何知道是时候去厕所，确保
它们学会便后冲水、洗爪子。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是让小朋友
学习如何教恐龙如厕，通过这种让人捧腹大笑的角色转变，作
者希望小朋友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生活习惯有所启发。

中文书名：糗糗服务生
英文书名 : The Wobbly Waitress
图书类型：绘本
作　　者：Lisa Stickley
原出版社：Tate Publishing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80×214 mm
出版日期：2018

繁体版权已售。作者曾提名 2018 年凯特 • 格林威奖。快踏进
动物园咖啡厅，吃一两个三明治，并认识认识服务员美宝和她
的朋友们。美宝已经当服务生很久了，她工作一向稳当，绝对
是你遇见过的最棒的服务员之一！但今天她有麻烦啦！美宝打
嗝打个不停，弄得装满食物的盘子到处飞。美宝的朋友们想了
很多方法要帮她，他们能治好她的打嗝吗？ 

中文书名：小兔子悠悠的睡前瑜伽
英文书名：Bedtime Yoga for Little Bunnies
作　　者：Emily Ann Davison, Deborah Allwright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0×270 mm
出版日期：2022-03

悠悠是一只活泼可爱、蹦蹦跳跳的小兔子，她无法保持安静，
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但当悠悠发现自己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
她突然想起了当天早些时候学习到的瑜伽姿势。她心理逐渐放
松，身体舒展，开始感到平静 ...... 随后便想起了回家的路！
故事结尾简单介绍了瑜伽姿势和冥想技巧，将有效帮助学龄前
儿童发展身体平衡、协调心智的能力。

中文书名：解忧专家：企鹅医生
作　　者：姜景�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180×245 mm
出版日期：2020

繁体版权已售。企鹅医生的心理咨询诊所门庭若市，动物们总
是络绎不绝地找他倾诉烦恼。神奇的是，每只愁眉苦脸的动物
走进诊间后，都能一展愁容、面带微笑地走出来。更神奇的是，
病人不只都能带着笑意离开，还赞不绝口，让人好奇企鹅医生
究竟有何等高明的医术？！没想到，每天兢兢业业看诊的企鹅
医生，竟然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中文书名：别看你的臭手机啦！
英文书名：Turn Off Your Silly Phone!
作　　者：Steve Metzger
原出版社：A03
图书页码：36
图书开本：191×235 mm
出版日期：2020

繁体版权已售。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爸爸妈妈总是盯着
手机看，不停地滑呀滑，明明我就在他们旁边，我也可以和他
们分享有趣好玩的事情，但是，他们似乎觉得对着小小的屏幕
和别人传讯息更开心。本书除了说出孩子的心声，也提醒我们，
别轻忽孩子渴望分享生活的心情，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爸爸
妈妈是无可取代的温暖陪伴！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85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5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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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92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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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98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23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2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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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让我拥抱你
英文书名：Let Me Hug You
作　　者：延西 / 文 李慧英 / 绘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00×200 mm
出版日期：2019

请拥抱你所有需要鼓励的朋友们吧！这是一本讲述拥抱的疗愈
之书！它将帮助小读者们去练习如何爱与关怀他们的朋友们，
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将治愈自己。翻开书的内页，小读者们将
看到小动物们拥抱自己伤心的伙伴，用善良的话语安抚朋友们
的心灵。本书设计了两个可爱的手臂，生动形象地教会你如何
抱抱。

中文书名：有点奇怪的叔叔
作　　者：陈修京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44
图书开本：215×256 mm
出版日期：2018

繁体版权已售。分享拥有，让幸福无限扩大。普通的身高、普
通的长相、穿着普通的衣服，怎么看就是个普通的大叔，却有
一点跟别人不一样！原来他有一头引人注目的长发！因为这头
长发，大叔每天都要早起整理，搭电车还会被门夹到，总是被
路人盯着瞧，公司老板也看不懂。虽然有这么多不便，大叔还
是很坚持！原来，大叔想把留长的头发捐给因接受癌症治疗而
掉发的孩子……

中文书名：乌龟你在干什么？
图书类型：绘本
作　　者：崔�圭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65×205 mm
出版日期：2015

繁体版权已售。学会大胆求助，诚实自信地表达自己。本书被
韩国出版文化振兴院选定为“优秀内容作品”。小乌龟要去山
下拜访好朋友，但是他一不小心摔了一个四脚朝天，翻不过来
了！他想过要不要请路过的兔子或者树上的猴子帮忙，但是又
担心这样丢了面子。他拼命使劲，可自己越急越是翻不回来。
这可如何是好呢？

中文书名：淘气熊（10 册）
原出版社：YRD
图书页码：36-40/ 册
图书开本：188×210 mm
出版日期：2014

法语版权已售。本系列以人性教育为基础，通过阅读与 3 岁幼
儿相似的淘气熊的故事，孩子们可以领悟到正确的价值观，掌
握自我调节、尊重他人、自尊感、竞争和合作等重要的人际交
往能力。系列 10 册分别为：《小熊去哪》《小熊感冒了》《力
气有点儿大》《去图书馆的日子》《可以摘下来？》《我要拿
冠军》《西瓜怎么好吃》《这是秘密》《你是谁？》《谢谢你
萤火虫》。

中文书名：当悲伤来临
英文书名：My Sorrow
作　　者：Mylen Vigneault, Maud Roegiers
原出版社：P116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0×280 mm
出版日期：2021-10

当悲伤来临时该怎么办 ? 逃离它 ? 还是打败它 ? 一天早晨，当
我醒来时，突然感到内心充满悲伤。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这种感觉，虽然试着用各种方法让它消失，但没有任何效果。
最终，我选择接受了它，一点接一点地，我设法控制住了我的
悲伤，直到有一天它变得如此之小，直至最终消失。

中文书名：走自己的路
英文书名：Forging My Own Path
作　　者：Hatiye Garip
原出版社：A44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40×240 mm
出版日期：2021-03

成为你自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走很长的路程。本书讲述了一
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障碍，以及她如何在祖母、朋友、
书籍和蜡笔的帮助下克服了这些障碍。这是一个成长的故事，
它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支持，你可以寻求支持；无论你是谁，
你都可以做自己！

中文书名：最长的告别
英文书名：The Longest Letsgoboy
作　　者：Derick Wilder
原出版社：P156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79×228 mm
出版日期：2021-10

一只年迈的狗狗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里，和他深爱的小女孩
漫无目的地走着，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散步了。一路上，他
最后一次体验着这个世界，与森林里的生物进行告别，最重要
的是，要同他身边这个最好的朋友说再见。本书以独特而引人
深思的方式来看待死亡，从一只狗狗的视角探索了这个沉重的
话题。

中文书名：等等，我来帮你！
英文书名：Wait, Let Me Help You!
作　　者：Charlotte Bellière, Orbie
原出版社：P116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10×240 mm
出版日期：2021-10

每个家长都面临着两难境地：既希望孩子获得自主权，自己做
出选择，又害怕他们的选择不恰当，就像…穿成稻草人一样去
上学！“等等，让我来帮你”，莉莎特每天早上都会听到这句
话。妈妈总是没完没了地帮她穿衣服、做准备，甚至为她选择
一切。一天早上，莉莎特选衣服时终于受够了，当妈妈像往常
一样要帮她时，莉莎特坚决回答“不”。于是，妈妈只能在一
旁看着女儿做出自己的选择……

中文书名：胆小鬼蒂米
英文书名：Timid
作　　者：Harry Woodgate
原出版社：Little Bee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15×279 mm
出版日期：2022-06

蒂米最喜欢的就是表演，可是一旦有了观众，他的内心就会出
现一头名为“怯懦”的狮子。狮子喜欢出来吼叫，把他的自信
都吼走。正当蒂米为即将到来的学校演出担忧时，他与同学尼
娅建立了意想不到的友谊。在演出前，他们一起努力克服害羞，
驯服内心的狮子。但是上台表演之际，蒂米再次感觉到了狮子
尾巴熟悉的咻咻声。他们能克服焦虑，带来一场震撼人心的表
演吗？

中文书名：亢奋的哈利
英文书名：Hyper Harry
作　　者：Sam Loman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10×260 mm
出版日期：2021-06

关于多动症的可爱绘本！哈利总是跳来跳去，翻滚打转，跌跌
撞撞。不过他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他控制不住。这种状态时而
会为他的生活增加诸多烦恼。但是，有方法帮助哈利摆脱这种
状况！本书非常适合小朋友阅读，书中展现了多动症人群的生
活，告诉了大家，只是静静坐着对有些人而言也无比艰难。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18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70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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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85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79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40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85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48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9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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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小恶霸巴斯特
英文书名：Buster the Bully
作　　者：Maisha Oso, Craig Shuttlewood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30×250 mm
出版日期：2021-09

巴斯特是生活在小池塘里的一条大鱼，是欺负所有小鱼的恶霸。
然而，在因为欺凌行为被赶出池塘送往大海后，巴斯特遭到了
鲨鱼的霸凌！他迅速找到了一处安全的藏身之所，好不容易缓
过气来，他开始反思被人欺负的感受。后来，看到其他小鱼快
被那条鲨鱼吃掉时，他便挺身而出。从施加霸凌转变到勇敢对
抗霸凌，巴斯特发现了自己以往行为的错误，并发誓要变得更
好。

中文书名：亚瑟想要只气球
英文书名：Arthur Wants a Balloon
作　　者：Elizabeth Gilbert Bedia, Erika Meza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30×250 mm
出版日期：2020

亚瑟的爸爸很忧郁，每天早上他都会带着亚瑟在绵绵阴雨中匆
匆穿过公园。亚瑟很想从公园小贩那里买一只气球，可爸爸总
是说不行。一个下雨的清晨，很多色彩斑斓的气球神奇地出现
在了亚瑟家门口，亚瑟也找到了一个可以让爸爸开心一点的方
法。本书探讨了父母忧郁的问题，告诉小读者们即使在最糟糕
的情况中，也总有爱与光芒。

中文书名：野外生活——自然博物学家大卫·艾登堡的故事
英文书名：Wild Life
作　　者：Leisa Stewart-Sharpe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60×220 mm
出版日期：2022-05

穿越丛林和珊瑚礁，穿越非洲平原和冰极，甚至到达科隆群岛，
本书将为你介绍世界上最受喜爱的自然学家大卫·艾登堡先生
的故事：从他花费在寻找化石上的童年，到他作为播音员和自
然资源保护主义者这一令人敬畏的工作，以及他最喜欢的动物
的趣闻，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发现物种。

中文书名：为动物让路！
英文书名：Make Way for Animals!
作　　者：Meeg Pincus
原出版社：Lerner Publishing Group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0×225 mm
出版日期：2022-04

世界各地的道路切断了动物与它们生存所需的资源之间的联
系。幸运的是，这个问题也激发了一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从
獾桥到企鹅管道，一起来参观各种奇妙的野生动物通道吧。本
书展示了全球范围内各种富有创新性的动物通道，突出了科学
家、活动家等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

中文书名：我就是病毒呀！
作　　者：许恩实 / 文 金贤英 / 绘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10×270 mm
出版日期：2021

有趣的病毒自我介绍绘本。我是谁？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百变
病毒！打开第一页就能看见病毒跟我们打招呼说：“来找我呀！
看见我挥手了吗？”，但随即却又嘻嘻哈哈地说：“骗你的，
我根本没有手！”。书中以病毒向孩子们自我介绍的形式，让
孩子们了解病毒的特性以及样貌。

中文书名：我是谁？动物宝宝（2 册）
英文书名：Who am I? Animal Babies series
作　　者：Tándem Seceda, Ester García
原出版社：Kalandraka
图书页码：40/ 册
图书开本：220×220 mm
出版日期：2021-05

供小朋友认识动物宝宝的绘本。插图精美逼真，还设有简单的
猜谜游戏，小朋友可以根据书中的线索来解决问题。系列 2 册
分别为：《非洲的动物宝宝们》《欧洲的动物宝宝们》。

中文书名：漫步世界
英文书名：A Walk around the World
作　　者：Amélie Laffaiteur
原出版社：P213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40×312 mm
出版日期：2021-10

本书通过最具象征意义的元素展示了全世界 15 个最美丽的城
市。每个城市用一个开页展示：左页包含该城市、所在国家和
居民的简短介绍，并展示了一些基本物品、菜肴和标志建筑！
右页设置了一个充满细节的生活大场景，鼓励小朋友找到左边
呈现的所有元素！

中文书名：0 年级数学童话系列（5 册）
作　　者：宋花 / 文 严英顺 / 绘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10×240 mm
出版日期：2016

轻快活泼的故事型数学童话！还在为即将上小学的孩子的数学
教育而迷茫吗？本系列将读数、图形、算术、钱的概念、长宽
高等基础数学概念融入到有趣的故事中，让孩子们在读绘本的
同时理解数学概念。随着熟悉的角色和有趣的故事，孩子们将
自然而然地培养思考能力并理解数学的基本原理，树立对数学
的自信心。系列 5 册分别为：《冰雪女王》《三只小猪》《白
雪公主》《长发公主》《杰克巨人》。

中文书名：绿色生活超级指南
英文书名：Super Guide for a Green Year
作　　者：Aurore Meyer
原出版社：P213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170×210 mm
出版日期：2020

邀请孩子们观察大自然，欣赏大自然，关爱大自然。本书主题
根据季节制定，书中充满大量对孩子们而言操作性强的有趣活
动，如：打造菜园，种植植物，组织一次没有塑料的野餐，进
行一次环保远足……

中文书名：与浪之间
英文书名：Over and Under the Waves
作　　者：Kate Messner
原出版社：P156
图书页码：60
图书开本：200×300 mm
出版日期：2022

海狮在波涛上狂吠，海鸥在空中盘旋鸣叫，海湾在阳光下闪闪
发光。但在海浪下面，有一片隐秘的森林——鲸鱼、狼鳗、沙
丁鱼、豹鲨和发光水母——以及庇护它们的海藻，都生存其间。
打开本书，探索神奇的海藻密林深处，以及所有生活在海浪上
下，彼此相距一浆之遥的生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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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我的生命周期（4 册）
英文书名 : My Life Cycle
作　　者：John Sazaklis
原出版社：P154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198×254 mm
出版日期：2022-01

本系列书籍使用可爱的第一人称叙述，介绍各种各样动植物的
生命周期。每册图文并茂，结合科学和幽默，帮助小读者将自
己的生命周期和其他生物的生命周期进行简单比较。每本书后
都附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图。系列 4 册分别为：《我的蒲公
英生活》《我的帝企鹅生活》《我的大白鲨生活》《我的橡树
生活》。

中文书名：世界各地的盛宴和节日
英文书名：Feasts and Festivals around the World
作　　者：Alice B. McGinty
原出版社：Little Bee Books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16×280 mm
出版日期：2022-02

从中国到尼日利亚再到美国，一起来庆祝节日吧 ! 澳大利亚的
夏日圣诞节，人们在海滩上进行烤肉。在泰国，人们正在庆祝
宋干节——著名的佛教的泼水节。押韵的文字和几何插图完美
搭配，邀请小读者们一起通过迷人的节日来探索世界。

中文书名：讲故事，学数学纸板书系列（0-3 岁，共 4 册）
英文书名：Storytelling Math (board book)
作　　者：Grace Lin
原出版社：A18
图书页码：16/ 册
图书开本：200×200 mm

作者格蕾丝·林是纽贝里奖、凯迪克奖和盖泽尔奖的获奖者。
本系列通过明艳的画面，简洁的文字，带领小读者们初识数字、
形状和空间！系列 4 册分别为：《长到膝盖了！》《圆圈！球
体！》《装得下吗？》《最后一块棉花糖》。

中文书名：读故事学数学系列（8 册）
英文书名：Storytelling Math
作　　者：Ana Crespo 等
原出版社：A18
图书页码：32

用数学解决生活问题！露娜的生日早午餐出了大麻烦——要如
何把五个肉包子平均分给三位兄弟姐妹呢？故事里的孩子们既
具有批判性思维，又富有同理心。他们积极运用数学里的核心
技能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系列 8 册分别为：《谁的零食
更多》《动物们不睡觉》《露娜的可口点心》《比娜做手镯》
《快看，奶奶》《乌沙和大挖掘机》《再来一次，艾西》 《太
小了，泰森》。

中文书名：小小交通工具（4 册）
作　　者：Donna David, Nina Pirhonen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50×270 mm
出版日期：2022-2023

小朋友们快快登上火车，一起来参与这趟充满活力与冒险的旅
程吧！本系列每册包含 50 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书后更有一些
找找游戏，帮助小朋友们充分获取阅读的乐趣。系列 4 册的主
题分别为小火车、小汽车、小飞机和小卡车。

中文书名：从摇篮到月亮（14 册）
英文书名：From the cradle to the moon
作　　者：Antonio Rubio, Óscar VILLÁN
原出版社：P117
图书页码：16
图书开本：160×160 mm

《从摇篮到月亮》是一套专为 0-3岁儿童设计的纸板概念图书，
主要目的是发展幼儿的视觉能力和听觉能力，每本书专注一个
主题，分别为诗歌、色彩、声音、礼仪和数字。本系列共 14
册：《月亮和诗歌》《鳄鱼和色彩》《猫咪和叫声》《纸折鸟
和餐桌》《数字5》《树》《小提琴》《鞋子》《柠檬》《我看
到》《水果》《动物》《旅行》《玩具》。

中文书名：克洛基系列（6 册）
英文书名：Kroki
作　　者：Meta Brulec, Silvan Omerzu
原出版社：Mladinska knjiga
图书页码：16-24
图书开本：150×150 mm; 200×200 mm

本系列插画色彩鲜艳，生动活泼，能让孩子们探索世界的过程
变得乐趣无穷。在书中，克洛基和他的朋友们将帮助孩子学习
颜色、数字、动物和反义词。本系列还将带领孩子认识单字与
词语，帮助他们提升专注力与观察能力，掌握搜寻细节的技巧，
学会比较与区分。系列 6 册分别为：克洛基认颜色 | 克洛基数
数 | 克洛基见小动物 | 克洛基学反义词 | 克洛基庆新年 | 克洛
基和朋友们。

中文书名：你能看到吗？（4 册）
英文书名：Can You See?
作　　者：Emilie Lapeyre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10/ 册
图书开本：160×180 mm
出版日期：2022-07

一套创意十足的活动找找书，通过抽拉、转轮等，将忙碌的场
景与活泼可爱的动物形象结合，吸引幼儿的关注度。系列目前
共 4 册：《你能看到小熊吗》《你能看到小猫吗》《你能看到
小象吗》《你能看到小狗吗》。后续有更多主题计划出版。

中文书名：养成好习惯！（3 册）
英文书名：Habits
作　　者：Meritxell Martí
原出版社：P162
图书页码：18/ 册
图书开本：130×180 mm
出版日期：2022-02

成长本就极富挑战性。对小朋友来说，诸如穿衣服、学习餐桌
礼仪、分享玩具等这些小事有时很难处理。而本系列将有效地
解决这些问题，帮助小朋友们在有趣、积极的氛围中养成良好
的习惯。系列 3 册分别为：《穿衣》《在公园游乐场》《一起
吃饭！》。

中文书名：探索我们的星球（3 册）
英文书名：Explore the Planet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84×216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本系列重点关注当前地球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将最即时
的信息与积极的解决方案相结合，鼓励小读者对这些非常具有
挑战性的话题进行讨论和思考。系列3册分别为：《可持续星球》
《疫情下的星球》《消亡中的星球》；另有 3 册计划出版：《星
球上的人》《星球上的水》《不平等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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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地球的神奇周期（6 册）
英文书名：Earth's Amazing Cycle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210 mm
出版日期：2022-08

本系列探索了自然的模式和循环，以新鲜的插图和巧妙的信息
图为特色。从食物链到光合作用，从繁殖到岩层形成，阐释了
世界不同领域的自然过程。系列 6 册分别为：《动物》《能量》
《植物》《岩石》《季节》《水》。

中文书名：成为环保小英雄（4 册）
英文书名：Be An Eco Hero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36×195 mm
出版日期：2022

本系列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环境问题，如污染、能源节约
和循环利用等。不仅仔细地解释了环保问题，还提出了相应的
解决方式，旨在帮助孩子们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系列 4 册分
别为：《在社区里》《在家》《在路上》《在户外》。

中文书名：树木之书
英文书名：The Tree Book
作　　者：Hannah Alice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18
图书开本：250×245 mm
出版日期：2022-02

繁体中文、韩语、冰岛语、波兰语、意大利语、斯洛维尼亚语、
西班牙语版权已售。本书通过透明醋酸书页的设计，配上清晰
明了、信息丰富的文字，对树木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科普。树木
如此神奇，你有没有想过，它们是如何生长的？为什么它们会
随着季节而变化？树木如何帮助我们，我们又如何帮助树？本
书用特别的设计为你展现树叶颜色的变化，及其错综复杂的根
系网络。系列下一本主题为地球。

中文书名：世界极端之地
英文书名：World Full of Extremes
作　　者：Lukáš Fibrich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44
图书开本：215×280 mm
出版日期：2022

地球是一个充满复杂情况的地方：极端的温度、有毒的生物、
不可逾越的植被、神秘的洞穴、深不见底的深渊 ...... 打开这
本书，让四个勇敢的伙伴带你来一次真正的梦想中的冒险吧！
跟着书里的指示做好准备工作，我们诚挚邀请你和你的镜头进
行人类探索极限的迷人旅行。通过本书，你将游览普通游客可
能从未到过的地方，并学习如何拍摄和记录自己的冒险经历。

中文书名：探索深藏的隐秘世界（2 册）
英文书名：Deep: Delve into Hidden Worlds
作　　者：Jess McGeachin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64/ 册
图书开本：280×230 mm
出版日期：2022-02

我们的双脚之下藏匿着一个怎样的世界？阳光也无法抵达的大
海深处是怎样一番光景？一起来加入这趟旅程吧，从地心到外
太空，去寻觅发光的深海生物，探索一些难以抵达的神秘之所。
系列下一本是 High。

中文书名：小书大用系列（4 册）
英文书名：Small ＆ Mighty Book Of…
作　　者：Clive Gifford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144/ 册
图书开本：137×113 mm
出版日期：2022

口袋大小的信息宝库，将为小读者带来一场奇妙的、充满事实
的知识之旅。系列 4 册分别为：《小书大用之恐龙书》《小书
大用之海洋生物书》《小书大用之地球书》《小书大用之宇宙书》。

中文书名：虫子的世界
英文书名：A Bug's World
作　　者：Dr Erica McAlister, Stephanie Fizer Colema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313×245 mm
出版日期：2022-03

自然历史博物馆高级昆虫学家、昆虫爱好者协会主席 Erica 
McAlister 博士创作。你知道虫子可以当侦探、当宇航员、甚
至当服装设计师吗？从制造食物、保持地球清洁到解决犯罪问
题，虫子每天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
到！本书将带领小读者们进一步了解各种虫子。

中文书名：自然界的大小好有趣！
英文书名：Size Wise
作　　者：Camilla de la Bedoyere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96
图书开本：280 × 216 mm
出版日期：2023-09

一本精美真实的自然之书，探索我们星球上从最小到最大的事
物。你如何衡量自然界中最庞大或最微小的东西？本书了以精
美的插图展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奇观，包括眼睛，翅膀，
触手，沙子，雪花，花朵等。此外，你将看到大王乌贼餐盘大
小的眼睛，指甲宽的侏儒蝴蝶，甚至沙子放大后的真实模样。

中文书名：靠近我 观察我
英文书名：Up Close
作　　者：Isabel Thomas, Dawn Cooper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275×275 mm
出版日期：2022-05

英国皇家学会青少年图书奖、ASE 年度科学图书奖、蓝彼得
图书奖入围作家创作。本书将带领小读者们探索野生动物们的
完整生命历程，从爪子到牙齿、舌头、尾巴等，观察动物们的
每个特征，领略动物王国的生物多样性。

中文书名：绝地生存指南
英文书名：How to Survive Anywhere: Staying Alive in the 
World’s Most Extreme Places
作　　者：Ben Lerwill, Daniel Long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290×290 mm
出版日期：2022

你知道如何飞过澳大利亚尘土飞扬的内陆地区吗？或者如何在
茂密的亚马逊雨林中找到安全的饮用水？如何在冰天冻地的北
极地区保持温暖？快来这本终极生存指南中找出答案吧！看看
人们如何在那些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安全地生活，找找看还有哪
些奇妙的动植物也生活在那里，探索一下我们如今要怎样才能
保护这些地方。本书共涉及全世界 7 大洲的 12 处极端恶劣的
栖息地。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66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21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25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65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45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42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65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49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70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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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上面，下面和很久以前
英文书名：Above, Below and Long Ago
作　　者：Michael Bright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295×240 mm
出版日期：2022-10

本书将带你近距离接触各种野生动植物，讲述生长在难以触及
的地方，比如天空中和悬崖上、地下深处和深水里的动植物，
以及那些生活在很久以前的生命；探索动植物是如何适应这些
极端环境的。

中文书名：飞行的魔法
英文书名：The Magic of Flight
作　　者：Nicola Davie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351×289 mm
出版日期：2022-10

从蝙蝠和小鸟到蜜蜂和甲虫，我们周围的世界到处是令人惊异
的飞行生物！本书将探索动物如何飞行，飞行的原理，以及这
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如何帮助它们在我们美丽的星球上繁衍生
息，启发孩子们珍惜世界上宝贵的生物多样性。

中文书名：恐龙分类详解（6 册）
英文书名：DINO-Sorted!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65×21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重点介绍了主要的几种恐龙，深入研究了它们的不同特
征以及进化方式。系列 6 册分别为：《装甲龙》《兽脚类恐龙》
《翼龙》《蜥脚类恐龙》《兽脚亚目恐龙》《史前海洋爬行动物》。

中文书名：史前生命
英文书名：Prehistoric Life
作　　者：Clare Hibbert, Rudolf Farka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Group
图书页码：112
图书开本：295×240 mm
出版日期：2020

本书通过充满细节的插图将史前纪元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小读者
们的面前。在这里，小读者们将了解到史前各种生活在沼泽中、
沙漠里、森林中的不可思议的恐龙、巨大的爬行动物、不能飞
的鸟、令人毛骨悚然的昆虫等动物。

中文书名：哺乳动物的母性
英文书名：Mama Mammals
作　　者：Cathy Evans, Malachy Egan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36
图书开本：228×279 mm
出版日期：2022-05

本书探索了哺乳动物的繁殖、出生和早期养育等生物学问题。
通过简短的文字和精美的插图，我们将了解到卵子受精后会发
生什么，胚胎是如何发育的，为什么有的哺乳动物能繁衍多胎，
而其他哺乳动物只能怀孕一次等问题。用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
方式为小孩子们介绍关于生命的各种科学知识。

中文书名：动物身体细观
英文书名：Look Inside Animal Bodies
作　　者：Radka Píro, Jana Albrechtová 等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32（14 张折页设计）
图书开本：200×280 mm
出版日期：2022

你了解动物身体内部是如何运转的吗？为什么鸟可以在天空翱
翔，鱼可以在水下呼吸？食草动物的消化方式为什么不同于食
肉动物？动物是怎么调动自己的感官的？本书将带你探究动物
王国令人震惊的多样性，对比不同动物的身体结构。此外，你
还可以将动物身体系统的运作方式与人类的做个详细的对比！

中文书名：地球小公民（6 册）
英文书名：Conscious Citizen series
原出版社：P197
图书页码：63-88/ 册
图书开本：225x280 mm
出版日期：2020

韩语版权已售！关于气候危机的优秀科普套系。我们能为保护
环境做些什么或大或小的事情呢？系列 6 册分别为：《关怀并
探索我们的星球》《可持续》《我，小小活动家》《我，数据》
《我们与气候变化》《我们是不同的》。

中文书名：动物眼中的世界
英文书名：How do Animals See?
作　　者：Marie Kotasová Adámková, Tomáš Kopecký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36
图书开本：180×250 mm
出版日期：2022

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英语版权已售。你是否好奇动物是如何
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的呢？它们能否和我们看到相同的色彩？
鱼在水中看到的景象是否会像我们在水里看到的一样模糊不
清？狗狗们是否爱看电视，猫咪又能否在黑暗中看得一清二
楚？如果你曾好奇过这些问题，并且苦恼于无法从这些动物那
里获得回答，别担心，你拿在手中的这本书将解开你的疑惑。

中文书名：手部科普大全
英文书名：Hand: A Complete Guidebook
作　　者：Magda Garguláková, Vítězslav Mecner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80
图书开本：240×310 mm
出版日期：2022

手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往往会忽视它的存在。我们
会用手端起一杯茶送到嘴边，用手抚摸心爱的宠物，在生气时
用手敲击桌子。手腕、手掌和五只灵活的手指组成了手，手是
人类可靠的伙伴，如果失去手，生活会变得很艰难。那大家是
否思考过手是如何运作的呢？我们总是将手视作平常之物，实
际上，它们非常了不起……一旦读了这本书，你绝对会对自己
的手刮目相看！

中文书名：动物比较级（6 册）
英文书名：Elevate Series
作　　者：Joshua George, Lana Kauri, etc.
原出版社：P123
图书页码：20/ 册
图书开本：259×201 mm
出版日期：2020-2022

从动物世界最凶残的捕食者到最大的巨型王者，本系列涉及多
种动物，丰富的图案和信息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可以锻炼小读
者的胆量，鼓励他们探索这些令人激动的话题。系列 6 册分别
为：《大，更大，最大》《致命的，更致命的，最致命的》 《凶
猛的，更凶猛的，最凶猛的》 《奇怪的，更奇怪的，最奇怪的》
《快的，更快的，最快的》《濒危动物》。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20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19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82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957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73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50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402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50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50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16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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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音乐的故事
英文书名：The Story of Music
作　　者：Mick Manning, Brita Granstrom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88
图书开本：295×240 mm
出版日期：2020

罗马尼亚、西班牙版权已售！一部关于音乐史的简单易懂的介
绍：从巴赫到碧昂丝，从史前到当代，本书为读者讲述了全世
界最伟大的音乐作品、乐器与音乐家的故事，并鼓励读者接触
多种多样的音乐，像专业指南那样为听众提出选曲建议。

中文书名：非官方指南之古埃及人的来世
英文书名：The Unofficial Guide to the Ancient Egyptian 
Afterlife
作　　者：Bastet the Cat, Laura Winstone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95×230 mm
出版日期：2022-05

裹好你的绷带，调整你的面具，加入巴斯泰托的旅程，一同深
入探索来世。法老的猫巴斯泰托将带你踏上旅程，领略古埃及
神秘的死亡仪式。旅程从常规的制作木乃伊开始，她会解释棺
材的作用、护身符的重要性以及各种类型的埃及墓穴。你们将
一起渡过冥河，在最后为心脏称重时面对众神。本书通过一个
轻松的故事展示了古埃及有趣的传统和信仰。

中文书名：拯救我们的世界遗产
英文书名：Saving Our World Heritage
作　　者：Leo Hopkinso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284×216 mm
出版日期：2022-09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创作。本书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文化遗
产，探索了各地正在采取的以保护世界文化和环境遗产为目标
的行动，记录了世界遗产名录，并概述了它们的重要性，旨在
唤起读者的环保意识。 

中文书名：大英博物馆合作系列之盗墓者的诅咒（4 册）
英 文 书 名：The Curse of the Tomb Robbers: An Ancient 
Egyptian Puzzle Mystery
作　　者：Andy Seed, James Weston Lewis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90×217 mm
出版日期：2022-2025

Nub 和 Iteti 是一对挚友，他们必须赶在死亡诅咒释放前，阻
止一伙要去盗涅伊特女王陵墓的盗墓贼。小读者们要帮助他们
破译象形文字，解开谜题，找到通过尼罗河迷宫的安全路径。
本书用独特而令人兴奋的方式教给孩子们关于古埃及和象形文
字的知识。系列计划一年一本，第二本主题古罗马，第三本主
题古希腊。

中文书名：逝去之谜：人类陵墓科普之书
英文书名：Secrets of the Dead
作　　者：Matt Ralphs, Gordy Wright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290×250 mm
出版日期：2022-09

2022 年是图坦卡蒙国王陵墓发现 100 周年！为此 Nosy Crow
策划创作了这本关于世界各地人类陵墓的科普重磅书籍。从古
埃及木乃伊和欧洲沼泽尸体，到中国贵族妇女和日本自我木乃
伊化的僧侣遗骸，这本书揭示了科学家们从历史遗留的尸体中
发现的不可思议的文明细节。通过人们的遗骸，读者们可以了
解各个大洲的历史——过去的人吃什么、穿什么、信仰什么、
喜欢做什么等等。本书内文由大英博物馆学者参与合作。

中文书名：50 个改变世界的交通工具
英文书名：Transported: 50 Vehicle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作　　者：Matt Ralphs, Rui Ricardo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122
图书开本：290×290 mm
出版日期：2022

从古代的独木舟、马车，到现今的赛车、火箭、太阳能飞机，
各种奇妙的交通工具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本书将向小读者们深
入介绍五十种交通工具，告诉大家它们是如何改变世界、影响
未来的。书中介绍的交通工具包括维京长船、热气球、潜艇、
消防车、航空母舰、雪地摩托、上海磁悬浮列车、侦察机等等。

中文书名：享受电影
英文书名：Enjoying Film
作　　者：Pavel Ryška, Jan Šráme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120
图书开本：240×240 mm
出版日期：2022

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时长大约只有 30 秒吗？你知道早年
观众必须通过柜子里的一个窥视孔站着观看电影吗？你知道在
哥伦比亚最受欢迎的电影小吃不是爆米花而是烤切叶蚁吗？你
知道什么是中景、客串、麦高芬吗？本书是一场电影摄制艺术
的奇妙冒险，你将在此中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并了解其他更多
有关电影的内容！阅读本书，来探索动态图像引人入胜的非凡
之景，了解究竟何为“电影”吧！

中文书名：走近木乃伊世界
英文书名：British Museum: Mummies Unwrapped
作　　者：Tom Froese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90×250 mm
出版日期：2021

揭开神秘面纱，探索古埃及木乃伊的迷人世界。什么是木乃伊？
它们到底是怎么制造的？真的有木乃伊诅咒这种东西吗？在这
篇关于木乃伊制作过程的指南中，你将揭开防腐者的秘密、盗
墓者的故事，认识一些著名的木乃伊，并了解发掘木乃伊背后
的故事……本书内文由大英博物馆学者审订。

中文书名：大画报：那些改变世界艺术史的女性们
英文书名：The Bigger Picture: Women Who Changed the Art 
World
作　　者：Sophia Bennett, Manjit Thapp
原出版社：Tate Publishing
图书页码：112
图书开本：244×195 mm
出版日期：2019

本书将会向小读者们介绍世界上著名的、富有灵性的、打破边
界突破想象的伟大女性艺术家们。书中一共介绍了超过 30 位
艺术家，还囊括了她们的受访资料、创作理念、灵感来源、作
品展示等重要信息。目的是告诉我们这些艺术家的奋斗经历，
揭开艺术世界的神秘面纱，并让小朋友们建立信心，激励他们
的成长。

中文书名：适合所有人的地方
英文书名：The City for Everyone
作　　者：Osamu Okamura, David Böhm 等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180
图书开本：210×260 mm
出版日期：2021

荣获 2021 年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新视野奖，利用一次性光面
杂志形式和花哨的彩色摄影来表现城市设计的活力。城市是一
种十分迷人的人类发明，目前地球上很多人都生活在城市中。
我们要如何理解其复杂性和脆弱性呢？这本手册介绍了庞大的
人类社会是如何在城市运作的，城市生活能带来的机会有哪些。
同时，本书也探讨了如今城市面临的各种问题。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150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73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21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70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25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69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60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181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09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62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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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神秘有趣的眼镜旅行
作　　者：朴基妍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52
图书开本：210×285 mm
出版日期：2020

在路上遇见神奇有趣的眼镜历史和文化！环顾四周，就能轻易
找到戴眼镜的人，人们会根据使用目的戴各种眼镜。那么，人
类刚开始是怎么戴眼镜的呢？ 本书通过两个主人公的神秘眼
镜旅行，学习至今为止的眼镜历史和文化。 两个主人公从 13
世纪的威尼斯玻璃工厂到 21 世纪的眼镜博物馆，来往于过去、
现在、未来的东西方，了解眼镜的诞生、眼镜的制作过程、眼
镜的用途等。

中文书名：80 棵树 /80 件乐器环游世界
英文书名：Around the World in 80 Trees/80 Musical
 Instruments
作　　者：Ben Lerwill, Kaja Kajfež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64+8/ 册
图书开本：280×230 mm
出版日期：2022-03

在哪可以找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树？为什么猴面包树的树干那么
粗壮？怎样才能弹奏一把 3.5 米高的贝斯？你能把洞穴里的钟
乳石变成管风琴吗？本系列两册分别围绕树木和乐器带领小读
者们游览世界，了解各种树木和乐器与当地文化的关联。

中文书名：自行车之书
英文书名：The Bicycle Book
作　　者：Paul de Moor, Wendy Panders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152
图书开本：240×200 mm
出版日期：2020

从古至今，你需要知道的关于自行车的所有信息都在这里啦！
书中内容包括：你知道第一辆自行车没有踏板吗？你知道荷兰
诞生了第一位自行车女王吗？自行车与食人族、金色箭头和海
盗有关？最优秀的艺术家对自行车情有独钟？……给你的链条
滴上润滑油，戴上头盔，深入探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
一——自行车的动荡历史吧！

中文书名：生活中的一天（2 册）
英文书名：A Day in the Life’ series
作　　者：Mike Barfield, Jess Bradley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128/ 册
图书开本：280×216 mm
出版日期：2021-09/2022-09

本系列寓教于乐，帮助孩子们在欢乐中学到知识！由漫画家迈
克·巴菲尔德和杰斯·布拉德利联手打造，带你来一场丰富多彩、
滑稽可笑的历史之旅 + 太空之旅！系列 2 册分别为：《穴居人
的一天，女王的一天，以及两者之间的一切》走近伟大历史创
造者——人类、动物等的日常生活；《宇航员生活中的一天，
火星和遥远的星星》深入体验太空生活的每一天。

中文书名：埃及艳后 / 埃及法老揭开所有奥秘！（2 册）
英文书名 Cleopatra Tells All ！ /King Tutankhamun Tells All!
作　者：Dr Chris Naunton, Guilherme Karsten
原出版社：P149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60×190 mm
出版日期：2022

满足年轻的历史爱好者和名人八卦爱好者的好奇心！埃
及学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Chris Naunton 博士的文本和
Guillerme Karsten 的插图诙谐，现代而大胆，让孩子们了解
到古埃及王室非凡生活的所有有趣细节。 系列 2册分别为：《埃
及艳后揭开所有奥秘》《埃及法老揭开所有奥秘》。

中文书名：如何构造人类
英文书名：How to Build a Human
作　者：Pamela S. Turner, John Gurche
原出版社：A18
图书页码：112
出版日期：2021

人类是怎样演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的？广受赞誉的科普作家
Pamela S. Turner 用其独特的智慧将人类进化成智人的历史拆
分成了 7 个重要步骤。这本书对人类进化史作了滑稽有趣的介
绍，用趣味故事的方式阐释科学知识。书中内容经由史密森尼
人类起源项目的专家审核，还插入了很多栩栩如生且细致的图
画，均由著名的古生物艺术家 John Gurche 绘制。

中文书名：大脑侦探
英文书名：Brain Detective
作　　者：Tim Jame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295×240 mm
出版日期：2022-10

你知道世界上最复杂的电脑就是你的大脑吗？大脑几乎对我们
所做的一切负责。它让我们思考、移动、感知、睡眠、记忆、
遗忘、想象，并做一些奇怪的梦。快来加入神经科学家和大脑
侦探莎拉贝勒姆，一起揭开大脑工作的奥秘，并探索大脑所能
做的那些奇怪的事情吧。

中文书名：你想成为……系列（共 4 册）
英文书名：So you want to be a knight/ninja/roman soldier/
viking
作　者：Takayo Akiyama, Bruno Vincent, Stephen Turnbull
原出版社：P149
图书页码：96
图书开本：190×150 mm
出版日期：2019-2021

你想了解罗马军队是如何生活和作战的吗？你知道如何成为一
名地道的维京人吗？你想掌握隐身术和掩护技能吗？你是否具
有成为骑士特质？这套幽默的指南通过活泼的讲述方式和可爱
而现代感十足的插图，带你探索这些让你好奇的方方面面！系
列 4 册分别为：《你想成为一名罗马士兵？》《你想成为一个
维京人？》《你想成为一名忍者？》《你想成为一名骑士？》。

中文书名：极智科学（4 册）
英文书名：Super Smart Science
作　　者：Dr Alistair Butcher 等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210 mm
出版日期：2021

匈牙利版权已售！本系列由物理领域研究专家指导并撰写，以
最简单的术语解释最复杂的科学，带领有好奇心的孩子深入探
索科学世界。系列 4 册分别为：《轻松学天体物理》《轻松学
纳米技术》《轻松学核物理》《轻松学量子物理学》。另有《极
智思维》（4 册）版权存在。

中文书名：日常生活中的科学（6 册）
英文书名：I See Science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210 mm
出版日期：2022-03

探索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揭示发生在你周围的科学，带你发现
更多的科学细节。系列 6 册分别为：《力和磁铁》《光》《生
物》《材料》《声音》《物质的状态》。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22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46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85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400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74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31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19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17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18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6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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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小小工程师（6 册）
英文书名：Kid Engineer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210 mm
出版日期：2020

美国版权已售！本系列每册特别关注一个关键性的工程领域，
通过简单且步骤清晰的动手实验将学习带入日常生活，帮助小
读者们锻炼自己的工程和设计技能。通过专题解释现实生活中
面临的工程挑战，展示这些挑战是如何被克服的，并通过传记
框介绍知名的工程师。系列 6 册分别为：《建筑与结构》《电
脑与机器人》《能源》《机器》《材料》《运输与航空》。

中文书名：给儿童的飞机结构大百科
作　　者：李景润 南智雨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112
图书开本：210×275 mm
出版日期：2021

一本能让小读者探索和观察能力迅速提升的飞机百科全书！飞
机是如何在空中飞行的呢？秘密在于飞机的构造：从用来平衡
产生升力的主机翼，到用来运转飞机的发动机，再到用来调节
速度和方向的操纵装置，飞机是借助很多科学原理的实践构建
成的。如果你运用自己超强的探索能力和观察能力，仔细观察
飞机的结构，就会发现世界上各式各样的飞机内部结构是有所
不同的！ 

中文书名：医学突破系列（6 册）
英文书名：Medical Breakthroughs
原出版社：Lerner Publishing Group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171×228 mm
出版日期：2022-01

本系列将探索重大医学事件和科学突破——从青霉素的发现到
第一次心脏移植。该系列采用漫画小说的形式，聚焦重大发现
背后的著名人物，并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介绍复杂的STEM概念。
系列 6 册分别为：《抗生素》《细菌》《心脏移植》《恒温箱》
《疫苗》《X 光》。

中文书名：小小医生手册
英文书名：Little Doctor's Book: Unpleasant Diseases and 
How to Treat Them
作　　者：Štěpánka Sekaninová, Marta Matus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72
图书开本：230×280 mm
出版日期：2022

你想成为一名医生吗？如果想，那么这本介绍了各种各样恼人
疾病、以及机智解决建议的书你一定要读一读！不论你是想帮
助他人，还是对医生这个神秘又崇高的职业充满好奇，本书都
值得你一读。你不仅会从书中学到三种不同类型的感冒，还能
学会区分中暑和日射病，了解到如何在不幸感染水痘后防止过
分抓挠。我敢保证这本书绝不会让你感到无聊！

中文书名：便便拯救世界
英文书名：How Poo Can Save the World
作　　者：John Townsend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2

你的便便可以帮助拯救世界！去看看历史上人们是如何利用粪
便的，粪便被冲走后会发生什么，探索粪便如何为我们的汽车、
住宅甚至火箭提供动力。本书文字通俗易懂，大量的幽默和“恶
心”元素，可以吸引那些不愿意阅读的小读者，带领他们走向
科学主题。

中文书名：疫苗很妙
英文书名：A Jab is Fab
作　　者：Marc Van Ranst, Geert Bouckaert 等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190×240 mm
出版日期：2021

告诉孩子们关于当前热点话题的知识，清晰明了，科学可靠！
内含精美彩色插画，还有很多有趣的测试题！本书将回答你的
各种问题：病毒或细菌是怎么导致人们生病的？注射疫苗时会
发生什么？你已经注射了哪些疫苗？新冠肺炎的疫苗安全吗？
已经注射疫苗后还会感染新冠吗？ ……

中文书名：小兔子霍华德系列（15 册）
英文书名：Howard B. Wigglebottom series
作　　者：Howard Binkow
原出版社：Lerner Publishing Group
图书页码：32/ 册
出版日期：2014

拿奖拿到手软的教养类绘本套系！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品格、树
立正确价值观！ 系列每册的主题、情节和人物都进行了精心
设计。通过阅读这些有趣的故事，小朋友们能学到很多宝贵的
人生指导。系列 15 册分别为：学会倾听、聆听内心的声音、
远离霸凌、泥土和彩虹、控制愤怒情绪、关于诚实、给予的力
量、适度原则、关于归属感、赢不是体育比赛的唯一目的、做
一个勇敢的人、明辨是非学起来、礼貌很重要、学会与人相处、
学会安慰朋友。

中文书名：如何消灭病毒
英文书名：How to Vanquish a Virus
作　　者：Paul Ian Cross, Steve Brown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1

本书结合了抗击病毒的真实经历与其背后的趣味科学故事。书
中回答了包括：病毒长什么样？病毒如何进行人际传播？病毒
如何改变世界？等至关重要的问题。此外，还有很多在现实世
界开展活动的点子，让小读者们可以在家、在学校进行对抗病
毒的实践。

中文书名：终极之书系列（4 册）
英文书名：The Ultimate Book 
作　　者：Claudia Martin 
原出版社：P68
图书页码：128/ 册
图书开本：280×225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充满知识点的专题框和信息图表，
让复杂的想法都变得简单。插图精美，小读者将大饱眼福。系
列 4 册分别为：《终极太空书》《终极恐龙书》《终极动物书》
《终极人体书》。

中文书名：STEM 酷概念系列（5 册）
英文书名：Cool series
作　　者：Tracie Young
原出版社：P300
图书页码：112/ 册
图书开本：148×194 mm

一套国外畅销的趣味科普，总销量超过 8.8 万册！通过精美的
手绘插图和幽默风趣的语言解释科学、数学、天文学、工程等
相关的原理和概念，让学习变得简单有趣。系列 5 册分别为：
《酷科学》《酷数学》《酷天文学》《酷工程》《酷技术》。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56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82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72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50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42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85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834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45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40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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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奥运会中的 STEM 系列（7 册）
英文书名：STEM in the Summer Olympics Series (7 titles)
作　　者：Jenny Fretland Vanvoorst
原出版社：A03
图书页码：24/ 册
图书开本：190×228 mm
出版日期：2019

体操运动员获得金牌的技巧中包含了什么物理知识？什么技术
使奥运会自行车选手从全世界的高手中脱颖而出？本系列介绍
了不同的奥运项目，更说明了帮助奥运选手取得成功技巧中蕴
含的 STEM 原理。明亮、全彩的照片配以精选文字介绍，易
于小读者们阅读和理解。每本图书包括信息图、活动、边栏、
词汇表、目录、索引及教师和家长阅读提示。系列 7 册主题分
别为篮球，自行车，体操，网球，田径，排球，水上运动。

中文书名：可以当点心吃的超简单科学（6 册）
英文书名：New! Super Simple Science You Can Snack On
作　　者：Borgert-Spaniol, Megan 等
原出版社：A03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41×197 mm
出版日期：2019

这部好玩的系列丛书利用食物来教小读者基础的科学知识。每
本书都包含了关于特定科学领域的介绍。读者们通过制作美味
的点心，轻松理解科学的复杂原理。书中的详细指导和全彩照
片让孩子们能很容易地准备菜单，而信息图表则对一些较难的
科学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系列 6 册分别为：《可以啃的
天文学》《可以咬的化学》《可以吃的工程学》《可以吞的地
理学》《可以嚼的数学》《可以尝的科技》。

中文书名：简单地球调查系列（6 册）
英文书名：Super Simple Earth Investigations series
作　　者：Jessie Alkire 等
原出版社：ABDO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41×197 mm
出版日期：2019

本套书将带领小读者进行一系列的简单有趣的地球科学调查，
书中专门增加讲解一栏，搭配丰富易懂的科学信息图表帮助孩
子们理解和学习，探索各个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系列
6 册分别为：《为未来地震学家准备的科学活动》《为未来古
生物学家准备的科学活动》《为未来矿物学家准备的科学活动》
《为未来岩石学家准备的科学活动》《为未来火山学家准备的
科学活动》《为未来气候学家准备的科学活动》。

中文书名：体育学院（8 册）
英文书名：Sports Academy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35×184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介绍了各种体育项目的规则、所需设备和相关的重大比
赛。通过特别绘制的分步插图清楚地介绍了该项运动所需的技
能和技巧。系列 8 册分别为：《篮球》《板球》《足球》《体
操》《篮网球》《橄榄球》《游泳》《网球》。

中文书名：你和你的身体（4 册）
英文书名：Your Body and You
作　　者：Anita Ganeri, Vera Popova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36×195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对我们的身体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不仅关注生理上的成
长，也关注心理上的转变，给出了与营养、运动和休息相关的
建议，还探讨了心理健康、身体隐私、积极的身体形象等问题。
系列 4 册分别为：《你很独特》《身体隐私》《生长和转变》
《照顾自己的身体》。

中文书名：管好你的钱！
英文书名：Max Your Money
作　　者：Larry Hayes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220×170 mm
出版日期：2022

一本有趣又易懂的实用指南，帮助孩子们培养良好的金钱意识。
本书分为三个关键部分——赚钱、理财和使用，引导年轻读者
了解与金钱有关的基本概念。复杂的信息以小块的形式呈现，
并使用引人入胜的信息图表和插图，以确保其始终引人入胜。
此外，本书还从道德和哲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个话题。

中文书名：特别配送：一本书的环球旅行
英文书名：Special Delivery: A Book's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作　　者：Polly Faber, Klas Fahlén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90×230 mm
出版日期：2022

著名插画家瑞典天才 Klas Fahlén 绘制。收到礼物总能令人欢
呼雀跃！那礼物是从哪里寄来的呢？又如何抵达至我们手中？
本书插图精美，讲述了一本书从工厂出发，最终送到一名过生
日的小男孩手中的故事。一本书环游世界遇见各行各业的人，
这些人包括船长、邮局工作人员，书店店员等等。通过书的环
球旅行，小读者们将了解快递运送环节中涉及到的各种有趣的
工作和交通工具。

中文书名：10 个小目标系列（6 册）
英文书名：10 Goal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65×210 mm
出版日期：2022

通过 10 个简单的方法来改善身心健康，提高学习能力和创造
力，并积极参与我们周围的世界。本系列旨在为希望做出积极
改变的年轻读者提供可行的建议。系列 6 册分别为：《10 个
体贴的小目标》《10 个创造性的小目标》《10 个环保小目标》
《10个绿色小目标》《10个金融小目标》《10个学习小目标》
《10 个健康小目标》。

中文书名：世界怪物大赏
英文书名：Monsters
作　　者：Sarah Bamville, Quinton Winter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208
图书开本：250×19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书展现了孩子们对怪物和神话生物的深深迷恋，它是孩子们
逃离现实世界，进入美妙的异想世界的入口。书里讲述了世界
上各个角落里怪物们的真实故事，这里有 100 个怪异的、神
秘的、可怕的生物，从大脚野人、雪人到女妖、克兰普斯和魔
像，深入探究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民间传说、神话、起源和目
击事件。

中文书名：建筑小能手
英文书名：Building a Home
作　　者：Polly Faber, Klas Fahlén
原出版社：Nosy Crow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90×230 mm
出版日期：2020

著名插画家瑞典天才 Klas Fahlén 绘制。本书帮助小读者了解
所有能让旧建筑焕然一新的人员、机器、程序和工具。充满了
各种建筑机械、起重机、挖掘机、水泥搅拌机以及许多其他让
人兴奋的工具和机械。一起来看看小镇边缘一个破烂不堪的老
工厂是如何摆脱掉原来的空壳，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全新的家
的吧！本书根据对建筑工地进行的实际考察创作而成。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081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732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758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82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78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42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46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21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28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93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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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哇，房子建起来了！
英文书名：Wow! A Building Goes Up!
图书类型：儿童科普
作　　者：Archie Spree
原出版社：Blue Apple
图书页码：28
图书开本：203×203 mm
出版日期：2021

本书深入到建筑物的建设过程，小读者们将跟随建筑工人一步
一个脚印，建造一座建筑！从浇筑地基到安装电线、排管道、
铺地板、处理墙壁，每一页都为这个成长中的建筑逐渐增加更
多新元素。折叠书页设计为建造过程中的八个步骤添加了细节。
这八个步骤分别是：挖掘地基，倾倒水泥，搭建钢筋，安装建
材，加固整体，完成房子，涂抹油漆，清理现场和种植绿植。

中文书名：小天才系列活动书（4 册）
英文书名：Accidental Genius
原出版社：P165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79×216 mm
出版日期：2022

本系列将活动游戏与科学知识相结合，小朋友可以在解谜的同
时学到很多相关的科学知识。系列 4册主题分别为太空、动物、
人体和交通工具。

中文书名：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系列活动书（3 册）
英文书名：Think Like A Scientist
原出版社：P165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76×203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收录了多个 STEAM 活动，鼓励小朋友们去编码、解码、
解决问题、想象、创作……锻炼成为未来的科学家所需的所有
必备技能。系列每册以科学的不同分支为主题，目前 3 册分别
为：《为未来的古生物学家创作的恐龙谜题书》《为未来的宇
航员创作的太空谜题书》《为未来的免疫学家创作的人体谜题
书》。

中文书名：儿童脑力锻炼手册
英文书名：The Amazing Brain Book for Kids: Brain Games, 
Logic Puzzles, Riddles & More!
作　　者：Evelyn B. Christensen
原出版社：P179
图书页码：118
图书开本：197×248 mm
出版日期：2021

教育学博士与益智教育书籍作者合作，帮助 4 到 6 岁的孩子培
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学前班和幼儿园的学生来说，玩益智
游戏既轻松有趣，又可以增强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自信心，并激
发他们的创造力。通过本书的谜题，孩子们将学习专注问题并
掌握解决方案的技能，创造一个批判性思维的头脑，为他们在
课堂上和其他地方的成功奠定基础。

中文书名：小天才调查（3 册）
英文书名：The Young Genius' Investigations
原出版社：P213
图书页码：80/ 册
图书开本：135×198 mm
出版日期：2021

针对不同年龄段设计的益智系列，吸引小读者参与调查。每本
书都有一个特定主题，孩子们可以边调查边讨论。系列 3 册分
别为：《惊魂马戏团》（6-7）《巫师房子探秘》（7-8）《游
戏者的恐惧》（8-9）。

中文书名：5 分钟简笔画
英文书名：Simply Draw
作　　者：Ella McClean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96
图书开本：240×170 mm
出版日期：2021

一本简单易学的绘图教程，老少咸宜！从农场动物到鲜花，本
书内含 150幅画，均被分解成简单的形状和线条，只需一支笔，
每一幅都可以在 5 分钟内完成！

中文书名：奇观系列游戏活动书（2 册）
英文书名：Wonders of… series
作　　者：Eilidh Muldoon
原出版社：P68
图书页码：96
图书开本：260×230 mm

发现我们星球上最非凡的景观。在这次浮光掠影的世界巡演中，
你将探索令人敬畏的自然奇观，如水晶洞和大峡谷；宏伟的纪
念碑，如埃及大金字塔和泰姬陵；失落的文明奇迹，如巴比伦
的空中花园。这套华丽的活动书结合益智活动和人文科普知识，
鼓励孩子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学习，他们会喜欢上这场纸上环球
旅行和宇宙遨游的！

中文书名：你更愿意做…？
英文书名：The Best Would You Rather Book
作　　者：Gary Panton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2-03

一本与众不同的游戏书，书中包含数百个狡猾的难题，有些甚
至很愚蠢！寻宝的形式保证让孩子 ( 和成人 !) 能连续玩儿上几
个小时。你更愿意……能飞，还是能隐形？吃臭鸡蛋还是喝过
期牛奶 ? 用手换脚还是用脚换手 ?

中文书名：库库系列（5 册）
英文书名：Kuku series
作　　者：Nataša Bucik, Ana Zavadlav
原出版社：Mladinska knjiga
图书页码：32/48
图书开本：210×300 mm

在这几册书中，皮卡布和他的朋友邀请孩子们一起观察、探索、
认识他们身边的世界。各种各样的趣味游戏会让孩子们的学习
过程乐趣满满，帮助他们提升专注力、观察能力、寻找细节的
能力、比较和区分的能力。这几册书也会引导孩子学习生词、
叙述事件。系列 5 册分别为：皮卡布和身边的世界 | 皮卡布与
反义词 | 在城市 | 在乡村 | 在家里。

中文书名：神奇之书（3 册）
英文书名：The Extraordinary Book That…
作　　者：Poppy O'Neill 等
原出版社：P57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206×273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一套充满趣味的创意活动书。大多数书只是用来阅读的，但这
套书不一样哦！书中包含许多创意项目和活动，帮助孩子在手
工实践的同时，改变对自然世界的看法，发展社会 -情绪智力，
培养创造性思维。系列 3 册分别为：《这是本神奇的环保书》
《这是本神奇的快乐书》《这是本神奇的发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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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81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35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3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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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益智游戏大全
英文书名：Thinking Games
作　　者：Nataša Bucik, Gregor Bucik
原出版社：Mladinska knjiga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05×260 mm

俄语版权已售！本书收录了许多有趣迷人的益智游戏，包括数
独、消消乐、找不同、迷宫、配对等等。这本插画精美的活动
书会锻炼孩子们的思维，增强他们的记忆力、专注力、观察细
节的能力、空间呈现能力。书后附有参考答案。翻阅本书，赶
走无聊！

中文书名：和小莫一起学数学（6 册）
英文书名：Learn Maths with Mo
作　　者：Steve Mills, Hilary Koll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210 mm
出版日期：2022-04

快来加入怪物小莫和他的朋友们，跟他们一起在冒险中学习数
学。本系列将通过弹珠子、数纸杯蛋糕等有趣的活动来挖掘数
学中隐藏的宝藏。系列 6 册分别为：《和小莫一起学加减法》
《和小莫一起学几何》《和小莫一起学除法》《和小莫一起学
分数》《和小莫一起学测量》《和小莫一起学乘法》。系列另
有 12 册计划陆续出版。

中文书名：精彩的数学世界
英文书名：How We Count: Stories and Puzzles from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作　　者：Clarice Uba, Felipe Tognoli
原出版社：P165
图书页码：114
图书开本：168×240 mm
出版日期：2021

韩国、巴西版权已售！觉得数学很无聊？很复杂？不好懂？不
得不说，数学给大部分孩子都留下了阴影，但实际上这门学科
非常迷人。在本书中，孩子们将接触到数学史上的重要时刻。
孩子们在独立思考的过程中，将深刻体会到数学世界的神奇与
美妙。除了故事部分，本书还附有练习与游戏，帮助孩子们进
一步理解前文所提到的重要概念。

中文书名：阿迪奥的心算大冒险（2 册）
英文书名：The Mathsketeers' Adventures
作　　者：John Bigwood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97×210 mm
出版日期：2022-07

从适合 7-8 岁儿童的简单数学开始，题目逐渐增加难度，直至
帮助 9岁孩子掌握其应掌握的数学技能 !有趣的故事贯穿全文，
插图充满了特色与趣味！一起来帮助小老鼠们展开冒险，解决
数学难题吧！系列 2 册分别为：《阿迪奥的心算大冒险》《鼠
之国的乘法之谜》。

中文书名：通俗数学（4 册）
英文书名：Popular Math series
作　　者：Sibel Celik
原出版社：A44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60×200 mm
出版日期：2015

别再耽搁了！深入“通俗数学”系列，一起征服数学世界吧！
系列 4 册分别为：《几何》《数字》《有些“问题”“成问题”
吗？》《测试与解答》。

中文书名：花裤子国王系列（5 册）
英文书名：King Flashypants series
作　　者：Andy Riley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224/ 册
图书开本：190×150 mm

版权售出 16 个国家！艾美奖得主、百万畅销《作死的兔子》
作者Andy Riley创作。艾德文是个不一般的男孩，他是个国王，
有自己的权杖、盔甲和遍布秘密通道的城堡。可是他的王国即
将面临一个又一个危机，他必须构思出精密的计划，守卫自己
的王国。系列 5 册分别为：《花裤子国王和大魔王》《花裤子
国王与来自可隆的生物》《花裤子国王与恐怖娃娃》《花裤子
国王和呜呼女巫》《花裤子国王和噩运雪球》。

中文书名：哈珀·德鲁的新日记（3 册）
英文书名：What's New, Harper Drew ？
作　　者：Kathy Weeks, Aleksei Bitskoff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2-2023

本书围绕一个女孩古怪的家庭，讲述了家里发生的各种混乱又
有趣的故事，以及她独特的应对方式。以趣味十足的涂鸦日记
的形式记录一个个温暖又奇妙的奇幻故事，探究女孩的归属感，
带领读者理解和处理家庭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中文书名：你准备好学习了吗？（4 册）
英文书名：Ready to learn?
作　　者：Àngels Navarro
原出版社：P162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10×280 mm
出版日期：2022-02

系列活动手册旨在通过趣味练习，帮助孩子们提升学习技能，
改善学习过程。书中包括注意力、推理、语言、记忆、图形和
创造性思维等方面的练习活动。随着练习的增加，孩子们的自
信心也会慢慢提高。系列 4 册分别为 :《你准备好学习了吗？
plus 4》《你准备好学习了吗 ? plus5》《你准备好学习了吗 ? 
plus6》《你准备好学习了吗 ? plus7》。

中文书名：蒂姆和迪格的故事（2 册）
英文书名：Tim and Diggy series
作　　者：Irina Leek
原出版社：P193
图书页码：184
图书开本：170×235 mm
出版日期：2019-2021

一个关于善良而胆小的男孩蒂姆和爱发牢骚的豪猪迪格之间的
故事。你曾经把动物园里的动物带回家吗？好吧，不是动物，
是玩具。好吧，也不是玩具，是会说话的豪猪！如果你最好的
朋友是一只豪猪，哪怕只是呆在家里也会进行一场冒险。妈妈、
奶奶和爷爷都不太喜欢迪格在家的样子，不过多亏了这只不太
安分的豪猪，家里的每个人都学会了更好地理解彼此。

中文书名：圆圆虫的冒险：多格情绪漫画（3 册）
英文书名：Bumble and Snug (3 titles)
作　　者：Mark Bradley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160
图书开本：234×153 mm
出版日期：2021-2023

西班牙、美国版权已售！一套融入情绪管理技巧的趣味漫画故
事，帮助小朋友们在有趣的场景中探索情绪。小怪物 Bumble
和 Snug 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在沙滩上发现了一枚闪闪发亮的
钻石。钻石的主人是一群怒气冲冲的海盗，当海盗追上来后，
两人才知道那颗钻石其实是一只愤怒大章鱼的小夜灯。他们必
须齐心协力把小镇从章鱼的触手中拯救出来……系列 3 册分别
为：《圆圆虫与愤怒的海盗》《圆圆虫与兴奋的独角兽》《圆
圆虫与害羞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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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冒险鸭系列（3 册）
英文书名：Adventure Duck series
作　　者：Steve Cole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144
图书开本：198×130 mm
出版日期：2019-2020

百万畅销作者创作。当一只普通的鸭子变成了超级英雄，他会
如何利用自己的勇敢和能力击败邪恶力量呢？系列 3 册分别
为：《冒险鸭和电狗》《冒险鸭和犰狳军队》《冒险鸭和邪恶
的海象》。

中文书名：漫画历史故事（3 册）
英文书名：The Funniest Stories of History
作　　者：Jordi Bayarri
原出版社：Parramon
图书页码：64/ 册
图书开本：210×297 mm
出版日期：2021

一本专注于人类发明和发现的故事合集，从世界各地不同时期
和不同文化的角度出发，以图文并茂的漫画小说形式呈现。每
卷的故事情节都围绕着一个家庭展开，讲述他们在人类历史上
的冒险经历，每卷最后还有历史学家 Oriol Ubach 写的带注释
的附录，提供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系列 3册分别为：《史
前时期》《古希腊》《古埃及》，计划第 4 册为《古罗马》。

中文书名：夏洛克·邦斯（2 册）
英文书名：Sherlock Bones
作　　者：Tim Collins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192/ 册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2-05/09

一套全新的侦探解谜系列。书中包含了如迷宫、搜索游戏和剪
影匹配等谜题。这些谜题都被交织在行动中，读者可以沉浸在
精彩的侦探情节中，跟着超级侦探夏洛克和他信赖的助手凯特
森医生来破案。面对这么多嫌疑人和线索，他们能及时抓住罪
犯吗 ? 系列 2 册分别为：《夏洛克·邦斯与皇冠上的珠宝》《夏
洛克·邦斯与法老谜团》。

中文书名：侦探博加特探案集（5 册）
英文书名：Detective Bogart series
作　　者：Zeynep Alpaslan, Melike Tan
原出版社：A44
图书页码：80-96/ 册
图书开本：125×195 mm
出版日期：2021

一向平静的Morsalkım 小镇最近怪事频发。以其酷酷的风衣、
水果印花毛衣和强烈的灰熊本能而闻名的著名私家侦探博加
特，将一一解开这些谜团。让我们与传奇侦探一起迷失在这些
有趣的冒险故事里吧 ! 系列 5 册分别为：《侦探博加特之歌剧
魅影》《侦探博加特之寻找金鼹鼠》《侦探博加特之火烈鸟的
世界》《侦探博加特之寻找神秘面具》《侦探博加特之寻找失
踪的兔子》。

中文书名：影子镇
英文书名：Shadow Town
作　　者：Richard Lambert
原出版社：A42
图书页码：356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1-10

引人入胜的魔幻现实主义故事。作者前作被《泰晤士报》《金
融时报》《卫报》《爱尔兰时报》列入 2020 最佳童书！ Toby
在伦敦过着平静的生活，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影子，
将他带到了由一位神秘王后统治的危险国度。在那里，Toby
遇到了失去记忆的女孩塔姆琳，为了解开她的身份之谜，并帮
助 Toby 回家，两人必须踏上一段惊险的旅程……系列计划有
4 本。

中文书名：逃脱之宫
英文书名：Escape Room
作　　者：Christopher Edge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208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2-02

作者 Christopher Edge 颇受评论家好评，曾提名英国卡耐基
图书奖。其前几部作品已被翻译成 20 种语言！十一岁的阿米
即将迎来有生以来最棒的生日——因为她将和好朋友们在“逃
脱之宫”度过一个冒险之夜！当他们在真人“逃跑游戏”的不
同场景中移动时，阿米和朋友们凭借着勇气和大胆的谋略，动
用思维技巧在国际象棋、玛雅谜语和剑齿虎攻击中经受了一次
又一次的考验。本书节奏紧凑，情节令人兴奋。

中文书名：奥利和比亚的超级大冒险（4 册）
英文书名：The Super Adventures of Ollie and Bea
原出版社：P154
图书页码：64/ 册
图书开本：148×229 mm
出版日期：2022-01

一套趣味十足的漫画小说，用幽默的双关语和俏皮的故事逗得
小读者哈哈大笑！奥利是一只戴眼镜的猫头鹰，比亚是一只大
脚兔子。他们能成为朋友并且帮助彼此找到他们的内在超能力
吗？和奥利及比亚走进这套可爱的系列图书，一起交朋友、制
造快乐吧！系列 4 册分别为：《聪明的懒虫》《是猫头鹰呀》
《蝙蝠的朋友》《车轮上的尖叫声》。

中文书名：黄昏时分
英文书名：At Dusk and Afterwards
作　　者：Raphaël Panarisi
原出版社：A43
图书页码：124
图书开本：145×210 mm
出版日期：2021-07

一段充满冒险和谜题的史诗般梦幻之旅。在那场害妹妹陷入深
度昏迷的事故之后，弗拉维安在医院的病床下发现了一个神秘
世界，这里某位沉睡的公主可能是拯救妹妹的关键。于是，这
个小男孩在一只奇异生物的陪伴下，踏上了一段充满冒险和谜
题的史诗之旅，许多考验在等待着他们。此间，他们将穿梭于
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中，如《爱丽丝梦游仙境》《绿野仙踪》。
和主角一起去发掘事情的真相吧！

中文书名：某天突然系列（5 册）
作　　者：李静雅 等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116/ 册
图书开本：170×220 mm
出版日期：2018

通过丰富有趣的想象力故事，给孩子们讲述工作的重要意义。
本系列是讲述特定职业的人在某天突然消失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的童话系列，旨在通过光是想象就令人眩晕的故事，来介绍工
作的意义和价值——这个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能维持正常
运转。老老实实地做事，任何事情本身都有重要的意义。系列
5 册主题分别为消防员、医生、老师、环卫工人和司机。

中文书名：边笑边学系列（2 册）
英文书名：Little Laugh & Learn
作　　者：Judy S. Freedman, M.S.W. 等
原出版社：A03
图书页码：84-88/ 册
图书开本：203×159 mm
出版日期：2021-2023

本系列用轻松幽默的语调，让孩子在阅读中提高自身的情绪，
学会人际关系的更多技能。系列 2 册分别为：《化解调侃》帮
助年轻读者了解到，伤害性的调侃是什么样的，并提供了一个
应对调侃的有效指南。《交朋友，做朋友》帮助孩子们学习：
如何寻找和交朋友、如何做一个好朋友、遇到困难时该怎么
办？。系列后续计划 2 本分别为：《你输了！》《为什么要有
规则》。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946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824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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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74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13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73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35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03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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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的秘密
作　　者：黄一文 
原出版社：YL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07x297x95mm
出版日期：2021

★ 2020 年高雄市立图书馆第一届“好绘芽奖”新锐奖作品。
◎翻转“小红帽”经典童话，从一点点悬疑、一丝丝提心吊胆
到充满惊喜、温馨的奇幻绘本。◎透过图像的差异、变化，引
发读者一起观察与推理；透过故事的转折、空隙，跳脱既定印
象，激发读者一起想象和创造！

注音练习
作　　者：林仪
原出版社：KD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10x260x90mm
出版日期：2021

★本书荣获第十四届林荣三文学奖．新诗奖【首奖】★携手波
隆那插画展入选画家薛慧莹倾情创作。这是一首新诗，也是一
本绘本，更是一个母亲的一生。 b 是不，b 很轻／说不安、不
识字／但 bp 是不怕／不怕字写得像蛇一个不识字的阿嬷，她
被跳过，接着她老去，然后，她开始偷偷练习写字。今天起，
她要拾起梦想，成为自信的自己。 

一百万个亲亲
作　　者：谌淑婷
原出版社：BBWH
图书页码：40 页
图书开本：210x250mm
出版日期：2021

因为爱，所以想要给你一个拥抱；因为爱，所以想要给你一个
亲亲。 你曾细数过，目前为止收集到了几个亲亲吗？第一个
亲亲、第二个亲亲、第三个亲亲……一个又一个的亲亲，传递
家人对宝宝的温暖期待。一个又一个的亲亲，陪伴着孩子们成
长。作者谌淑婷将身为母亲的爱与温柔，以轻柔的语言，写下
平凡却深刻的日常。 

豆豆的日记系列 - 幼儿生活启发教育 10 册
作　　者：QE 编辑团队
原出版社：QE
图书页码：24/ 册
出版日期：2020

★德智育并进的阅读学习。★爸妈与孩子的互动启发教学。★
核心教育所涵盖的概念与思考。★协助你期望孩子的学习与发
展体现的指标。★精美细致的绘图让孩子赏心悦目增进阅读兴
趣。现今许多父母亲，对于小孩在成长中的许许多多规范，不
知该如何引导，又该如和满足他们奇奇怪怪的小小脑袋。因此，
我们计划以小孩自己的语言及与同伴的互动来带出每本书的主
题，并从主题中引申一些给父母亲的建议。

圆圆的一天（10 册）
作　　者：Ksenia Zababashkina 绘；洪忆慈 文
原出版社：QE
图书页码：32/ 册
出版日期：2020-2021

★国外优秀插画师创作★用可爱的国宝熊猫作为主角，集故事
性和趣味性，引导孩子观察和模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
一套可以爸妈及幼儿学习指标的绘本。书里的圆圆今年 5 岁，
是属虎的小朋友，每天有说不完的话 , 用不完的精力。你家的
宝贝是否也跟圆圆一样非常好动调皮呢？每天有用不完的精
力，经常让你不知所措。没关系 , 我们来看圆圆的爸爸和妈妈
如何与活泼可爱的圆圆相处每一天，又如何教导他们的行为规
范 , 如何陪他们走过每一天的成长。

品德第一大书（共 8 册）
作　　者：王元容等
原出版社：QQZR
图书页码：32/ 册
出版日期：2019

一套兼具生活品德学习与情意发展的教学大书！打造良好的品
德必须从小扎根，除了大人的言教与身教，更重要的是孩子能
自行体会。故事是品德教育的最好帮手，孩子能在阅读后获得
启发与成长，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端正自己的言行。

中国历史名人传（12 册）
作　　者：方宏家 文；郑育婷 绘
原出版社：QE
图书页码：48
出版日期：2020-2021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之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历史中留下属
于自己的灿烂篇章，有的人你可能有听说过，有的人你可能完
全不知道，你是否好奇他们是如何在这历史长河留下名号的？
作者从历史上选取了 12 位优秀的名人，立足史实，尊重历史，
配以精美的插图，增加了孩子阅读兴趣，文字量适中，既可以
了解历史名人，丰富历史知识，了解中国文化，又可以在阅读
中积累知识，打下良好的语文阅读功底。

布朗克幼儿园：幼儿园情绪 + 生活应对（全八册）
作　　者：妙蒜小农
原出版社：MS
图书页码：44/ 册
图书开本：230x230mm
出版日期：2021

★中国台湾原创团队妙蒜小农，新一代【玩读绘本】●上幼儿
园必备，宝典妈爸老师最强帮手●幼儿园情绪＋生活应对●上
学前要看�上学后必看●别紧张，因为不只你紧张。全系列八
大主题：1. 布朗克开开学→上学开学 2. 布朗克点点名→群体
生活 3. 布朗克放放假→自主管理 4. 布朗克睡午觉→睡觉习惯
5.布朗克赛赛跑 → 自信竞赛6.布朗克好好吃 → 均衡饮食7.布
朗克交朋友 → 人际相处 8. 布朗克上厕所 → 卫生习惯

名人一生的奋斗史（共 16 册）
作　　者：图、文 ／ Greta Cencetti（意大利）
原出版社：QE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97x210mm

★音乐及艺术大师的奋斗历程，让孩子从中获得勇气及毅力。
★图文皆由博洛尼亚获奖作者、意大利绘者精心打造。★由专
业配音人员录制，让孩子沉浸在精彩的故事描述中。

大野狼的餐桌：不吃小红帽、款待三只小猪……31 道美食翻
转经典童话，做料理、听思辨故事，餐桌的公民素养课
作　　者：陶乐蒂
原出版社：xMT
图书页码：168
图书开本：230 x 165 x 12 mm
出版日期：2021

★生活教育 × 食物教育 × 公民教育★ 31 道料理的亲子互动时
光、跨领域素养的思辨课堂。小红帽是偏食的孩子？！顽皮的
七只小羊闹翻餐厅！彼得看着好吃的油封鸭却哭得一把鼻涕一
把眼泪？大野狼的餐厅刚开张，今天，会是谁来报到呢？大野
狼要用在各地辛苦学到的美食食谱，与大家分享。可是，每个
人都认为他是坏人，怎么可能有人上门？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53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8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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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91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10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896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5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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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小学 1+2 套书
作　　者：王文华
原出版社：GYRB
图书页码：360
图书开本：150x210mm
出版日期：2021 

“好”小孩不代表一切没问题“坏”小孩也有不想说的秘密★
金鼎奖畅销童书作家王文华★第一套家庭议题作品。深刻描写
高风险家庭小孩的内心风景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她是
时光小学的薇薇安：独立自主，体贴又乖巧，会自己设闹钟起
床，记性比妈妈还要好，功课不用人担心而且经常换发型。可
是，她有一个绝对不想说的秘密──爸爸有新的家人了！ 

美国孩子天天用的英文文法 + 美国家庭天天说的亲子英语
作　　者：Aman Chiu
原出版社：XY 
出版日期：2018 

中文简体首次开放授权！学文化，学教养，给孩子地道的英语
生活。扫码即听音频和中文翻译，即学即用英语会话 50 个西
方文化有趣知识，120 个美国家庭生活场景。

奇龙族学园——STEM 能力大提升
作　　者：冯泽谦 
原出版社：XY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170 x 230 x 10 mm
出版日期：2021

预计出版 8 册：已出版：数学、理财、STEM。待出版：口语
与书面语（6 月）、网路世界（7 月）、经济（预计 10 月），
生活技能、化学。每本书通过 20 个有趣和生活化的故事，
让奇龙族陪孩子轻松学习数学、理财、STEM、口语与书面
语、网路世界、经济、生活技能和化学，并且活学活用！除了
日常生活应用，还介绍数学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应用，配合
STEAM 的教育趋势。

大文豪的童话
图书类型：童书 / 少儿文学
作　　者：杜明城／编选、翻译
原出版社：XMT
图书页码：504
图书开本：210 x 148 x 33 mm
出版日期：2020/11/28

魔法鱼骨、异想王后、蓝胡子的幽灵……狄更斯、马克吐温、
卡尔维诺等 30 位文学大师，写给大人与孩子的奇幻故事。颠
覆性别、挑战阶级、与万物对话，成为历史、社会现实与理想
的总合──别怀疑，这都是童话！从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
剧作家、诗人到诺贝尔奖得主从英国、法国、丹麦、俄国，到
以色列……横跨 300 年历史精选 30 篇文学名家的童话★中文
世界儿童文学研究权威首部编选、翻译★经典细读无删节版★
每篇作品皆附作者侧记★收录多样风格作品，包括奇幻、写实、
寓言……

《大文豪故事集》＋《小寓言故事集》
作　　者：桂文亚
原出版社：ZM
图书页码：328
图书开本：14.8x21x1.85 mm
出版日期：2021

★儿童文学名家桂文亚老师精心改写，让孩子轻松读懂古今中
外经典名篇。★十位大文豪 × 十八篇绝妙短篇故事★寓言小
故事 × 遇见大智慧。

思维导图学作文：写人写物篇
作　　者：黎浩玮
原出版社：XY
图书页码：142
图书开本：230x170mm
出版日期：2021

★以指导作文作为题材的图书，帮助小朋友克服在作文上遇上
的困难。 ★本系列包括写人、写物 / 写景和写事的文章，涵
盖中高年级最常见的作文形式。你有没有试过在看到作文题
目时，脑海中一片空白，不知怎么落笔呢？ 你知道思维导图
（Mind Map）是什么吗？有没有想过利用思维导图，可以轻
松写出好文章呢？

小学文言文解读策略（4 册）
作　　者：梁美玉
原出版社：XY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168 x 235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包含按内容主题及深浅程度分成 4 册：初阶篇、中阶篇、
高阶篇 ★趣味故事贯穿全书，读文言文也可以很有趣： 全系
列由古文知识丰富的近鸟类恐龙趣趣博士和两位小主角的故事
串连，带着读 者一起穿越时空，破解文言文任务，让阅读更
添趣味。★传授 7 种解读文言文的实用法宝，培养独立理解能
力★栏目丰富，轻松学语文及文化知识。

陈安如闪亮金句写作课 ：让我们从小学生的“视界”望向世界！
作　　者：陈安如
原出版社：WN
图书页码：180
图书开本：170x 230 x 10 mm
出版日期：2021

10 大主题 +424 个小学生闪亮金句 +167 个安如老师小提点，
有效激发联想力、提炼写作力，写出有深度、有创意、有个性
和感染力的文章。 这不只是本小学生作文书，同时也是本小
学生心理学！让你看见他人，还看见自己！然后，提笔做为望
远镜，看见未来远方，那个因阅读写作而熠熠发光的自己。 

文学素养《读名著、知历史、学成语》（共 4 册）
作　　者：吴承恩、施耐庵、蒲松龄、罗贯中
原出版社：QE
出版日期：2022

该系列一套 4 本，将成语与《聊斋志异 》《西游记》《水浒传》
《三国演义》的阅读结合起来，由“点”及“面”，用“成语”
这一短小文言形式为孩子搭建与经典相遇的平台，奠定孩子传
统文化学习的基础，从而开启孩子走近经典、走进名作的阅读
之门。

《管家琪写给小朋友的节气故事：寻找节气精灵》
作　　者：管家琪
原出版社：DH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48x210x13mm
出版日期：2021

★童书大王管家琪、插画家徐建国两大名家联手文图创作★小
学生的阅读写作首选 · 增强文化素养、美学与思考力， 读超好
看的文化故事 · 赏插画·学作文 !★献给儿童的文化素养故事书！
书中的系列故事，是将二十四节气全部拟人化。在管家琪的想
象中，这些节气精灵就象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在“寻找立
春精灵”这条主线下，让这些节气精灵一个一个的登场，然后，
在与主人翁的互动下，演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管家琪希望每
一个故事都能自然揉进一些该节气的特点，让每一个节气精灵
都有独特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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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蜗的海洋学堂（全套 5 册）
作　　者：阿德蜗
原出版社：XB
图书页码：688
图书开本：210x170mm
出版日期：2021 

★融入 108 课纲海洋教育三大学习目标、九大核心素养★海
洋神话 x 专业知识＝阿德蜗的海洋学堂★将海洋保育的种子洒
进孩子心田，成为他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小事。那么，守护我
们的地球，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任务！

《自然认知英文小书》（60 册）
Little Kiss
图书类型：绘本
作　　者：何佳芬
原出版社：Chin-Chin Publication
图书页码：24/ 册
图书开本：200x210mm

一套在手，自然我有！近 1000 幅实景图，配套 60 支音频，
便携小开本，幽默讲述奇趣大自然。培育认知力、观察力、同
理心，给孩子受用一生的自然启蒙。完美弥补小宝宝远离大自
然的遗憾。作者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教育心理研究所硕士 , 荣获
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

奇怪的生物知识增加了
图书类型：教育科普
作　　者：苏仁福 , 曾明腾
原出版社：JGWC
图书页码：272
图书开本：146 x 212 x 13.6 mm
出版日期：2021

不只讲生物更讲科学！看得懂且不催眠的科普蒙！ 108 生物
课纲的有梗新诠释★为孩子解锁科普阅读的入门书。★古今生
物全知道，课文没说的生物有八卦！★快速掌握生物发展史，
来龙去脉好清楚。★扣合 108 课纲，脑中有轮廓，记忆背诵
都容易。★老师可以这么教，结合趣味梗，轻松吸收知识点！

科学家都在做什么？ 21 位现代科学达人为你解答
作　　者：郭雅欣 , 陈雅茜
原出版社：YL
图书页码：232
图书开本：148 x 210mm
出版日期：2021

专家现身说法，勾勒你的未来蓝图。科学，就是对自己诚实§如
果你心中有个科学梦，却不知该从何开始……如果你正在追寻
梦想的路上，却感到困难重重……或是你还不晓得自己的兴趣、
不知道未来可以做什么……请翻开这本书，汲取来自台湾现代
科学达人的人生智慧。这些科学达人，有的是从小就立下了一
生志趣，有的则是长大……

好聪明漫画医学：原来身体这样运作！
作　　者：谢宜珊 , 许雅筑 , 张容瑱等
原出版社：YL
图书页码：156
出版日期：2021

从贴近日常生活的情节中，了解身体如何运作的医学知识！成
长中的孩子少不了各种关于身体的问题，想建立正确的健康概
念，就从漫画医学开始！★晕车原来跟耳朵有关系？★出门郊
游抽筋或中暑了该怎么办？★如何只要青春不要痘？还要避免
令人窒息的体臭？★为什么会放屁？“便便”的形状长怎样最
合理？ 本书搜罗十几则生活里常见的身体大小事，以幽默易
懂的漫画详细图解。

小牛顿实验王（12 册）
作　　者：小牛顿
原出版社：XND
图书页码：80/ 册
图书开本：210x250 mm

“小牛顿实验王”以小学科学课为主要内容，强调做中学、学
中做，边学边玩边做实验的理念，将生冷硬的科学实验趣味化，
主要包括生活物理、生活化学、地球科学、生物秘密等类别。
“小牛顿实验王”中的每一分册都附有 12 个科学微影片，加
上书中提示的要点，一步一步“手把手”教孩子们做到会，在
提高孩子们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同时，让孩子们远离实验做
不出来的烦恼。

小牛顿科学与人文 - 故事中的科学（6 册）
作　　者：小牛顿
原出版社：XND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22x28.5mm

说明：故事除了有无限丰富的想象力，还可以带给孩子什么启
发呢？本系列借由生动的故事，引发孩子的学习动机，将科学
原理活泼生动地带到孩子生活的世界，拉近幻想与现实的距
离，让枯燥生涩的科学知识染上缤纷色彩。本系列分成动物、
植物、物理、化学、地球和宇宙等领域，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
对科学知识有更系统性的认识，带领孩子从想象世界走进科学
天地。 特色：引人入胜……

胖古人的古人好朋友
作　　者： J.ho
原出版社：GYRB
图书页码：192
图书开本：170x230x11mm
出版日期：2021

在幽默搞笑的氛围中，展现了敏锐的观察力、联想力，以及瞬
间组合力，精确刻画出古代名人的精随。让 Q 版古人生活，
有爱无碍，引领大家跨越古文障碍。

生存高手（10 册）
作　　者：小牛顿
原出版社：XND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21x22mm

动物系列 6 册 1、捕猎篇 2、繁殖篇 3、极限篇 4、成长篇 5、
竞合篇 6、体型篇 植物系列 4 册 1、繁殖篇 2、极限篇 3、竞
合篇 4、适应篇 说明：《生存高手》系列，收录动物和植物们
各式各样惊人的生存技巧。种种的特殊行为，以及奇特的身体
构造，都是它们能够顺利存活下来的关键。  每本书收录将近
23 种动物，以清晰、生动的照片，搭配小插图，清楚呈现出
动物们令人惊叹不……

新小小牛顿（66 册）
作　　者：小牛顿
原出版社：XND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 30 册内容未曾授权中文简体版，另 36 册为合约到
期内容。 说明：五合一教材多元欢乐学习专门为 3~7 岁孩子
设计，结合欢乐学习的编辑理念与数字阅读的趋势，每期“主
题书”规划生活化趣味内容，搭配“广播音频”跟着说说唱唱
辅助学习、“影音视频”精采生活科学影片、及“智慧游戏本”
训练孩子手眼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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