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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兔子亮亮的夜幕冒险
英文书名：Rabbit Bright
作　　者：Vidla Wang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300 x 240 mm
出版日期：2019

塞巴斯蒂安·沃克奖获奖作家创作，帮助怕黑的小朋友战胜
恐惧。当夜幕降临时，一只叫亮亮的勇敢的兔子出发去黑暗
中探险。黑暗很可怕，但是亮亮很快发现，只要你知道该往
哪看，光亮就无处不在。

中文书名：迷失城市中
英文书名：Lost in the City
作　　者：Alice Courtley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5 x 250 mm
出版日期：2022-02

当奶奶说要去城市里探险时，Maya 感到很担心，跟巨大的
城市相比，她实在是太小了。而且她们的小猫萨米怎么办呢？
小猫偷偷钻进 Maya 的背包一起来到了城市，可是一不小心
小猫就跑走啦。Maya 能跟在小猫身后保护它的安全吗？本
书将故事与找找书的元素结合，充满了趣味。

中文书名：恐龙 VS 人类
英文书名：Dinosaurs VS Humans
作　　者：Matt Robertso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5 x 250 mm
出版日期：2019

塞恩斯伯里图书奖获奖作家、水石童书奖短名单入围作家创
作。所有人都说恐龙和人不能一起玩，可是小女孩 Pearl 和
小恐龙 Dexter 就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一不小心，小女孩和
小恐龙一起掉进了一个深深的洞穴，两个部落能忘掉之前的
纷争，团结在一起救出他们吗？一个关于友情包容与拥抱差
异的故事。

中文书名：狗狗生日快乐！
英文书名：Happy Birthday Dog!
作　　者：Annabel Pitcher, Fabi Santiago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5 x 250 mm
出版日期：2022-04

卡内基文学奖短名单入围作家、水石童书奖获奖作家绘本处
女作，与水石童书奖入围插画家联合创作。猫咪和狗狗是最
好的朋友，虽然他们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狗狗很安静，
而猫咪很闹腾；猫咪总喜欢蹦来蹦去，而狗狗总是安静地呆
在那里；狗狗有些羞涩，而猫咪喜欢受到众人的关注。狗狗
的生日很快就到了，而猫咪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没有分享这个
生日！

中文书名：企鹅包裹
英文书名：Penguin Parcel
作　　者：Victoria Cassanel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80 x 224 mm
出版日期：2021-10

Klaus Flugghe Prize 入围作家创作。北极熊在报纸上看到
了企鹅优惠券，他迫不及待地订购了一只作为自己的宠物。
新朋友企鹅的到来让他非常兴奋，但企鹅看起来似乎不太高
兴。随着时间的推移，企鹅变得越来越沮丧，北极熊终于决
定踏上一段漫长的旅途，帮助企鹅回家。同作者还创作有《灰
熊的痒痒症》。

中文书名：我的妈妈是屠龙战士
英文书名：My Mum and the Dragon
作　　者：Francesca Corso
原出版社：P173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50 x 260 mm
出版日期：2021

有些人的妈妈是警察，有些人的妈妈是老师、收银员、科学
家……而我的妈妈是一名战士！这就是为什么她是世界上最
勇敢、最聪明的妈妈的原因！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完
成，那就是击败巨龙……这是一个涉及母亲与乳腺癌主题的
充满诗意的故事。

中文书名：深夜里的忙碌身影
英文书名：All Through the Night
作　　者：Polly Faber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90 x 230 mm
出版日期：2021-10

俄语版权已售。感谢每一位城市守护人。夜幕降临，在一座
大城市里，一个小女孩吃完晚饭，刷牙、准备睡觉。与此同
时，她的母亲正穿上外套，准备去上班。但她会去哪里，一
路上又会看到谁呢？随着夜晚的到来，跟随护士、清洁工、
送货员、医生、警察、记者等等，认识那些做着重要工作的
人，他们都在夜晚默默维持着城市的运转。

中文书名：谁吃光了草莓蛋糕 / 寻找棉花糖小偷
英文书名：Straw Berry Berry Pop Pop/ Cotton Candy, 
Candy Shoong
作　　者：Sunjung Ha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181 x 273 mm
出版日期：2019

繁体中文、英文版权已售。系列两册讲述了小刺猬多奇和他
的朋友们的奇妙故事，小刺猬做了一个超大的草莓蛋糕和一
个超梦幻的棉花糖，可是有人偷偷把蛋糕和棉花糖吃光了！
小刺猬能找到证据，发现是谁偷吃了蛋糕和棉花糖吗？

中文书名：啊啾！狼来啦
英文书名：Achoo! There Goes the Wolf...
作　　者：Vincent Poensgen
原出版社：Mijade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25 x 275 mm
出版日期：2021

人人都知道三只小猪和大灰狼的故事，但是万一我们都理解
错了呢……如果那天早上大灰狼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感冒了，
去找三只小猪只是为了要一点止咳糖浆呢？啊啊啊……啊
啾！怎么办？小猪的房子被吹倒啦！

中文书名：狗狗拉夫斯系列（3 册）
英文书名：Ruffles
作　　者：David Melling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20 x 220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国际畅销书作家 / 插画家 David Melling 的全新可爱绘本。
本系列适合幼儿阅读，孩子们会笑着和小狗拉夫斯一起面对
生活的各种烦恼。小小拉夫斯喜欢做很多事情，到处抓，四
处挖，还有不停地嚼……反正他就是停不下来！他爱蹦爱跳
爱淘气，就和正在读这本书的你一样可爱！系列 3册分别为：
《拉夫斯和红雨衣》《拉夫斯和小猫咪》第三本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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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小企鹅的派对难题
英文书名：Penguin's Party Problems
作　　者：Alice Horn
原出版社：Tate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0 x 240 mm
出版日期：2021-10

通过吸引大人和小孩的聪明、诙谐的故事，讽刺社会规范和
人们对技术的依赖的尖锐的插画，教会孩子如何满足别人的
需求。小企鹅打算开一个派对并且把她的好朋友都邀请来！
然而，很快她就因为朋友们各种各样的饮食需求而焦头烂额。
最终，小企鹅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让她的朋友们都享受这个
派对吗？

中文书名：直到最后一页
英文书名：Jusqu'a La Derniere Derniere Page
作　　者：Laura Ferracioli, Alice Coppini
原出版社：Baliverne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5 x 284 mm
出版日期：2019

繁体版权已售。主动拥抱生活中的美好。一位年轻作家每天
只待在家里写作，万不得已才会出门购物。某天去超市时，
他遇上了一个邪恶的巫女，巫女给作家下了一个可怕的咒
语——每当他写完故事，稿件的最后一页就会消失……于是
作家只得变卖掉一切，踏出家门去寻找财富。当他走出家门，
才发现风景是那么漂亮，人们是那么有趣。然而，这只是他
惊喜的开始……

中文书名：一阵雨
英文书名：Downpour
作　　者：Yoon Jungmi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52
图书开本：190 x 250 mm
出版日期：2020

繁体版权已售。放学啦，妹妹和哥哥一起回家。可是，为
什么哥哥看起来心情不好呢？原来哥哥考砸了，心情很沮
丧……穿着红雨衣，打着黄雨伞的妹妹天真可爱，脸上的笑
容和好奇心引领着哥哥回家。终于，当纯真的妹妹让哥哥抬
头看向爱心的天空，哥哥的压力似乎也慢慢减轻了。

中文书名：群鸟
英文书名：Birds
作　　者：Natacha Ortega
原出版社：Kalandraka
图书页码：36
图书开本：220 x 220 mm
出版日期：2021

这是一首有关童年梦想的诗歌，孩子们用想象力把广场、公
园和树木变成了自由翱翔和创意的游戏空间。插画展现着极
简主义的风格，简单的笔触便可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形象。

中文书名：你想变成什么？
英文书名：What Would You Like to Be?
作　　者：Arianna Papini
原出版社：Kalandraka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300 x 220 mm

安徒生儿童奖、金棕榈奖获奖作家给孩子的想象力启蒙书。
本书荣获骑士团国际图画书奖决赛第四名，并被国际儿童读
物联盟选定为 2011 年度儿童读物参展。这是一本关于梦想
的书。不管是温顺的鱼，还是狂野的猫头鹰和鳄鱼 , 他们都
想变成其他的动物，这是一个动物与动物间彼此关联、周而
复始的关于想象力的故事。

中文书名：捕捉目光
英文书名：Gazecatcher
作　　者：Marina Núñez, Avi Ofer
原出版社：Kalandraka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20 x 200 mm
出版日期：2021

入围第十二届孔波斯特拉国际大奖决赛。本书是现实的一面
镜子，很多孩子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社会迷上了移动电子
设备，主人公决定主动扭转这种趋势：让人际交流重新成为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文书名：Stuart Trotter 大师绘本系列
作　　者：Stuart Trotter
原出版社：Rockpool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20 x 220 cm
出版日期：2006-2021

享誉世界的童书插画家 Stuart Trotter 的绘本作品集。来一
起分享书中美好而温暖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吧！系列 14 册分
别为：《大鼻子巴克》《小书虫》《“我是谁呢？”》《贪
婪自私的河马》《大肚子河马》《晚安 ! 宝贝》《胆小猫咪》
《爸爸妈妈爱你！》《小熊泰迪又回来了》《我最喜爱的宠
物》《无法入睡的公主》《叫杰克的蛇》《树懒》《熊》。

中文书名：等待方舟
英文书名：In the Queue for the Ark
作　　者：Antonis Papatheodoulou
原出版社：Kalandraka
图书页码：36
图书开本：165 x 300 mm
出版日期：2021

第九届孔波斯特拉国际绘本奖获奖者全新创作的有趣读物。
本书是对戏剧的致敬，展现了戏剧的内核——通过一个戏剧
性的冲突，展现其背后所想表达的意义。两只老鼠与不同的
动物相遇，它们都听说了诺亚方舟的故事：洪水的泛滥，船
只的建造，怀疑和痛苦逐渐开始笼罩一切，直到他们最终发
现了事实的真相……

中文书名：拉尔斯和熊坡伊
英文书名：Poe and Lars
作　　者：Kashelle Gourley, Skylar Hogan
原出版社：Little Bee Books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10 x 248 mm
出版日期：2021-10

繁体版权已售。一个可爱的友谊故事 ! 拉尔斯是一个生活在
北极地区的孤独小女孩，尽管她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但同
时也渴望有人陪伴。一天，一只脾气暴躁、饥饿的北极熊坡
伊闯入并破坏了她的家。拉尔斯提出给熊坡伊食物作为交换，
坡伊必须修理好她的房子。熊坡伊会兑现他的承诺吗 ? 书中
还涉及北极的气候变化和因纽特文化。

中文书名：Suzy Chic 哲思绘本系列（3 册）
作　　者：Suzy Chic
原出版社：P208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00 x 180 mm
出版日期：2006-2021

陪伴可爱的小主角一起思考时间的流逝、寻找平静的力量，
在对世界的认识中，慢慢长大。系列 3 册分别为：《等待》
《路上》《无尽》。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2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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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36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45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43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55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725.html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凯琳国际文化版权 2021 年下半年童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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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Carol QQ： 2366848272 Summer QQ： 2075581269
Jessi QQ： 3409890997 Courtney（数字授权）QQ： 1538344151 

Annty（港台）QQ： 1063776673

021

023

025

027

029

022

024

026

028

030

中文书名：Jérôme Camil 系列绘本（5 册）
作　　者：Jérôme Camil
原出版社：P116
图书页码：32-48/ 册
图书开本：290 x 210 mm
出版日期：2019-2021

五本幽默故事，让你读完后哈哈大笑！系列 5册分别为：《演
出得继续呀》《案发现场》《小鸡奇奇的火星梦》《尊敬的
赛易德殿下》《狮子、狐狸和黄鼠狼》。

中文书名：上幼儿园的爸爸（4 册）
英文书名：Dad at Kindergarten
作　　者：Lars Mæhle, Lars Rudebjer
原出版社：P202
图书页码：40/ 册
图书开本：180 x 230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一套搞笑儿童系列读物，讲述了蒂娜的爸爸去上幼儿园时发
生的所有“不幸”事件。书中充满了恶作剧和幼稚的行为，
且一切都颠三倒四。大人们的行为就像孩子们一样，而孩子
们可是很难控制的哟！系列前两册《爸爸变小啦！》《剧院
里的闹剧》已出版，第三册和第四册分别将于 2022 年 1 月、
8 月出版。

中文书名：想挤进书页里的长颈鹿
英文书名：Giraffe Cannnot Make into the Page
作　　者：Raimondas Jurgaitis, Dainius Sukys
原出版社：Flintas
图书页码：24
图书开本：235 x 245 mm
出版日期：2021

繁体版权已售。献给所有那些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却找不到合
适的地方去融入的人。一个关于一只长颈鹿努力想挤进一页
书里有趣而欢快的故事！所有友好的动物都准备好了帮助长
颈鹿挤进书页里，但只有猫头鹰明智的建议，才让这件事取
得了成功！翻开书页，快来看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建议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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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x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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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由著名插画家 Adam Gustavson 创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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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和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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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来说，
这些青蛙的滑稽动作会让他们开怀大笑。

中文书名：寻找南瓜的冒险旅程
英文书名：We're Going on a Pumpkin Hunt
作　者：Mary Wilcox, Lynn Munsinger
原出版社：A18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23 x 289 mm
出版日期：2020

本书改编自英国获奖畅销书作品《我们要去捉狗熊》，在这
里南瓜和秋天成为了主角。在一个幽灵般的夜晚，孩子们要
去寻找镇上最大的南瓜，途中恐怖蔓延在夜间各个角落，
这将是一次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本书绘者是 90 多本儿童
书籍的插画家，其中包括最畅销书籍 Tacky the Penguin 和
What Mommies/Daddies Do Best 系列。

中文书名：瑞希不喜欢亲亲
英文书名：Rissy No Kissies
作　　者：Katey Howes, Jess Engle
原出版社：Lerner Publishing Group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0 x 250 mm
出版日期：2021

繁体版权已售。作为一只可爱的小鸟，瑞希却不喜欢亲吻！
瑞希的朋友和家人怀疑她是不是生病了，还是说不明白自己
究竟是谁，抑或是太粗鲁了？但是亲吻就是会让瑞希不舒服。
她可以让大家意识到展现喜爱的方式不止一种吗？本书通过
一个充满温情的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学会表明自己的想法，
以及尊重他人的选择。

中文书名：如何给我的狗狗创作一本书
英文书名：How to Make a Book about My Dog
作　　者：Chris Barton, Sarah Horne
原出版社：Lerner Publishing Group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35 x 280 mm
出版日期：2021-10

要成为一名作者或者绘者并没有说起来那么简单，本书以幽
默的口吻，遵循一本书的创作过程，从手稿到书架详细地展
示了其中的故事。带小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了解一本书的
诞生。

中文书名：条纹发廊奇遇记
英文书名：Stripe Hair Salon
作　　者：Yugyeong Hong
原出版社：P164-BGC
图书页码：44
图书开本：210 x 260 mm
出版日期：2017

香港英文版权已售。小母狮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她的头发超
级毛躁。她别无选择，只能去条纹发廊找专业人士来解决这
个问题。斑马设计师向他的小客户展示了许多可供选择的发
型，但店里没一个人会做。小母狮最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发型
呢？本书旨在激励孩子们为自己感到自豪，并自信地成长。

中文书名：小熊学伴系列（4 册）
英文书名：Bears Make the Best
作　　者：Carmen Oliver
原出版社：P154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28 x 279 mm
出版日期：2020-2021

本系列分别围绕阅读、数学、写作和科学的主题，以小女孩
阿德莱德和小熊为主角，将 STEAM 的相关知识融入故事中，
通过小女孩和小熊一起学习的经历，提升小读者的阅读兴趣。

中文书名：没什么特别的海象
英文书名：Walrus Like a Walrus, Nothing Special
作　　者：Dasha Dimitrova
原出版社：P193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10 x 280 mm
出版日期：2021

通过一只海象找回自信的故事探究孩子可能面临的关于自我
怀疑与自我接受的心理问题。海象有很多极地朋友，但他担
心自己配不上他们。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他的
朋友们强壮、敏捷、目光敏锐。他害怕朋友们会对他感到厌
烦，直到他救了一只鹿的命……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36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7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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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情绪海洋（6 册）
英文书名：The Emotion Ocea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1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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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世界、多多问题（4 册）
英文书名：Big Questions Big World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20 x 22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通过设置一些日常场景，开启小朋友的哲学启蒙，帮
助小朋友理解一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并进行批判性思考。系
列 4 册分别为：《为什么我们需要规则》《什么让我如此特
别》《如何辨别对错》《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中文书名：为什么我需要 - 儿童习惯培养绘本（6 册）
英文书名：Why Do I Have to …
作　　者：Kay Barnham, Patrick Corriga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45 x 245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深入研究了幼儿的抵触情绪，每册包含六个生活场景，
先设置问题，然后加以解决，帮助小朋友理解并培养良好的
生活习惯。系列 6 册分别为：《为什么要吃健康食物》《为
什么要去上学》《为什么要睡觉》《为什么要保持卫生》《为
什么要分享》《为什么要诚实》。

中文书名：社会问题初认知系列（32 册）
英文书名：A First Look At
作　　者：Pat Thoma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10 x 24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由资深心理治疗师、理疗师 Pat Thomas 撰写，关注
儿童的成长发展，每册最后还包括给父母的注解，为如何与
孩子讨论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建议。系列主题包含：过敏、
哮喘、勇敢、霸凌、冲突、死亡、尊重他人、友谊、看病、
健康与健美、健康的牙齿、诚实、坚持、礼貌、安全、榜样、
开学第一天、宠物的死亡、收养、糖尿病、残疾、家庭离异、
肥胖、害羞、自闭症、贫穷、多动症、关爱地球、种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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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纳德噗通一声入水去
英文书名：Bernard Makes A Splash!
作　　者：Lisa Stickley
原出版社：Tate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80 x 214 mm
出版日期：2019

繁体版权已售。作者曾获 2018年凯特·格林纳威童书奖提名。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巴纳德是一个游泳池管理员，并总在夜
深人静的时候悄悄练习跳水。这次，游泳馆举办狗狗高空跳
水大赛，巴纳德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去参加。作者用独特的绘
画风格讲述了这个暖心小故事，每页都有小细节等待读者去
发掘。这是一个关于勇敢、自信以及朋友间互相鼓励、走出
舒适区的故事。

中文书名：追逐彩虹
英文书名：Chasing Rainbows
作　　者：Gabby Grant
原出版社：Tate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60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1-09

关于希望、发现和不言放弃的暖心之作。湿漉漉且阴郁的一
天，艾美困在家里，整个世界仿佛被可怕的灰色印染。于是
艾美的爸爸提议他们出门去找彩虹。彩虹很害羞也难以捉摸，
但是通过跟随那些明亮的彩色线索，艾美最终发现色彩总会
藏在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中文书名：小狗皮蓬与他的自画像
英文书名：Pippin Paints A Portrait
作　　者：Charlotte Mei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14 x 263 mm
出版日期：2021-10

小狗 Pippin 正在画一幅自画像，但他的朋友们认为他在艺
术方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他们带他去看了从立体主义中获
得灵感的 Angelique 的自画像，从克里斯·奥菲利的作品中
获得灵感的 Kwame 的自画像，从草间弥生的作品中获得灵
感的 Momo 的自画像……Pippin 看完后感到非常泄气，但
是他的好朋友 Minky 帮助他找到了内心的艺术家。

中文书名：皮埃尔的新发型
英文书名：Pierre's New Hair
作　　者：Joseph Hollis
原出版社：Tate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60 x 260 mm
出版日期：2021-09

一个关于团队合作、友谊、追随梦想和接受自我的温馨故事。
皮埃尔打算给他最喜欢的旱冰队——贵宾犬队留下深刻的第
一印象。贵宾犬队的队员不仅滑旱冰技术好，而且他们每个
人还都有很酷炫的发型。然而，皮埃尔始终没有找到令自己
满意的发型。马上就要迟到了，他和他的朋友还能在偶像面
前自信地滑旱冰吗？

中文书名：告诉我，什么是幸福 ?
英文书名：Tell Me, What is Happiness ？
作　　者：Emma Robert
原出版社：Balivernes
图书页码：36
图书开本：245 x 284 mm 
出版日期：2020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其实幸福就在你我身边。一只小
兔子想知道什么是幸福。于是它去询问周围的动物们 :“告
诉我，什么是幸福 ?”花朵说，幸福就是感受到温暖的阳光
慢慢铺满全身， 每一朵花瓣都变得温热。大橡树说，幸福
是一种美丽和庄严的感觉。鸟儿说，幸福是自由的飞翔 ......不
同的动物对此有不同的诠释。原来，不拘于任何一种形式才
是幸福的真谛。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78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77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78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81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85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746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28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7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28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1377.html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凯琳国际文化版权 2021 年下半年童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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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Carol QQ： 2366848272 Summer QQ： 2075581269
Jessi QQ： 3409890997 Courtney（数字授权）QQ： 1538344151 

Annty（港台）QQ： 1063776673

042

044

046

048

050

041

043

045

047

049

中文书名：便便公主
作　　者：朴正熙，朴世妍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44
图书开本：220 x 267 mm
出版日期：2020

繁体版权已售。认识正确饮食习惯和健康排便习惯。每天早
上 8 点 45 分，是便便公主便便的时间。便便国的百姓们为
了帮公主加油，都会齐聚在皇宫前广场。王子弟弟、王后
跟国王也会陪在一旁。所有人都一起大声喊为她加油。希望
看了这本书的小朋友能自动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每日都能
像绘本最后的便便公主一样，骄傲宣布自己打赢了“便便战
争”！

中文书名：刷牙王子
作　　者：朴正熙，朴世妍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44 
图书开本：220 x 267 mm
出版日期：2021

学会正确刷牙的方法，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刷牙国结束用
餐后，家家户户都开始刷牙。一听到刷牙，刷牙王子就紧紧
闭上自己的嘴巴，逃到了森林里。然而花朵和小动物都纷纷
昏厥，原来王子因为太久不刷牙，嘴巴里发出了阵阵恶臭！
姐姐提议来开一场刷牙派对！大家一起来刷牙王国参加刷牙
派对吧！

中文书名：嘘！别吵到邻居啦！
作　　者：李妙信，郑镇姬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49 x 231 mm
出版日期：2020

繁体版权已售。学会尊重他人，就是要体谅对方的心情。哪
里传来了好大的声响？原来是哥哥和弟弟在屋子里来回跑着
玩游戏，好开心！住在楼下的爷爷因为两兄弟的吵闹声被打
扰，来敲了好几次门，但哥哥和弟弟却还是忍不住在家里跑
跑跳跳。当门铃再次响起，他们冲出门，没想到这次爷爷只
在门外留了一张有趣的纸条……

中文书名：噢！系列（2 册）
作　　者：李秀妍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36/ 册
图书开本：188 x 257 mm
出版日期：2021

“噢！系列”是一套将日常中的蔬菜水果拟人化的书籍。第
一册《噢！草莓》中透过草莓角色教导孩子们，外貌不代表
一切；第二册《噢！胡萝卜》则透过一只小小胡萝卜心心念
念前往小主人家中的故事，帮助孩子们学着减轻厌烦吃蔬果
的抗拒心理，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本系列主角可爱，画风
鲜明有趣。

中文书名：蚊子弗雷迪系列 （6 册）
英文书名：Freddie the Fly
作　　者：Kimberly Delude
原出版社：Boys Town Press (A03）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29 x 229 mm
出版日期：2018-2021

小蚊子弗雷迪在生活中常常遇到一些自己想不通的困难，就
像同龄的小读者一样，他也会产生一些莫名的情绪。通过阅
读他的故事，可以为孩子们解答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每
一册书还配有相关的活动。系列 6册分别为：《专注力》《理
解潜台词》《学会倾听》《远离烦恼》《同理关怀》《解决
问题》。

中文书名：我不吃绿色的食物
英文书名：I Do Not Eat the Colour Green!
作　　者：Lynne Rickards, Margaret Chamberlain
原出版社：Authorization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0 x 240 mm
出版日期：2021

玛琳是个挑食的小朋友，讨厌所有绿色的东西，拒绝吃任何
哥哥喜欢吃的蔬菜。有一天，她被伯爵夫人邀请去参加一个
花式茶会，桌上的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很美味，但是等等……
那是绿色的东西吗 ?

中文书名：好玩的隔离生活
英文书名：UNLOCKED!
原出版社：Authorization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0 x 275 mm
出版日期：2021

即使是在疫情蔓延全球封锁的情况下，总有方法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希望和乐趣。15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插画家们携手创
作，通过每个人独特的插画风格展现了他们各自应对疫情封
锁的方式。

中文书名：扎拉的烦心事（4 册）
英文书名：Zara's Big Messy Day 
作　　者：Rebekah Borucki
原出版社：Wheat Penny Press (A03)
图书页码：40/ 册
图书开本：635mm x 635 mm
出版日期：2019

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会遇到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变化，有时
变化会让孩子们产生很多压力。Zara 是一个聪明的 7 岁女
孩，她和妈妈还有 4 岁的弟弟 Sam 住在一起。和许多同龄
的孩子一样，Zara有时也会因为一些事情产生莫名的情绪，
她常常不知如何理解，也难以控制情绪。快打开书，看看你
能不能帮助 Zara 吧！系列 4 册分别为：《认识悲伤》《自
在相处》《适应环境》《学会冥想》。

中文书名：狐狸菲尼克斯的隐藏才能
英文书名：The Hidden Talent of Phoenix Fox
作　　者：Kristina Radkevich
原出版社：Authorization
图书页码：36
图书开本：240 x 240 mm
出版日期：2021

小狐狸菲尼克斯的朋友们决定举办一场才艺比赛，找出森林
中最有才华的动物。从那以后，菲尼克斯的快乐世界坍塌了。
他的朋友们做什么事都比他强，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
能。只在一件事情上做到最好好像也不错，但是，他最拿手
的事情是什么呢 ?

中文书名：小蜜蜂的花朵
英文书名：Little Bee's Flower
作　　者：Jacob Souva
原出版社：Helen Binn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80 x 80 mm
出版日期：2021-10

关于孤身一人冒险时的勇气，以及偶尔寻求帮助时的力量。
小蜜蜂第一次独自出去完成任务 : 寻找一朵花。但是花长什
么样子 ? 她会找到她所要的吗 ? 本书讲述的是第一次做一件
事的故事，以及伴随着新的经历而来的恐惧、兴奋、焦虑和
希望。书后附有关于蜜蜂以及它们对世界巨大贡献的有趣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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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过家家
英文书名：What about Your Family?
作　　者：Charlotte Bellière, Ian De Haes
原出版社：P116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00 x 270 mm
出版日期：2021

繁体版权已售。孩子们都喜欢在过家家游戏里扮演爸爸妈妈
的角色，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爸爸妈妈！在本书中，孩子们
通过每个人对家庭的了解，重新解读了这个非常古老的游戏。
语言幽默温情，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上存在多种类型的家
庭，且每一种家庭类型都和其他家庭类型的存在一样有意义、
有价值。

中文书名：大大小小的秘密
英文书名：The Small and the (way too) Big Secrets
作　　者：Mylen Vigneault, Maud Roegiers
原出版社：P116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10 x 240 mm
出版日期：2021

繁体版权已售。秘密有时很轻松，很甜蜜，就像一个惊喜派
对！但有时它们也让人痛苦……面对那些有时让我们感到非
常孤独的甚至不好的秘密，我们该怎么办呢 ? 答案是：与你
信任的成年人分享它，比如你的爸爸妈妈。你可以写信，也
可以画出你的秘密 !

中文书名：清单
英文书名：The List
作　　者：Mylen Vigneault, Maud Roegiers
原出版社：P116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90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0

即使我们长大了，也要保持一颗童心。有一天，米拉的爷爷
给了她一份清单，上面列满了“在你觉得自己长大之前要做
的事情” ，例如：吃 8 种口味的冰淇淋；用舌头捕捉雪花；
做不敢做的事；与一个孤单的孩子交谈……

中文书名：你和我系列（3 册）
英文书名：You and I Series
作　　者：Elisenda Roca, Raúl Guridi
原出版社：P162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30 x 290 mm
出版日期：2017-2022

本系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故事，第一册已售出 4 万多册。第
一册：《你和我》关于家里有新宝宝后小朋友所感受到的疑
惑等情感。第二册：《小姐弟》讲述了一对深爱彼此却又成
天吵架的姐弟的故事，告诉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第三
册《大家庭》预计 2022 年出版。

中文书名：我要成为大哥哥 / 大姐姐啦！
英文书名：I Am Going to Be a Big Brother/Sister
作　　者：Lore De Vilder, Emma Thyssen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210 x 170 mm
出版日期：2021

给每个即将成为大哥哥 / 大姐姐的小朋友的礼物。小宝宝就
要出生啦！本书为即将成为大哥哥 / 大姐姐的小朋友量身定
做，附带成长海报，帮助小朋友很快准备好扮演他们的新角
色——哥哥或姐姐 !

中文书名：追逐时间的猴子
英文书名：Monkey Time
作　　者：Michael Hall
原出版社：Helen Binns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90 x 110 mm
出版日期：2019

《纽约时报》畅销作者给孩子的“时间的故事”。你能抓住
一分钟吗 ? 本书是家庭和故事分享时间的不二之选，讲述了
一只猴子在热带雨林中追赶一分钟的故事，内容生动有趣，
孩子们将学到关于时间概念的知识。

中文书名：你为什么在下雨？
英文书名：Why Do You Rain?
作　　者：Anne Crahay
原出版社：P208
图书页码：24
图书开本：200 x 230 mm
出版日期：2021

对愤怒情绪一次新颖而有趣的探索。 一个愤怒地“双眼下雨”
的小女孩，一只天真又聪明的猫猫，在暴风雨中，猫猫一直
陪伴着女孩，直到天空再次放晴。本书以幽默的语言让孩子
们意识到，他们可以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的情绪。

中文书名：小青蛙的池塘保卫战
英文书名：The Lesson of Frogs
作　　者：Yveline Richard, Lucie Fiore
原出版社：P210
图书页码：28
图书开本：190 x 255 mm
出版日期：2019

以环保为主题，充满教育意义。在学校里，小青蛙们学习呱
呱叫和潜水。可是有一天，它们却发现人类扔的垃圾污染了
池塘！当天晚上，它们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中文书名：喵喵小姐
英文书名：Miss Meow
作　　者：Jane Smith
原出版社：Helen Binn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100 x 100 mm
出版日期：2021-09

本书涵盖了儿童常见的各种社会情感问题，包括学习如何处
理愤怒情绪、与兄弟姐妹相处以及如何具有同理心。一个戴
着猫耳朵和尾巴的小女孩高傲地在她的领地周围徘徊，后
来发现她最喜欢的玩具老鼠被毁了。除了她的弟弟还能是谁
呢 ? 女孩和家人在展开调查的同时，逐渐意识到房子里可能
不止一只猫 !

中文书名：小疯子…冰盖正在融化！
英文书名：Loony Little ...The Ice Cap is Melting!
作　　者：Dianna Hutts Aston, Kelly Murphy
原出版社：A18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66 x 235 mm
出版日期：2020

本书绘者是《纽约时报》获奖的畅销插画大师，获得过E.B.怀
特朗读奖。这本书是庆祝地球日 40 周年的佳作，以关注气
候变化为主题，包括有关气候变化和动物种类的信息，借助
可爱小动物的图书形象展开人类与环境的主题故事，发人深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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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动物是如何睡觉的 /动物是如何表达爱意的（2册）
英文书名：Snug Bugs and Sleeping Lions /Dancing Birds 
and Singing Apes
作　　者：Isabel Thomas, Stephanie Fizer Colema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0 x 260 mm
出版日期：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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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鸭子们是怎么睡觉的吗？你
知道熊猫打哈欠的样子和人一样吗？你知道动物们会有哪些
奇妙又浪漫的求爱方式吗？本系列两册分别关注动物睡觉和
表达爱意的习惯，通过精致的插画生动地展示有趣的动物习
性。系列 2 册分别为：《安逸的小虫与熟睡的狮子》《鸟舞
猿鸣》。

中文书名：宇宙深处
英文书名：Beyond: Discoveries from the Outer Reaches of 
Space
作　　者：Miranda Paul, Sija Hong
原出版社：Lerner Publishing Group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35 x 280 mm
出版日期：2021

在太阳系远航，发现星际空间的魅力。本书通过壮丽的插图
对太阳系乃至整个太空的各种奇观进行了一场充满诗意的探
索，帮助小朋友揭开矮行星、黑洞、暗物质等太空物质的神
秘面纱。

中文书名：著名第一人系列（4 册）
英文书名：Famous Firsts
作　　者：Ben Hubbard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30 x 208 mm
出版日期：2020

本系列讲述了世界探索中著名的第一次的故事，每个故事都
有很强的叙事性，同时包含了重要的地理学和科学信息。系
列 4 册分别为：《登月第一人》《珠穆朗玛峰第一人》《南
极第一人》《太空中的第一位女性》。

中文书名：非洲象寻水坑
英文书名：What The Elephant Heard
作　　者：Charlotte Guillain, Sam Usher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80 x 230 mm
出版日期：2021

水石奖、红房子童书奖、凯特格林威奖入围插画家与罗尔德·达
尔幽默童书奖入围作家联合创作。本书是一本纪实绘本，描
绘了非洲象们穿越热带草原寻找水坑的故事，书的最后还介
绍了非洲象的生活习性、迁徙模式、家庭结构等。同作者创
作还有《橡树的见证》。

中文书名：向自然学习——神奇的仿生学发明
英文书名：Mimic Makers
作  者：Kristen Nordstrom, Paul Boston
原出版社：A18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79 x 216 mm
出版日期：2021

本书概述了十位现实生活中的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他
们受到大自然的启发创造了惊人的新技术。一位工程师把火
车的车头塑造成类似翠鸟的喙，一位科学家在巨大的叶子上
模拟了她的太阳能电池……跟着这本书，袭承大自然的智慧，
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吧！

中文书名：伟大作曲家系列（6 册）
英文书名：The Great Composers series
原出版社：P208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74 x 274 mm
出版日期：2019-2021

小音乐爱好者的必读绘本。每册搭配音频 CD。本系列以诙
谐的叙述介绍了六位作曲家的生平，幽默的插图将使小读者
沉浸在这些伟大作曲家的奇闻异事和古典绮丽的音乐世界
中。系列 6 册分别为：《莫扎特》《肖邦》《格什温》《拉
威尔》《萨蒂》《巴赫》。

中文书名：讲故事，学数学绘本系列（4 册）
英文书名：Storytelling Math
作　　者：Ana Crespo 等
原出版社：A18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41 x 241 mm
出版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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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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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书名：一起去旅行
英文书名：I'm Going on a Trip and I'm Bringing
作　　者：Gwen Vanderstraeten, Mellon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0 x 320 mm
出版日期：2021

深入了解不同运输方式的复杂细节和有趣事实！你知道一辆
旅游巴士里能装多少件乐器吗 ? 护林员在吉普车里带了些什
么 ? 你能在救护车上找到哪些医疗设备吗 ? 一架飞机能装多
少行李 ? 旅行者在露营时会随身携带什么 ?……

中文书名：放屁的仓鼠
英文书名：PIRT!!
作　　者：Özlem Fedai Korçak
原出版社：Akdem Agency
图书页码：32
出版日期：2020

呀，好臭！小仓鼠说自己不会放屁，可要是它能像那些会放
屁的动物一样的话，它想……如果我是一头牛，我们 20 个
同伴的屁能把屋顶炸翻！如果我是一条鲱鱼，我会用屁来跟
你说话！你知道哪些动物会放屁，哪些不会吗？小读者将从
这本书中了解到这些可爱的动物，还有关于它们生活习性的
科学事实，故事幽默风趣，画面活泼可爱。

中文书名：罗斯科先生的假期（2 册）
英文书名：Monsieur Roscoe on Holiday/in the City
作　　者：Jim Field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92 x 240 mm
出版日期：2020-2021

奥斯卡图书奖、塞恩斯伯里图书奖、英国图书信托基金会罗
尔德达尔幽默奖得主，国际畅销作者创作。版权已售西班牙、
荷兰、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美国。
通过精美的日常生活场景，帮助小朋友们学习基础高频词汇。
系列目前共两册：《罗斯科先生的假期》《罗斯科先生在城
市》，计划共 4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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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小天才”系列（2 册）
英文书名：Little Genius
作　　者：Joe Rhatigan, Anna Jones 等
原出版社：Helen Binns
图书页码：24/ 册
图书开本：203 x 203 mm
出版日期：2021

《小天才——世界地图篇》寓教于乐，请地球担任孩子们的
导游，以精美插画向他们介绍大洲、动物、大洋、国家、世
界自然奇观以及人造奇观等概念。《小天才——太阳系篇》
介绍了太阳、行星、彗星等概念。孩子们将和太阳一同朝着
太阳系的边缘前进，了解沿途遇到的水星、金星、地球及其
他行星。

中文书名：从摇篮到月亮（12 册）
英文书名：From the Cradle to the Moon
作　　者：Antonio Rubio
原出版社：Kalandraka
图书页码：16/ 册
图书开本：160 x 160 mm
出版日期：2005-2019

本系列是一套专为 0-3 岁儿童设计的纸板概念图书，旨在发
展幼儿的视觉能力和听觉能力。每册专注一个主题，涉及诗
歌、色彩、声音、礼仪和数字等。系列 12 册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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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物》《水果》。

中文书名：动物比较级（4 册）
英文书名：Elevate series
作　　者：Joshua George, Lana Kauri 等
原出版社：P123
图书页码：20/ 册
图书开本：259 x 201 mm
出版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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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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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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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列插画色彩鲜艳生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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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学习
颜色、数字、动物和反义词，同时帮助他们提升专注力与观
察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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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学数学纸板书系列（4 册）
英文书名：Storytelling Math
作　　者：Grace Lin
原出版社：A18
图书页码：16/ 册
图书开本：154 x 154 mm
出版日期：2020

作者曾获纽贝里奖、凯迪克奖和盖泽尔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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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发现了什么系列 ( 4 册）
英文书名：Look What I Found
作　　者：Moira Butterfield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50 x 270 mm
出版日期：2019-2021

伴随着这套美丽的图画书一起在森林里漫步，探索神奇的世
界吧。在这里，你将踏上一场寻宝的冒险旅程，发现多刺的
松果和漩涡型的蛇皮等东西，并在有意思的插画和丰富的注
解的帮助下，学到更多相关的知识。系列 4 册主题分别为树
林、海边、农场、河畔（待定）。

中文书名：池塘一日
英文书名：Just Another Day at Just Another Pond
作　　者：Bibi Dumon Tak, Anne-Lise Koehler 等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40 x 320 mm
出版日期：2021

池塘里和池塘周围生活的生动再现，由制浆纸制成的惊艳插
图是对自然的美丽颂歌。 在一个平凡的春日，一个普通的
池塘边，一些卵正在孵化，新的生活开始了……打开本书，
越过摇荡的芦苇丛，你将会为所有在池塘内外飞翔、游泳、
爬行和生长的生物而惊叹！ 

中文书名：环保小能手（3 册）
英文书名：The Green Team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65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0-2021

俄语、德语、荷兰语版权已售。本系列讲述了四个小孩子一
起了解自然世界中神奇的动物、植物、气候的故事，涉及了
生物多样性、食物链、气候变化、植物播种、塑料污染以及
生态系统等一系列问题。系列 3 册分别为：《神奇的天气》
《自然需要你》《拯救海洋》。

中文书名：行动中的环境科学家（4 册）
英文书名：Environmental Scientists in Action
原出版社：P25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54 x 203 mm
出版日期：2021

追踪动物的活动、行为和数量有助于环境科学家深入了解威
胁我们星球的问题。从卫星图像到网络摄像头，科学家们使
用传统方法和尖端技术来进行他们的工作。阅读本系列，通
过丰富的案例研究了解环境科学家是怎样进行工作来帮助拯
救地球的。系列 4 册分别为：《识别动物》《统计动物数量》
《了解动物行为》《拯救动物物种》。

中文书名：现实生活中的龙（2 册）
英文书名：Real-Life Dragons
作　　者：Anita Ganeri, Jianan Liu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95 x 240 mm
出版日期：2022-04

获奖畅销童书科普作家新作。龙，一直是一种引发读者无限
想象力的生物，它出现在无数的神话和传说中，但是如今它
们去哪里了呢？本书探索了十种龙背后的民间传说，以趣味
的方式展示了自然界的多样性、自然生物的进化和适应力。
系列第 2 册为《现实生活中的水怪》。

儿

童

科

普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88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35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160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15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198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817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21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28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06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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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猫咪眼睛与狗狗嚎叫：人类与动物的七感
英文书名：Cat Eyes and Dog Whistles
作　　者：Cathy Evans, Becky Thorns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30 x 295 mm
出版日期：2021-10

人们都说眼见为实，这话确实是有道理的。我们眼睛、耳朵、
舌头和皮肤上高度敏感的感受细胞会将获得的信息传递给大
脑，让我们解读周围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感官是如何工
作的呢？它们与其他动物的感官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本书将
带领小读者们一步一步地了解每种感觉背后的生物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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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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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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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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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食者和猎物（5 册）
英文书名：Predator vs Prey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通过生动的照片来展示捕食者如何适应狩猎与攻击，
以及猎物如何逃避天敌，将猎食者与猎物一一对应比较，有
助于小读者学习生物进化、栖息地和动物分类的相关知识。
系列 5 册分别为：《鹰和其他鸟类》《狮子和其他哺乳动物》
《鲨鱼和其他鱼类》《蛇和其他爬行动物》《蜘蛛和其他无
脊椎动物》。

中文书名：我的第一本恐龙图集
英文书名：My First Dinosaur Atlas
作　　者：Penny Arlon, Paul Daviz
原出版社：P57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35 x 305 mm
出版日期：2022-02

在史前时代环游世界，找寻恐龙化石了解这些令人惊叹的生
物。本书描绘了超过 125 种恐龙，带领小读者们穿越到三
迭纪、侏罗纪和白垩纪，了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恐龙和它们
的栖息地的特点。

中文书名：我们是罗马人（4 册）
英文书名：We Are the Romans
作　　者：David Long, Allen Fatimaharan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64/ 册
图书开本：250 x 216 mm
出版日期：2021

英国蓝彼得童书奖获奖作家与 Klaus Flugge 奖入围插画家
联合创作。每册都描述十余种不同身份类型的人物，以不同
的人物视角介绍当时的社会风貌，带领小读者们走近不同的
历史时期。系列 4 册分别为：《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是古
埃及人》《我们是阿兹特克人》《我们是古希腊人》。

中文书名：站在伟人的肩上看世界——听伟人说故事（3 册）
作　　者：高随有，金俊永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176-208/ 册
图书开本：187 x 235 mm
出版日期：2015-2016

繁体版权已售。看世界名人们如何改变这个世界，踏进我们
不曾参与的过去、眺望无限可能的未来。让我们一探伟大发
明的起源，名人们的成长故事，与他们共享达成目标的喜悦，
感受过程中的喜怒哀乐。系列 3 册分别为：《听 20 位科学
家说故事》《听20位哲学家说故事》《听20位数学家说故事》。

中文书名：极智思维（4 册）
英文书名：Super Smart Thinking
作　　者：Jean-Marc 等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由各个领域的专家撰写，以最简单的术语介绍了一系
列宏观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宏观经济学和怀
疑论等，让孩子能够了解世界的运行机制。系列 4册分别为：
《轻松学经济学》《轻松学哲学》《轻松学心理学》《轻松
学社会学》。

中文书名：太空探索者
英文书名：Space Explorers
作　　者：Libby Jackso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192
图书开本：228 x 190 mm
出版日期：2020

欧洲航天局国际空间站航空专家创作。从空中第一人到月球
着陆，再到国际空间站的建立，本书收录了25个与太空探索、
太空冒险及人类成就相关的故事，带领小读者了解空间探索
的历史进程。

中文书名：与众不同的人文学教室（10 册）
作　　者：尹项安 等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104-128/ 册
图书开本：174 x 225 mm
出版日期：2017

繁体版权已售。本系列借各历史人物出现在教室这一虚拟空
间，与孩子一起回到世界历史的重要瞬间，培养孩子们遇到
问题自己寻找答案的能力。系列 10 册分别为 :《秦始皇的
图书教室》《诺贝尔的科学教室》《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教室》
《牛顿的金钱教室》《爱迪生的媒体教室》《甘地的法律教
室》《圣女贞德的战争教室》《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历史教室》
《科楼巴特拉的审美教室》《斯托夫人的人权教室》。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01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65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65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78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80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090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16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17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935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1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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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发明的故事
英文书名：Out of Curiosity: Great Discoveries of All Time 
and Who Stood Behind Them
作　　者：Asya Vanyakina, Nina Mikhailova
原出版社：Whale Publishing
图书页码：96
图书开本：190 x 250 mm
出版日期：2022-03

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是如何诞生的？科学家们是如何获得灵
感的？本书讲述了十位科学家及其改变了世界的发明的故
事，通过讲述他们所走过的漫长旅程和克服的重重困难，展
示他们对知识的热情、对真理的渴望和探寻。

中文书名：达芬奇
英文书名：Leonardo da Vinci
作　　者：Jake Williams
原出版社：P300
图书页码：96
图书开本：280 x 220 mm
出版日期：2021

BDC2017 年度新锐设计师获奖者最新力作！达芬奇是位不
折不扣的大师，涉猎广泛，包括艺术、建筑、工程、数学等。
本书跟随他的人生历程，探索了他与自然界的关系、他的发
明以及他的艺术技巧。

中文书名：科学家讲述的 100 个科学故事
英文书名：Incredible!! 100 Stories Told by Scientists
作　　者：Asya Vanyakina, Anastasia Troyan
原出版社：Whale Publishing
图书页码：160
图书开本：145 x 200 mm
出版日期：2022-03

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每天都会有关于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的
星球和宇宙以及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新发现、新理论、新发
明。这些成就听起来似乎枯燥且遥不可及，本书就精心挑选
了 100 个关于植物、动物、人类和地球的科学故事，通过
趣味十足的文字带领小读者们了解各个领域的新发现。

中文书名：130 位天才科学家系列
英文书名：130 Genius Scientists Tell You A Story of 
Science
原出版社：A40
图书页码：约 180/ 册
图书开本：153 x 210 mm

韩国销量超 600 万册！本系列共 130 册图书 +13 册配套练
习册，介绍了不同领域的伟大科学家及其发现，还涉及相关
史实及人文学科知识，同时收录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帮助
小读者理解复杂的科学原理。同出版社还有《88 位天才数
学家系列》《20 位天才经济学家系列》。

中文书名：问好之书
英文书名：The Book of Greetings
作　　者：Arianna Squilloni, Olga Capdevila
原出版社：A28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210 x 265 mm
出版日期：2020

本书将带我们踏上一段问候形式的历史、用途和习俗的旅程。 
欣赏这段充满惊喜而又博学的人类文化史之旅，这段旅程将
使每个人意识到，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同属于一个大家
庭。人与人之间日常的互动是我们人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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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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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书名：自主编程（4 册）
英文书名：Create the Code
作　　者：Max Wainewright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0

本系列解释了我们日常使用的技术背后的关键计算机代码
和系统，带领小读者在学习编程技能的同时发现日常技术
的工作原理。系列涵盖的编码语言包括 Scratch, MIT's, App 
Inventor，HTML, JavaScript。系列4册分别为：《计算机图像》
《智能手机》《声音和视频》《互联网》。

中文书名：写给孩子的 500 条世界历史事实
英文书名：World History for Kids: 500 Facts!
作　　者：Brooke Khan, Kelly Canby
原出版社：P179
图书页码：176
图书开本：191 x 235 mm
出版日期：2021

这本世界史指南会告诉孩子们很多不可思议但真真切切发生
过的历史事实。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孩子们可以一边踏上
历史学习之旅，从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一直游历到 20 世纪
的美国，一边学习世界各地名人和地点的知识。

中文书名：科学博物馆：发现之书
英文书名：The Book of Discoveries
作　　者：Tim Cooke, Drew Bardana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112
图书开本：280 x 23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书与年客流量超过 300 万的科学博物馆联合创作。介绍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类知识领域的 40 余个关键发现与突破，
同时紧跟当前热点，覆盖化学、基本力、宇宙形状、地球性
质、生命与健康、电与磁等核心主题，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
世界运转的基本原理。

中文书名：探索 AI 系列（4 册）
英文书名：Explore AI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将带领小读者们探索日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部分
的人工智能，旨在通过讨论帮助小朋友们理解 AI 的伦理意
义。系列 4 册分别为：《脑机技术》《智能机器人》《机器
学习》《智能设备》。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71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062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70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28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06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18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77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79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12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5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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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小小工程师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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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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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科技（4 册）
英文书名：Green Tech
作　　者：Katie Dicker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探讨了各种旨在解决地球所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的新
兴科学技术，讲述了各种科技的原理，从日常生活入手鼓励
小读者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系列 4 册分别为：《干净且安全
的水源》《环境友好型生活》《保护自然和野生动物》《解
决环境危机》。

中文书名：口袋科学家系列（4 册）
英文书名：Pocket Scientist
作　　者：Fedor Katasonov, Anna Zhurko 等
原出版社：P193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30 x 180 mm
出版日期：2020

本系列由莫斯科理工博物馆赞助出品。系列每册都由一位科
学家撰写，解答小读者最常问的科学问题。系列 4册分别为：
《温度去了哪里》《彩虹是如何形成的》《梨是如何影响大
脑的》《为什么鸟类不会坠落》。

中文书名：讲故事之科学童话（4 册） 
作　　者：洪柱国 等
原出版社：YRD
图书页码：144-168/ 册
图书开本：180 × 240 mm
出版日期：2014

通过有趣的童话故事一起学科学。如果把科学编成故事，理
解科学原理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相反，如果只把科学当
做学习，则会让人感到枯燥乏味而轻易放弃。本系列通过有
趣的故事及充足的科学信息，刺激孩子们的好奇心，培养孩
子对科学的自信心。系列 4 册分别为：《季节》《生物》《地
理》《植物》。

中文书名：能量面面观
英文书名：One Thousand Faces of Energy
作　　者：Roman Fishman, Alina Ruban
原出版社：P193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210 x 227 mm
出版日期：2021

与莫斯科理工博物馆联合创作。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
消耗能量。 那么能量是什么呢？本书从能量的定义开始扩
散，解释了能量的呈现方式、能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能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等，帮助小读者深入了解能量。

中文书名：STEM 酷概念系列（4 册）
英文书名：Cool series
作　　者：Tracie Young 等
原出版社：P300
图书页码：112/ 册
图书开本：148 x 194 mm
出版日期：20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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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相关的原理和概念，让学习变得简单有趣。系列 4 册分别
为 :《酷科学》《酷数学》《酷天文学》《酷工程学》。

中文书名：真实世界里的 STEM 系列（12 册）
英文书名：STEM in the Real World
作　　者：Susan E.Hamen, Meg Marquardt 等
原出版社：ABDO (A03)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35 x 184 mm
出版日期：2015-2019

该系列通过专业清晰的文字表述以及实用的信息图表，为读
者介绍各个科学的发展历史、涉及的工作范畴、与 STEM 的
紧密关系。本系列结合最前沿的信息，帮助读者了解 STEM
在各个领域的发展。系列涵盖 2个子系列，12册分别为：《天
文学》《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数学》《物理》《机
器人科学》《环境工程》《法医学》《海洋科学》《机械工
程》《气象学》《体育科技》。

中文书名：有趣的科学实验（4 册）
英文书名：Fun Science Experiments
作　　者：Claudia Marti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2-02

本系列将核心的科学理论与孩子们感兴趣的实验活动结合，
通过详细清晰的步骤指导带领孩子们进行科学实验，并从中
获得相关的知识。系列 4 册主题分别为艺术、厨艺、音乐、
植物。

中文书名：准备出发，火箭发射 !
英文书名：All Aboard! Rocket
作　　者：Pavla Hanácková, Diarmuid Ó Catháin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11
图书开本：240 x 240 mm
出版日期：2022-05

你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太空吗？你想亲自去太空看看吗？在这
本书中，你将学到很多关于航天器的有趣知识：你会了解到
那些最著名的航天器，可以看到太空是什么模样，书里还介
绍了宇航员的训练生活和火箭发射过程！和奇异鸟卡尔一起
乘坐太空飞船，去一览太阳系风光，探秘整个太空吧！本书
是“准备出发”（All Board）系列第一本，后续两本主题
为拖拉机（2022 年夏）和潜水艇（2022 年秋）。

中文书名：超简单科学系列（6 册）
英文书名：Super Simple Science at Work
作　　者：Paige V. Polinsky
原出版社：ABDO (A03)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197 x 241 mm
出版日期：2017

本系列为年轻读者提供了开始动手实验所需要的所有指导。
每本书都介绍了新奇有趣的创意项目，可帮助读者探索生活
中关键问题的物理、科学原理。内容清晰的信息图表和每个
实验步骤的图片让小朋友能轻松上手，学习知识！系列 6 册
分别为：《手边杂物的实验》《光与色彩的实验》《冷热的
实验》《力的实验》《元素的实验》《电的实验》。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56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30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85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99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85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40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968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78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2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1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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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STEAM 和我”系列（8 册）
英文书名：STEAM & Me
原出版社：Helen Binns
图书页码：32/ 册
出版日期：2021

阅读本系列，满足你的好奇心，放飞你的创造力！系列 8 册
分别为：《人工智能》《恐龙》《清洁能源》《马》《小狗》
《机器人》《鲨鱼》《太空探索》。

中文书名：趣味科学小实验 系列（6 册）
英文书名：Science Activities
作　　者：Anne O'Daly
原出版社：P25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54 x 203 mm
出版日期：2021

动手做实验，与 STEM 亲密接触。本系列包罗万象，将帮助
孩子们学习 STEM 的基础概念。所有的实验都可以在家里进
行。孩子们可以通过亲身实践，对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产生
更为深刻的理解。系列 6册分别为：《电》《生活中的化学》、
《热量与能量》《力与运动》《光与色彩》《使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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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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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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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195 mm
出版日期：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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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世界（6 册）
英文书名：Me and My World
作　　者：C.J. Polin, Ryan Wheatcroft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旨在帮助小朋友们理解自己的社会关系、感情、情绪
以及正在变化的身体。通过各种可供探讨的话题，引导孩子
们联系自己的经历积极思考讨论。系列 6 册分别为 :《我的
行为》《保证安全》《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正在成长
的身体》《网络生活》。

中文书名：约翰·李的金融冒险生俱乐部（2 册）
作　　者：约翰·李 等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156/ 册
图书开本：153 x 220 mm
出版日期：2021-06/11

通过金融冒险学习的致富特级项目。繁体版权已售。本书是
“韩国巴菲特”约翰·李将其在美国华尔街工作 30 年间的金
融经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而打造的金融知识童话。从
“钱为什么重要”到 “股票”，金融专家约翰·李严格挑选
儿童应该了解的金融概念，将其融入有趣的金融任务中，让
孩子轻松有趣地学习。系列 2 册分别为：《经济基础》《实
践操作》。

中文书名：灾难逃生的 10 个方法
英文书名：10 Ways to Survive a Disaster
作　　者：Rosa Khang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156
图书开本：180 x 240 mm
出版日期：2018

阅读故事，学习安全知识。认识环境和安全的重要性，并学
会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快速有效应对。本书通过有趣的故事，
教会读者如何应对紧急情况。书中有 10 个关于自然灾害的
故事，如地震、暴雨、热浪、火灾、海洋事故等险情。打开
这本书，看看书中的主人公经历了怎样的危机，你是否能从
中学会如何应对灾难呢？

中文书名：储钱罐系列（4 册）
英文书名：Money Box
作　　者：Ben Hubbard, Beatriz Castro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36 x 195 mm
出版日期：2019

繁体版权已售。本系列介绍了金钱这一概念，讲解了它的不
同形式，使用途径，强调了理财的重要性，并帮助小朋友理
解金钱带来的影响。系列每册都通过一个小朋友的故事，帮
助培养读者的理财观念。系列 4 册分别为：《钱是什么？》
《赚钱之道》《存钱之道》《花钱之道》。

中文书名：月经手册
英文书名：My Period
作　　者：Milli Hill, Sarah Eichert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160
图书开本：198 x 140 mm
出版日期：2021

畅销作家 Milli Hill 为 9 岁以上女孩创作的一站式月经初潮
指导。经历月经初潮可能会让你感到兴奋，但是也可能令人
生畏，许多问题可能会让你羞于开口询问。本书不仅解释了
月经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月经，还介绍了不同的月经产品，
帮助读者为经期做准备，学会追踪自己的月经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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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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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88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79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11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78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28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19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54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1897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76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8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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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走近交响乐团（6 册）
英文书名：A Little Book of the Orchestra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45 x 220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本系列与伦敦交响乐团联合制作，由世界最负盛名的国宝级
指挥家 Simon Rattle 爵士及来自伦敦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作
序。系列每册都讲述了与管弦乐手及其乐器相关的故事，探
索了音乐被表演、欣赏、启迪的不同方式。每册搭配音乐
CD，收录 14 首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系列 6 册分别为 :
《小提琴》《单簧管》《笛子》《小号》《大提琴》《鼓与
打击乐器》。

中文书名：Sam Quigley 的奇妙冷知识系列（3 册）
英文书名：Weird World of Sam Quigley
作　　者：Tracy Turner, Andrew Wightman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96/ 册
图书开本：210 x 150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本系列从主角 Sam Quigley 的视角入手，用日志和涂鸦的方
式讲述了世界上各种奇怪而有趣的冷知识。系列 3册分别为：
《爆炸甲虫和充气鱼》《睫毛上的螨虫与放屁比赛》《机器
鲨鱼与智能厕所》。

中文书名：启蒙系列（8 册）
英文书名：STARTERS
作　　者：Nick Pierce 等
原出版社：P151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82 x 219 mm
出版日期：2020

英国、土耳其版权已售。本系列通过丰富的插图和易懂的文
字，向读者介绍历史和自然世界的相关知识。每一张图片都
围绕专题展开，让小读者在重点图像中找到特定物体，了解
相关的各种知识。系列 8册分别为：《古埃及》《古希腊》《古
罗马》《中世纪城堡》《热带雨林》《太空》《恐龙》《火山》。

中文书名：我的神奇游戏书系列（2 册）
英文书名：Puzzle Play
作　　者：Max Jackson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96/ 册
图书开本：240 x 170 mm
出版日期：2020

本系列每册收录 70 个益智互动小游戏，通过图片、图案和
形状识别游戏来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培养记忆力和专注力。
系列 2册分别为：《我的躲猫猫游戏书》《我的颠倒游戏书》。

中文书名：阿迪奥的数学大冒险系列（2 册）
英文书名：The Mathsketeers' Maths Adventure
作　　者：John Bigwood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97 x 210 mm
出版日期：2022-07

翻开本书，和贵族鼠阿迪奥一起进行一场数学冒险，通过加
减乘除小游戏解决数学题，打败他们的宿敌猫伯爵！本系列
将有趣的冒险故事和数学游戏完美结合，不仅考验孩子们的
心算能力，还介绍实用的计算小技巧，题目难度逐渐增加，
帮助小读者逐渐掌握数学技能。系列 2 册分别为：《心算大
冒险》《乘法之谜》。

中文书名：80 个谜题 / 迷宫环游世界（2 册）
英文书名：Around the World in 80 Puzzles/Mazes
作　　者：Ivy Finnegan, Emma Trithart
原出版社：P68
图书页码：96/ 册
图书开本：260 x 230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本系列设计众多巧妙的谜题和迷宫，挑战程度恰到好处，让
小读者们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学习每个地方的有趣知识。
快来加入菲利克斯和菲比·福格的行列，跟随他们的曾曾祖
父——著名探险家菲利亚斯的脚步，踏上一段不可思议的环
球冒险之旅吧！系列 2册分别为：《80个谜题环游世界》《80
个迷宫环游世界》。

中文书名：Mishmania 游戏活动系列（6 册）
英文书名：Mishmania series
原出版社：Little Bee Books
图书页码：112/ 册
图书开本：216 x 254 mm

本系列汇集了全世界极具才华的艺术家的插画和设计作品，
囊括迷宫、单词游戏、找不同、剪纸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旨
在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系列 6 册分别为：《雨点雨点快走
开》《清爽的黄瓜》《怪物的疯狂》《在路上》《混乱的丛
林》《童话狂热》。

中文书名：脑力训练游戏系列（2 册）
英文书名：Train Your Brain
作　　者：Alex Howe, Elizabeth Golding
原出版社：P57
图书页码：64/ 册
图书开本：216 x 28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每册收录 50余个谜题，包括配对游戏、迷宫、拼图等，
谜题由易到难，旨在培养小朋友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系列 2 册分别为：《数学游戏》《逻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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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
图书开本：210 x 3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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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力、寻找细节的能力、比
较和区分的能力。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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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典冒险故事（10 册）
英文书名：The Greatest Adventures in the World
作　　者：Tony Bradman, Tony Ros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130 x 199 mm
出版日期：2013

本系列由世界插画大师 Tony Ross 联手国际知名作家创作，
精选世界最经典、最脍炙人口的 10 个冒险故事，用最适合
孩子阅读的语言重新讲述，并从全新的视角加以导读，揭开
英雄的神圣面纱。10 个故事包括：伊阿宋与金羊毛、亚瑟
王之剑、阿拉丁与神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罗宾汉和银
箭、威廉泰尔与自由苹果、鲁滨逊漂流记、英雄贝奥武夫、
格列佛在小人国、大卫与歌利亚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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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儿童经典学 STEAM 系列（4 册）
英文书名：Classics Reinvented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144/ 册
图书开本：280 x 230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本系列重新讲述了深受孩子喜爱的冒险故事，包括《爱丽丝
梦游仙境》《八十天环游地球》《秘密花园》《汤姆·索亚
历险记》。每章都增加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知识
活动，将经典儿童文学与 STEAM 学习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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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Mark Bradley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160/ 册
图书开本：234 x 153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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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珍宝，其中有一枚闪闪发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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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讨
了愤怒、激动与羞涩三种情绪，系列预计共有 3 册。

中文书名：斯嘉丽的爆炸生活（3 册）
英文书名：The Exploding Life of Scarlett Fife
作　　者：Maz Evans, Chris Jevon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224/ 册
图书开本：198 x 129 mm
出版日期：2021-2023

罗马尼亚语版权已售。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名为 Scarlett Fife
的普通女孩的故事。她逻辑性强并且热爱数学，但是当涉及
到“超级情感”时，她就完全失控了！本系列 3 册分别关注
愤怒、焦虑、悲伤三种情绪，通过趣味十足的故事帮助读者
学习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感情。

中文书名：蜂群集结 - 科幻系列（2 册）
英文书名：Swarm Rising
作　　者：Tim Peake, Steve Cole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208/ 册
图书开本：216 x 135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本书由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首位造访国际空间站的英国宇航
员 Tim Peake 和畅销书作家 Steve Cole 联合创作，一个取
材于尖端太空时代科学技术的科幻冒险故事。如果外星人是
真实存在的但却以数字形式出现该怎么办？如果他们指引我
们前进，来获取我们的知识并成为朋友，该怎么办？系列第
二册为《蜂群：敌人》。

中文书名：托尼 • 斯皮尔斯的太空冒险（3 册）
英文书名：The Invincible Tony Spears
作　　者：Neal Layto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225/ 册
图书开本：181 x 129 mm
出版日期：2016-2018

雀巢童书奖金奖获奖作家，蓝彼得图书奖、图书信托基金会
幼儿读物奖入围作家创作。Tony 在橱柜里发现了一个圆形
的红色按钮，这个按钮竟然把厨房变成了一个宇宙飞船！还
有什么比畅游宇宙更令人兴奋的呢？可是 Tony 还要去上学
呢，他要怎么平衡精彩刺激的宇宙大冒险和他的真实生活
呢？

中文书名：经典故事集（3 册）
英文书名：Grimm's Fairy Tales/ Aesop's Fables/ Just So
 Stories
作　　者：Elli Woollard, Marta Altés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96/ 册
图书开本：270 x 190 mm
出版日期：2021

水磨石童书奖、凯特格林威奖入围插画家再绘经典故事。系
列 3册分别为：《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原来如此的故事》，
每册精选数个经典故事，用精美的插图再现经典。

中文书名：火山湖（2 册）
英文书名：Crater Lake
作　　者：Jennifer Killick
原出版社：A42
图书页码：252/ 册
图书开本：198 x 129 mm
出版日期：2020-2021

法语、日语版权已售。亚马逊畅销书，英国销量超 67000册。
欢迎来到火山湖，一场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六年级生的顶级
科幻冒险即将开始！那个拦下他们长途大巴的血迹斑斑的
男人是谁？为什么兰斯和其余六年级生到达火山湖活动营地
时，没有发现一个人？然而，这只是这场噩梦般的学校旅行
的开始……系列第二册《火山湖的进化》。

中文书名：小梅尔与胆小鬼汤姆（2 册）
英文书名：Mini Mel & Timid Tom
作　　者：Ben Hutchings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114/ 册
图书开本：216 x 280 mm
出版日期：2019

澳大利亚知名获奖漫画家创作。小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当人
类不注意的时候，猫咪们在做什么呢？猫咪霸主莫格王给汤
姆布置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幸运的是，汤姆的主人梅
兰妮坚持要加入他的行列。缩小到老鼠大小后，梅兰妮陪着
汤姆去邻居家冒险，寻找“啪嗒声”并把它带给伟大的莫格
王。他们一起穿过花园、穿过屋顶、走过隐蔽的小路，他们
认识了各种善良或残忍的角色，一起寻找勇气和友谊。

中文书名：海上追龙记
英文书名：The Great Sea Dragon Discovery
作　　者：Pippa Goodhart
原出版社：A42
图书页码：272
图书开本：196 x 130 mm
出版日期：2018

日语版权已售。打开这部引人入胜的历史冒险小说，小读者
将在自然博物馆的探索中学习科目知识。故事设置在 1860
年的剑桥，当时达尔文和恐龙的发现正在改变人们看待世界
的方式。一个满脑子都是古怪问题的男孩比尔，一直靠出售
化石赚钱帮家里渡过难关，某天，他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然后冒险开始了……

中文书名：好奇心俱乐部（3 册）
英文书名：The Curiosity Club
作　　者：Sally Harris, Janette Hill
原出版社：Authorization
图书页码：192/ 册
图书开本：198 x 129 mm
出版日期：2022-02

STEM 课程相关。系列共 3 册，分别讲述了关于三个不同女
孩的故事，让孩子们参与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
书中充满了可以轻松在家进行的有趣的实验和挑战。系列第
一册：《好奇心俱乐部：孤单的爱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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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艾丽 • 贝利系列（10 册）
英文书名：Ellie Belly series
作　　者：Eliza Teoh
原出版社：Bubbly Books
图书页码：144/ 册
图书开本：197 x 131 mm
出版日期：2011-2017

这套丛书仅在新加坡就售出了 20 万册。其中多册进入《海
峡时报》畅销书榜。系列 10册分别为：《我来帮你，太阳鸟》
《迷路的小猫咪》《乌龟的麻烦》《古怪蝙蝠》《愤怒的胖
熊猫》《遇上困境的小老鼠》《被困的狗狗们》《棘手的困
境》《你好，水獭》《不是企鹅》。

中文书名：末世科幻五部曲
作　　者：Gabby Tye
原出版社：Bubbly Books
图书页码：212/ 册
图书开本：210 x 142 mm
出版日期：2013-2019

第一部《跑》获得三次十大读者选择奖。第二部《藏》位列
新加坡十大畅销小说第二。第三部《找》、第四部《过去》
及第五部《未来》均入选海峡时报畅销书榜。本系列探讨了
食物短缺、转基因作物、成人世界中大人不顾小孩的生存伦
理学的主题。系列第一部电影版权已售。

中文书名：洛蒂爱自然（4 册）
英文书名：Lottie Loves Nature
作　　者：Jane Clarke, James Brown
原出版社：P153
图书页码：128/ 册
图书开本：185 x 129 mm
出版日期：2020-2021

作者前作简体版权已售。针对 7 岁以上孩子的阅读桥梁书。
每册涵盖自然和环境科普、野生动物知识小拓展以及如何在
你自己的后花园里正确地保护自然的小提示。系列 4 册分别
为：《青蛙闹剧》《奇怪的蜜蜂现象》《鸟类的脑子》《爱
生气的邻居》。

中文书名：“捣蛋三人组“系列（8 册）
英文书名：The Pesky Trio
作　　者：Andrej E. Skubic, Tanja Komadina
原出版社：Mladinska Knjiga
图书页码：72/ 册
图书开本：140 x 200 mm

本系列讲述了关系很好的几个孩子之间发生的捣蛋日常，但
是，他们的友谊似乎也并没有那么牢固嘛，Lija、Tomaž 和
Liam 组成的“捣蛋三人组”将面临许多麻烦与挑战。系列
8 册分别为：《这门不该打开的》《奶奶再也没有手机了》
《衣柜里的虫子》《天使也有坏心眼》《罗西有家了》《声
东击西战术与叛徒》《爱与恐惧》《袭击秘密基地》。

喵喵
作　　者：桂文亚 著；黄海蒂 绘
原出版社：BB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1× 25 cm
出版日期：2021/3/29

★作者桂文亚，纵横文坛超过 50 年，首度挑战绘本创作。
当黑夜为大地披上一袭薄被，人们甜甜的沉入梦乡，疯狂夜
总会开场了！谁才是这个夜晚的主角？嘻嘻梭梭，嘻嘻梭梭，
妙妙妙！ 在这神�的舞台上，没有脚本、绝不套招，精采
演出等您到绘本里观赏。不只是一种自我挑战，也是对于生
活的一种回应。 

小耳朵
图书类型：童书 / 少儿文学
作　　者：小石强纳森、汤婷婷
原出版社：TXSH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19 x 26 x 0.75 cm
出版日期：2021/04/28

★亲子共读的人生哲学★游戏美术设计师首度跨界绘本创作
★电影动画效果的视觉飨宴★献给每一位独特的大人小孩
★ 听说遥远的森林里，有一位能够实现任何愿望的强大魔
法师。小兔子披上披肩，独自踏上寻找魔法师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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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亲爱的爸妈——你们可曾遇到不知该如何与家中的小宝贝
们对话？没关系我们可以用故事里发生的事情来与孩子一起
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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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妈妈兜风
图书类型：童书 / 少儿文学
作　　者：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陈瑞秋
原出版社：XB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9.7*21cm
出版日期：2020/02/13

★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推荐★好书大家读好书推荐★ 2020 年
度台湾儿童文学佳作一林锤隆儿童文学推广工作室评选★这
是一本由工伤协会发起的绘本。当我们享受着生活中便利的
道路、捷运、电力时，可曾想过背后有多少劳动者牺牲了生
命与健康 ? 工伤意外导致家庭破碎的新闻时有所闻，当意外
来得有如狂风骤雨，我们究竟该如何继续走下去 ?

当时只道是寻常
图书类型：童书 / 少儿文学
作　　者：马维欣
原出版社：JPG
图书页码：36
图书开本：24*25
出版日期：2020.08.05

用色强烈、造型抢眼的中国风剪纸绘本，风格独树一帜，极
有辨识度，搭配视角独特的家庭关系议题，用玄幻且带有隐
喻意涵的手法，透过民间故事般的叙述，一层一层揭开人物
内心深处的剧本，读罢不但让人深思，更会带来深层次的疗
愈。同为手足，但身为姊姊的金萱总是被要求做更多的事情，
与父亲之间似乎有着距离，相反地，妹妹红玉围绕在父亲身
旁，开开心心地撒着娇，红玉不懂姊姊为何对她冷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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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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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该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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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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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71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6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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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2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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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中国历史关键时刻 ( 全套三册 )
作　　者：曹若梅
原出版社：XXCB
图书页码：408
图书开本：18 开
出版日期：2021/8/11

★时空穿梭博物馆，纸上漫画看历史★右脑图像学历史，轻
松穿越 5000 年中国史。以生动漫画导览历史事件，掌握关
键时刻，连成历史脉胳，串连出宏观的历史面相；从点→线
→面，穿越 5000 年时间轴，全面直击穿朝越代的精采历史
场景！历史漫画＋史实注解＋朝代索引＋时代年表＋关键重
点＋点线面测验。 

台湾经典儿童诗绘本（全五册）
图书类型：童书 / 少儿文学
作　　者：林焕彰 等
原出版社：QQZR
图书开本：12 开

★台湾著名散文家、诗人和儿童文学家林良、杨唤、林焕彰、
罗青诸先生执笔。风格独特，彰显中文之美。★台湾著名画
家及插画家罗青、龚云鹏、刘伯乐、陈志贤诸先生负责插画
工作。文图并茂，美不胜收。★台湾资深散文家、儿童文学
家谢武彰先生策划及执行编辑，并由台湾资深插画家、美术
设计家龚云鹏先生担纲美术设计。★海峡两岸著名儿童文学
家金波、方卫平、谢武彰、林士真、何佳芬倾力推荐。★著
名图书推广人“奶与蜜教育出版机构”Abby 导读及配音频
朗读。

小四爱作怪（全套 6 册）
图书类型：童书 / 少儿文学
作　　者：阿德蜗 
原出版社：XB
图书页码：1120
图书开本：21x17
出版日期：2021/5/5

热销 100000 册，全彩回归！一套让孩子读到大学都舍不得
送人的超级好书！★师生对决，引发共鸣，国小校园最流行
★搭配漫画，寓教于乐，学习变得好快乐★多元主题，获奖
无数，师长选购最放心★系列简介★这套书由一群四年级孩
子领衔主演。每本书的内容各成一个主题，以短篇章节呈现，
每篇都有一幅爆笑的四格漫画吸引读者进入阅读。在趣味无
穷的阅读中，引领孩子认识孔孟思想、三国演义、二十四孝、
增进生态知识，并且学习与同侪相处、生命教育等人生议题！

暗号侦探社
图书类型：童书 / 少儿文学
作　　者：郭�婷
原出版社：XB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17*22
出版日期：2018.02.27

郎祖筠·马志翔·柯华葳·黄迺毓真情推荐！德国法兰克福书展
台湾馆精选好书 这是一本无论对大人或孩子都很疗愈的小
说，故事环绕在一个国中男孩蓝芽的身上。自从他在爸爸桌
上看到那张离婚协议书之后，他的世界瞬间崩塌，幸好好友
鸡腿侠和琪琪挺身而出，陪他踏上旅程，试图挽救父母的婚
姻。

与十九世纪杰出女性科学探险家相遇：
因为她们，世界变得更好
图书类型：童书 / 少儿文学
作　　者： 张文亮
原出版社：ZM
图书页码：176
图书开本：17 x 23 x 1 cm

由金鼎奖得主张文亮与插画家蔡兆伦联手，又一杰出新作生
命是一场值得历练的探险，她们只管带领世界，勇敢往前。
“我想让学生知道，科学研究不在乎性别，而是诚实、爱人
与认真的心。迄今，我还在讲科学的故事。”——张文亮。
科学研究不分性别，但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科学家却以男
性为主，很少有女性参与其间。本书讲述 10 位杰出的十九
世纪女性科学探险家的故事。

写出全文才有用！王淑芬的读写课
图书类型：教育科普
作　　者：王淑芬
原出版社：ZM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14.8 x 21 x 1.6 cm
出版日期：2021/01/06

★带你从“阅读全文”到“写出全文”★让你写出既有魅力、
又有论述的完整文章★ 全能作家王淑芬，擅长童话、童诗、
校园故事、小说创作，以及手工书系列等教学书。她将多年
累积的阅读素养与写作技巧，提炼为二十二堂读写课。每一
课教一种重要的写作技巧。先“读”再“写”。 

少了我，世界多么囧系列（共 2 册）
图书类型：教育科普
作　　者：郑幸伃、颜枢 
原出版社：KX
图书页码：52
图书开本：21*28
出版日期：2021/6/16

分册介绍《少了我，世界多么冏 1：改变生活的发明》少了
这些发明，世界会很冏，不读这本书，你的人生会更冏。1.精
选各国精彩发明，内容完整详实，满足孩子的求知欲。2. 以
轻松有趣的问答方式切入，让学习像游戏一样轻松有趣。3.当
代新潮绘图搭配浅显易懂的文字，让视觉拥有最大的享受。
4. 启发想象力、创造力的第一本关键用书！精致插图 + 趣味
问答 + 丰富知识 + 精采故事＝发明奥妙全展开！

我们来追剧套书（共两册）
图书类型：童书 / 少儿文学
作　　者：桂文亚
原出版社：ZM
图书页码：346
图书开本：14.8 x 21 x 0.9 cm
出版日期：2021/02/24

打开书页，来一趟古代社会自由行，走进古代剧场来追剧。 ★
精选十个最具代表性的莎士比亚剧作，改写为每篇二千字短
篇故事，对人性刻画入微，展示亲情、爱情、嫉妒、野心等
复杂的人生课题。 ★进入十六世纪英国伦敦的剧场，来追
莎翁名剧。

跟着历史名人去游历系列（2 册）
图书类型：童书 / 少儿文学
作　　者：王文华
原出版社：XXCB
图书页码：104
图书开本：15*21cm
出版日期：2021 年 4 月

★透过历史故事，看晏婴如何辅佐君王称霸★“长不高大人
说话技巧”漫画剧场，提升说话能力★“古话今说”看看不
同文体，体验文字乐趣

王文华的说话课系列（共 2 册）
图书类型：学习教育
作　　者：王文华
原出版社：KX
图书页码：104
图书开本：17*21
出版日期：2021/5/17

学会“说话”，是一种素养！ 1.《王文华的说话课》一套两
本，把听与说两种能力悄悄藏在故事里！ 2. 畅销童书作家
王文华，以千奇百怪、让人会心一笑的奇想童话，引导孩子
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听与说。3. 简单易懂的故事情节，搭配绘
者可爱风格的插画，吸引儿童自发性阅读。4. 本书可以亲子
一起共读或当作睡前床边故事，丰富孩子的童年。听王文华
说故事，培养说话的能力！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84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20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29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52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92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91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03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92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12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03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