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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你无法抗拒的世界级名猫的故

事，每一集漫画用三四个故事将你带入

加菲猫的世界里。

乔恩自认为是一家之主，欧迪一如既往

地蠢萌可爱，热爱自由和享乐的加菲猫

常常语出惊人。不管是有人或者动物来

家里做客，要想成为加菲猫的伙计再简

单不过，带上好吃的就行，最好是美味

的千层面！

这一系列漫画由加菲猫3D动画改编而成

，除了漫画，《加菲猫的幸福生活系列

》还有小说和活动书等。

作者: Davis Jim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0册

页数：32页 开本：210 x 277mm                               出版日期 :  2015

加菲猫的幸福生活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这是法国人为小黄人粉丝们绘制的小黄

人漫画系列。萌度“爆表”，无人能敌的

小黄人又回归了。本系列目前已经出版

3册，前2本的主题为《小黄人的香蕉》

和《小黄人的恐惧》。

本书风趣幽默，插图精美，值得小黄人

的忠实爱好者收藏。

作者: COLLIN，LAPUSS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5册

出版日期 : 2020 出版语言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mm

出版信息

大眼萌小黄人

主题 :儿童 类型: 漫画



在纽约的一栋红色公寓中，狗狗麦

克陪伴着它的主人凯蒂，过着平凡

而幸福的生活。它不明白主人为什

么每天早出晚归，麦克总希望主人

能时时刻刻陪伴着它。这天傍晚，

主人带回了一条身形庞大的狗狗杜

老大，顿时让麦克感觉如天塌了一

般。麦克想办法撵走杜老大，对方

也以牙还牙。在你争我斗的过程中

，两个小家伙遭到了抓狗队的围捕

。主人不在家的时分，宠物们展开

了惊心动魄的大作战……

爱宠大机密

主题 : 幽默 类型 : 动画

The Secret Life of Pets and all related marks and characters are trademarks

and copyrights of Universal Studios. Licensed by Universal Studios.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 Lapuss'，Goum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6月 出版语言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mm

出版信息



疯狂兔子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疯狂，出人意料，狂热，接地气，这群

疯狂的兔子不断在用它们特有的萌贱属

性征服世界。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被这

群兔子吸引。继电子游戏，游戏展览，

网络信息和多种商品后，它们现在进入

了漫画书的世界，完全打破了第九艺术

的所有代码。在这个新的领域，兔子们

更加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作者: Thitaume/Priou/Thomas                    出版社: Les Deux Royaumes                          

单行本册数 : 11册 页数：45页 开本：210 x 277mm           出版日期 :  2012-2018

出版信息



皮克·波克

主题 : 家庭 类型 : 儿童漫画

《皮克·波克》是在法国深受欢迎的漫画故事
系列，画风柔和，对话引人入胜，角色充满魅
力，书中每一个简短有趣的故事都真实地道出
一个酷小孩的喜怒哀乐、所思所为。

皮克和他的妹妹安娜，以及爸爸、妈妈、阿公、
阿婆一起，经历了成长中的各种问题，并留下
一连串思考：爱是什么？生命是什么？父母的
关注有多重要？应该相信圣诞老人吗？身处险
境时该怎么办？在笑声中，你会发现作者给出
的答案是如此睿智。

与一般漫画不同的是，这些漫画故事之间具有
很强的连续性，主题鲜明，画风、颜色、故事
讲述手法都具有绘本的即视感。

作者: Emmanuelle Lepetit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1+1 页数：48页

开本： 出版日期 :  2019年

出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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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豹马修

《长尾豹马修》是安德烈·弗朗坎不朽的经典作品，是比利时国宝级漫画。神秘而有趣的

小动物马修，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点缀了他们的童年。——比利时驻华大使马文

克先生

神秘且幽默的长尾豹马修真的存在！这只有着黑色斑点、黄色皮肤的小动物是大自然

的好朋友，伴随着漫画每年的出版，它也年年给读者带来惊喜。马修独特的欢呼声“呜

吧”和它有抓握能力的，且好似弹簧般的长尾巴使其能高速持久地穿梭移动，所有这些

都深深地吸引着漫画爱好者。让我们来尽情探索长尾豹马修的世界吧！

——比利时使馆经济商务参赞，比利时瓦隆—布鲁塞尔国际关系署驻中办事处文化教育

参赞丁爱宇女士



长尾豹马修

作者：Adam & Batem & Bourcquardez & Colman & 
Dugomier & Fauche & Franquin & GREG & Kaminka & 
MARAIS & Saive & Yann

出版社: DUPUIS            

类型 : 动作冒险幽默

已授权语言 : 英语，芬兰语，荷兰语，德语，印度尼西

亚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越南语

页数：52页

册数：32册

最新一版出版时间：2018年4月20日

长尾豹马修（现代版）

作者：集体

出版社: DUPUIS             

类型 : 动作冒险

已授权语言 : 德语

页数：104页

册数：2册

最新一版出版时间：2018年4月20日

出版信息

出版信息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adam/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batem/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bourcquardez/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colman/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dugomier/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fauche/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franquin/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greg/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kaminka/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marais/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saive/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yann/


斯皮鲁是诞生于75年前的漫画主角，特点是穿着一身红色

门童服装，喜欢四处伸张正义。他最好的朋友是方大炯，

最忠诚的动物朋友是一只叫做斯皮普的松鼠。他们在全世

界各个地方与坏人争斗，从邪恶的科学家佐尔格鲁伯到海

盗约翰·爱雷纳，从意大利的黑手党到纽约的唐人街黑帮

，斯皮鲁和方大炯一路同行，传播着可贵的友谊和勇敢的

信念！

作者: VEHLMANN，YOANN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55册（连载中）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18x300mm

出版信息

斯皮鲁方大炯历险记

主题 :  幽默冒险科幻 类型 : 漫画

在成长为一个冒险家之前，斯皮鲁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当

然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个调皮鬼在恶作剧中找

乐子：经常给牧师使个绊子，对神甫或健身教练耍滑头，

还偷看女孩洗澡。之后两个女生走进了他的生活：他亲爱

的苏珊特和令他神魂颠倒的数学老师克洛蒂娜。

作者: VEHLMANN，YOANN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7册（连载中） 出版日期 : 2015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18x300mm

主题 :  幽默冒险 类型 : 漫画

小斯皮鲁

出版信息



卢克小子的冒险

作者：Achdé                      出版社: DUPUIS                 页数：48页 册数：4册

已授权语言 : 芬兰语，荷兰语，希腊语，德语，挪威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瑞典语, 土耳其语

最新一版出版时间：2017年11月24日

类型 : 西部、动作冒险

出版信息



魔法学院

作者：Corteggiani & Tranchand

出版社: DARGAUD             

类型 : 幽默

已授权语言 : 德语，意大利语

页数：48页

册数：10册

最新一版出版时间：2000年11月10日

魔法学院新编

作者：Corteggiani & Tranchand

出版社: DARGAUD             

类型 : 幽默

已授权语言 : 德语，意大利语

页数：32页

册数：2册

最新一版出版时间：2011年6月3日

出版信息

出版信息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corteggiani/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tranchand/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corteggiani/
http://www.mediatoon-foreignrights.com/author/tranchand/


小屁孩卡卡

作者：Midam                      出版社: DUPUIS                   页数：48页 册数：11册

已授权语言 : 捷克语，芬兰语，印度尼西亚语，希伯来语，波兰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土耳

其语

最新一版出版时间：2007年10月24日

《小屁孩卡卡》自从诞生以来，仅法

语版就已经售出400多万册，深受人们

喜爱。之后，《小屁孩卡卡》同名杂

志面世；2003年，一季52集的《小屁

孩卡卡》动画片开始在法国、比利时

、瑞士和加拿大等国的电视上播出。

现在，已有总共104集动画片在超过20

个国家中播放；2004年，还推出了同

名系列游戏。此外，《小屁孩卡卡》

也获得了很多项大奖，如2002年，于

安古兰国际漫画节获得青年奖；2006

年，荣获*青少年漫画奖。围绕主角卡

卡形象的周边产品有将近100种：服装

、鞋类、纸牌游戏、滑板、纹身、视

频游戏、人偶、玩具、拼图、沙滩浴

巾、被罩、文具、箱包……

类型 : 幽默

出版信息



周周是个戴着绿色鸭舌帽，讨人喜欢的

小家伙。他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很疼

他，总是给他准备可口的馅饼，告诉他

有用的建议。他们家隔壁住着他最好的

小伙伴大块头路易斯，还有爸爸的糕点

师。这两个孩子的生活很悠闲，每天照

常上学，时不时得去看医生，有时受些

处罚都能惊险逃脱，他们俩也会闹一些

小矛盾，但很快就能和好如初。

周周的小故事还被改编成了圣诞节动画

电影。

作者: Geerts (编/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周周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苏菲是一个超前发明家的女儿，她和

斯搭特是好朋友。斯搭特是《斯皮鲁

》出版社的汽车专栏作家，被作者

Jidéhem画成了卡通形象。一些贪婪的

人总是觊觎着苏菲爸爸的成就，斯搭

特和苏菲两个人勇敢地保护了她父亲

的发明。

自从1960年创造了苏菲这一形象之后

，一直深受大家喜爱，之后发行的一

些子故事中，我们也能找到在这部作

品里熟识的人物：斯搭特，皮贝特，

卡拉马祖的老师，小贝尔纳，当然还

有佐伊。

作者:  Jidéhem  (编/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5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德语、荷兰语

主题 : 侦探、惊悚、荒诞 类型 : 漫画

苏菲

出版信息



作者: De Gieter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34册 出版日期 : 2015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版权已售：荷兰、西班牙、英国、埃及

年轻的农民Papyrus来自古老的埃及，他

拥有神奇的权利，并拯救了公主Théti-

Chéri，他也因此得到了公主的信任，成

为公主的保护者。Papyrus保护自己的同

伴免受阴谋，并保护被别人觊觎的作品

。Papyrus因此成为一位大英雄。

Papyrus的冒险会将古代埃及众神在魔法

世界里的神话和传说展现在你面前，在

那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神奇生物随

时可能出现。

通过此系列漫画，大家可以在阅读的同

时了解到很多古埃及的故事。同时，

Papyrus漫画作品也被改编成了同名动画

片。

Papyrus埃及历险记

主题 : 动作、探险 类型：历史小说

出版信息



小男孩西尔万和妹妹希薇特生活在森林

中。他们热爱大自然，与动物和睦相处

，生活得悠然自得。不过，讨厌的狐狸

、熊，狼还有野猪总是想来打劫兄妹俩

的小茅草屋，幸好兄妹俩还可以依靠他

们忠实的动物朋友：喳喳鸟、小白鼠、

胡子山羊和灰灰驴。

作者Jean-Louis Pesch 对自然的由衷的热

爱无疑是作品的中心思想。正是由于对

儿时乡间的无限思念，让他创造出一个

人类与动物以及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世

界。

作者: Bélom、Bérik、Pesch Jean-Louis (编) Bérik、Pesch Jean-Louis (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62册 出版日期 : 1941-至今 出版语言 :法语、英语

主题 : 儿童喜剧 类型：漫画

西尔万和希薇特

出版信息



今野阳子是一位美丽、聪明且战斗力

超强的电子技术员。她和她的朋友珀

尔和维克一起在一个半虚幻半科幻的

世界探险。但在冒险中，她回到了15

世纪的布鲁日，并在那里遇到了Vinéa

星球的危机。面对重重困难，这位年

轻的日本姑娘一直对自己充满信心，

并且保持一颗忠诚、友善、敬畏生命

的心。

作者:  Leloup (编 / 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8 册（合订本9册）

出版语言 : 法语、德语、英语、荷兰语、西班牙语、丹麦语

主题 :搞笑 类型: 图像小说

今野阳子的布鲁日探险

出版信息



绘本&桥梁书

.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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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信息

在沉寂了好几年后，锤神又回到了锤子村庄。

整座城市都因此处于一片沸腾，一个盛大庆典

即将开幕。来自各个国家的人都来到了锤子村

庄，希望自己能被锤神选中，这样自己的生活

都将被永久改变。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锤

神选中的是一个名叫玛丽娜的六岁小女孩……

本书的画风识别度较高，饱和度很强，给人带

来一种喜悦的感受。书中通过颜色区分画块，

挑战了多种线条，并致敬了一些卡通人物。

作者：Fernandez 出版社：Ankama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5月 页数：86页 开本大小：170 x 250 mm

锤子村的故事

类型 : 冒险，奇幻



出版信息

这部合集以比利时的各种趣闻和小故事作为例

子，通过一种幽默的角度并来解读一些典型的

比利时式表达，以使读者能够更好感受语言的

细腻和精妙之处。

本书特别适合对法语语言感兴趣的读者。

本书可以法语版形式授权。

作者：Armand & Dewalle & Ryelandt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8年11月 页数：52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 mm

比利时片刻

类型 : 科普、幽默



追寻火烈鸟

类型 : 色彩、旅行

作者：Leona Rose                                        出版社：Little Urban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页数：28页 开本大小：336 x 434 mm

出版信息

不论是柬埔寨吴哥的神

秘寺庙、绮丽的圣地巴

厘岛，还是飘溢着优雅

香气的巴黎咖啡馆，到

处都布满了男女老少正

在调查的身影，他们在

追寻三只火烈鸟的足迹。

给他们的提示：不要忘

记spf指数50的防晒霜，

毕竟它们瓶身的颜色非

常火热艳丽！



出版信息

国王达戈贝尔刚刚结束战争，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回到他的城堡里。他把所有

的东西都安排妥当了：他的裤子、他的盔甲、他的马匹。但是他的城堡可没有！它被

一只可恶的龙占领了！国王要如何战胜恶龙呢？他的做法可能会让你吃惊。伟大的梅

林法师又如何拯救陷入水火的达戈贝尔国王呢？请在第二册中找寻答案！

作者：Christophe Loupy, Héloïse Solt            出版社：Little Urban                 

卷数：2卷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180 x 205 mm                 

国王达戈贝尔

类型 : 童书、绘本



出版信息

我叫罗拉，今年8岁，我的朋友有一

些……特别，她是一个自闭症儿童，至

少大人们是这么说的。“自闭症”是大

人们常用的一个词，因为这个词，妈

妈说我可以把我的故事写下来，所以

你们看到了这本书。

《罗拉日记》是一个关于友情的故事

，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能帮助更多的

人更好地和自闭症儿童进行交流。

作者：Christophe Loupy, Héloïse Solt  出版社：Little Urban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144页 开本大小：147 x 210 mm                 

罗拉日记

类型 : 童书



出版信息

棉花糖理发师、熊猫化妆师、雪花守

护者、木乃伊的服装师……这本可爱

的绘本里每一页都为孩子们介绍了一

个幻想中的职业，并按照识字读本的

传统，将职业按照首字母的顺序排列

，再配上水彩插图和活泼的介绍，相

信孩子们会觉得识字也是一件有趣的

事！

作者：Anne Montel                             出版社：Little Urban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30 x 230 mm                 

幻想职业识字读本

类型 : 童书、绘本



出版信息

小福尔摩斯虽然是年龄最小的侦探，

却能让小偷们闻风丧胆！对一切都充

满好奇的他，总能在微小的细节中找

到真相。从金字塔顶到加勒比海，他

能解开所有的谜题、揭开所有强盗的

真面目、挫败所有招摇撞骗者的骗局

。和小福尔摩斯一起进入丰富多彩的

冒险，探寻世界的秘密吧！

本书包括60则谜团，欢迎一起来破题

吧！

版权已售西班牙。

作者：Toma，Moko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4年10月 页数： 64页 开本：222 x 295 mm                                                                                                           

小福尔摩斯

类型 : 幽默



出版信息

在攻下YouTube、电影和电视屏幕后，

巴普和盖勒开始进攻漫画领域啦！二

人在第九艺术上的表现会有什么不同

吗？现在拍板还为时过早！除了银幕

上从未出现的段子外，巴普和盖勒还

放弃了传统漫画中的排版，希望在纸

质阅读感上能有所突破。总之，这本

漫画是所有粉丝不可错过的佳作！

作者：Baba, Lorber Baptiste, Mectoob Gaël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96页 开本大小：185 X 275 mm                                                                                                      

巴普和盖勒

类型 : 幽默



作者: Alice Brière-Haquet&Juliette Lagrange 出版社: Little Urba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9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32页 开本大小：229 x 267mm

出版信息

（另外的）三只小猪

主题 : 冒险、幽默 类型 : 漫画

每个人都知道《三只小猪》的故事，但

你知道另外三只系领带的小猪的故事吗

？本书通过拟人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

城市的温度，文字也充满了诗意：

仅仅在起风时，

星星一闪一闪，

如同一丝吉他的空气。

三只小猪不再抵抗这些：

他们脱掉衣服，

纵身跳入大海中。



作者: Barroux                                         出版社:  Little Urban     

出版日期 : 2019年2月 页数：36页 开本大小：240 x 308mm

我是唯一知道爸爸秘密的人。周末，他会偷偷

溜到一个秘密角落变身修理工。尽管他很厉害

，但他仍然需要帮手，于是爸爸就向我求助，

我可是唯一能帮他的人呢！我们一起翻箱倒柜

，翻修各种物件，还一起发明了许多有趣的小

玩意，我实在是太喜欢啦！我爱我爸爸！

像所有秘密特工一样，

爸爸在花园深处有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角落。

就是在那里，他拿出了他所需要的工具。

在他的小棚里，他想弄出多大的噪音都行。

没有任何人能听到。

出版信息

我的爸爸是最棒的修理工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作者: Alice Brière-Haquet、Barroux (编、绘)                                         出版社:   Little Urba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6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我们搬家啦！

主题 : 其他 类型 : 绘本 时代：现代

我们的小房子要出售了，屋子了充满

着我们一家的美好回忆……

“我们的房子要出售啦！

我小房间里的大衣橱也要出售啦！

它有一点点黑，

但是我把星星留在了里面！”

作者以温柔且丰富多彩的图案，配上

温馨的文字，向读者展示了一次悠闲

惬意的搬家。

出版信息



在一个小岛上，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一间坐落在山脚的小屋，这里住着一个充满活

力，爱讲故事的小男孩奥兰多。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作家，每当他们忙于工作时，奥

兰多倍感无聊。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山顶的炊烟开始散去，渔民们全都出海了。孤单

的奥兰多趁着父母忙于写作，无暇顾及他时，决定出发去探索小岛的秘密。

主要人物 :  小男孩奥兰多

作者: Teresa Radice (编)   Stefano Turconi (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7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适合人群 :  2岁以上

作者其他作品：《薇拉环游世界》、《托斯卡纳的森林》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 绘本

奥兰多

出版信息



孩子们都知道，蝙蝠会在趁你不注意落

在你头上，弄乱你的头发。不过小女孩

Suzie Wendel却幸运地碰到了一只能说会

道的蝙蝠！这一次，吉吉的妈妈住在祖

父母家的期间，吉吉又遇到了棘手的问

题。

这是一部充满了奇思妙想和欢乐幽默的

作品。文中竟然还奇迹般地出现了拼音

，更多精彩等您去发现。

作者: Trondheim (编) / Bianco (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

开本大小：246 x 298mm

主题 : 幽默，奇幻，神秘 类型 : 绘本

吉吉和蝙蝠

出版信息



作者: Marie Pavlenko & Marie Voyelle                              出版社: Little Urba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10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52页

出版信息

女战士阿维尼塔

主题 :  冒险、奇幻 类型 : 漫画

阿维尼塔想成为一名战士，却听到传言

说只有男孩子才有机会成为战士。真的

是这样吗？阿维尼塔和朋友们穿越平原

和森林，一路探寻，企图发现整个世界

。她们会吵架，也会打架，最重要的是

，她们在这个过程中，一起成长着。

我们可以通过本书，了解到拉丁美洲霍

皮族部落的故事：她们不生活在帐篷中

，而是生活在黏土屋中。她们是母系氏

族制，女性在部落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在霍皮族中，女性拥有房子和土地。在

今天，霍皮族仍然生活在美国亚丽桑那

州，她们继续说着自己的语言，积极拥

护着自己古老的文化。



夏天已经结束，新学期马上开始了！可

是在开学之前，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有

些同学并不喜欢开学，可是让大家都开

心的是，又能见到小伙伴们啦！

同一系列包括《我的初吻》

即将出版的新书：

2019年6月：我的第一次假日

作者: Cali & Graux                                 出版社: Little Urban                  页数：48页

开本：177 x 203mm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

第一天上学

主题 : 小说、故事书 类型: 漫画

出版信息



作者: Loic Clément、Anne Montel（编、绘） 出版社: Little Urban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类型: 桥梁书

分享与友谊是本书的两大主题。

古比尔老师独自生活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子里的一切都属于他。他有一个豆荚形的

长长的游泳池，他有自己的私人电影院……尽管拥有这么美好的生活，但是并没有

阻止古比尔老师研发新东西。事实上，新的研究成果将颠覆他的生活: 古比尔老师的

生活被一群快乐的小家伙们“入侵”了，这使得他必须在生活中学着与他人分享。房子

里的一切是属于大家的，古比尔老师吃得消吗？

古比尔老师

作者另出版图像小说《甜甜的日子》

出版信息



威尔是一个小机器人，他在机械方面

很有天赋却遭人们抛弃。伊莎贝尔是

一个好奇而孤独的小女孩，却有一颗

损坏的心脏。他们两人为了对抗巨型

机器人腓利亚斯试图摧毁城市的邪恶

计划而联合起来。《小机器》讲述了

在一个发生在复古未来世界里的奇幻

冒险故事，在这个世界里，机器人有

着痛苦的灵魂，大人和小女孩们的心

可以得到修复。

出版信息

威尔和伊莎贝拉：小小机器人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桥梁书

作者: Camille Raveau 出版社:  Qilinn/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032－



类型 : 动作和冒险 主要人物 :  弗丽佳，熊 时代 : 现代

作者: Ingrid Chabbert、Léa Mazé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0页

埃尔玛: 熊的生活

出版信息

王国的预言家弗丽嘉有一个女儿，只有

她的女儿能拯救王国，免受水灾的侵袭

。因此，弗丽佳必须把女儿交给大森林

，在那里生活七年。如果能通过考验，

王国便会得救，女儿埃尔玛也能回到母

亲身边，和家人团聚。弗丽嘉在女儿出

生时，就把她留在大森林里，交给一只

熊照顾。埃尔玛把这只熊当作自己的爸

爸。然而令人悲伤的是，熊向弗丽嘉承

诺，在埃尔玛七岁那天，从山的另一边

带领她回家。



圣诞老人的小世界

作者: Alexandre RÉVÉREND，Thierry ROBIN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09年 出版语言 :法语

页数：32页 开本大小：202 x 265mm

出版信息

这是一个连圣诞老人都会失去耐心的搞

笑的故事。

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趁圣诞老人来到

她家的时候，偷偷藏在圣诞老人的雪车

里，并跟着他回到了圣诞国。在那里，

她发现了玩具工厂、甜点加工厂和调皮

的修理工，小女孩决定让他们为自己制

造玩具和她最喜欢的糖果……这些玩具看

起来并不怎么可爱，却十分怪诞。

这对于圣诞老人老说，简直是灾难！他

得重新制造合适的玩具，还需要在小女

孩的父母担心之前，把她送回家。可是

，圣诞老人要想找到小女孩简直是太困

难了！

主题 :  幽默、冒险 类型 :漫画



拥有极客爸爸的宝宝永远都不会无聊！只需要一两件小物件和一点点想象力，就可以

找到约柜、穿越中央之地、驱动星际驱逐舰。

这是一本充满了各种各样想法的书，小捣蛋鬼们一看就停不下来！一个无聊的周三？

别急！极客爸爸来拯救你！

作者:   Olivri Thomas，Rajoelina Andry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6年 开本大小：172 x 170mm             

页数：64页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传记 类型 : 绘本

出版信息

极客爸爸



本杰明不是一般的淘气，他非常不安

分。他和所有同龄的孩子一样，无法

保持安静。然而，他又总能引起大人

们的关心……

无字书给了我们更多的想象空间，大

人可以和孩子一起感受无字书的魅力

，感受创造的乐趣！

本书适合3岁以上的孩子。

作者：Carine de Brab 出版社：Dupuis                          卷数：7册

开本：200 x 265mm                                    页数：32页 出版日期：2011年

版权已售：西班牙、荷兰

淘气的本杰明

类型 : 无字书、幽默

出版信息



一个装有十亿块金币的宝库？ 每个人都

希望得到它！ Titoss的爸爸是巨大的金

色宝藏的守护者。 这个偏远的小岛上生

活很简单：爸爸试图入睡，而Titoss通过

给爸爸讲笑话来逗自己。直到有一艘海

盗船在视线中肆虐……这个看起来很邪恶

的海盗Ilda，却完全听从他想追求的女

孩的指挥。他们遇到了一连串的争吵、

背叛、恶作剧和误解，所有这些都在爸

爸的照顾下解决了。险恶的水手们再次

扬帆，Titoss和Ilda也变成了终身的朋友

……

无字书给了我们更多的想象空间，大人

可以和孩子一起感受无字书的魅力，感

受创造的乐趣！

作者：Bannister、Nykko                               出版社：Dupuis                      卷数：3册

开本：200 x 265mm                                       页数：32页 出版日期：2011年

版权已售：西班牙、荷兰

Titoss 和 Ilda

类型 : 无字书、幽默

出版信息



小古埃特诞生在最后一场雨里，她随着

雨滴降落到人间。从天而降的旅程使她

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有了独特的看法

。她可爱又天真，所有与她相遇的人的

生活都发生了改变。

起初，她降落在城市的垃圾场里。一个

流浪汉、一个看破红尘的服饰商和一个

流浪的小男孩儿收养了她，他们组成一

个独特的家庭。虽然小古埃特不会说话

，但这却不妨碍她与别人交流，所有和

小古埃特相处的人，心灵都被深深打动

。

作者: Gauthier & MiniKim                   出版社: Dargaud Benelux                    单行本册数 : 3册

页数：30页 开本：210 x 280mm                             出版日期 : 2013

小雨滴古埃特

主题 : 女孩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作者: 洛伊克·茹阿尼戈洛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5            页数：40页 出版语言 :俄语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 漫画 时间：现代

帕西的森林：菜园旋律

出版信息

帕西一家的新冒险又来了！一年一度的

露天集会上将会有超级棒的音乐大赛。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参加比赛。

快快快，彩排开始了！不过要小心了，

因为Salsifi和他的乐队图谋不轨。我们

的小兔子们不得不加倍小心，用尽全部

想象力来揭穿这群想要破坏庆典的坏蛋

们的阴谋和陷阱！



《丹利的生日》讲述的是，在小兔子丹

利的生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生动的

故事向孩子们传达着家人之间浓浓的亲

情。故事中，为了给丹利一个巨大的生

日惊喜，蒂亚姑妈找了个由头将小丹利

支开，于是家里的其他人纷纷开始了自

己的工作。在绘声绘色的故事中，孩子

们体会到了帕西一家的快乐，感受着亲

情的温暖。

出版信息

帕西的森林：丹利的生日

主题 : 冒险 类型 : 漫画

作者:洛伊克·茹阿尼戈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2.5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32页

开本大小：254 x 320mm



《小猫城堡》这本书没有任何文字对白

，由纯图画组成。作者表示，虽然这是

一本没有文字的漫画，但依然能够激发

孩子的想象力和自学能力。因为阅读这

样一本书，需要有正确的阅读方法以及

图文结合的想象力、语言表达能力。

作者:洛伊克·茹阿尼戈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09.6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32页

开本大小：254 x 320mm

出版信息

帕西的森林：小猫城堡

主题 : 冒险 类型 : 漫画



《寻宝行动》讲的是兔子爸爸奥西姆为

了给孩子的童年留下美好的记忆，精心

策划了一场寻宝活动，每一个步骤，兔

子爸爸都在用心完成，由此，孩子们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了一场“寻宝行动”

。 不论故事情节多么生动，画面多么

逼真，语言多么有趣，本书及其系列丛

书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希望能给您和您

的孩子在带来快乐之余，让您的孩子体

会到成长的乐趣，从内心接受需要懂得

的道理，做一个像兔宝宝那样每一天都

过得很丰富的快乐小孩！

作者:洛伊克·茹阿尼戈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4.6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32页

开本大小：254 x 320mm

出版信息

帕西的森林：寻宝行动

主题 : 冒险 类型 : 漫画



《灵果王国奇遇记》讲述的一对表兄妹

因为好奇而进入狗窝，由此发生了一连

串出乎意料的惊险探险之旅。 作者借

这个故事向小朋友传递了多种多样的友

情。小朋友在成长的阶段会遇到很多朋

友同伴，在一起共同玩耍，但小朋友很

难自己意识到友情具体的涵义。而且在

玩耍的过程中，常常还会因为玩具的归

属等问题发生争执。这些现象自然是正

常的，但家长却不可忽视，因为孩子很

容易在这种环境下滋长不健康的心灵和

不好的习惯。因此，让孩子从内心懂得

互相友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变

得尤为重要。

作者:洛伊克·茹阿尼戈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0.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32页

开本大小：225 x 300mm

出版信息

帕西的森林：灵果王国奇遇记

主题 : 冒险 类型 : 漫画



儿童漫画

. 03 .

科幻奇幻

动作冒险

剧情故事

｜贾映雪 yingxue.jia@mediatoon.com ｜ ｜ 姚丽晴 liqing.yao@mediatoon.com  ｜

mailto:yingxue.jia@mediatoon.com


出版信息

安瑟姆的父母要去度假了……但他们并不准备

带上他！相反，他不得不和陌生的奥尔加姨妈

一起住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而当一个性格开

朗的九岁女孩安娜出现在他家门口，并邀请他

去默里克城时，一切都走向了让人意想不到的

方向。

你生活的地方存在魔法吗，想象都可以成真吗，

那里是否存在一个渴望权力、通过强大的咒语

和不公平的宵禁来实施统治的暴君？如果都不

是，那么这次你确实踏上了一场不凡的神圣冒

险。

这个有趣而幽默的冒险将通过埃格兰汀·苏莱曼

斯卓越的写作和插图而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

毫无疑问，《默里克城》是在与所有相信想象

的力量的读者进行直接对话。

作者：Ceulemans 出版社：Little Urban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7月 页数：296页 开本大小：138 x 192 mm

默里克城

类型 : 冒险、奇幻



当生命来到终点，故去的灵魂便

走向轮回的彼岸。但并非所有灵

魂都可以抵达那一边，不能跨过

轮回之门的灵魂将会具现化成基

罗霍的样子停留世间。而有些人

是可以感知到他们的，这些人被

称为“摆渡人”。

当滨海布瓦被卷入了一场奇怪的

的失踪潮后，该市的市长决定向

基罗霍的专家查尔斯教授求助。

查尔斯教授被他的叙述引起了兴

趣，但他也明白事情非常棘手，

寻常不到无路可走，人们是不会

向他求助的。他答应协助调查，

可作为交换，他想要的报酬是什

么呢？

作者： Guerin & Waro                              出版社：Ankama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10 x 287 mm

基罗霍

类型 : 奇幻、惊悚

出版信息



出版信息

对于那些熟悉亚瑟王传说的读者来说

，这个故事绝对会让他们眼前一亮。

亚瑟王的故事不再只是古老的传说，

如果你仅仅执着于在这篇故事里寻找

熟悉的情节，那么很遗憾，这并不是

作者真正想要带给读者的东西，因为

他让故事与历史传说保持了一定的距

离。

这个有点荒唐好笑的中世纪故事在

1991年获得了安古兰最佳幽默漫画奖

。作者笔下流畅的线条、有些疯癫的

人物、讽刺性的对话让他成为当代最

优秀的漫画家之一。

作者：F’Murrr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页数： 96页 开本大小：170 x 267 mm                 

穷困的骑士

类型 : 幽默



出版信息

二十年前，诀别玫瑰伯爵的女婴“白花

”神秘地消失了。如今，酒馆老板安娜

过着平静的生活，却从未料想到等待

着她的史诗般的命运。

作者: FEROUMONT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8月30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12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mm

白花之国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我们的小淘气包诺拉的八岁生日就要到
了，爸爸马丁把刚刚过世的妈妈安娜留
下的八音盒送给了诺拉。这对她来说就
像是一个象征和纪念物。不过不久，诺
拉就发现八音盒内部似乎有生命的迹象
。此后，诺拉忽地缩小了，她进入了盒
子里，探索八音盒纸板门以内的世界，
不可思议的潘多拉世界……但时间紧迫
，安德烈和伊戈尔兄弟俩的妈妈玛蒂尔
达病入膏肓……她遭遇了什么？她是不
是中毒了？是不是水源受到污染了？很
快他们的怀疑就得到了证实。危急情况
下，孩子们决定照顾好妈妈玛蒂尔达，
并锲而不舍地找出污染源的线索……直
到诺拉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与爸爸团聚
。这一切似乎只是一个梦，也或许不是
梦！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 漫画 主要人物：诺拉、马丁 时间：现代

作者: Carbone (编) / Gijé (绘) 出版社 :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8                                               出版语言 : 法语

八音盒

出版信息

本作品获得2019年安古兰漫画节校园漫

画奖。10月出版第三卷。



乔恩和贾斯帕两位少年住在大洋洲上航

行的 “流浪者”船上，他俩经常跳下船冲

浪。然而，这次，他们遇到了海啸。乔

恩被卷入由绿叶组成的波浪漩涡里，瞬

间消失不见。“没人能从大洋洲的深处

浮上来。” 贾斯帕的祖父艾登以及 “流

浪者”号上的乘客都这么说。

然而，把贾斯帕救上船的“海神号”船长

不这么认为。船长是一个美女又邪恶的

女子。她决定把贾斯帕当成人质，换取

被恐怖分子绑架的国王女儿。正当她走

向贾斯帕时，恐怖分子火炮袭击船只，

带上公主坐着飞艇逃走了。船沉没了。

女人决心找到贾斯帕。在海底深处，受

伤的乔恩被一个美丽的姑娘塔尼亚照料

着。在海底散步时，发现了飞艇的残骸

。

作者: Corbeyran (著) / Picard Alice (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5 册 出版日期 : 2008 (连载中) 出版语言 :法语、意大利语

主题 : 冒险、奇幻 类型 : 漫画

玄幻海洋

出版信息



米罗的世界

作者：Marazano、Ferreira (编 / 绘)                出版社：Dargaud                   页数：56页

开本：240 x 320mm                                         单行本册数：5 册 出版日期：2018    

已出版语言：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

主题 : 奇幻 类型: 漫画

出版信息

米罗幼年时就失去了母亲，他的童年非

常孤独，对母亲的事情知之甚少。他的

父亲在城里工作，有三个性格古怪的姑

妈细心照顾他。米罗最大的乐趣就是去

湖边玩耍。一次，他在湖中找到一个能

孵出金色大鱼的蛋。不久，一个长得像

青蛙的人表示对这个蛋感兴趣。米罗解

救了被青蛙人囚禁的瓦莉亚，两人逃跑

时穿越了湖水，来到了另一边，这里的

河流海洋与湖水相融相接。这里的巫师

为了报复驱动魔法，造出了青蛙人和鹰

脸人。不久，米罗发现妈妈、姑妈和金

色大鱼能够与巫师抗衡，而他则是这场

战斗的关键。如果巫师成功控制住米罗

，那么他的邪恶力量会蔓延到湖对面的

世界……



作者: Bravo  (著、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6册

出版日期 : 2006年（连载中） 出版语言 : 法语、西班牙语、德语

本身谈及了主人公于勒学习、生活，以

及其历险故事，是一部集幽默、冒险和

科幻于一体的经典作品。于勒是⼀位被

选中乘坐宇宙飞船旅⾏的少年，我们会

随他⼀起探索那些遥远的星球。书中也

会谈到很多有趣的观点，比如人类进化

的终点究竟在哪里。于勒就会认为人类

最终会重返出生时的水生世界。同时，

于勒也怀有英雄主义的梦想，希望拯救

地球。但是文中也提到，到底是让地球

自生自灭，还是去拯救地球。因为万事

万物各有其发展规律。本书在探索外星

球的同时，也加入了诸多作者关于世界

观的思考。

主要人物 :  于勒 时代 : 现代主题 : 历险 类型 : 漫画

于勒奇遇记

出版信息



这是从《斯皮鲁和方大炯历险记》漫画

中衍生出的一个新系列，主人公是我们

都非常熟悉的坏蛋：佐格！

佐格是斯皮鲁的一个强劲对手，在这部

专属于佐格的独立漫画中，作者Munuera

为他的冒险故事增添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内容幽默有趣，情节跌宕起伏。

在读完这个故事后，你很快就会意识到

佐格是个不可取代的重要人物。

作者: Munuera Jose Luis (编) / Fournier (绘)                                                   出版社 :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主题：动作、冒险 类型：漫画 适合人群：9岁以上

佐格

出版信息



Frnck已经13岁了，他决定摆脱作为孤儿

的命运，重新去寻找自己的父母，而不

是成为领养家庭的候选人。

夜晚降临，他打包好他的行李，在花园

里和他的小伙伴又见了一面。在他的指

引下，Frnck也将开始一段完全不同的旅

行。

本书动画电影改编权已售加拿大。

Frnck的原始森林奇遇记

主题 : 动作、冒险、幽默 类型 : 漫画

版权已售：克罗地亚、西班牙

作者: Bocquet，Cossu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4册

出版日期 : 2018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0页

出版信息



一开始，一切是很简单的: 神和大人们控

制着这个世界，也控制着小孩子们的生

活。突然有一天，大人们神秘地消失了

，孩子们终于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

自由地活着了。但是大人们总会出现在

年轻的雷奥的梦中，雷奥是一个金发碧

眼的小骑士。这些梦中的场景揭露了许

多过去的秘密，这些秘密会破坏现在孩

子们无忧无虑的世界。

故事情节有趣、精彩和刺激，画风明亮

、用色鲜艳，带来强烈的视觉享受。

主题 : 冒险、幽默、英雄主义 类型 : 漫画

儿童王国传奇

作者:  Arnaiz Raul（编、绘）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5册 出版日期 : 2010(连载中)                     出版语言 : 法语、西班牙语

出版信息



他们是七位拥有巨大魔法的占星师。

他们可以拯救世界，或者毁灭世界！

现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准时去学校

！一系列当代奇幻故事，发生在日常

的学校生活里。这七位小英雄个性迥

异，但相互互补，很快他们就会因为

同一个目标聚到一起……

作者: Toussaint Kid  (编)  Quattrocchi Giuseppe、Rosa La Barbera (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9册 出版日期 : 2016-2020 出版语言 : 法语、葡萄牙语

主题 : 动作、奇幻 类型：漫画

魔幻七人组

出版信息



作者: Cosimo d’Amico & Iorio & Ricci 出版社: Dargaud Benelux

单行本册数 : 1册 页数：104页 开本：241 x 318mm                出日期 : 2016年

隐匿之心

主题 : 奇幻、秘传、动作、冒险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夜魔”的形象在众多文化中都有体现。

它在美国文化中被叫做“Boogeyman”，

在墨西哥则是“El Cucuy”，法语中是

“Croque-mitaine”…… 名字各不相同，样

貌也千变万化，但是形象都是一样吓人

、可怖。

Luc是个10岁的小男孩，他有些特别，他

是个实打实的胆小鬼，不敢在夜晚出门

，害怕未知的事物，甚至害怕上学、害

怕老师。Luc恐惧在人群之中，却也怕独

自待着。他恐惧汽车、动物——不论是

大是小，他还怕昆虫、细菌。但是他最

害怕的是黑暗……而且夜魔也经常躲在阴

影的角落。小Luc总是会做噩梦，在梦里

他被夜魔举起来或是慢慢走向更黑暗的

地方。可怕的是，这些梦马上就要成真

了……



有一天，哈莫尼在一间陌生的地下室醒

来，发现自己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她只

知道她“房东”的名字、脑海里神秘的声

音和新获得的心灵感应的技能。为了对

付前方等待她的未知危险，她决定尽快

找回记忆。这里有无数等待回答的问题

，战斗只是刚刚开始……

作者: Reynès（编、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丹麦语

主题：奇幻 类型：漫画

哈莫尼

出版信息



玛雅是一个学习用功、为人友善的小女

孩，甚至有些太友善了。自从父母去世

后，她就同婶婶住在一起。但与她的堂

妹卡米尔在同一屋檐下相处似乎没那么

容易，因为卡米尔比她好事多了。有一

天玛雅很消沉，就一个人躲起来翻看爸

妈以前的东西。她找到了一本关于罗马

神话的书，惊讶地发现出现了四位小神

（黛安娜、维纳斯、战神玛尔斯，还有

农神萨图努斯）。他们交给了她一个任

务：找到并保护著名的潘多拉盒子，因

为它可能会威胁到人类安全！只有玛雅

能看到这些神，在他们的帮助下，玛雅

前往土耳其，那里藏着潘多拉宝盒。这

是一个充满想象的故事。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 漫画

作者: BRIGITTE LUCIANI(编) / MOUTARDE COLONEL(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0(连载中)                    出版语言 : 法语、塞尔维亚语

玛雅

出版信息



作者: Lapière   (编)   Vernay  (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奇幻 类型：漫画

小玫瑰

出版信息

有一天，小玫瑰的爸爸在一项神秘事件

里被杀，他的尸体在沙滩上被人找到，

像一场凄凉的演出。这位年轻的姑娘充

当起临时侦探，只能靠自己开始一系列

的调查。没有料到，她碰到了许多超出

正常范畴的谜题……

小玫瑰出生时就具有分身的能力，如果

真相和她出生就带有的奇异能力有关，

事情又该如何发展？



作者: Rodrigue、Hausman（编 / 绘）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 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奇幻 类型: 漫画

屋顶上奔跑的猫

——Hausman 系列——

出版信息

在一个遥远、神秘的国度，有一位身患

隐疾的年轻王子，只要他注视任何动物

，他的脸就会变成那个动物的样子。因

此，国王和王后决定将他藏起来，并把

他关在王宫的一个房间里。

有一天，他的脸又变成一只猫的样子，

他决定逃离这个地方……

本书由著名画家RENÉ HAUSMAN作图。



母亲的去世和搬离原来居住的城市，使

得山姆经历了一段异常痛苦的时光，哪

怕是父亲和姐姐的安慰也无法抚平他的

伤痛。

1977年，山姆驾着野马汽车，突然遇到

了一位猴子头的男人，而这场相遇也彻

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到底这个以假名"Kid

Noize"作为身份标签的奇怪人物是谁？

另一个自称为“诺维拉”的送货员递交给

他一个不凑巧遗失的包裹，而这个包裹

是山姆未来命运的关键……然而，到底是

朋友还是敌人？为了得到答案，他必须

要将手伸入这个神秘的箱子……

作者:KID NOIZE，KID TOUSSAINT，OTOCTO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9-2020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mm

出版信息

猴子头男人

主题 : 奇幻、动作、冒险 类型 : 漫画



主要人物：菲布丽丝、布利亚、索媞勒加 时间: 现代

作者: TERESA VALERO (编) / JUANJO GUARNIDO(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08(连载中)                     出版语言 : 荷兰语、西班牙语

主题 : 幽默、神话、秘传 类型 : 漫画

巫术

出版信息

在一个老房子里住着三个女巫，菲布丽丝

、布利亚和索媞勒加。她们在坦妮娅仙女

的白菜种植园里不小心得到了一个小仙童

阿泽尔，于是一切开始发生变化。表姐帕

纳索以及她的混蛋老公瑞克斯的意外来访

更加打乱了她们的生活。瑞克斯不明白这

三个人的生活里怎么可以没有电视，他不

顾她们的喜好，决定让这几个落伍的女巫

过上有电视的生活。

这一系列作品讽刺了现代世界随波逐流的

怪人以及媒体过度报道、消费主义盛行的

现象。

本书绘画作者为《黑猫侦探》同一画家。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叫作

阿尔迪亚的小镇上。与世隔绝的居民

们依然坚持旧世界的观念，甚至想回

到中世纪时期。有一部分人深信夜幕

降临时，恶龙会出现并统治村庄旁边

的神秘森林……

Artemisa是个12岁的小女孩，她家就在

这个村庄里，她对月亮痴迷到令人费

解的程度。Lambrijo是一个奇怪的小孩

，他能够和动物说话。Artemisa与她的

弟弟，还有Lambrijo三人一起去寻找潜

藏在森林中的一个神奇护身符。他们

冒险进入本不该去的地方的同时，也

将自己置身于巨大的危险中……

作者 : Bonet Vera Enrique (编) / Jose Luis Munuera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09               出版语言 : 法语、荷兰语、德语、西班牙语

主题 : 奇幻、探险 类型: 漫画

月影传说

出版信息



儿童漫画

. 03 .

科幻奇幻

动作冒险

剧情故事

｜贾映雪 yingxue.jia@mediatoon.com ｜ ｜ 姚丽晴 liqing.yao@mediatoon.com  ｜

mailto:yingxue.jia@mediatoon.com


出版信息

马克斯·费兰以能将任何人从绝境中解救出来的

能力而扬名。可好名声很快便成为了使他更加

贪婪的源泉。

巴比伦是一个专门处理安全撤离的机构（即派

遣执行者们去护送一些人或物安全撤离被看守

区域）。马克斯·费兰是前超级士兵，后来他转

而开始执行安全撤离任务。这次我们将跟随他

的脚步走进非洲，他在那受雇执行一项他本以

为普通的任务，但他很快便意识到自己错了，

他这次的撤离目标是：一个要从自己正遭受政

变的国家中逃离的独裁者。

作者：Galandon & Giroud & Nicloux 出版社： Le Lombar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23.5 x 300 mm

巴比伦

类型 : 冒险，动作



出版信息

我们的文明又倒退回了石器时代。一种新型

“铁锈”病毒蔓延到了地球上，逐渐摧毁了所有

的基础设施、车辆和工具......

在这个残暴的世界，传说中的“护送者”是许多

人唯一的希望，他愿意承担任何交给他的任务，

无论有多大的风险。而作为回报，委托人只需

要吃下护送者给他们的一个奇怪鸡蛋而已。这

报酬是村里所有失去丈夫的女人们都愿意付出

的。

在宗教狂热者的陪伴下，护送者在一阵脚步声

中离去，他要去寻找最后的生育力超强的人类。

而与将村民囚禁起来的的可怕生物相比，路上

他将不得不对付的变种人或许根本不算什

么……

作者：Armand & Roulot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2卷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 mm

护送者

类型 : 冒险，动作



出版信息

一天，五个全知少年在纽约苏醒。消息很快传

开，随后，这五个少年就被联邦调查局纳入保

护。

当一个十五岁或以上的少年想要去学校学习最

基本的课程，该怎么办呢？我们的主角们没有

过多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一个秘密的政府组织

想要将他们抓获。他们还需要解开身世之谜：

他们的能力是怎么来的？是谁具有这样神圣的

能力，创造并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作者：Dugomier & Renata Castellani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22 x 295 mm

全知者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享誉全球的漫画家Barbucci的又一力作，此

前他的作品《魔力W.i.t.c.h.》已在中国出版，

同名动画系列《精灵少女组》已制作完成。

这是一个家庭故事。三姐妹想在她们的母亲

生日那天送给她一本图画书作为惊喜，她们

把阁楼翻了个底朝天，却偶然看到一张照片，

是她们怀孕的母亲在一棵很特别的树前摆着

姿势。谁在妈妈的肚子里？她们立刻开始调

查，但有什么不对劲：这竟然不可能是三个

姐妹中的任何一个！一个家庭秘密将被发

现……

作者：Barbucci & Di Gregorio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72页 开本大小：219 x 290 mm

格莱米耶姐妹

类型 : 冒险、奇幻



布迪内餐厅的糕点厨师克里斯惊讶地发现，

他每次刚出炉的美味作品都仿佛无底洞一

样一个个消失，难道是有人施了魔术？

而当他发现一只奇怪的松鼠或许就是罪魁

祸首后，他把它追到了了餐厅里的巨大冰

箱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神奇的

冰箱底部的冬季世界！在那里，他又遇到

了小精灵汉娜，她正在努力经营一家茶馆，

可是她没有任何烹饪上的才能。不过这次

她走运了！因为克里斯拥有为每个顾客制

作出完美甜点的技能，无论他们是北欧神

灵还是神秘的野兽。

作品灵感来自于著名糕点师克里斯多夫·米

查拉客的童年。打开本作品，你还会发现

不少儿童简易食谱哦！

主题 : 冒险 类型 : 漫画

怪物餐厅

作者: Dos Santos & Hachmi & Raphet 出版社: Le Lombard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25 x 295 mm         出版日期 2020年3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出版信息



出版信息

在神盾星球上，北方国家联盟凭借其技
术和军事优势，数十年来一直在开发、
剥削着南方欠发达地区的自然资源。而
为了反击，抵抗力量组装了一种新型机
甲，它虽然外表看起来相当简陋，但速
度很快，反应灵敏。

而当北方国家联盟最终设法捕获了其中
一个新型机甲时，他们却发现，这个机
器竟是由一个孩子驾驶的……

作者：Damian & Naranjo 出版社：Ankama 卷数：2卷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页数：72页 开本大小：215x295mm

愤怒的孩子

类型 : 动作，冒险，科幻



出版信息

小熊亚瑟刚刚搬到了一个新城市，新城

市同时也意味着新的学校和新的朋友！

但手套城正面临一个可怕的威胁：许多

孩子神秘失踪了。勇敢的亚瑟和他的朋

友们组成了小分队，开始了调查。

活泼的水彩画风、生动丰富的动物形象

和充满悬疑的情节，让这本可爱的童书

既能吸引孩子的注意，也能抓住大人的

目光！

作者其他作品：

图像小说：《甜蜜时光》

桥梁书：《古比尔老师》系列

作者：Anne Montel, Loïc Clément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128页

手套城的时光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奥利弗是一个17岁的女孩。她非常害羞和孤僻，

但充满想象力。她的脑海里有一个她自己所创

造的梦幻世界，是一个蓝色月球的样子。

而有一天，有个叫莱尼的宇航员降落在她的星

球里。莱尼生病受伤了，但他要在这个无人受

邀的私密空间里做什么呢？

作者：Véro Cazot & Lucy Mazel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300x218mm

奥利弗

类型 : 冒险，奇幻



出版信息

贝拉，美女与野兽的孩子，一个痴迷于

阅读的女孩。她最近发现自己在阅读时

变得心不在焉。贝拉的母亲便带着她找

到了一位法师，他是精灵世界的医师。

法师发现贝拉偶尔会表现得很激动、心

跳加速、脸颊发红，他竟然判断贝拉得

了流感！但精灵知道贝拉是受到了爱的

困扰，必须带她去寻找她的白马王子了

。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迷雾和珍珠两

个小仙女的身上，她们带着贝拉降落到

了波士顿哈佛大学的校园······

已出版三卷主题：

卷一：《睡美人的枕头》

卷二：《合脚的鞋子》

卷三：《烦恼的美人》

作者：Thomas Labourot, Beka                           出版社：Dargaud                           卷数：3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最新一册） 页数： 48页 开本大小：225 x 297 mm                                                                                       

寻爱精灵

类型 : 冒险



马丁·米兰是个被驱逐到世界边际的飞

行员，他的日常工作是出租自己的飞

机“老鹈鹕号” 用于商业广告活动。马

丁是个不苟言笑且正义感十足的人，

经常出现一些艰巨的任务。他总是本

能的选择站在被压迫者的阵营中，反

抗独裁暴君。他是一个甘愿拯救猎物

，鄙视猎人的真正的英雄。

作者: GODARD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00页

开本大小：222 x 295mm

出版信息

飞行员马丁·米兰

主题 : 冒险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他们是三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他们充

满想象力，不过他们很讨厌上学。这

三个好朋友总是一起做着一些毁灭性

的蠢事，他们甚至为此加入了一个名

为“启示录骑士”的俱乐部。

自2008年起，《斯皮鲁》杂志便刊登

了这部经典幽默的短篇漫画，吸引了

无数读者共享幽默快乐的阅读时光。

作者: LIBON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8月16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72页

开本大小：199 x 264mm

主题 : 冒险、幽默 类型 : 漫画

启示录骑士



出版信息

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日本，Yuki是一

位年轻的厨房工作人员，他只有一个

目标：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武士！

为此，他必须成为武藏宫崎骏的学生

，可是宫崎骏是一个脾气十分古怪的

人，而且无意收门徒，Yuki要怎样才

能完成自己的心愿呢？

作者: GOROBEI . THIERRY GLORIS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8月30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mm

武士道

主题 : 冒险、动作 类型 : 漫画



想象一下，在你10岁的生日派对上，你

收到一把左轮手枪作为生日礼物，可你

却不喜欢武器，这时候你要怎么办？没

错，这正是警长的儿子艾略特需要面对

的问题，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向他的

父亲解释明白。因为，不管艾略特怎样

射击、无论是朝着哪个方向，他总是能

准确无误的击中目标！与此同时，艾略

特的同学碧安卡恰恰和他相反，这是个

热爱冒险、手枪和斗殴的女生。于是，

在碧安卡的帮助和训练下，艾略特学会

了如何处理危险的处境，与此同时，借

助魔法师的帮助，艾略特在与土匪帮斗

争时取得了胜利。

作者: Jouvray Jérôme，Jouvray Anne-Claire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4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mm

出版信息

六击

主题 :  冒险、幽默 类型 : 漫画



杰克是个有着反叛精神的哑巴男孩，

他拥有着将动物的能力转化到自己身

上的非凡天赋。通常，他会借此天赋

秘密帮助陷入困境的朋友或家人。然

而现在，他却需要将这种天赋化为己

用，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

本书的编剧KID TOUSSAINT有着天体物

理学家的背景，相信读者在故事情节

中，定能感受到不同寻找的物理气场

。

作者其他作品：Télémaque, Magic 7

作者: KID TOUSSAINT，MISS PRICKLY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04页 开本大小：160 x 200mm

出版信息

动物杰克

主题 : 冒险、动作 类型 : 漫画



沃尔特·阿波达克是一个彬彬有礼、受

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并且取得了“牛

仔大师”的文凭。随后，他成为了“肮脏

老城”的警长及其助手比利的实习生，

开始学习一些入门知识。

这段实习期很短，并且在枪战课后突

然被中断了。但沃尔特决定继续坚持

下去，因为他想给这个民风凶悍的小

村庄带来些许人性的复苏。沃尔特要

处理棘手的任务：抓住不断逃跑的“流

氓乔伊，还要帮助比利追求罗格比小

姐。

作者: ERRE，FABCARO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mm

出版信息

主题 : 冒险、幽默 类型 : 漫画

沃尔特·阿波达克



如果我们的父母是警察，那就意味着夜

晚通常是孤单一人度过。汤姆从小就知

道：爸爸总会接到紧急通知，并迅速赴

岗。但是这一次，一系列的盗窃案异乎

寻常，因为牵涉到了汤姆的高中学监！

还没等到汤姆的爸爸发现什么，汤姆先

一步窃取了有关照片，并决定弄个水落

石出。

在汤姆最好的朋友莉莉娅的陪伴下，他

与罪犯展开了一场跟踪与反跟踪的精彩

绝伦的破案竞赛。最后，一部神秘的手

机成为了秘密线索，到底会将汤姆和莉

莉娅指引到哪呢？

作者: James Christ，Carbone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mm

出版信息

匿名线索

主题 : 冒险 类型 : 漫画



作者: Guibert & Sapin & Sfar (编、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3册 出版日期 : 2007(连载中)                   出版语言 : 英语、西班牙语

主题：冒险幽默 类型：漫画

萨丁娜的宇宙漫游

出版信息

本书讲述的是萨丁娜、小露露和黄肩队

长在漫画宇宙的冒险经历。他们搭乘

Hectormalo号宇宙飞船穿梭在太空中，

沦为了阴险狡诈的宇宙统领——超级无

敌肌肉男的目标。他的阴谋只有一个：

把孩子们训练成平庸乏味、死气沉沉的

生物。简言之，就是将他们培养为“奴

性孩子”。而黄肩队长对此不以为然

……

本书的想象力天马行空，如同遨游在宇

宙一般。编剧尤安·史法是漫画界才华横

溢的多产作者，不仅在编剧和绘画领域

十分擅长，同时还是优秀的演员和真人

电影、动画片导演。其导演的动画片《

犹太长老的灵猫》（即漫画版《拉比的

猫》）获得2011年欧洲电影奖最佳动画

、2012年凯撒奖最佳动画片。



本书每位主人公都属于十二生肖部落。

“大智”是一种起源于中国黄道图的半人

半动物的物种。所有“大智” 的图腾都逐

渐在消失。

在底特律，得助于档案保管员，安吉尝

试弄清在“撞击”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因为缺乏超能力，安吉不断遇到劲敌

。一次前所未有的联盟对抗，共同面对

这巨大的威胁。

作者: GUILLÉ  YOANN, JURION JOË L, OZAN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2册 出版日期 : 2020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22 x 295mm

出版信息

虎爪

主题 : 历史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在拉尔夫·阿扎姆所居住的村庄中，所

有人都把他看作一个不守规矩且一无

是处的人。直到有一天，他意外卷入

到一场冒险之中。作者将给我们开启

一场前所有的冒险旅程。

作者: TRONDHEIM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2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8月16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mm

拉尔夫·阿扎姆

主题 : 冒险、奇幻 类型 : 漫画



蒂莫和他的父母住在远离人烟的森林

深处。他从小与书为伴，书本滋养着

他的想象力。蒂莫内心渴望冒险，探

索森林之外的世界，但外面却处处充

满危险，蒂莫需要用他的智慧为自己

摆脱困境。在一所寺庙中，蒂莫想要

解救被可怕的蒙面人囚禁的狗熊，因

为这样就可以在探险的路上多一个相

互照应的小伙伴。蒂莫最后能不能成

功呢？

作者: Garnier Jonathan，Sacré Yohan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22 x 295mm

出版信息

冒险家蒂莫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 漫画



在路易斯安纳州的沼泽地学术之旅结束

返程时，一群加拿大的年轻人随即陷入

一场噩梦之中。一种神秘的病毒扩散开

来，将感染者逐渐腐蚀成为狂躁的植物

人怪物。军队驻扎于此，并实行严格管

控。在40多人的学术团队中，其中一位

年轻人不幸感染病毒并被残忍隔离，这

激起了团队中另外5位同伴的反抗。世

界末日来临与否，他们成为了自己命运

的主宰者······

作者: HAMON JÉRÔ ME，TAKO DAVID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法语 页数：72页

开本大小：222 x 295mm

出版信息

绿班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 漫画



大力士，一个朝气蓬勃的英雄，刚刚开

始了星迹警探学院的学习生活。然而，

他的同班同学总是拖他的后腿，可是大

力士坚信他会成功。在着手他的第一项

任务中，他遇到了玛戈，一位锻炼自己

吞冰块的奇怪乡下姑娘……

本书与图像小说《向大师致敬：玛格丽

特》同一作者。

作者:  Zabus ， Dalena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22 x 295mm

出版信息

星迹警探大力士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两个小男孩遭到

了邻村小孩的攻击。逐渐地，他们意

识到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对峙。一日，

邻村的小霸王在村庄教堂的墙上写下

了挑战词，于是“纽扣大战”就此拉开

序幕！

作者: OLIVIER BERLION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6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04页

开本大小：203 x 268mm

纽扣大战

主题 :  冒险、动作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11月的一天，让·巴蒂斯特·科尔尼克离

开了圣马洛，登上了一艘效忠国王的海

盗护卫舰。然而他还不知道的是，他命

中注定要带领船员穿越七大洋，成为令

人敬畏的海盗“红胡子”，别名加勒比的

魔鬼！

本册漫画重新编辑整理前28册故事，并

整合成一本。

作者: BOURGNE，PERRISSIN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3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6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32页

开本大小：225 x 298mm

红胡子

主题 : 幽默、冒险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这是一个不那么令人害怕的僵尸，他不

吃人类的大脑，他唯一想做的是拯救因

他的死亡而变得支离破碎的家庭。

作者: BOISVERT ，COLPRON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8月16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mm

面色惨白的丧尸

主题 : 冒险 类型 : 漫画



里纳尔多和他十二岁的妹妹托斯卡住在

城堡附近的森林里。托斯卡是个十足的

假小子和叛逆的冒失鬼。她身手敏捷，

足智多谋。自从父母去世之后，他们只

能靠做临时工以及托斯卡窃取的物品来

维持生活，一直希望以后能靠诗歌和音

乐谋生的里纳尔多对这样的生活很失望

。然而手持弓箭，身伴猎鹰的托斯卡是

个有着赤子之心的小小罗宾汉，哪怕是

会陷入各种不同的险境，她也会毫不犹

豫的保护弱者……

作者其他作品：《奥兰多》《薇拉环游

世界》。

作者: Teresa Radice (编）Stefano Turconi （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页数：48页 开本：298 x 225mm                出版日期 : 2018

树林里的托斯卡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061－



阿贝拉尔离家出去寻找一台飞行机器，

途中遇到了加斯东，后者对天上的星星

充满了神往。他们互相分享彼此的人生

体验，不过这次的相识也带给他们一些

危险，他们是否能全身而退呢……

作者: Régis Hautière(编) / Renaud Dillies(绘)                                出版社 : Dargaud Benelux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1 (连载中)                              出版语言 : 英语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 图像小说

阿贝拉尔

出版信息



在一个小学操场上，Larcenet的高级相

机瞄准了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吉达和玛

蒂娜。他们的生活和其他人别无二致，

他们的父母和老师都很好。两个孩子沉

迷于科幻小说，他们看自己身边都是机

器人和外星人。对他们来说，现实生活

中的一切都只是幻象，实际上有一个巨

大的阴谋正威胁着这个世界！如果他们

的说法是真的，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未来宇航员

主题 : 动作、探险 类型 : 漫画

作者: Larcenet & Trondheim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页数：48页 开本：225 x 298mm                    出版日期 : 2004

出版信息



在斯密劳顿为首领的部落中，日子看似

平静，实则暗潮汹涌。除了斯密劳顿众

多情人间的勾心斗角，还要谨防猛犸象

、犀牛群的野蛮攻击。苏尔塞特，斯密

劳顿和蛇蝎女人葛安娜的女儿，一心想

要证明的实力，然而私生女的身份使她

不被任何人重视！为了寻找并证明自己

的存在价值，她在弟弟科尔的帮助下，

制服了獠牙锋利的老虎，也因此改变了

命运。

作者: YANN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52页

开本大小：320 x 240mm

出版信息

以前

主题 : 冒险、动作 类型 : 漫画



泰菲尔同时拥有多重身份：他是海盗船

长、退伍的骑士，此外这位优雅的绅士

还精通剑术。他在阿登山区从一伙凶恶

的海盗手里救下了一个名叫诺尔辛的小

矮人。小矮人原本生活在仙境王国，但

是他们受到海盗船长哈加尔的威胁，他

想用妖术将他们抓起来，并希望打造一

个魔法马戏团。于是泰菲尔决定登船，

去拯救小矮人们。这次航行将充满埋伏

、危险和无法预料的故事，还将上演一

场激烈的海盗大战。

本书由著名画家RENÉ HAUSMAN作图。

作者: Dubois & Gérard & Hausman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 册 页数：64页 开本：241 x 318mm                 出版日期 : 2014                                                          

泰菲尔船长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漫画

出版信息



作者: Cornette，Hausman（编 / 绘）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 册 开本：241 x 318mm                         出版日期 : 2016  

叶绿素小老鼠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漫画

出版信息

自从小老鼠消失后不久，Chlorophylle和

Minimum就意识到她应该被那个可怕的

水怪绑架了。救助迫在眉睫！

Chlorophylle和Minimum，还有他们的朋

友激烈地追逐着这个阴森的怪物，但是

他们不知道这个水怪还藏有秘密武器

……

本书由著名画家RENÉ HAUSMAN作图。



星期六和星期天是两只蜥蜴，他们在岛

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直到有一天，他

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谁？我

们从哪来？” 

在寻找答案的途中，他们偶然发现了一

个神秘的岛屿。一段有趣的奇妙历险就

此开启。

跟随两只小蜥蜴探讨哲学吧！

主要人物：星期六、星期天

作者: Fabien Vehlmann (编) /  Gwen de Bonneval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4册 出版日期 : 2001(连载中)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幽默、探险 类型 : 漫画

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只小蜥蜴的哲学之旅

时间：现代

出版信息



佳琳是一个勇敢又淘气的小姑娘，她长

着满头金发，有调皮的笑容，两只小脚

随时能跑去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佳琳

个子虽小，性格却很顽固，没有什么事

情能让她感到害怕。他有两个好朋友：

Gigetto和Manuele，当他们遇到危险时

，佳琳会奋不顾身地前去保护他们。在

她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梦幻、诗意、充

满幽默的，那里有古怪的人、丑仙女、

小矮人……他们一起在人类的森林里漫

游。

作者:  Tota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册

页数：64页 开本：210 x 280mm                                出版日期 : 2015

佳琳

主题 : 动作、探险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儿童漫画

. 03 .

科幻奇幻

动作冒险

剧情故事

｜贾映雪 yingxue.jia@mediatoon.com ｜ ｜ 姚丽晴 liqing.yao@mediatoon.com  ｜

mailto:yingxue.jia@mediatoon.com


出版信息

我们将跟随六个不同爱好的青少年漫游星

星街：伊莱和他的好朋友玛尔瓦爱好嘻哈，

库布希望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而芬

利则向往着篮球。至于萨米，他在做坏事

和嘻哈舞蹈之间摇摆不定。

嘻哈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让他们成为

一个真正的团队，甚至是一个真正的家庭。

伴随着每卷故事的深入发展，小团体也渐

渐长大。

作者：Cee Cee Mia & Lesdeuxpareilles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页数：72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 mm

超越星辰

类型 : 剧情



出版信息

从童年开始，弗洛伦斯就对肚皮里的那些事很
好奇。她想象着，应该是爸爸将小种子放在妈
妈的肚脐上，然后就可以孕育出她了。然而平
时在家里，父母却不允许她提起这些“绝对不
能谈论的话题”。

现在，弗洛伦斯长大了，她画下这部作品，描
绘着一个小女孩对于这些禁忌可怕又搞笑的想
象。她忧虑于女性地位，并决定用漫画的形式
向那些试图抹杀掉母亲伟大的禁忌说不。

作者：Dupré la Tour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184页

生

类型 : 家庭



出版信息

苏普达尔的弟弟最要好的朋友叫谢尔维

乐，一只酷爱胡萝卜的小兔子。

故事就是通过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和这只

小兔子的视角展开，他们带领我们发现

法国小乡村生活的惬意与美好，比如早

餐的热巧克力、面包和果酱、海边的假

期、郊游。当然啦，还有妙趣横生的校

园生活、第一次骑摩托车的搞笑经历，

以及第一次怦然心动。这是一本适合所

有年龄层的漫画，带着我们重温童年的

点点滴滴。

作者: OLIVIER BERLION，ERIC CORBEYRAN                出版社: Dargaud                         

合订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6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16页 开本大小：203 x 268mm

主题 : 冒险 类型 : 漫画

苏普达尔的弟弟

－065－



17岁的第二天，利娅平静的生活被一位

肇事逃跑的司机彻底打破了，尽管没有

在事故中身亡，但她仍然需要在轮椅上

度过余生。

四年后，结束了工艺学院的司法学习，

她开始在一家当地最有威望的律师事务

所实习，而这家事务所掌控于名声大噪

的马丁·维勒刚。利娅的实习并不是一

次偶然。几年前，正是这家律师事务所

负责处理她的案件。然而，她的父母什

么都没有告诉她，而且还被人买通从而

避免司法纷争。于是，利娅开始投入调

查，决定重新找回使她生活被颠覆的真

相。一场危险游戏就此展开，但是报仇

却是要付出代价的。

本书为2019年安古兰获奖作品《音乐盒

》编剧最新力作！

作者: CARBONE，CUNHA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mm

出版信息

利娅的眼中

主题 : 剧情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米娅、戈蒂埃、卢卡和佐佐是四个形

影不离的好朋友，米娅是班里不合群

的小女孩。

他们是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厌烦写作

业，总是喜欢在“伙伴之家”相约玩电

子游戏。

按照每个学期的节奏，这四个小伙伴

带我们探索着女生和男生的关系，嬉

笑着、玩耍着、我们共同成长着。

作者Vandy已出版中文作品《榛子的味

道》。

作者: HITORI DE NICOLAS，VANYDA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6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28页 开本大小：170 x 240mm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米娅和她的小伙伴



出版信息

“妈妈咪呀！”这句话和神父没有任何

关系，却和妈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这是一个讲述几代人的故事，从女儿

到妈妈、从外孙女到曾祖母……这个故

事动人又幽默，影响感动了无数的读

者。

作者: Trondheim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5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18 x 300mm

妈妈咪呀！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作者 : STEFANO TURCONI TERESA RADICE  (编、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 册 出版日期 : 2015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冒险、幽默 类型 : 漫画

薇拉环游世界

出版信息

十二岁的薇拉是一个奇妙的小女孩。妈

妈是杂技演员，爸爸是昆虫驯养师，小

薇拉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独特的光彩。

十八世纪末，小薇拉跟随着“月亮马戏

团”环游世界游历了欧洲、美洲，甚至

亚洲，遇到许多有趣的人，神奇的事情

一桩接着一桩。小薇拉对周围世界的美

拥有敏锐的触觉，让音乐、油画、插画

等艺术自然而然融入到了自己的日常生

活当中。在旅途中，她遇到了法国印象

派画家亨利·德·图卢兹-劳特雷克和捷克

作曲家德沃夏克。这些十九世纪才华横

溢的艺术大师，让薇拉不断吸收着真善

美的营养。

作者其他作品包括：《奥兰多》等。



作者: Hamon & Sayaphoum 出版社: Dargaud Benelux   

单行本册数 : 6 册 出版日期 : 2020.6 出版语言 : 法语

艾玛和卡普辛是一对姐妹，她们有着同

一个梦想：进入巴黎最好的舞蹈学校，

成为舞蹈巨星。卡普辛成功地通过第一

轮试镜，但艾玛却失败了，她的世界瞬

间崩塌。但是她就没有别的追梦方式了

吗 ?

父亲鼓励艾玛寻求别的方式，母亲认为

她不能放弃跳舞。而对于卡普辛来说，

没有姐姐陪在身边的日子似乎也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然而，多亏了嘻哈，艾玛

发现了新的途径和乐趣……

艾玛和卡普辛的舞蹈故事

主题 : 剧情 类型 : 女生漫画

出版信息



该系列丛书讲述了四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在一起组团时的冒险经历。女孩们很快

意识到她们不仅都喜欢流行音乐，同时

还拥有一种神奇的魔法力量。事实上，

她们是地球上人间仙境的守护使者，但

是她们如果想要保护这片仙境，那就一

定要团结一致，战胜黑暗的邪恶势力。

作者: Serge Carrère & Weissengel (编) Dollphan(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9册 出版日期 : 2018年9月

出版语言 :  法语、英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

主题 : 儿童漫画 类型 : 漫画

小仙女历险记

出版信息



作者: Bianco、Dalena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7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 法语 杂志版权已售

小丽贝卡的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除了要习惯父母离异的生活之外，她脆

弱的免疫系统让她饱受生病的困扰。一

天，她感染了一种新型病毒，这使她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病毒

自称为欧内斯特，它可以说话并且可以

自由改变形态。欧内斯特和丽贝卡将会

成为最好的朋友，他们会一起应对这一

小女孩所面临的问题。从捉弄医生到试

图让父母重归于好，他们会想尽一切办

法！

欧内斯特和丽贝卡

主题 : 幽默 类型 : 动作、冒险

出版信息



19世纪末，一个著名剧院上演了一出芭蕾舞

剧“睡美人”。该剧导演告诉其中一位舞者，

当帷幕落下之时，他将会被解雇。为了报仇

，舞者在导演的女儿欧萨娜身上施了魔咒：

她将在舞台上沉睡100年。

100年后，欧萨娜醒来后，却丧失了记忆，

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她使尽浑身解数

进入舞蹈公司，并尝试弄清她究竟是谁，以

及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第2卷中，欧萨娜一直没有找回记忆，却

意外收获了友谊和梦想：在最有名的剧院成

为了舞者。但她必须要面对剧院经理阿斯代

尔先生阴险的诡计，即与狡诈的路德维格合

作，不择手段的获取神秘奖牌。而这关键的

一步就是欧萨娜。幸运的是，阿利亚、香鸢

夫人，以及一位永远无法知道其真实面目的

神秘白先生都在暗中相助欧萨娜……

作者: KARINA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8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25 x 298mm

出版信息

主题 :  浪漫奇幻 类型 : 漫画

芭蕾睡美人



作者: Karensac & Thom Pico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8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幽默、家庭 类型 : 儿童漫画

出版信息

奥贝平在城里平静地生活着，但是她的父母宣布要搬到不认识的山区里去住。那里荒

无人烟，也没有什么可以说话的人，除了年老又神秘的牧羊人和她的狗狗们。然而，

奥贝平完全不感到无聊，每个月她都会遇到各种神奇、有趣的事情。

奥贝平目前已经出版了2卷，2019年将继续更新2卷。风趣幽默，充满了各种反转的故

事。

奥贝平的山区生活



法国香槟阿登地区被德军占领，三个小

孩弗朗索瓦、丽萨和厄塞布拒绝向敌人

投降。但是年仅十岁的孩子，又要如何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呢？三个孩子和德

军展开了机智的斗争。

《抵抗队小孩》自2015年起开始更新，

目前已经更新到第5卷。在这一卷《分

裂的国家》中，三个孩子继续着他们的

战斗，他们这次的任务是保护一位“钢

琴家”，其真实身份是一位负责连接当

地抵抗队成员和伦敦通信的通讯员。

作者: DUGOMIER，ERS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5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22 x 295mm

出版信息

抵抗队小孩

主题 : 历史 类型 : 漫画



泰迪林纳带着新的故事和他的新伙伴们

回来了。贝卡一家、舞蹈室的编剧和老

橄榄球队的队员们都被控制了。一群练

空手道的孩子成天围着泰迪转，他准备

去日本探寻事情的真相。在日本，只有

三个老头掌握着怒龙之气。此次旅途注

定漫长颠簸，还有一群坏蛋们想要打倒

泰迪。

作者: BeKa & Jikkô & Riner Teddy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页数：48页 开本：225 x 297mm                 出版日期 :  2018

泰迪·林纳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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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信息

近年来，零废品家庭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法国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过度包装

、不必要的多次运输、高碳生活习惯

……我们生活中的小事可能是地球不堪

重负的原因！从意识的建立到实际的操

作，到最后将“零废品生活”当成一种神

圣的职业，这本既严肃又不乏自嘲的独

特家庭日记可能会让你对自己的生活方

式有很大改观，也对我们的过度消费主

义进行“及时”的反思。

作者：Moret Bénédicte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页数：152页 开本大小：177 x 248 mm                 

零废品家庭日记

类型 : 幽默、科普



本漫画由真实事件改编，为我们呈现

了香烟交易过程的各个方面：历史、

经济、市场、医疗、政治、环境等等

。不论你吸烟还是不吸烟，我们必须

要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法国，每

年有78000人死于香烟。

本书探讨的话题，在漫画史上可以说

前所未有，基于严肃的话题之上，以

幽默讽刺的方式带我们领略烟雾弥漫

的暗黑现实。

作者: STÉPHANE BRANGIER，PIERRE BOISSERIE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60页 开本大小：210 x 282mm

出版信息

香烟：过滤器的纪实文件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本书将50个最有名的古希腊神话放在

了现代视角下进行解读：在卫城就业

中心的赫拉克勒斯、和律师讨论赡养

费的宙斯、开了廉价航空公司的伊卡

洛斯、因为和皮条客狄俄尼索斯关系

紧密而被质问的潘神······我们记忆中的

奥林匹斯山众神无人缺席！

Jul和Pépin用略带恶作剧的口吻和独特

的隐射艺术制作了这一本风趣幽默又

十分具有知识性的百科全书。让读者

在重温经典希腊神话的同时，也能窥

见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病。

作者已出版中文图像小说《智者星球

》。

作者：Jul, Charles Pépin      出版社：Dargaud                             

卷数：2卷 出版日期：2019年 页数：88页 开本大小：300 x 230 mm                                                                                                                 

50个希腊神话微解读

类型 : 幽默



出版信息

经典欧漫《拉戈·云齐》系列，不仅向我

们讲述了一位年轻继承者在庞大的商业

帝国中如何”成长和战斗“，还涉及到很

多金融方面的知识。鉴于此，巴黎高商

的金融专业研究生主任，同时也是清华

大学和东京大学的金融系客座讲师Olivier

Bossard专门结合《拉戈·云齐》中的情景

，编写了这本《金融知识入门》。

本书共有42个主题，6个章节，由原漫画

绘者Philippe Francq绘制插图。这本金融

普及图书可以让大家更好得了解股票的

作用和金融市场等知识，读者可以在书

中了解到：金融市场的历史，贸易和电

子贸易，闪电暴跌，公开出价收购，世

界金融中心（纽约，芝加哥，华盛顿，

伦敦，巴黎，巴拿马，香港，迪拜）等

知识。

作者: Olivier Bossard / Philippe Francq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单行本 页数：110页 出版日期 :  2019年9月

拉戈·云齐：金融知识入门

主题 : 金融经济 类型 : 科普



故事发生在1823年的一天，一支橄榄球

队在英国某个小城进行比赛时，韦伯·

埃利斯第一次用手接住了橄榄球。

本书是目前唯一一本回顾了这项拥有独

立精神的运动规则和历史的漫画。而自

1995年起，橄榄球则变成了不断吸引大

众的现代职业比赛。

作者: Bras Olivier, Bouzard Guillaume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28册 出版日期 : 2017.2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72页 开本大

小：139 x 196mm

出版信息

小知识百科全书系列——橄榄球：现代比赛的起源

主题 : 传记、科普 类型 : 漫画



大约有20000种蜜蜂对花朵授粉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其中，家养蜜蜂自古以来，

便因其能够生产品质优良的产品以及超

凡的分工方式和独特的交流方式备受人

类关注。然而这些昆虫正濒临灭绝：环

境、气候变化、寄生虫、传染病……我们

的社会需要为人类敲响警钟，关注蜜蜂

的生存环境，了解保护它们的必要性，

这不仅是为了蜜蜂的未来更是为了人类

的未来。

作者: Le Conte Yves,Solé Jean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28册

出版日期 : 2017.10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72页

开本大小：139 x 196mm

出版信息

小知识百科全书系列——认识及保护蜜蜂

主题 : 传记、科普 类型 : 漫画



自由主义是一个抽象的、包含多层意思

的概念。从18世纪自由主义的第一位理

论家到现今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再到中

国共产党的经济计划，以及寻求自由的

移民，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问题无处

不在。200年来，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

这个包含了哲学、司法、经济和政治矛

盾的主义学说。然而到底什么是自由主

义？答案众说纷纭。于是，哲学教授皮

埃尔·扎乌，以及罗曼·杜特埃斯接受了

这个挑战，为我们解释这个不断变化的

概念。

作者: Zaoui Pierre, Dutreix Romain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28册

出版日期 : 2018.3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72页

开本大小：139 x 196mm

出版信息

小知识百科全书系列——自由主义：质问苍穹

主题 : 传记、科普 类型 : 漫画



二战时期，起源于意大利的故事照片以

意想不到的速度成为了20世纪最流行的

大众媒介之一。虽然经常因其浪漫的表

现手法而被人轻视，却还是以其丰富、

精妙的表达符号获得了人们的喜爱。本

漫画就是将故事照片它本应具有的头衔

物归原主。

作者: Baetens Jan ,  Mélois Clémentine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28

出版日期 : 2018.11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88页

开本大小：139 x 196mm

出版信息

小知识百科全书系列——故事照片：昨日与明日之间

主题 : 传记、科普 类型 : 漫画



20多万年的人类发展带来了新科技，使

得我们可以探索化石内部介于蛋白质、

基因和解剖学之间的奥秘。然而最终，

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谁吗？安东尼·巴勒

泽，正在研究该领域的古人类学家，向

我们揭示了现代科学可以推断和总结出

史前历史，而正是因为这段历史带来的

一切构建了我们人类的未来。

本书图画作家同时也是《小毛毛》系列

童书的作者。

作者:  Balzeau Antoine, Bailly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28册

出版日期 : 2019.4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88页

开本大小：139 x 196mm

出版信息

小知识百科全书系列——人类学

主题 : 传记、科普 类型 : 漫画



尽管人们认为工作已经没有像上世纪
一样艰难，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许多人
因为工作筋疲力尽，因为工作变得绝
望，甚至是自杀？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都难以避免这一问题。作者Danièle
LINHART以幽默的口吻和我们解释道这
一与当代管理者事与愿违的结果，解
释了如何使劳动者的状态变得不稳定
，以至于质疑他们的价值和合理性。

本书的编剧Danièle LINHAR是一位关于
工作发展方面的社会学专家。2018年
，她因《工作中的文人喜剧》一书，
获得EGOS图书奖。

作者: Zoé THOURON, Danièle LINHART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28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72页

开本大小：136 X 196mm

为什么工作让人筋疲力尽？

主题 : 传记、科普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作者:  Marion Montaigne                        出版社: Ankama     

单行本册数 : 4册 页数：255页 开本：245 x 165mm

主题 : 科普 类型 : 漫画

你会死得不那么蠢

出版信息

《你会死得不那么蠢》漫画系列以幽默的方式来谈论严肃

的科学。其第一卷《科学不是电影！》以有趣的方式指出

普遍存在于动作、科幻电影，又或是像《犯罪现场调查》

等电视剧中不符合科学的情节。

每个故事都是从一张写有生存问题的明信片开始：

“太空中什么时候会有电梯？”

“什么时候能在eBay上买到激光剑？”

“细胞凋亡是什么？”

……

一位留着小胡子的教授会以一种古怪的幽默回答这些问题

，他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能开怀大笑！

2018年，作者凭借图像小说《托马斯·佩斯奎的宇航之类》

获得第45界安古兰最受大众欢迎奖。



什么是万有引力？什么是静电？安慰

剂效应是什么？什么是罗斯威尔事件

？肉食性植物吃什么？家里的灰尘到

底是从哪来的？

满腹科学素养的编剧Fabcaro以及绘者

Julien Solé在《科学与生活》青年杂志

上推出了每月一些不同主题的漫画。

他们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回答各种问题

，回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疑问，他们

创作的出发点是：比起对一小部分东

西了解得很透彻，还是什么都懂点更

好。每个问题的解答都会以六格漫画

的形式呈现出来：简单、有趣、有教

育意义就是他们坚持的创作原则。

本书法语版本已由外研社引进。

作者: Fabcaro (编) / Julien Solé(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        

主题 : 幽默、历史 类型 : 漫画

无基百科

出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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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信息

为向波德莱尔致敬，十五位画家将这位象征主义
先驱最美的诗句付诸于了画面。在尊重原文本的
同时，这部作品也给予了我们一抹遐想。与其称
这画面朴素而不加虚饰，不如说它呈现了一种深
暗色的想象。

纪实页与画面相辅相成，它们将以一种略带幽默
与深情的方式表现诗人的作品和他紧绷的生活，
并邀请读者一起踏上这场难忘之旅，去重新探寻
那支在历史银河中将巴黎的忧郁倾洒于纸面的的
鹅毛笔。

本手札是节选集，完整作品将于2021年出版。

作者：Renault & Stock 出版社：Petit à Petit B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7年8月 页数：112页 开本大小：191 x 258 mm

波德莱尔手札

类型 : 传记，文学



20世纪50年代，黑人身份在美国意味着时刻都

要面对种族隔离。黑人和白人界限分明，甚至

不能使用同一座位。

1955年，15岁的克劳德特在放学后坐在了巴士

的黑人座位区上。随后，一位白人女性上车，

发现没有座位，便要求克劳德特让座，而这在

当时的法律上是被允许的。但白人女性的行为

却被克劳德特拒绝了，由此导致了她被警察残

忍的逮捕。

克劳德特首先得到了非裔美国人的人权运动的

支持，但却以不公正的宣判有罪收场。年轻、

贫穷、未受过良好的教育，她逐渐成为了这些

人权组织的牺牲品：因为她并不是反抗运动的

理想人选。

本作品改编于Tania de Montaigne的同名小说。

本书入选2020年艾斯纳大奖。

作者: EMILIE PLATEAU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36页

开本大小：175 x 247mm

出版信息

克劳德特·科尔文的黑色未知生活

主题 : 自传、纪录 类型 : 图像小说



1678年，法国作家拉法耶特夫人发表了《克

莱芙王妃》，被认为是法国第一部心理小说

，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放光彩

，展现了一种建立于女性自尊、理性战胜感

性的独特女权主义。今天这部小说被改编为

图像小说，依然风采依旧。

小说描写了法国16世纪中叶亨利二世时期的

宫廷爱情故事，展现了法国“太阳王”时期凡

尔赛宫的历史画面。小说主人公克莱芙王妃

长得美艳绝伦，且气质高贵，克莱芙亲王为

之倾倒，几经周折后，终娶其为妻。但克莱

芙王妃对丈夫只有敬重，没有爱情，这令她

作者: CATEL BOUILHAC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页数：216页 开本大小：201 x 267mm

克莱芙王妃

丈夫深为痛苦。在一次舞会上，克莱芙王妃与漂亮、殷勤的内穆尔公爵共舞，大有相

见恨晚之感，两人深深地被爱情折磨着。王妃与这种危险的爱情抗争，亲王发现两人

的爱情后，由于嫉妒而一病丧生。王妃觉得是自己毁了丈夫，痛不欲生，决心为丈夫

守贞。爱情与理智在她心里激烈地斗争着，最后理智战胜爱情，她拒绝了内穆尔的求

婚，隐居修道院。

主题 : 自传、记录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巴尔扎克感到十分气愤，不仅因为《巴

黎杂志》停止刊载了《驴皮记》，还因

为原来刊载《驴皮记》的版块被替换成

了另一部不知名的连载小说，这部小说

卑劣的抄袭了巴尔扎克的风格。另外，

巴尔扎克倾尽一生所隐藏的事情被大白

于天下，这差点毁了他的社交生活、事

业，甚至可能给他带来牢狱之灾！

这部独特的漫画，介于侦探调查、哲学

故事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讽刺剧间，揭露

了19世纪的上流社会生活。

作者: GRIFFO，MANGIN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3年 出版语言 :法语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30 x 302mm

出版信息

戏中戏

主题 : 悬疑侦探 类型 : 图像小说



《画笔的回忆》是本让所有René

Hausman的死忠粉等待数年的著作。这

本书包含了他大多数作品的详细概述，

从早起《斯皮鲁》杂志和《Bonne

Soirée》工作生涯，到其之后的作品《

屋顶上奔跑的猫》《拉封丹寓言》和《

Saki和Zuni》，不胜枚举。

这本书将他工作的两大方向——寓言动

物集和虚幻故事类——分开讲述，能通

过不同时代和主题的划分，带领读者去

发现许多被世人所遗忘的精美插画和其

他画作。

作者: TROQUETTE NATHALIE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 册 出版日期 : 2012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传记 类型: 漫画

画笔的回忆

出版信息



作者:  Mathieu Burniat (编、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4                              适合人群：12岁以上

主题 : 文学改编、幽默 类型 : 图像小说

美食激情

出版信息

本书根据Marcel Rouff 所著小说改编，

是对法国著名美食家Brillat-Savarin的致

敬。

Dodin-Bouffant是位十足的美食爱好者

。他追求卓越，身边总是围着一群精挑

细选的美食家。而当他挚爱的厨师欧仁

妮去世之后，他的生活被彻底颠覆。经

过长时间的努力调查后，他终于在阿黛

尔身上找到了他追求的东西。他们一起

分享美食，在无意之间形成了牢固的情

感纽带。而当Dodin-Bouffant邀请欧亚

大陆的王子一同进餐时，王子却开始追

求阿黛尔。Dodin-Bouffant是否会失去

活下去的理由：阿黛尔，甚至是他的美

食？



著名小说《弗兰肯斯坦》让全世界都认

识了玛丽·雪莱，但谁记得她年轻时期的

秘密情史呢？对于英国人来说，比玛丽

更出名的诗人珀西·比希·雪莱将自己的

姓氏赋予了她，谁了解他们的风流生活

呢？再或是他们的朋友，英国最伟大诗

人拜伦公爵那充满激情的生活？如果说

这三位诗人为19世纪初的英国浪漫主义

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那么我们也不应

该忘记这三位伟人的命运比他们的作品

更为瞩目。

雪莱夫人

主题 : 幽默 类型 : 图像小说

作者: Casanave，Vandermeulen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4                         出版语言 : 法语

出版信息



主要人物：杰克·伦敦 适合人群：12岁以上

作者: Koza (编) / (绘)                                 出版社 :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传记 类型：图像小说

杰克·伦敦

杰克·伦敦是一个传奇，本书致敬著作等身的

杰克·伦敦，再现其长篇小说《马丁·伊登》

构思原型。

年轻时，杰克·伦敦就已经迷恋大海，他体验

过各式各样的生活：流浪者、淘金者、海豹

猎人、海岸警卫......他同时也是革命者和小

说家……他创作出了他这一代最优秀的文学

作品之一：除了冒险小说，还有揭露时代不

公的社会小说。他有过如此多的身份，但他

对自己的身份仅回应过一点：探险精神。

本书根据杰克·伦敦1907-1908年的真实故事

改编，同时又可视为一本航探海险游记。更

重要的点，这位探险家，在其旅行过程中，

仍不忘小说家的身份，开始构思其长篇小说

《马丁·伊登》。

出版信息



柏林，1938年。德国工程师向希特勒介绍了英格玛

编码机，一部有史以来最为可靠的加密系统之一。

也正是这项发明使得纳粹得以赢得战争。

1940年6月，德国袭击了法国和比利时，使得两国

被迫投降。

在香比涅克城堡，一位年轻的专注于研究蘑菇的科

学家伯爵接收到一个容量巨大的加密系统。对于他

来说，这将是一个令人血液沸腾的挑战，这位科学

家刻不容缓的投入到破译密钥之中。随后，他收到

了老朋友布莱克的消息，请求他参与一项关于伦敦

作者: BEKA . ETIEN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320 x 240mm

出版信息

英格玛编码机

主题 : 冒险、幽默 类型 : 漫画

的高级机密任务。与此同时，他的城堡被德国军队征用，这使得他被迫逃离并穿越了

英吉利海峡。

在伦敦，小村庄布莱奇利接收到新消息：支援布莱克教授、阿兰·图灵教授和马克·肯锡

小姐，否则将会严重影响他们破译英格玛密码。一场激情洋溢的冒险，我们会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头脑风暴，而且还会遇到丘吉尔，发现残酷的战争中尚存爱的余晖也会因

此改变战争的进程。



弗兰斯·思加兰德，女，犹太人，一位

刚进入职场世界的年轻的公司助理。在

私人问题和职场抱负之间，我们可以感

受到她的焦虑和疑惑。同时，她还需要

应付爱管闲事的好友维姬，一个相信自

己注定会成为演员的女生。

负责协助神秘的“卡斯顿圭”事件，弗兰

斯身处内阁政治中心，并且无法逃避一

些令人精疲力尽、古怪的卡夫卡式的工

作内容。

弗兰斯带着她洞察入微的眼光，带着我

们从职场小白一步步走向了“成人世界”

。

作者: HARTLEY LIN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44页

开本大小：210 x 284mm

出版信息

正常人都在做什么

主题 : 其他 类型 : 图像小说



你觉得足球比赛不会造假吗？《紧紧盯

住脚下的足球》会向你解释一切。

格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足球教练，负责

训练一支名为“莫斯科运动俱乐部”的球

队。他对自己的球队充满信心，相信他

们一定会在临近的世界杯比赛上取得胜

利。然而不幸的是，比赛场地并不是他

们想象中的完美场地，足球鞋上的防滑

鞋钉也被人动了手脚。威胁、勒索和其

他黑暗的交易都在暗地中进行着！甚至

还有“高层”人员和机构的参与，这使得

格斯的球队差点撑不过半场。格斯别无

选择，如果想守住他的位置，他就得服

从。

作者:BENUS . NIX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1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84页

开本大小：192 x 250mm

出版信息

紧紧盯住脚下的足球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原始状态的

猎人。

我们的狗是他唯一的伙伴。

我们的主人公通过披上动物的皮毛获取

此种动物的能力。

带着这些，他们穿过一片遍布异族的危

险广阔的领地，踏上寻找巨兽的征途。

我们的故事荒诞离奇，又风趣幽默，通

过一篇篇无声的画格，带读者探索角色

的规则界限！

作者其他作品：《美食激情》《餐桌礼

仪》

作者: Mathieu Burniat， Loup Michiels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304页

开本大小：150 x 210mm

出版信息

陷阱

主题 : 传记、回忆 类型 : 图像小说



故事发生在里昂。弗兰克·毕洪得利是一

位颇负盛名的律师，如今被委托为参与

恐怖袭击的年轻男孩罗曼·维斯希尔的律

师。在30分钟的审问过程中，弗兰克没

有从这个男孩口中得知任何有用消息。

于是，他决定和罗曼的家人联系。随后

，他弗兰克上门拜访罗曼的祖父母，并

得知罗曼最近留宿于此。祖父母告诉了

弗兰克他们和孙子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

的日常生活的细节。

在本系列的5卷中，这位律师会一一审问

所有的家庭成员并发现他们的秘密，并

由此追溯到近代法国历史，从第二次世

界大战直到现在。

作者: JEF,KOTLAREK THOMAS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3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84页

出版信息

法国的历史

主题 : 历史 类型 : 漫画



作为一名在《查理周刊》工作了十年多

的插画师，2016年1月7日这一天，对我

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就是在这一天，

我失去了朋友，良师，轻率和对画画的

热情。恐怖袭击发生后，我虽死里逃生

，但意识到还有许多事情要去解决：我

要走出混沌，摆脱那种无感的状态，去

发现生活之美，找回我对画画的兴趣，

将那些破碎的记忆再次拼凑起来，寻回

内心的平静。本书讲述的是作者在亲身

经历恐怖袭击事件后发生的故事，这个

故事并不想加深人们对这件事的恐惧、

绝望或者愤怒，而是希望帮助我们重拾

生活的信心，生命之美。

作者: CATHERINE MEURISSE （编、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 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主题 : 传记、文献 类型 : 图像小说

释放

出版信息



阿比盖尔·霍伯那年17岁，住在撒冷。

明天，她将要走向死亡。她将和村里

面的20个女孩儿一起，在举行巫术时

被悬半空……

17世纪的新英格兰，一场惊心动魄的

冒险将在撒冷狭小又压抑的殖民地展

开。村庄的名字“女巫”，因着阿比盖

尔的讲述流传了下来，她是那个时代

蒙昧主义和宗教迷信的牺牲品。一切

都要从小男孩儿送给她那漂亮的木雕

小驴开始……

类型 : 图像小说

作者: Thomas Gilbert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年9月21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00页

撒冷的女孩儿

出版信息



轻佻、爱撒谎、嗜酒、花天酒地……加布

里埃尔·勒萨福尔的“优点“可真不少。此

人酷爱自由，不爱被权威管辖。直到有

一天，加布里埃尔坠入了爱河，他结了

婚，还有三个孩子，在家中尽情享受夫

妻间的甜蜜和小资生活的幸福。但是加

布里埃尔的老伙计们又勾起了他往昔的

记忆，渐渐地，他厌倦了现在的生活。

他果断抛弃了所有，只身前往非洲，五

年时间音信全无。之后他又回来了，还

是那副老样子，诡计多端又信心十足，

满口是动听的承诺。得到了两个年长的

孩子马蒂尔德和西蒙的抚养权之后，他

带着孩子们去了赤道非洲。他的非洲梦

会在酒精的蒸汽中消散吗？

主题 : 动作和冒险 类型：图像小说

作者: Pierre-Henry Gomont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年9月14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92页

马拉塔尔

出版信息



查理和于连生活在1940年代的留尼旺岛

，他们在勒贡特·德·列尔高中相识。一

起去学校的好友们还有雷蒙·巴尔，雅格

兄弟和保罗·韦尔盖……

1942年11月27日和28日的夜里，我们的

两位主人公无意间帮助了以自由法国的

名义来解放留尼旺岛的猎豹号驱逐舰。

勒贡特·德·列尔高中的年轻人期待这一

时刻已经很久了，终于，冲突在他们之

间展开……

类型 : 图像小说

作者: Appollo 和 Tehem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年8月31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96页

猎豹时间

出版信息



这是一本具有文学作品效果的漫画作品

。

在故事中，我们会看到一位寻找其被丢

失的纯真的人物；一位带着神甫去野餐

的人物；一位整日幻想自己是纽约的插

画师的角色；剩下的则是喜欢自言自语

，不好社交的人群……

作者Roman Muradov以精美的画风和巧

妙的情节向我们证明了漫画书也可以收

获文学作品的效果。

适合人群：16岁以上

作者 : Roman Muradov (编) /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出版日期 : 2016    

主题 : 其他 类型: 图像小说

今天，明天，昨天

出版信息



怎么，于勒家有一只熊？这究竟给他的

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他的妈妈更担心他单身作家的生活是否

稳定，而不是那些新来合租的人……他

的心理医生确信他有人格障碍。还有一

位年轻又激进的女士阿丽丝，一心想把

熊送回自然环境中，或者送给用做鞋的

工具修补奖杯墙的看门人阿梅代。至于

于勒，他只想得到平平静静的生活。

类型 : 图像小说

作者: Philippe Baumann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开本：202 x 268mm                                 页数：64页 出版日期 : 2018年8月31日

出版语言 :法语

家里要有一只熊

出版信息



大卫是业务经理，刚收到升职的好消息

。 在外出差一周，他正开车往家赶，期

待和妻儿共度美好周末。天下大雨，大

卫感觉有些精神不济，因此停下来稍作

休息。搭顺风车的艾玛，一副社会边缘

人士的装扮，猛地钻进了他的车子。艾

玛的到来出乎大卫的预料，但看看这恶

劣的天气，善良的他还是决定捎这个信

仰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自己的人一程

。

在这之后，旅途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

并且充满了陷阱。大卫看到了另一种完

全不同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两种生活

方式之间摇摆不定的他最终会做出怎样

的选择呢？

主题 : 公路电影 类型:  图像小说

作者:  Le Lay Delphine（编）/  Horellou Alexis（绘）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出版信息

慢行，慢行！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出版信息

埃里克斯·加瑞在一所传统的比利时巧

克力制造厂工作，该厂位于布鲁塞尔的

女皇画廊。他的技术导师，认为这个如

宫殿般的工作环境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

优势。但是对于胆小谨慎的埃里克斯来

说，他有更大的梦想，却迟迟不敢迈出

第一步。

然而，他的命运在一次克莱蒙斯组织的

派对上发生了变化。埃里克斯结识了本

杰明·凯斯班，一个拥有狂妄笑容的白

手起家的人。本杰明向他提议一起创业

，开一家他们自己的巧克力店。接踵而

来的问题和强劲的对手虎视眈眈，到底

最后能否成功？

作者: CHETVILLE, GOURDON BÉNÉDICTE, CORBEYRAN ERIC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72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mm

巧克力大师

主题 : 冒险剧情 类型 : 漫画



地铁上，一个羞涩的年轻人和一位女

士四目相视，从这一刻开始，极短的

时间里（一夜）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

，就像提前设计好的意外又有趣的相

遇。

在这个故事中你会发现里面塞满了幽

默笑点！

这本由《目所不及》的作者创作的完

整的故事，看起来像是一系列剧情，

尽情去发现并分享吧！

类型 : 图像小说 时代 : 现代

作者: Olivier Pont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年8月24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28 页

四目相视的瞬间

出版信息



本书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同他住在比利时

的爷爷相遇的感人故事。11岁的罗密欧

觉得他的爷爷只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烦人

精。因此当他知道他将在一幢破旧的房

子里和爷爷住上几天，甚至都没有电视

可以看的时候，顿时觉得糟透了。然而

在拜访过程中还有许多惊喜等着罗密欧

。可能是因为爷爷的邻居露西向他展示

奇妙的废石堆，也可能是因为爸爸第一

次讲到他童年时期的父子关系，罗密欧

改变了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更要感谢的

是Ottavio，在他衰老、爱发脾气的外表

之下，藏着充满苦难和牺牲的艰苦生活

。这是一个讲述意大利移民、采矿、代

际沟通以及如何敞开心扉的感人故事。

适合人群：12岁以上

作者:  Zabus（编）/  Campi Thomas（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 意大利语、克罗地亚语

吃通心粉的日子

主题 : 家庭 类型: 图像小说

Zabus和Campi Thomas绘本系列

出版信息



在一座城市里，两幢建筑物分别矗立在马

路的两边，每一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人经过

这里。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的处境要

更加艰难一些，我们称他们为小人物。这

些小人物虽然真实存在，但是我们却看不

见他们。他们的生活和正常人并无二样：

工作，然后安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但即

使是在这些小人物当中，还是有很多人热

爱生活。他们感知世界、寻求幸福，我们

称这一部分人为“安静、平和的革命者”。

例如，一个在铁路部门负责失物招领的小

公务员，一天晚上被一位老同事的笑容震

撼：日子过得和自己一样平庸、无聊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幸福的笑容呢？一旦找到

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切都将改变。

小人物们的生活都很平淡，平淡到应该被

人们遗忘，但我们要向您讲述这些小人物

的小故事。

作者:  Zabus（编）Campi Thomas（绘）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2                         出版语言 : 法语、西班牙语

主题 : 其他 类型: 图像小说

平凡又非凡的小人物

Zabus和Campi Thomas绘本系列

出版信息



25岁的蔷薇在巴黎一家报社负责美术图

案的设计工作，生活不尽如人意：她和

妈妈相处的不融洽；工作很累、压力过

大；和上司关系暧昧。总而言之，她对

人生感到很迷茫。突然传来父亲去世的

消息， 蔷薇慌乱地回到了她童年的家乡

，继承了父亲的面包坊。 无意中蔷薇发

现了父亲的日记，里面不仅记载着做出

好面包、好糕点的独门诀窍，更有一些

秘密事件。

蔷薇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她全身

心地投入到了面包坊的经营中，也遇到

了一个真心爱人……但是日记里爆出来

的秘密又会引发哪些变故呢？毕竟改变

人生从来都不容易！

作者: Clément Loïc（编）/  Montel Anne（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 法语 《古比尔老师》同一作者

主题 : 文学、浪漫 类型: 图像小说

甜蜜时光

出版信息



这部作品全篇描述的是生活在巴黎，人

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百余条漫画和

大约十五张大图，三十多岁的女作者

Aude Picault以温柔的笔触和晦涩的讽刺

为我们大致描绘了她的同代人和这个现

代化的城市社会。

主题 : 其他 类型 : 图像小说

作者 : Aude Picault (编) /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若无其事

出版信息



很久以前，巴格达的哈里发会定期举办

一场讲故事大赛，优胜者可以同时收获

名誉与财富；反之，失败者将遭受酷刑

。

五个最优秀的讲故事人，这次他们打算

联合起来，一起去旅行，共同寻找故事

的灵感。

故事够精彩吧？又是Vehlmann执笔？这

部作品绝对是故事中套故事的代表作！

作者:  Vehlmann Fabien (编) /  Duchazeau (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克罗地亚语

主题 : 动作、冒险、幽默 类型 : 图像小说

巴格达的五个讲故事人

出版信息



这个合辑汇集了在《引航鱼》丛书中出

版的这个系列的所有故事。作品呈现出

一种有趣的连载小说式风格，为读者再

次了解阿利亚纳和神秘人的故事提供了

绝好的机会和新的阅读体验。

作者: Omond(编) / Yoann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冒险 类型：图像小说

偷老人椅的女贼

出版信息



新版《武器大师》来袭，带你重温16

世纪的宗教斗争。大开本，黑白页面

以及乔尔•巴诺特独具特色的宏伟画风

给你带来一种绝妙的视觉体验。这次

的精美版本有新封面和速写本，不仅

满足了喜欢这部作品的读者，也一定

不会让尚未读过作品的读者失望。

作者: Dorison Xavier (编) / Parnotte Joël (绘) 出版社 : Dargaud Benelux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法语、塞尔维亚文、西班牙文、德文

主题：历史小说 类型：图像小说

武器大师

出版信息



自2010年春季法国蓬皮杜梅斯中心图

书馆开馆以来，作者Charlie Zanello在

此工作了六年。在这长达六年的时间

里，他徜徉在博物馆的长廊里，见过

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各个领域的艺术

家们，展会委员们，收藏家们，业余

艺术爱好者，或是游客，成群结伴的

老年人们，甚至仅仅迷路了的人。

Charlie Zanello以幽默的笔触揭示了官

方艺术背后的种种以及书商一行的不

易……在一家博物馆内度过日常是一种

什么样的体验呢？这部集幽默与智慧

于一体的作品会带给我们答案！

作者: CHARLIE ZANELLO (编 / 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幽默、传记 类型 : 图像小说

走进蓬皮杜梅斯中心

出版信息



这是一套与夏日，与音乐有关的漫画。

每一卷有一首主旋律。比如第一卷是法

国著名歌手Michel Sardou的《爱的疾病

》（La maladie d’amour），第二卷则是

Beatles的《ob-la-di，ob-la-da》。

故事中的爸爸是一位漫画家，妈妈是一

位普通的职业女性。他们有四个孩子。

每年，他们都期待着假期一起去度假。

假期终于到来了，可是爸爸却有一篇稿

子还未完成，与此同时，家里的孩子们

又很期待出去度假，为此爸爸十分苦恼

。爸爸考虑良久后，最终决定放下手中

的工作，带着全家人去海边度假。最后

，爸爸的稿子并没有通过审核，全家人

可能面临着之后没有经济来源的危险但

是，爸爸依旧不后悔带着全家出去度假

。

作者: Jordi Lafebre & Zidrou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5册

出版日期 : 2018年11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mm

出版信息

本系列目前已出版5卷，主题分别是：

《一路向南！》《小海湾》《爱斯特尔

小姐》《休息吧，小战士》《逃离》。

晴朗夏日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1989年，一群最负盛名的自行车赛手将在最古老的赛道上展开一场万众瞩目的环法大

赛。作者Max Cabanes是一位十足的赛车迷，完成这场比赛是他最大的梦想，他将用

充满诗意的叙述描绘出这场奇妙的比赛，向我们展示这3285公里的艰难旅程。

作者: Max Cabanes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7月5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96页

开本大小：213 x 277mm

1989年环法大赛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作者:  Debon Nicolas（编、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09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传记、纪实 类型: 图像小说

环法之旅

每年法国自行车环法大赛都引来无数关

注。赛手们翻山越岭，只为了心中的信

念，等待在香榭丽舍大街冲刺，穿过凯

旋门的那一刻。

本书是一本纪实性的图像小说。相比简

单地关注赛事进程与结果，本书以更人

性化的方式聚焦1910年环法自行车大赛

，并以费伯和阿里戈两位参赛选手为典

型代表，为我们展位大赛背后的故事。

出版信息



本书从多角度真实再现拿破仑1812年

攻打俄国的悲壮豪情史诗：史官、士

兵、旁观者，以及这位帝国皇帝自身

。

夜幕降临，莫斯科城内的居民区、教

堂，甚至是克里姆林宫一片火海。带

领着饥寒交迫的士兵，落入陷阱的拿

破仑该何去何从……

作者: Richaud（编） Ivan Gil（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法语、意大利语

主题 : 传记、历史 类型 : 图像小说

拿破仑的贝尔齐纳河战役

出版信息



作者: LUCILE GORCE(编) / EMMA TISSIER(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冒险、喜剧 类型 : 图像小说

人生如戏

Elena和Gus是一对郎才女貌的模范伴侣。

临近而立之年，俩人计划一场新的冒险：

那就是组建一个真正的家庭，孕育一个孩

子。

然而没有孩子的尴尬的局面也让他们想到

了代孕的方式。书中一起探讨了代孕合法

化及伦理性的思考。

没有什么是能预料到的，他们将一起经历

风风雨雨、起起落落。这个看似平淡的故

事里交织着悲喜、猜疑、成败……欢笑是

对这对无子的夫妇最好的慰藉！

出版信息



本书编剧及绘者Thomas Mathieu讲述了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全

部案例均为真实事件。当事人信任作者

，向其讲述亲身经历，出版成书

全书从女性视角出发，用更柔软的方式

讲述了包括在大马路上遇到的性骚扰、

饱受大男子主义折磨以及遭遇性别歧等

女性问题。全书中，所有男性的面部用

绿鳄鱼呈现，女性人物形象则与现实无

异，且采用黑白色彩绘画。这值得引起

我们的关注和思考：现代社会，男人和

女人的行为举止究竟有何差异？

作者: Mathieu Thomas（编、绘） 出版社 :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 册 出版日期 : 2014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纪实 类型: 图像小说

向鳄鱼男的骚扰说不！

出版信息



本书讲述的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如何面

对人生中的困境，逐渐成长的故事。

紫兰中断了学业，和父母同住，在妈妈的医

药研究所兼职，家人给她的压力让她喘不过

气来。莉拉是一个更看重友情的女孩。不过

在被撞到和闺蜜的男朋友上床之后，所有的

朋友都和她疏远了。伊莲花费了三年时间完

成论文。当教授告诉她还需要两年才能完成

研究成果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否该

继续……

作者: Merwan（编、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2-2014 出版语言：法语、西班牙语

主题 : 生活、情感 类型 : 图像小说

黄金时代

出版信息

故事将三个女生的故事平行展开，在第一册的结尾，她们相遇了。也许三人的友谊是

幸福生活的开始？也许她们可以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真正长大？这是一部细腻的

漫画作品，将“刚刚成年”这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摆在我们眼前：寻找认同感，存在感，变

化无常，以自我为中心……



Sybil怀孕了，举家高兴得开香槟庆祝，

家人还把香槟瓶塞做成项链，希望带来

好运。然而，孕妇在生活中总有很多禁

忌。Sbybil也曾有很多梦想，但是由于健

康的原因，她不得躺在沙发上七个月之

久。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她要如何和

无聊、无法走动的困境斗争？

她看漫画、打牌，和闺蜜聊天……对Sybil

来说，安静的夜色变得更为吸引人。横

卧在沙发的七个月，对她来说又是一场

在现实和想象中的奇艺的旅程。

香槟瓶塞是否可以带来好运？Sybil是否

可以顺利生下宝宝呢？

作者: Zidrou, Jan Bosschaert，Julie Swolfs                                出版社: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 年 出版语言 :法语 页数：72页

主题 : 幽默 类型 : 图像小说

漫长的孕妇日记

作者Zidrou曾出版过《小学生迪克比》

出版信息



弗洛拉，四十来岁，刚刚结束了二

十年的婚姻。幸好身边有她的闺蜜

们：热爱园艺的嬉皮女罗克珊， 永不疲

倦的职业女性莉亚，还有像守护神一般

的邻居老头。

弗洛拉和她的朋友们一样，都希望找到

灵魂伴侣，不过这可没那么简单。她曾

有过几个约会对象，不过最初的激情过

去后，她的爱也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会

这样呢？是她不再有魅力了吗？是她性

格不好吗？又或者有人阻挠捣乱？

这部作品讲述了四十岁离婚女士的困扰

，以及“剩斗士”们的求嫁心切。

作者: Van den Heuvel Chantal （编）/ Collignon Daphné （绘）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5年 出版语言：法语

主题 : 情感 类型 : 图像小说

弗洛拉的流星

出版信息



六千位法国女性出发前往美国，追寻与

美国士兵的爱情。1946年三月，美军方

面甚至租用了“沃坎尼”号轮船来迎接这

些“战争新娘”。她们刚刚在勒阿弗尔的

菲利普•莫里斯军营接受了一周的培训，

以成为称职的美国太太。

作者Julien Frey选取了这些“战争新娘”其

中一位，他妻子的姑婆奥黛特，她现在

就和子孙们一起住在密歇根州。这位尚

年轻的女子的故事里有爱，也有适应新

文化过程中的挫折辛酸。作品也描述了

现今她的后辈们是如何在这个正遭遇着

严重社会危机的国家继续生活。

作者 : Julien Frey (编) /  Lucas Varela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其他 类型: 图像小说

“战争新娘”的密歇根州征程

出版信息



艾利克斯和卡罗尔是最性感的女盗贼

，没有她们完成不了的任务。在一次

寻找一名司机的任务中她们结识了多

才多艺的摩托车赛冠军萨姆。三个女

人一台戏，她们的故事充满传奇……

美女盗贼的题材并不罕见，如日漫《

猫眼三姐妹》、希区柯克的电影《捉

贼记》等等。此次法国漫画界的新星

Bastien Vivès联手漫画界赫赫有名的搭

档Rupert&Mulot重创了三个性感女盗贼

的故事，必然引起轰动。

作者: Bastien Vivès / Mulot & Ruppert (编) / (绘)                                             出版社 :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5                   出版语言 : 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 图像小说

三女盗传奇

出版信息



薇拉只有一个追求：自由。她是一名狂野又年轻的女子，就像猫一样隐匿在树林里

，勾引男人并使他们的妻子吃醋。但是薇拉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她是如此神秘却

又令人无法抗拒。尽管面对绯闻和危险，她已经准备好为了保持自由而付出一切。

这本图像小说是献给女性的颂歌，初版于1982年以黑白漫画的形式发行。

作者:  Dewamme (编) /  Servais (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8                       

主题 : 剧情 类型 : 图像小说

追求自由的薇拉

出版信息



文森特·雷纳德拥有每个人都梦想的生

活：一位充满魅力的妻子，一个活力

四射的女儿，一个宽敞的公寓和一份

稳定的工作。

只是最近文森特遇到了点麻烦，他正

处在离婚的边缘。自打他的老同学凯

文·德拉福斯突然出现的那一刻起，他

所拥有的一切都开始进入一种荒谬而

搞笑的混乱状态。

作者: Tronchet (编) / NICOBY (绘)                                                                     出版社 :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法语

主题：幽默 类型：图像小说

男人最好的朋友

出版信息



有自己的孩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也是最充满未知性的事情！尼克比是两

个孩子的父亲，他以一种欢乐、幽默的

口吻讲述了父母的日常生活。

他所谓的“幼儿时光”分为三部分：怀孕

期间、出生后、十年后第二个孩子出生

后。

尼克比的这部作品里提到了父亲的观点

，适合全家人阅读。

作者: NICOBY (编) /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法语

主题：幽默 类型：图像小说

爸爸的生活 !

出版信息



Gwendoline Raisson 和Magali Le Huche

两位作者用这部幽默的作品为我们讲

述了单亲妈妈和单亲爸爸的故事。

卡罗琳今年33岁，是一位单亲妈妈

。 她和她的一群小姐妹们同属一个名

叫“匿名妈妈”的协会里。卡罗琳想要摆

脱单身状态，寻找到一个亲密爱人。

有一天，一个名叫菲利普的男人也加

入了这个协会……

一本趣味、智慧与感动同在的图像小

说，讲述重组家庭、母爱、父爱那些

事儿。

作者: Gwendoline Raisson （编）/ Magali Le Huche （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法语

主题 : 家庭、幽默 类型 : 图像小说

寻找新爸爸之旅

出版信息



这是一部配色精美的作品，主人公

Olivier Courtois是一位记者。有天他决

定放弃定居生活，搭乘顺风车上路。他

自己也没想到他就这样坐着满载着人的

车把法国绕了好几圈。这些人有的搭乘

几个小时，有的甚至只有几分钟。知道

每场相遇都很短暂，于是车上的人们就

会毫无顾虑畅所欲言，从最严重的问题

谈到鸡毛蒜皮的琐事。

两位作者以妙笔勾勒出法国与法国人的

形象，是一个相对正面的形象，又很多

变。这是一部公路电影般的纪录性图像

小说。

作者: OLIVIER COURTOIS(编) / PHICIL(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其他 类型 : 图像小说

法兰西搭车游

出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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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信息

本书记录了法国先锋作家鲍里斯·维昂的传奇一

生。鲍里斯·维昂深受超现实主义、新小说派和

荒诞派戏剧影响，代表作品有《岁月的泡沫》

《我唾弃你们的坟墓》《北京的秋天》等，去

世后发表诗集《我不愿死》。

病人、天才、怀旧者挤在维昂吹小号的酒吧门

口躲雨，即便天空并没有下雨。作为战后巴黎

文坛的中坚分子，他与让-保罗·萨特、雷蒙·格

诺、西蒙娜·德·波伏娃等知识分子共谱了圣日

耳曼德佩传奇。

作者：Bourhis & Cailleaux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88页 开本大小：237 x 300 mm

鲍里斯·维昂的传奇一生

类型 : 传记



出版信息

克里斯·凯尔毫无疑问是个英雄。他作为美军海

豹突击队“最致命的神射手”，在第二次伊拉克

战争中，曾成功狙杀了160多个目标。导演克

林特·伊斯特伍德甚至买下了凯尔自传的改编版

权（原著在美国是畅销书之一），并为其拍摄

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美国狙击手》。克里

斯·凯尔将毕生精力都用于帮助前战友，他们中

的有些因为战争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身体或心

灵上的创伤，埃迪·雷·鲁思就是其中之一。

在2013年2月2日，传奇人物克里斯·凯尔被埃

迪·雷·鲁思射伤而身亡，这本图像小说就记述

了这次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者：Brüno & Fabien Nury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164页 开本大小：214x284mm

杀死了克里斯·凯尔的男人

类型 : 传记



出版信息

亚历山大·仲马自称为“画家的兄弟”，

他时常讲述和欧仁·德拉克洛瓦之间的

回忆和友情。在一个个趣闻轶事之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位伟大作家和画家

的脾性和那个时代的面貌，在这样的背

景下，围绕艺术的争论也渐渐展开。本

书融入了作者对这段历史和艺术的尊重

，也表现了她独特的个人风格，而描绘

这场漫谈的目的，是希望能给读者创造

一场视觉和精神的盛宴。

作者：Catherine Meurisse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页数： 140页 开本大小：210 x 282 mm                 

德拉克洛瓦

类型 : 艺术、传记



出版信息

这本图像小说是阿尔巴尼和斯德莱斯

系列故事的合集。包括了《英国三部

曲》《闪电战三部曲》和《奥利维亚·

斯德莱斯（1914-2004）》三部作品。

阿尔巴尼和斯德莱斯两位作家拥有着

对悬疑小说的共同兴趣，在美国相遇

后，二人缔结了深厚的友谊。二战时

期，两人奔赴欧洲，在那里，文学、

情感、战争和现实的交织中，诞生出

了精彩的故事。

作者：François Rivière, Floc’h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页数： 408页 开本大小：207 x 275 mm                 

独特的友谊

类型 : 传记



出版信息

在合作了《莫奈：逐光者》之后，

Rubio Salva和Efa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

吉他手迪让戈的传奇故事。迪让戈出生

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比利时1910年的冬

天，他出生于一个流浪者家庭。第二次

则是在法国巴黎1928年的秋天，在他的

左手被大火烧伤之后，从那时起，他的

音乐热情如同那大火一样在他身上留下

了抹不去的印记。

作者：Salva Rubio, Efa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88页 开本大小：237 x 310 mm                 

迪让戈传奇

类型 : 传记



出版信息

190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街区

里，在足球俱乐部第一个足球场还在建

设筹划中时，卓泽出生了。他日后将成

为有名的足球运动员。人们给他起的外

号是“火焰”，因为他一头金发，在追球

的时候彷佛跳动的火焰。他日后也将成

为漫画家卓治的爷爷。

卓治在这本漫画中，讲述了他的家族故

事，也讲述了代代相传的对足球这种运

动的热爱。

作者：Jorge González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页数：280页 开本大小：237 x 310 mm                 

火焰

类型 : 剧情、传记



出版信息

1864年，爱弥尔·左拉是哈谢特出版社

年轻的自由撰稿人。他谨慎、聪明，梦

想成为一名作家。他结交了许多在艺术

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朋友，比如塞尚、莫

奈、马奈等。

亚历山大，又名加布里埃尔，是个热情

洋溢又充满神秘的女子。为了维持生计

，她成为了模特。左拉和加布里埃尔相

互吸引，感情迅速升温，并结了婚。加

布里埃尔向左拉讲述了她悲惨的经历，

这成为了左拉的作品《卢贡家族的命运

》的来源，这也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

大的文学作品之一。

本书搜集了很多历史资料，笔触敏锐，

通过水彩的画风讲述了左拉的故事，也

唤起了大家对于印象派的回忆。

作者: ALICE CHEMAMA，MÉLIANE MARCAGGI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8月30日 出版语言 :法语

页数：116页 开本大小：225 x 297mm

左拉一家

主题 : 传记



出版信息

汤姆·汤姆森是加拿大油画运动的著名

人物，他关于安大略省壮丽景观的创作

，标志着加拿大油画进入现代化时代。

而在那时，汤姆·汤姆森便英年早逝了

。

一位女士曾画过这位独特艺术家的画像

，并想通过这幅画像探寻汤姆身上浓浓

的怀旧情结。这也成了这本漫画的由来

。

这是一本关于记忆和过去的书，随着时

间的推移，愈发令人不安，却感到美丽

和悲伤。

作者已引进出版的作品：《格伦·古尔

德》。

作者: SANDRINE REVEL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8月23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44页

开本大小：210 x 282mm

汤姆·汤姆森：春天的轮廓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芙拉维亚是一个来自贝伦贫民窟的巴西

女孩。她6岁时父亲不幸去世，从那时

开始，她发现了钢琴。她在音乐方面极

具天赋且充满热情，最终获得了奖学金

，前往著名的巴黎音乐师范学院进行学

习。芙拉维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推动着她

前行。但她还不知道的是，成为一个艺

术家首先要进行的是心灵的修行。

作者：Kim Consigny, Manon Heugel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216页

钢琴梦想的强音

类型 : 冒险，剧情



出版信息

“我叫佩内洛普，我没办法原地等待，

我没办法在家里做编织，我得拯救生

命。”

佩内洛普是一个人道组织的外科医生

，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充满战

乱的国家中度过。当她回到家中，等

待她的是一位温柔的丈夫、一个可爱

的女儿，还有一位值得信任的佣人。

但家中的生活对佩内洛普来说变得越

来越不平静。当想到身后有无数条生

命在枯萎，她如何能安心享受家庭生

活？家中的佩内洛普觉得自己没有处

在正确的位置。

作者：Vanistendael Judith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160页 开本大小：202 X 268 mm           

佩内洛普的两种生活

类型 : 传记



出版信息

20世纪初的美国虽然废除了奴隶制度，

但种族歧视仍然存在。社会很多领域对

有色人种大门紧闭的。约翰·亚瑟·约翰

逊，别名杰克·约翰逊是美国历史上的传

奇拳击手，他给白人的优越感来了重重

一击。

同时，美国的达达主义诗人亚瑟·克雷文

也是一名拳击手。关于他的传说中混杂

着虚构和现实。

两人的命运交叉在巴塞罗那的拳击场上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拳击比赛中，两个

亚瑟在场上“对峙”了43分钟。

本书入围2020年安古兰国际漫画节。

作者：Antico Nine, Carlé Grégoire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184页 开本大小：237 X 310 mm

两个亚瑟

类型 : 传记



出版信息

作者：Martin Jamar, Jean Dufaux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 mm    

福柯德：沙漠的诱惑

类型 : 历史、传记

21岁的福柯德是一个大彻大悟的小人物

。早年的他贪图玩乐，将家产挥霍殆尽

。即使穿上了军装，他心里仍然感觉到

空虚。不知教堂是否是一个能救赎他的

地方?

多年后，福柯德被人在沙漠中发现，已

经丧失了意识。救他的是一个图瓦雷克

酋长。当时的法国和图瓦雷克人正在交

战，但这位酋长仍然救下了他，相信一

个皈依上帝的人能够不带偏见地帮助他

的人民。但另一位酋长对此事却耿耿于

怀，他一直计划杀掉这个法国佬。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 福柯德决定用爱和

善意带来团结和和平。

本书根据真人事件改编，同名文学作品

获法国2017年Lyautey文学奖。



出版信息

布洛奇，斯特拉斯堡人，因其音乐、电

影作品扬名于汤姆·温格尔博物馆、现

当代博物馆和音像资料中心。这本书聚

焦于他的画作，收录了其最著名的语录

、大量的采访，当然还有他从未展示过

的绘画作品。

作者: BLUTCH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40页

开本大小：230 x 312mm

另一处风景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故事发生在1961年的新奥尔良。路易

斯·索拉尔是路易斯安那州一个种植者

家庭的后代，现在已是垂垂老矣的老

妇人。当她的小女儿们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昔日种植园生活的时候，她意识

到如果没有勇气向她们叙述关于家族

那段悲惨的历史，那么她的家族故事

也许就不再会流传下去。在路易斯的

女仆的帮助下，路易丝决定在美国南

部写出关于她的家人的记忆和最黑暗

的秘密。

作为过去时代的最后见证，她的回忆

录涵盖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通过三

卷内容记录了这些种植园中几位女性

在一个厌恶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和暴

力社会中的生活。

作者: GONTRAN TOUSSAINT，LÉA CHRETIEN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8月30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mm

路易斯安那州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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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信息

伊莎多拉·邓肯是美国舞蹈家，现代舞的创始人，世界上第一位赤脚在舞台上表演的艺

术家，因创立了一种基于古希腊艺术的自由舞蹈而首先在欧洲扬名。

伊莎多拉与PICASSO同时抵达巴黎，但在1900年的环球博览会上，她发现了罗丹。 这是

一个启示。 她只相信希腊人的简单之美，现在想知道罗丹在大理石中所激动的激情。

首先是狂喜。 说起来容易做起...... 无论她踏上哪里的土地，都会加深她的艺术，舞蹈

。

作者: Birmant Julie , Oubrerie Clément 出版社:   Dargaud                          

册数 : 单册 出版日期 : 2017年4月 页数：140页

美国现代舞创始人伊莎多拉·邓肯

主题 : 纪实 类型 : 图像小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4%BB%A3%E8%88%9E/900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5%B8%8C%E8%85%8A%E8%89%BA%E6%9C%AF/92809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94%B1%E8%88%9E%E8%B9%88/3690910
https://www.amazon.fr/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Birmant+Julie&text=Birmant+Julie&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books-fr
https://www.amazon.fr/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Oubrerie+Cl%C3%A9ment&text=Oubrerie+Cl%C3%A9ment&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book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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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年轻成功的作家蕾妮·斯通在埃

塞俄比亚旅行时参加了海尔·塞拉西一世

的加冕仪式。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位古

怪的年轻人：约翰·马洛文，一位笨拙却

充满激情的考古学家，这是他第一次来

到这个国家，也就是在这里，他的父亲

被杀害了。他是被谁杀害的？为什么？

蕾妮和约翰被卷入到一系列关于一块神

秘的历史石碑的事件中，并将他们引向

了伊拉克的边界。这场冒险随即使他们

穿越了全世界。

作者: Birmant & Oubrerie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 册

出版日期 : 2018-2020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mm

出版信息

蕾妮·斯通

主题 : 冒险、侦探、历史 类型 : 漫画



海盗居伊是世界上最差劲的海盗！

他毫无灵魂、道德可言，更别提其

胆小如鼠的性格。他嗜酒、懒惰、

说谎成性，还喜欢偷窃。总之，居

伊和我们以往在电影银幕上看到的

潇洒、帅气、迷人的海盗形象完全

不相符！他的故事就像一首充斥着

斗殴、战争，还带着酒精味的糟糕

乏味的诗。所以，请你们都忘掉好

莱坞塑造的海盗形象吧！

这本带有高度自嘲风格的漫画，其

叙事风格十分迷幻，画面色彩缤纷

，着实是黑色幽默漫画中的一匹黑

马。

作者: Schrauwen Olivier，Ruppert，Mulot Jérome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2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84页 开本大小：223 x 278mm

出版信息

酒鬼居伊

主题 : 幽默、历史 类型 : 漫画



再见，哈尔科夫

作者: Bouilhac, Catel, Demongeot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3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32页

开本大小：195 x 258mm

出版信息

克劳迪娅是位来自哈尔科夫的年轻乌克

兰女孩，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将她

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在20岁那一年，

她背井离乡来到上海，随后定居法国，

让她最终找到了心灵的平静。

本漫画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漫画中女主

人公的原型是法国著名演员Mylène

Demongeot的妈妈。尽管Mylène发誓再

也不会踏上乌克兰的土地一步，但在克

劳迪娅去世后，Mylène还是回到了她母

亲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

主题 :  历史 类型 : 漫画



1946年，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

随后却被日本人占领。荷兰拒绝签署独

立宣言并想夺回殖民地。为了对抗这些

“恐怖分子”，荷兰开始大面积征兵。约

翰·克耐威尔决定自愿参军，原因只有

一个，就是找到他曾经的印度尼西亚裔

奶妈。不幸的是，他不但没有找回他童

年的记忆，反而遇到了更多的困难。该

漫画是经典漫画《布莱克和莫蒂埃历险

记》的绘者Peter Van Dongen又一全新

力作，结合其荷兰裔父亲和印度尼西亚

裔母亲的经历，带我们一起回顾这段艰

难的历史。

作者: Peter Van Dongen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年11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76页

开本大小：237 x 310mm

出版信息

猫斗

主题 :  历史、冒险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本漫画根据指挥官洋基的真实故事改编

。他是一位怀有理想主义的年轻美国人

，他在古巴革命中成名。这位金发碧眼

的美国人不会说西班牙语，但他总觉得

自己属于Escambray游击队，正在努力

打倒独裁者弗西欧·巴蒂斯塔。 1959年

，他是哈瓦那解放者中的一员，这一行

为导致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剥夺

了他的美国公民身份。 有一段时间，

他是与切·格瓦拉成为了国际头版新闻

。然而，“指挥官洋基”这个说法在很大

程度上已经从古巴革命的历史中消失了

。

本漫画的作者为我们重新讲述了这个被

人遗忘的20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故

事之一。

作者: Jakupi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5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24页

开本大小：237 x 310mm

指挥官洋基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作者: Piccoli Guido（编） Palumbo Giuseppe（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 法语、意大利语

主题 : 传记 类型 : 图像小说

埃斯科瓦尔

本书描写的是哥伦比亚头号毒枭埃斯科

瓦尔的故事。二十年前，他死在麦德林

市的警察枪口下，不过在今天看来，他

的一生可谓传奇。埃斯科瓦尔经营的麦

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曾是八十年代全

球最大的贩毒集团之一，而埃斯科瓦尔

本人也曾是哥伦比亚和美国政府追捕的

头号要犯。然而，他曾在哥伦比亚为当

地的穷苦百姓兴建住房、学校，被当地

人视为罗宾汉一般的存在。以此为形象

，埃斯科瓦尔居然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

份当选为候补国会议员。从向警察缴械

投降，到成功越狱，再到1993年被击毙

，埃斯科瓦尔成为了一个象征，象征着

政治、交易、腐败交织下的那个时代和

国家。

本书内容亦被改编为电影。

出版信息



作者:  Sapin Mathieu（编、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德语

主题 : 幽默、传记、文献 类型 : 图像小说

大鼻子情圣的五年之旅

出版信息

两位艺术家Mathieu Sapin和Gérard Depardieu在2012年相遇。Mathieu陪同Gérard到阿塞

拜疆拍摄纪录片，两位艺术家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Mathieu在这本书中记录了热拉

尔的世界观、哲学思想，甚至是一些生活中的小琐事：和拍摄有关的、对欧洲各地的

人文看法、对俄罗斯旅行的想法，甚至仅仅只是厨房里的一道巴黎菜肴……

这是一部从朋友的视角深入分享人物性格、精神世界的书。



出版信息

自法国总统初选的提名大会以来，作

者陪同奥朗德参加总统竞选。 他见

证了战略会议，了解了很多幕后秘密

和独家信息，给记者们带来了关于总

统竞选“后台”的令人兴奋的报告。 他

见识了很多不对公众的点点滴滴，相

信本书也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概念。

作者: Mathieu Sapin                               出版社:  Dargaud                             册数 : 2册已完结

出版日期 : 2017年 页数：80页

陪伴奥朗德竞选法国总统的六个月

主题 : 纪实 类型 : 图像小说



出版信息

在2012年跟随奥朗德竞选总统工作之

后，这一次作者让所有人进入了爱丽

舍宫。 经过办公室层层辗转，他最终

向弗朗索瓦·奥朗德本人发送短信以获

得授权。 总统接受了这个项目，并将

Mathieu引入了“城堡”。在爱丽舍工作

的人都把那里称为“城堡”。 这是一份

特别的报告，我们从中可了解到爱丽

舍宫的运作方式和其中著名居住者的

繁忙生活。

作者: Mathieu Sapin                                    出版社: Dargaud                                    册数 : 单册

出版日期 : 2015年5月 页数：128页

在香榭丽舍工作的一年

主题 : 纪实 类型 : 图像小说



作者:  TITEUX DE LA CROIX Sybille（编） Amazing Améziane（绘）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2015              

出版语言 : 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德语、土耳其语

主题 : 传记、文献 类型: 图像小说

阿里

出版信息

因为一次很偶然的经历，一个叫卡修斯

·克莱的少年进入了拳击行业。谁也不

会预测到，他将是三次获得世界重量级

冠军的拳王阿里。在告别赛不久之后，

他就换上了帕金森症。

这是一本关于拳王阿里的传记类图像小

说，带领读者从不为人所熟知的角度了

解这位20世纪伟大的拳击手。



作者: José-Louis Bocquet, Jean-Luc Fromental（编）/ Stanislas（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印地语、荷兰语、德语、瑞典语、简体中文、西班牙语

主题 : 传记、回忆录 类型 : 图像小说

埃尔热历险记

出版信息

本书是《丁丁历险记》作者的传记，描

绘了他参加童子军、在比利时刊物上发

表作品，再到他的艺术发现、与王充仁

等人相遇的经历。作者用清晰的笔触描

绘了这位著名作者充满变数的一生，他

创作出了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图像小说鼻

祖的杰作。这本传记的每一个笔触都显

示了对于埃尔热及其作品的崇高敬意，

无疑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作者: Thévenet（编）Rébéna（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0                             出版语言 :  法语、韩语

主题: 传记、文献 类型: 图像小说

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

柯布西耶是建筑界的神话，他对于色彩

和光的运用让人着迷。其代表作朗香教

堂、马赛公寓、森林木屋等都为世人传

颂。

2010年6月，巴黎建筑博物馆举行了以“

建筑与漫画”为题的艺术展。为纪念此

次展览，Dupuis出版社与博物馆以及勒·

柯布西耶基金会联袂出版发行了这部部

兼具教学与纪实功用的图书，旨在用漫

画形式呈现伟大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的一

生及其著作。

出版信息



让-保罗·高德是当代最著名的图案造

型师之一，曾为众多知名品牌设计图

案，例如：香奈儿、老佛爷、柯达等

等。1989年，让-保罗·高德负责执导

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活动。

继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举办他的首次

作品回忆展之后，一本叙述他生平事

迹的漫画也与读者见面，此外，根据

年代整理的让-保罗·高德的作品集锦

也已出版。

作者: Cadène Thomas, Goude Jean-Paul（编）/  Franc Alexandre（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1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传记、文献 类型: 图像小说

造型大师让-保罗·高德

出版信息



出版信息

本书出版于2011年，正值居里夫人获得

诺贝尔化学奖110周年纪念日。这是一

本兼有文献性质与教育性质的图像小说

，讲述了20世纪科学界最伟大人物居里

夫人的生平与她的科学贡献。

作者: Montellier（编、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1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传记、文献、历史 类型: 图像小说 适合人群：15岁以上

居里夫人传记



图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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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的类型介于法布尔的著

作《昆虫学回忆录》与法国五台

的节目《安静生长》之间。这是

一本博学、热情、吸引人的自学

书籍。

这本书里，西蒙·胡雷奥讲述了他

是如何逐步使一座被遗弃的花园

重新焕发生机。在没有园艺知识

储备的情况下，作者依靠热枕，

花费大量的精力做了许多研究，

终于使这座无人区焕然一新，成

为了一个真正的生物多样性绿洲。

并且他向我们证明了，只要人们

给自然一点小小的帮助，大自然

就可以充分发挥它优秀的复原能

力。

作者：Hureau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页数： 116页 开本大小：210 x 282 mm

绿洲
类型 : 自传、记录片

出版信息



马克·卡雷终于实现了拥有一辆哈

雷摩托的梦想。现在，他还需要

学习如何平衡恋爱与摩托两者间

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关系，此外，

他还需要找到一家可以使他成为

精英骑手的俱乐部。

在第六册中，马克开始幻想拥有

一间属于自己的巨大车库，这样

他不仅可以住在那里与他的哈雷

朝夕相处，他还能与他的骑手朋

友们共同在此处畅饮。

剧作家瓜德拉多与绘者玛格琳在

这部“我想要哈雷”的幽默喜剧

中再一次贡献了非凡的合作。

作者：Frank Margerin &  Marc Cuadrado               出版社：Dargaud                       

卷数：6卷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25 x 292 mm

我想要一辆哈雷

类型 : 幽默

出版信息



《停止工作》是作家施瓦茨曼对法国第九艺术

的首次尝试。此次他与摩根纳瓦罗合作，刻画

了一个虚构的现代企业。

法布里斯喜欢他的工作：骚扰供应商以降低产

品价格。他本过着正常的生活：一个妻子，两

个孩子，唯一的缺点就是喜欢逛成人网站。而

当升职的机会从他眼皮底下溜走，沮丧和羞辱

使他越来难以忍受两点一线的上班生活，公司

严苛的新规定也使他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当法

布里斯发现自己有机会可以摧毁这个卡夫卡式

的扭曲公司，他会如何抉择呢？

作者：Navarro & Schwartzmann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136页 开本大小：200 x 267mm

停止工作

类型 : 幽默

出版信息



出版信息

每次看到优秀的漫画时，你会不会感叹

和好奇艺术家们为什么总是创意不断？

这个问题也是本书主人公的烦恼！他是

一名漫画家，但是也有撞破脑袋却没有

一丝好想法的时候。于是他顺时间之流

而上，去追寻那些历史上的艺术家和思

想家的脚步：布瓦洛、尼采、甚至是上

帝本人！

透过本书作者幽默且富有智慧的语言和

故事，读者们不得不惊叹其纯熟的创作

技巧和广阔的知识面，但也了解到了艺

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会遭遇到的种种痛苦

和无奈。

作者：Manu Larcenet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50 x 312 mm                 

创意治疗

类型 : 幽默



出版信息

在《智者星球》这本书中，作者朱勒用

漫画形式给大家讲述了许多趣味的哲学

故事。这次朱勒又给我们带来了这本干

货满满的作品。

这是一本专门为年轻人而画的书。也许

你也和书中的人一样，有一个对环保持

怀疑态度的室友，并不知道自己的日常

生活会对周围的环境甚至整个人类社会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或者你就是那个

室友。那么，这本书想要表现的分享理

念、自然资源的保护理念也许能给你一

些新的思考。

本书主题：1.去处贫困 2.“零”饥饿 3.健

康与民生 4.高质量教育 5.性别平等6.水

净化 7.低廉清洁能源 8.体面工作与经济

增长 9.工业、创新与基建 10.减少的不

平等 11.城市与可持久性社区 12.消耗与

生产 13. 气候变化应对举措 14. 水中生

活 15. 陆地生活 16. 和平、公正与有效

机制 17.实现目标的合作伙伴关系。

作者：Jul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80页 开本大小：170 x 240 mm                 

我们的环保新室友

类型 : 幽默



出版信息

四个盲人来到一个村庄，村民们充满敌

意的态度让他们不得不寻找一个安静的

角落稍作休息。他们来到一个僻静的住

处，遇到了一位健谈的修女。在对话时

，一位穷困的骑士出现了，他受亚瑟王

的派遣，踏上漫长的旅程。随后出现的

还有狐狸瑞纳、仙女尼维娜。这一群人

结伴而行，编织出一个混乱、疯狂但有

趣的故事。

作者：F’Murrr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页数：128页 开本大小：170 x 261 mm                 

盲人

类型 : 冒险、幽默



出版信息

11岁的雅斯米纳和父亲住在城中一间简

陋的小公寓中。她是个十足的美食爱好

者，也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厨师。在上

学的路上，她会采集可食用的草本植物

。看守公共花园的小伙伴们每天都会给

她送去新鲜蔬菜。直到有一天，花园被

推土机铲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试验

性的土豆田地。一个神秘的公司打算利

用这种新型作物垄断食品市场。因为消

费者们日渐沉迷于各种各样的土豆无法

自拔！对于雅斯米纳来说只有一个办法

：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消除它。

作者: WAUTER MANNAERT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44页

开本大小：202 x 273mm

雅斯米纳和吃土豆的人

主题 :  冒险幽默 类型 : 漫画

－138－



出版信息

如果一个人决定从巴黎的郊区搬至乡村

，整日被农场和牲畜及绿植包围着，这

将会发生什么？好吧，我们至少可以说

这是一次文化冲击！他得破译地区方言

、学着接受当地的烈酒，最重要的是，

要改变他的城市人心态。

《重返土地》系列根据作者个人经历改

编，幽默风趣，让读者在欢乐中感受文

化差异。

作者: MANU LARCENET, JEAN-YVES FERRI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6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25 x 297mm

重返土地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这是一本新颖独特的图画、贴纸及插

画集。书中收录了法国漫画史上最优

秀的报纸插画绘者和幽默画家的作品

，一段不容错过的漫画饕餮盛宴！

作者: RENÉ  PÉ TILLON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25 x 277mm

小概率相遇

主题 : 幽默纪录 类型 : 漫画 适合年龄：12+



本书是三卷本合集，讲述了一群史上最

疯狂的羊群、最疯狂的牧羊人和他的狗

的故事，这本漫画幽默的言语和插画在

法国漫画界引来无数称赞。

作者: F’MURRR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5月 出版语言 :法语 页数：168页

开本大小：225 x 298mm

出版信息

牧场天才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每年，作者F'murr都会实现一个心愿

卡上的愿望。2009年，F'murr决定画

出两千个女人。

他不喜欢虚构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

女人都是他曾经在露天咖啡馆、街道

上、餐馆中遇到的。即便他没有准确

的画出两千个女人，但在他的速写本

上也至少有几百个女性形象了。本漫

画中的女人便是从他的速写本中精选

而来的。让我们一起看看F’murr画笔

下的人生百态。

作者: F’MURRR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5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80页

开本大小：132 x 212mm

出版信息

两千个女人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小坏蛋是一只猫，一只真正的猫，猫如

其名。它和它的女主人住在市中心的公

寓里，它每天都要闯祸，做各种蠢事：

要么就是翻箱倒柜，疯狂地扯窗帘，要

么就是上蹿下跳，胡磕乱碰……有时它

也让主人气恼不已，因为得帮它收拾这

些烂摊子。尽管如此，主人也总是原谅

它，谁让它是如此的可爱呢！

您有猫吗？或者您想拥有一只猫吗？如

果答案是肯定的，谨以此书献给您和您

（未来的）萌宠。我们向您保证：读《

小坏蛋》，就是收养它。

作者: Deglin Jean-Luc (编) / (绘) 出版社 :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8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幽默 类型：漫画

小坏蛋

出版信息



小丛书系列一共五本，其中有三本和音乐的主题息息相关。这三本正方形开本的书籍

用独特的风格分别为我们讲述了现代黑人、摇滚音乐和披头士的发展历程。

《黑人音乐》一书以年代和人物为主线，讲述了黑人音乐的源起和发展；

《摇滚》一书中不仅谈及了摇滚音乐的兴起，还穿插着乐手们鲜为人知的轶事。

《披头士》一书更是粉丝不容错过的精品之作，为我们解密诸多名曲背后的故事。画

面以黑白商标和版画风格为主，以强烈的对比和热烈的格调展现流行音乐的发展轨迹

。

作者: Bourhis, Brüno, Terreur               出版社: Dargaud出版社

开本：220 x 220mm                                 单行本册数 : 5册 出版日期 : 2018年

小百科系列：《黑人音乐》《披头士》《摇滚乐》

类型 : 非虚构

系列版权已售：德国、应该、韩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巴西、印度尼西亚等。

出版信息



从1982年开始，Joost Swarte便构想了一

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叙述风格，即两个幽

默的场景并列出现。

第一个称为《Passi》，由一系列问题和

禁做事项构成；第二个称为《Messa》，

由一系列解决方法和脱身之计构成，用

以回答《Passi》的提问。

两个平行场景相互回答、相互产生响应

，如同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镜面游戏。

« Passi, Messa ! »先发表在荷兰周刊杂志

《Vrij Nederland》上，随后在1985年到

1991年间出版成了四单行本，本书是四

册单行本的合集。

作者: Joost Swarte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304页

开本大小：144 x 182mm

出版信息

问题，解答！

主题 : 幽默 类型 :漫画



出版信息

该漫画最先发行于法国《世界报》的“

文化和思想”专栏，讲述了作者于佩尔

和米洛两人精彩纷呈的周末生活。

本漫画独特的长条形画格和小型对话

框形成鲜明的大小对比，其幽默荒诞

的对话以及充满想象力的画面令人眼

前一亮。

作者: Mulot，Ruppert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2016年10月 出版语言:法语 页数：96页

开本大小：190 x 310mm

于贝尔和米洛的周末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香槟杯真的是按照蓬巴杜夫人的乳房形状设计的吗？或许这只是为了讽刺她的轻浮浅

薄而传播的谣言？我们吃的调料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何时出现的？土豆是猪的食物吗

？

这系列作品以故事的形式，不时穿插着各式各样的食谱，讲述了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美

食的历史。

作者: Bauthian Isabelle, Rutile (编)  /  Begon Maud, Hersent Gaëlle (绘)

出版社 :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4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历史、传记 类型：图像小说

饮食启蒙：美食历史系列四本

《中世纪时期的美食》 《太阳王时期的美食》 《启蒙时代时期的美食》

出版信息

《拿破仑时代时期的美食》



如《智者星球》一样，在这本书中，你

会看到许多古往今来，不同国家的美食

达人介绍。可以说这是献给美食爱好者

的完美之作。

2000年来，有一群人致力于将美食艺术

提升为哲学高度。这些人就是国王、外

交官、厨师、医生、作者、演员……一

切伟大的创作者，这些有总会有些疯狂

。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30位美食家

的介绍，分享他们的食谱，截取他们所

著的一些文献资料，当然，还有一些有

趣的轶事。其中还包括中国古代药王孙思

邈。

作者: Burniat, Simmat Benoist （编）/ Burniat（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 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法语

主题 : 文献传记 类型 : 图像小说

餐桌礼仪

出版信息



此系列是与Prisma出版社和Ça m’intéresse杂志合作的全新主题漫画，通过寓教于乐的

方式来探讨有趣的话题，如葡萄酒、马、飞碟等。

这套漫画将带领我们前往法国葡萄园的中心，并向我们科普关于葡萄酒的全部知识：

发源地、产地、加工方法，以及所有一切你能想到的关于葡萄酒的问题！

AOC是什么？玫瑰红葡萄酒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特级酒庄”又是什么？无论你是新手

还是行家，这系列漫画都是值得送给葡萄酒爱好者的绝妙礼物。

作者: Murielle Rousseau, Makma (编)  /  Sylvain Frécon, Makma (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3

主题 : 纪实 类型 : 漫画

Ça m’intéresse系列：《葡萄酒》《马》《秘密社会》

出版信息



图像小说

. 04 .

社科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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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

剧情

｜贾映雪 yingxue.jia@mediatoon.com ｜ ｜ 姚丽晴 liqing.yao@mediatoo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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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备受瞩目的作品将把我们带到一个由利奥、

科林·贾马尔和弗雷德·西蒙共同构想的新世界。

在不远的将来，世界经济和气候的平衡将完全崩

塌。罗曼·彭纳茨和埃尔·马利克警探正在调查一

家暗地里进行可怕基因实验的公司——阿尔加电

力集团。但是个体真的能有办法与一个集团对抗

吗？

作者：Jamar & Leo & Simon 出版社：Dargaud 卷数：6卷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页数：248页 开本大小：210 x 278mm

人鱼计划

类型 : 科幻

出版信息



出版信息

如果将来，金发碧眼的孩子出生在阿拉伯人的

家庭里，那会怎样？或是棕色眼睛的黑皮肤孩

子出生在瑞典裔家庭中呢？民众、军队、政客、

政府、宗教团体会怎样反应？那我们呢，我们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作者：Clarke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页数：104页 开本大小：202 x 268 mm

丹麦人

类型 : 科幻，剧情



出版信息

欢迎来到降魔者的世界！这里的自然环

境极不稳定，并且这块大地上也栖息这

各种各样奇异的生物。这些生物极其危

险，巡逻的卫队负责消灭他们。这一批

人便是降魔者。

左恩、让和尤斯帝是三个流浪的青少年

。他们发现存在一架神秘的火箭，可以

带他们逃离这个可怕的世界。三人于是

结伴而行，踏上寻找火箭的道路。而路

途中自然是充满艰难险阻，三人只得充

当起临时降魔者的角色。

作者：Erwann Surcouf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232页 开本大小：170 x 240 mm                 

降魔者

类型 : 冒险、科幻



出版信息

这是一个末日幻想的世界，这个世界离

枫丹白露城不远！紫苑在朋友瓦里斯的

帮助下，从农业城市潘城的灾难中成果

逃脱。军事共和国福尔图娜要求潘城归

顺，并为共和国提供粮食供给，否则就

要以武力夺城。在福尔图娜导弹的威胁

下，潘城的安宁悬于一线。背水一战的

潘城居民为了改变被降或被毁的命运，

只得求助于神秘的天体力球。不过，他

们随后发现自己的命运将会像躲避球一

样蹦来蹦去。

本书入选2020年安古兰国际漫画奖。

作者：Merwan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208页

天体力球

类型 : 冒险、科幻



出版信息

轨道太空城Orbital是建立在星球间的巨

型城市，也是宇宙中信息传送的中心。

这里的太空城联合会聚集了来自不同星

球的代表，他们负责维护宇宙的和平。

人类进入联合会的过程并不容易，孤立

派和联合派之间矛盾重重，这一斗争甚

至引发了残酷的恐怖袭击。卡布雷的父

母在袭击中不幸丧生，几年后，他和外

星人梅左科组成了行动二人组，试图缓

和矛盾，避免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但

冲突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希望坐收渔利

的隐形敌人······

作者：Pellé, Runberg                                     出版社：Dupuis                                  卷数：8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最新一册） 页数：56 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 mm 

轨道太空城

类型 : 科幻



出版信息

怀特·德拉诺·泰勒，又名阿尔法，从现

在开始是一个逃亡者了。密谋威胁国

家安全和勾结敌军两项罪名已经足够

让他成为全国通缉的人了。一项调查

显示有两千万美元刚刚被转到了阿尔

法的账上。这是什么？叛徒的工资吗

？没有支援也没有盟友的阿尔法只能

靠自己一人证明清白，此外他还得管

理自己惊人的银行账户！

作者：Herzet, Queireix Alain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14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最新一册）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24 X 300 mm    

阿尔法

类型 : 悬疑



出版信息

在一个灰暗的未来世界里，一切呈现出一派

末日的景象。一个奇怪的旅行者带着他的坐

骑游荡在荒芜的土地上。为了补充能量，他

们不能够离文明世界太过遥远。尽管这里也

生活着其他的生命，但整个城市仍显得冷漠

、空寂、死气沉沉。旅行者所到之处都充满

了混乱，他们不得不继续在灰暗的大地上寻

找另一块净土，且是独自前行。

作者对线条有着完美的把握，他单一的灰色

调、超现实的画风、无字的画面向读者诠释

了什么是孤独和阴郁。

作者：Pim Bos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25 X 277 mm

未来世界的游荡者

类型 : 科幻



毕宿五(Aldebaran，金牛座毕宿星团的一员)是一个地球之

外的星球，本来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有条不紊，不过最近接

二连三地发生了奇异的事件。星球上与世隔绝的居民们经

历着一起又一起影响恶劣的动乱。但最大的危险似乎来自

海洋，那里潜藏着一群骇人的巨型生物。这场严峻的生物

灾难从何而来？两个年轻人马可和金从被摧毁的村庄里幸

存下来，重回首都Anatolie，希望能找到答案。毕宿五宇宙

之后还会有另两个精彩系列：参宿四和心宿二宇宙。

作者: Leo(编) /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出版日期 : 2001(连载中)   

出版语言 : 英语、德语、克罗地亚语、西班牙语、冰岛语、荷兰语

主题 : 科幻 类型 : 漫画

LEO的科幻宇宙系列

出版信息

相关系列：

第一季：毕宿五星球（1-5卷+1本合集） 第二季：参宿四星球（1-5卷+1本合集）

第三季：心宿二星球 （1-6卷） 第四季：幸存者（1-5卷）

第五季：重返毕宿五（2018年起更新，目前已出一卷）

－150－

Leo



由于“人鱼计划”事件 (详见Leo另一作品《MERMAID PROJECT》)造成的

严重后果，警官Romane和El Malik一直没有接到新的任务，他们决定

自己着手调查。不过在接二连三的鲸鱼袭击船只事件后，联合国又一

次向他们求助，希望他们调查袭击的原因，找出操控这些鲸鱼的幕后

黑手及其动机。这是毕宿五宇宙发生的又一个全新的故事！

作者: CORINE JAMAR & LEO(编) / FRED SIMON(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8 -2020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玄幻、冒险 类型 : 漫画

异变

出版信息



作者: Rodolphe(编) / Leo(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5册 出版日期 : 2001(连载中)         出版语言 : 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

主题 : 科幻、秘传 类型 : 漫画

肯尼亚风云

出版信息

故事发生在非洲这个危险、神秘充满吸

引力的地方，具体点说是在肯尼亚，更

具体地说，是在非洲的至高点乞力马扎

罗山，时间是1947年全面冷战时期。世

界各个强国都对这一国家充满好奇，打

着各自的算盘。

这部作品兼具冒险、奇幻、科幻因素，

强大的剧本让非洲的风情与神秘一览无

余。



出版信息

日本江户时代，他是寻不到过去，看

不见未来的流浪书法家，直到他遇见

了一个极具绘画天赋的年轻女孩。他

决定带着她开启一段不知去向的艺术

公路之旅，一次次深入灵魂的交谈、

一张张墨汁誊写的图纸见证着他们的

友谊。最终，他终于敢直面自己的过

去，并由此激发无限的创作灵感。

本漫画用一幅幅全景画面和率真的色

彩刻画出一段奇异的旅程和一场温柔

的邂逅。

作者: Bauza，Maël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3年1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80页

开本大小：235 x 312mm

墨写过去

主题 : 冒险、科幻 类型 : 漫画



这是一部奇妙的太空探险作品，由一位

曾从事过电影业的插图大师绘图。

2035年，正在印度洋巡逻的一艘军舰，

突然收到一个奇怪的信号，一个不明物

体正从大气层向他们靠近。随即船舰上

的众人发现这是一艘脱离轨道的太空舱

，舱中还有两位宇航员。航天员海伦接

受上级的任命，负责对这两位宇航员进

行询问，谁知竟然得到一个惊人的答案

：他们是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

那两位最先登上月球的人类。但是他们

不是已经随着1969年阿波罗六号顺利回

到地球了吗？层层线索指引着海伦和她

的小组去往月球和火星寻找答案，他们

会有怎样的经历和发现呢？谜底就在这

套《星迹迷踪》系列中！

作者 : Richard Marazano (编) / Jean-Michel Ponzio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单本完整版（包括3卷内容） 出版日期 : 2011  

主题: 科幻 类型: 图像小说

星迹迷踪

出版信息



2084年，地球将会毁灭的预言终于成真

。智能哺乳动物联盟决定出手干预这个

即将走向灭亡的星球。

斯万是一个正直、开放的外星人，自愿

担负起这个任务。斯万故乡的星球与地

球很相似，如同一个成功版本的地球，

因此他希望能帮助地球重归和平，免于

灭亡的命运。他在得克萨斯和利兹的相

遇开启了两个世界的相遇和交织……

本作品入围2019年安古兰奖。

编剧的另一部作品为《黑睡莲》。

主题 : 科幻冒险 类型 : 图像小说

作者:Blanchard Frédéric, Duval Fred, EMEM 出版社：Dargaud

页数：48页 卷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年10月

出版信息

重生

https://www.amazon.fr/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text=Blanchard+Fr%25C3%25A9d%25C3%25A9ric&search-alias=books-fr&field-author=Blanchard+Fr%25C3%25A9d%25C3%25A9ric&sort=relevancerank
https://www.amazon.fr/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text=Duval+Fred&search-alias=books-fr&field-author=Duval+Fred&sort=relevancerank
https://www.amazon.fr/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text=EMEM&search-alias=books-fr&field-author=EMEM&sort=relevancerank


作者: LUDOVIC RIO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5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32页

开本大小：200 x 267mm

《永恒之塔》营造出了具有强烈魅惑力

氛围的科幻漫画。

莱克西·内埃勒在距离地球4.2光年的阿尔

法-半人马星系穿梭很多年后，她的飞船

截取到一条求救信息。因此，莱克西的

唤醒程序被激活。守护莱克西的人形机

器人告诉她求救信号来自一个研究时空

特殊性的科学殖民地，这个殖民地位于

一个名为“永恒之塔”的小星球，并且离

莱克西的飞船很近。宇宙公约规定莱克

西需要援助这个殖民地。本以为会是一

次简单的救援任务，但莱克西却意外地

变成了实验小白鼠！

出版信息

永恒之塔

主题 : 冒险、科幻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故事发生在未来50万年后的行星地球

。阿尔法是一个心理学机器人，更确

切的说是一个女性心理学机器人。她

负责罗伯特的精神健康，罗伯特是一

位遗传生物学家，自人类时代以来，

他被派去重振已消失数千年的文明。

当治疗结束，罗伯特睁开眼睛时，他

只想到六月的到来，他和他的妻子应

该开始对人类进行重组。但是罗伯特

发现，他的妻子比他早到达100年。阿

尔法不得不采取行动，以便罗伯特不

会变得疯狂，还能完成他最初的使命

。

作者: LUCAS VARELA，DIEGO AGRIMBAU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8月30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44页 开本大小：210 x 282mm

人类

主题 : 科幻、冒险 类型 : 漫画



本书揭示一系列社会现状的反乌托邦寓

言。

再过30年，我们的担忧会有所改变吗？

这就是史蒂芬·德斯伯格在这最新一卷中

提出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史蒂

芬为我们在这三部曲中勾画除了一个由

极右派统治的世界，在那里金钱主宰一

切，宣扬反动派的道德价值观和大男子

主义以及国家民族论。

作者:Guillaume Bouzard，Antonio Fischetti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84页

开本大小：225 x 298mm

出版信息

幸福急救

主题 : 科幻 类型 : 图像小说



Alter Ego通过六扇窗展开不同开端的惊

悚小说、叙事谜团，像一道有六个答案

的谜语。

六册书，六个英雄，六个观点。每册都

是一趟冒险，带我们走向世界各个角落

，国际阴谋、科学发现和自由斗争都将

为我们展开……

作者: Lapière, Renders(编)  / Efa, Erbetta, Reynès, Zuga Emil(绘)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6册 出版日期 : 2011            出版语言 : 法语、荷兰语

主题:冒险、悬疑 类型:图像小说

超我

画家之一EFA为《莫奈：逐光者》作者，

中文简体版颇受欢迎，并在2018年12月来

华做活动，与译者张佳玮对谈印象派。

出版信息



现代化的科幻生活

主题 : 科幻冒险、惊悚、动作 类型: 图像小说

出版信息

十九世纪末，谷歌和Facebook曾扬言个

人私生活的概念将会消失。六十年后，

照相设备数量的剧增，各种社交网以及

自动监视系统的发达应证了它们的所言

，最终所有人都将屈服于此。

年轻的伦敦学生Adil得知他的妹妹

Laurette和一群积极分子参与了一起袭

击重要的电子数据处理中心的事件，他

觉得难以置信。不过随后他又得知妹妹

在袭击事件之后立刻消失了，似乎是被

一支匿名突击队带走了。在警察面前，

他感慨，所有人都像是生活在了一部科

幻小说里。

作者 : Olivier Jouvray(编) / FRÉDÉRIK SALSEDO(绘)                             出版社 :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2(连载中)                              出版语言 : 法语



出版信息

人类联邦的前任指挥官约翰·门蒙已经被

宣布为战争罪犯。他是一个光荣的人，

他的罪行是服从了上司的命令，烧毁了

一个分离主义叛乱分子的小镇，包括当

叛乱者将他们用作人盾时被困在交火中

的无辜平民。他的行为受到了广泛的谴

责，韦克斯顿总统的法院，即首先命令

烧毁城镇的人，将他判处终身监禁，他

无法再次见到他的妻儿。两年后，当他

被拘留的监狱中的反叛酋长组织叛乱时

，他有了逃跑的机会。但是一旦他出局

，Munro和他的三个同伴将不得不为

Vexton的部队追捕他而战斗生存。这一

次，他们的命令非常明确：Munro必须

死。

凭借经典的海盗故事和科幻小说系列的

元素，这个冒险故事结合了罕见的情感

深度和银河政治阴谋。

版权已售：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

作者: Montllo，Runberg 出版社: Dargaud Benelux                  单行本册数 : 4册

出版日期 : 2018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每册56页

Jolly Roger军舰

主题 : 科幻 类型 : 图像小说



在一个遥远的未来太空，一个看似文

明开化的世界实际掩盖着其黑暗的本

质，一起又一起阴谋不断，谋杀案不

绝。而年轻的雕塑家Zaya在这个万恶

的地方会有何举动呢？对了，她到底

是谁？

本书由中国漫画家黄嘉伟作插画，画

类似日漫的分格形式，并充满层次感

。

作者: JEAN-DAVID MORVAN(编) / Huang Jia Wei(绘)

出版社 : Dargaud Benelux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2(连载中)  

出版语言 : 汉语、英语、韩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泰语

主题 : 科幻、冒险、惊悚、侦探 类型 : 图像小说

雕塑家ZAYA

出版信息



不远的未来世界上有一个大城市被邪恶势力

入侵、沦陷后，有几个少年活了下来。由于

外界的威胁，他们四处躲藏，机器人在城市

中巡逻，屠杀人类。少年们知道自己已经被

通缉，最后活下来的人将会是这场残酷选拔

的佼佼者：聪明、机敏、经验足，重点是他

们想要活下来，而且是不择一切手段去求生

在一伙专业小队的围追堵截之下，一些少年

们被消灭，Yann被一个机器人救下，他们决

定与入侵者组织大干一场！机器人的头目是

一个叫做SAM的组织。Yann脑中只有一个信

念，就是弄清楚SAM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

救他。马上，毁灭世界的原因和重建世界的

机会将会出现在Yann面前。但在此之前，

Yann和SAM应该阻止机器人部队对人类的猎

杀行为，并且告诉幸存者SAM的存在不是一

种威胁……

本书绘者为中国画家尚校。

作者: Marazano Richard(著) / Shang Xiao(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主题 : 科幻、冒险 类型 : 图像小说

SAM组织

出版信息



纽约，一个夜晚，一个狼狈不堪的男人

将一份加密的信件交给了一群孩子，之

后他就消失不见了。男孩们被要求将信

送到一位脾气古怪的老人家中。

特拉维斯是刚与母亲搬到这个社区的，

而这项任务就落在他的身上。在老人家

中，特拉维斯发现了尼古拉·特斯拉的一

些秘密，这位交流电先驱的发明正受到

被摧毁的威胁，而这些威胁正来自于特

斯拉的敌人：爱迪生。特拉维斯必须要

帮助特斯拉将他的发现藏起来，以免被

毁坏。

作者: Marazano Richard（编）Guilhem（绘）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法语、西班牙语、德语

主题 : 科幻 类型 : 图像小说

特斯拉的三个魂灵

出版信息



图像小说

. 04 .

社科

文学

传记

生活

科幻

剧情

｜贾映雪 yingxue.jia@mediatoon.com ｜ ｜ 姚丽晴 liqing.yao@mediatoon.com  ｜

mailto:yingxue.jia@mediatoon.com


出版信息

我们的目光重新回到1957年的德国。19岁的乌

利是一所极负盛名的现代舞学校学生，他灵魂

深处的激情与战后席卷欧洲的忧郁格格不入。

他对音乐剧充满热情，但这种热情却被他的同

学嘲笑，他们认为这一领域早已过于商业化。

在一次前往柏林的旅途中，乌利遇到了年轻的

非洲裔美国舞蹈家安东尼，他建议乌利去百老

汇碰碰运气，而帘幕就此拉开……

作者：Maurane Mazars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8月 页数：248页 开本大小：202 x 268 mm

舞 !

类型 : 剧情



让-卢普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物。

他与父亲一起住，由于缺乏自信心和长期

以来母亲这个角色在他生活中的缺席，他

渐渐染上了一种焦虑困扰，即强迫症，这

使他很难拥有正常的生活。不过他同时也

被赋予了讲故事的天分，他有着无限的想

象力，他甚至异想天开地为自己创作了一

个奇幻宇宙。

但一个多愁善感的心灵可以向他人自如地

讲述自己的幻想故事吗？当一个人与其他

所有人都格格不入，他是否还能在社会上

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有趣而动人的故事配上希波里特的插图，

这部作品可以使读者仿佛感受到著名绘者

桑普的风格。

作者：Hippolyte &  Zabus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页数：200页 开本大小：210 x 282 mm

不可置信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他的真名是让-巴蒂斯特·普兰，但他们唤他“

悲情侯爵”。

这个有着宽厚灵魂和对万物都充满好奇的年

轻人不得不与十七世纪的的狂热信仰和一切

风闻谣传进行对抗。那时，人们依然热衷于

神秘和超自然的事物，科学才刚萌发它的幼

芽，还远远没有取代那些根深蒂固的传说和

迷信……

新出版合集卷。

作者：Bonhomme & Vehlmann 出版社：Dargaud 卷数：5卷

出版日期：2008年7月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44  x 320 mm 

阿纳翁侯爵

类型 : 动作，冒险

出版信息



出版信息

贝西·科尔曼出生于20世纪的拂晓年代，她是

切诺基族和非裔美国人的混血，从小就梦想着

成为一名航空人。但当一个人生来是个女人，

还是个贫穷的黑人，那她就不得不同时忍受美

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和三K党的迫害，飞行学校

更是一项难以企及的奢侈。可贝西的决心很强

，她不惜一切施展自己的才能，终于让她等来

了机会：一个犯罪组织正在寻找一名不畏惧飞

往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的飞行员，这是一个

位于加拿大沿海的法国领地，却俨然成为了真

正的酒类走私中心。考虑到这像自杀一般的飞

行条件，这项任务无疑艰巨而危险，飞行员不

得不随时面临被海岸警卫队用机枪扫射或是被

蒙面三K党残暴虐待的风险。

通过女主人公对暴力和腐败的世界的探索，以

及对她童年在父亲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闪回，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贝西·科尔曼的非凡命运，

1921年6月15日，她终于成为首位非裔美国飞

行员。她说：“天空是唯一没有偏见的地方。”

她力图克服重重障碍的不懈决心终使她成为了

解放思想和反对种族歧视的典范。

作者：Henriet & Yann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 mm

北印第安女子

类型 : 动作，冒险



本作品根据瑞典小说家斯蒂格·拉尔松的小说改编，

原著已被大卫芬奇等导演多次搬上大银幕。

在被《千禧年》杂志解雇后，记者麦克•布隆韦斯特

应瑞典范耶尔财团巨头亨利的请求，探查四十年前

亨利挚爱的侄女海莉失踪案。随着调查深入，他的

道路逐渐与另一位精通网路调查的骇客丽思贝丝•莎

兰德相交，她是近身搏击专家，却也同时是社会边

缘人群中的一员。她将自己的正义观应用到了“憎恶

女人的男人们”身上。

从第一页起，这本书就将我们拽进了亨利·范耶尔的

失望与悲伤之情中。而随着作者霍姆斯和伦伯格的

想象与创作，我们将再一次踏进这部扎根于瑞典现

实的惊悚片。

类型 : 惊悚，冒险

龙文身的女孩

作者: Homs & Manolo Carot & Runberg 出版社: Dupuis 册数：6册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 mm           出版日期 2015年9月

出版信息



绘者希波里特和剧作家扎布

斯之间的又一次默契合作，

这次他们试图从一个隐喻的

角度来讲述流亡和移民的故

事。

打开本作品，读者将能看到

的是一部真诚而动人的当代

寓言。

作者： Hippolyte &  Zabus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页数：184页 开本大小：210 x 282 mm

黑暗所至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继代表作《海盗约翰》后，马蒂

厄·劳夫雷再次向我们展示了他画

海盗题材的天赋。这次他将我们

带到加勒比海域，这里正在展开

一场探宝行动，托尔蒂加总督似

乎最有势头能得到宝藏。可怖的

达克塞夫人希望获得王室赦免，

便与总督结盟。不过他们必须立

刻采取行动，因为在他们身后，

海文，这个年轻急躁的海盗正虎

视眈眈！

作者：Mathieu Lauffray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页数： 68页 开本大小：295 x 367 mm

海文

类型 : 冒险、动作

出版信息



《拉比的猫》的作者史法又带我们开始新的

冒险啦，背景是美丽的尼斯，史法的故乡。

尼斯前市长雅克•梅伦达在一个本该与平常

一样静谧的夜晚里，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让他决定立即与他的爱人露露启程去首都巴

黎。这次的目标是巴黎时尚周！可以肯定的

是，在时尚周期间，警卫会有疏漏，因为他

们不得不忙于保护项链、戒指等各种珠宝。

任务或许并不难，两天后，他们就可以回到

海岸。

这个故事略带疯狂、滑稽，但同时又真诚、

朴实，或许读完后会让您对法国的这座蓝色

城市产生另一种印象。

作者：Joann Sfar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160页 开本大小：195  x 270 mm 

尼斯市长

类型 : 侦探

出版信息



出版信息

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弗朗索瓦·孔贝居住在美国和墨

西哥之间的边境小镇诺加莱斯。为了去谢丽托给

妓女拉奎尔拍摄照片，他暂时离开了妻子、年幼

的儿子和打字机，而与自己的情妇兼秘书凯前往

墨西哥。他们刚巧在那里遇见了孔贝的朋友杰

德·彼得森，而杰德想要追求拉奎尔的意图人尽皆

知。就在同一晚，拉奎尔被残忍地杀害了。谁是

凶手？弗朗索瓦·孔贝可以说是犯罪的专家，而杰

德是被目击到最后一个与拉奎尔有接触的人。为

了查明真相，孔贝雇佣了小仆人埃斯特雷利塔做

他在贫民区的眼睛和耳朵。

贫穷与富裕之间的墙或许可以被翻越，但分界线

的另一端，悲惨世界的草地却早已被染红。

作者：PHILIPPE BERTHET & JEAN-LUC FROMENTAL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72页 开本大小：220x288 mm

边境线的另一端

类型 : 犯罪，侦探



出版信息

在乔曼西岛的诺曼岛上，一场意想不到的
暴风雨席卷了垂垂老矣的保罗和年轻女孩
克里斯汀的命运，他们的船只被撞翻在岩
石上。他们的相遇是个双重拯救的故事，
克里斯汀不是偶然出现在那的，她为保罗
的编辑工作。保罗是摄影记者，因他的“星
球”系列而闻名，这次的新书不同于以往，
将聚焦于更加私人的话题，艺术家为他取
名叫《爱情历险日记》。

令人叹为观止的写实主义和光线的变幻为
图像增添了生动的电影质感，而图像伴随
着对一场哀伤之旅的汹涌叙述在我们面前
缓缓展开。克里斯汀在孤独的巢穴中，在
与她为伴的且属于另一个逝去世纪的男人
身旁，发出着现代女性的声音。

作者：Denis Lapière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72页 开本大小：310x287mm

一个年华逝去的男人

类型 : 图像小说



出版信息

刹那间，艾琳·莱弗兰茨消失了。就在她好端端

地与丈夫一起坐在车里时，下一刻，她就不见

了。而当她的孪生妹妹布兰丁在美国一家酒吧

里随着《脱衣舞女》的曲调而摇曳时，就在同

样一刻，她突然感应到了她姐姐正深陷于可怕

的泥潭之中。

奇怪的失踪事件就像被施了魔术一样在不断增

加。在梦幻般的气氛中，这个故事渐渐被揭开

面纱。

作者：Eric Maltaite & Zidrou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320x240mm

下一刻

类型 : 悬疑，惊悚



出版信息

富裕的斯古博家族在广袤的海洋上平

静地航行着，勇敢又老道的德拉罗亚

船长指挥着船舰稳步航行。桅杆上水

手的惊呼“梭鱼队！”划破了平静。该死

的海风将厄运吹向了船队——是海盗！

船上富裕的乘客成为了俘虏，船长凭

借出色的身手勉强保住了性命。在臭

名远扬的布埃托岛上，海盗黑狗将斯

古博家族的成员贩卖给岛上粗俗的居

民，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出发寻找斯

古博家族隐藏的财富，所有人的命运

从此交织在一起。

本册是该故事6册的首次合集，包含全

新的封面和8页独有的插画页。

作者：Jérémy, Jean Dufaux                          出版社：Dargaud                       

卷数：7卷 出版日期：2019年12月 页数： 352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 mm                 

梭鱼海盗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2012年出版的《熊皮（第一部）》在面

世后广受好评。2020年，两位才华横溢

的作者又将为读者们带来同样精彩的第

二部。

安德烈亚今年15岁，而在父亲死亡和母

亲自杀时他还只是个孩子。如今的他完

全依赖在一个外表完美的陌生人身上：

一个残酷且专横的黑手党头。他视安德

烈亚如己出，将他保护在自己的翅膀下

。安德烈亚还将遇到自己的初恋，虽然

这个初恋和大家想的都不太一样。

作者：Oriol, Zidrou                        出版社：Dargaud                       

卷数：2/2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 mm                 

熊皮（第二部）

类型 : 剧情



出版信息

上世纪20年代，英国殖民约翰•瓦莱斯

先后流亡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最

后他被人以杀人罪名逮捕。尽管经历

了残酷的强制劳动，瓦莱斯最后还是

成功逃脱。追捕他的人中，多了一名

神秘的黑人女性。不惜一切代价的追

捕行动背后，是否隐藏了更大的秘密

？非洲大陆上人们对自由的执着追求

正慢慢拉开帷幕。

作者：Hugue Labiano, Stephen Desberg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 mm                 

非洲雄狮

类型 : 冒险、动作



出版信息

蕾娜，一个留着短发、优雅又神秘的女

人。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但她的旅

行开始于东柏林。有人曾经递给她一张

名单，在蕾娜背下内容后，这张名单便

被摧毁。她游走于匈牙利、乌克兰、土

耳其和叙利亚等地，给名单上的人带去

一些奇怪的物品，或是一盒杏仁酱，或

是一小瓶香水。在书中，读者跟随作者

的指引探秘欧洲大陆，感受一段纠缠的

历史。但蕾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作者却没有透露，只等读者随着故事

发展慢慢揭开。

作者：André Juillard, Pierre Christin                                               出版社：Dargaud                       

卷数：3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 mm                 

蕾娜的漫长旅行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内特是埃及法老的女儿之一，在祭祀仪

式上，她精湛的舞蹈吸引了法老的注意

。而她没有想到的是，她随即被选为圣

洗舞者。内特的姐姐提醒她，如果不想

变成法老的妻子，就得在圣洗舞中失误

。无法在众人眼光中展示出自己丑态的

内特，只得选择逃亡。但在逃亡的途中

，她又不幸被巴比伦国王俘虏，成为国

王的“救命稻草”——欺骗众神的替代者

。

作者：Isabelle Dethan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 mm                 

救命稻草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著名记者里克·罗谢总是遭遇各种离奇

的经历：回到家发现被一个和自己长

得一模一样的人打了一顿、调查一个

用吻杀死别人的女杀手、自己多年前

就去世的父亲突然被警方逮捕了。原

本是孤儿身份的里克·罗谢被免除了兵

役，但现在的情况似乎有点复杂了。

作者：Zidrou, Van Liemt Simon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1/4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25 x 295 mm                 

里克·罗谢的新任务

类型 : 冒险、悬疑



出版信息

纳瓦荷州的纪念碑谷地不管什么时候都

是那么广阔，但是西行的人们却经历着

让人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混乱的酒吧

、杀人不眨眼的杀手、残酷的皮条客、

无奈的妓女。但什么也无法阻挡社会的

进步，铁路在这片残酷的土地上正一点

点地修建着，冰冷地见证着这片土地的

残破和人们的贪婪。

作者：Thierry Gloris, Lamontagne Jacques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 mm                 

广阔西部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在漫长的调查之后，蒂法和蒂图终于

将一个古董商关进了监狱，他私自收

藏了63幅名画，而这些名画可能都是

盗窃来的。但随后，蒂法和蒂图便遇

到了奇怪的事。其一是他们的好友吉

吉神秘失踪了。其二则是古董商的女

儿企图杀害蒂图！她声称自己的父亲

是无辜的，他只是在罪犯的胁迫下暂

时收藏了那些画。监狱里少不了无辜

的人，但这一次，蒂法和蒂图怎么看

都不觉得古董商是无辜的！看来，调

查还没有结束！

作者：Robber, Blutch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页数：80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 mm                 

蒂法和蒂图系列之吉吉在哪儿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布鲁塞尔的夜晚是宁静的。但这一切

只是一种假象。无数“超级英雄”在城

市中飞檐走壁。而这一幕的发生都是

源于斯皮鲁。没错，就是那个诞生于

1938年的著名漫画形象斯皮鲁！已经

被年轻人们忘却的斯皮鲁决定重新引

起大家的注意，他假扮为美式超级英

雄，打算在激起热烈讨论和大家的兴

趣之后再揭开真面目。但做一个超级

英雄并不容易，在斯皮鲁决定放弃的

时候，无数冒牌的超级英雄居然从四

面八方涌现出来，真正的超级英雄斯

皮鲁不得不重出江湖。

作者：Vehlmann Fabien, Yoann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页数：88页 开本大小：200 x 268 mm                 

超级英雄斯皮鲁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在误会和争吵之后，有的人决定结束自己的

生命：一个红色的信号，这就是卡尔曼出场

的时候了。一头粉色头发、脸上有着红色雀

斑、穿一身骨架服的卡尔曼走上了一间学生

公寓的楼梯，她径直朝浴室走去。

浴室里的卡塔琳娜刚刚用小刀片割破了自己

的手腕。在这一段生死模糊的时间里。卡塔

琳娜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女孩，她粉色的头发

、脸上有着红色的雀斑、穿着奇怪的骨架衣

服。她是谁？死神吗？她将给卡塔琳娜带来

什么？

作者：Guillem March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页数：160页 开本大小：237 x 310 mm                 

卡尔曼

类型 : 剧情、奇幻



出版信息

当吉恩被生活压垮的时候，他第一次

有了找寻雷米的想法。雷米是他年轻

时常听的一个歌手，在他还充满着反

叛精神的日子里，雷米洒脱和充满自

由感的声音让吉恩深深着迷。但关于

雷米的线索只剩下古老磁带背后零星

的细信息，似乎没有人记得这位歌手

了。“难道是我自己幻想出了一个歌手

吗？”吉恩开始问自己。但他仍然打算

通过这短小的12首歌去找寻这位遗失

的歌手，在这条追寻之路的尽头，吉

恩发现了令他惊讶不已的事实。

作者：Didier Tronchet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页数：184页 开本大小：195 x 258 mm                 

遗失的歌手

类型 : 剧情



出版信息

法国比利时区受欢迎的漫画系列“水手

提尔多”又推出了新续集！

水手提尔多继续在海上航行，他的团

队这次被困于新加坡，还面临着死亡

的威胁。在眺望地平线的时候，提尔

多情绪逐渐低落。想要拯救他不幸的

伙伴们，提尔多就不得不闯入阿罗岛

的迷宫之中。

书中前20页采用黑白形式，将读者逐

渐吸引到故事紧张又刺激的氛围中。

作者：Frank le Gall                                               出版社：Dupuis                       

卷数：5/5卷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页数：32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 mm                 

水手提尔多系列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Saumure-en-Vauxoi博物馆将有机会收藏

到著名画家让·巴普蒂斯·卡密尔的5幅画

，不，应该说他们曾经有机会······收藏

的消息泄露后，这些画就失踪了。作为

负责人的朋友，蒂法和蒂图决定帮助他

寻找失踪的名画。但艺术界的人们似乎

都不太喜欢合作，二人的调查拖拖沓沓

了一整年，直到有一天， 当他们在

Saint-Ouen的跳蚤市场上闲逛时，一个

小混混说他有这5幅画的消息······

Robber在他的故事中向我们揭露了艺术

领域里的疯狂行为，在书中，读者还可

以跟随着两位侦探一起探索巴黎城。

作者：Robber, Blutch                                    出版社：Dupuis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92页 开本大小：134 X 196 mm

蒂法和蒂图：野蛮的古董商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30册瓦斯克冒险系列已经结束，但瓦斯

克迷们不用伤心，《瓦斯克：威尼斯的

光与影》重新出版了瓦斯克系列最为精

彩的第6册。

与原册不同的是，本书采用黑白线描的

方式来呈现瓦斯克的威尼斯冒险，并附

上了中世纪威尼斯的历史介绍、各种逸

闻趣事和照片，是冒险与历史迷们不可

错过的一本单册。

作者：Révillon, Rousseau Dominique, Chaillet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120页 开本大小：222 X 295 mm                                                                                                    

瓦斯克：威尼斯的光与影

类型 : 历史



出版信息

本维努托是一个职业杀手，他无疑也

是西达利共和国最出色的杀手。目前

，他效力于善于权谋的行政长官杜卡

托。西达利与雷西帝国的战争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着，本维努托奉命带领西

达利的舰队迎战，但本维努托此行还

隐藏着一个秘密任务。

作者：Genet Frédéric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2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最新一册）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 mm

赢得战争

类型 : 英雄、动作



出版信息

所有的一切都太相似了，不管是人物还

是场景，这一切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巧合

。

西尔维斯特·鲁贝尔·雷万斯基在法国南

部的一个城市里处理他的最后一起诉讼

案件。这位重罪法庭院长就是在这里开

启他的职业生涯的。但这起案件让他会

想起了他的初恋瑞秋，以及一个善于蛊

惑人心、心肠狠毒的连环女杀手玛蒂尔

徳。这位老法官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污

点，他的形象公正、仁慈。但一位警察

故交突然提出要与他会面，所有的一切

似乎并不像老法官想象的那样简单。

作者：Franck Biancarelli, Denis Robert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166页 开本大小：210 x 282 mm

一起诉讼错误

类型 : 犯罪、解谜、自传



出版信息

西西里战役后，意大利南部受到诺曼人

的疯狂袭击。大量雇佣兵眼红于战后所

掠夺的财富，纷纷加入了纪尧姆·德·奥特

维尔带领的诺曼人大军。浩浩荡荡的人

马击垮了拜占庭的军队。面对这样一股

强劲势力，拜占庭国王米歇尔四世不得

不采取特殊手段，将敌人的死对头马尼

亚克放出了监狱，并任命他为军队首领

。满怀仇恨的马尼亚克一心只想复仇。

与此同时，拜占庭的失利对教堂来说是

一件好事，但主教艾提昂仍然必须提防

纪尧姆，避免让他成为教堂的新敌人。

已出版三卷目录：

卷一：《老板的黄金》

卷二：《魔鬼的一部分》

卷三：《愤怒的诺曼底人》

作者：Ronan Toulhoat, Vincent Brugeas                   出版社：Dargaud                  卷数：3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 mm

征服者的愤怒

类型 : 冒险、历史、动作



出版信息

“酒印”是一个男孩的名字，也很好地描

绘了他的外貌。他的脸颊上有一块葡

萄酒渍留下的印记，轮廓是一块不知

名的土地。他生下来便如此，被抛弃

的时候也是如此。他生活在一个被遗

弃的小村庄，这个村庄处于废气铁路

和薰衣草田之间。多年前，这里的大

部分村民和最后一列火车一起离开了

，只有酒吧和一家肉店留了下来。一

个年轻女人住在村头的一幢大房子里

，但她从不露面，人称“神秘的玛丽”。

酒印总在想也许神秘的玛丽就是他的

生母。有一天，这个神秘人物居然邀

请他到家里来·····

作者：Olivier Berlion, Eric Corbeyran                        出版社：Dargau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88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 mm

酒印男孩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杰斯正用他饱经风霜的小号准备着下一

场音乐会。为了给活动做宣传，露西娅

建议杰斯能够回答几个与他相关的问题

。一向沉默寡言的杰斯拒绝了。

杰斯的好友泰奥和犹大正在打牌，一群

携带武器的流氓突然闯入，杀死了雷芒

多叔叔后卷走了牌桌上的钱。这个惨剧

让三位好友悲痛不已，犹大说服了两位

好友一起为叔叔报仇。

这一事件也让杰斯陷入了沉思，他选择

接受露西娅的采访，这个独特人物的黑

暗过去即将被揭开。

作者：Roger, Raule                                   出版社：Dargaud                                    卷数：7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最新一册）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 mm             

杰斯·梅纳德

类型 : 侦探、动作



出版信息

故事发生在50年代的纽约。约书亚·弗

拉纳冈曾是101空降部队的成员，也是

著名的紫心勋章的获得者。现在，他为

一间律师事务所工作，但实际的领导是

前指挥官詹姆斯·雷顿。约书亚负责调

查一起房地产商敲诈案，受害者罗纳德

·休斯勒是一个颇有魅力的四十岁男人

，而他所受到的敲诈与他妻子混乱的过

去不无关系。

作者：Warnauts, Raives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 mm

紫心勋章

类型 : 悬疑、动作



出版信息

卡尔玛城是一个充满正义的城市，在

这里集体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作

为城市警察的库佩、阿苏卡和拿珀利

成功粉碎了一个文物倒卖组织。但在

法庭上，出了名的正义女法官贝内迪

克特却无缘无故地倒向了犯罪人，并

且随后死于脑部疾病。三位警探这时

明白了这个案件已经涉及到了高层，

他们不得不展开逃亡。与此同时，城

市的另一角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

种有自我意识的AI机器人正在被开发

。但对于这样一个机器人，谁才是他

的主人呢？

作者：Gabrion                                            出版社：Dupuis                                         卷数：2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 176页 开本大小：200 X 265 mm

卡尔玛城

类型 : 奇幻、冒险、动作



出版信息

17世纪的德国，持续了30年的战争仍然

在这片土地上肆虐。无面军团是一批经

验丰富的雇佣兵，但他们已经对暴力和

厮杀逐渐厌倦。一日，在与敌人的交锋

中，寡不敌众的无面军团沿着一条隐蔽

的通道撤退到了一个世外山谷。这个山

谷与世隔绝、免受战争的困扰。无面者

们决定在此处解甲归田。然而战争如同

挥之不去的阴影一般跟随着他们，为了

保护这最后的净土，他们需要付出沉重

的代价。

作者：Kas, Dubois Pierre                          出版社：Le Lombard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96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 mm     

无面军团

类型 : 冒险、历史、动作



阿里斯托芬尼亚：蔚蓝海岸王国

故事发生于1900年的马赛。克莱蒙是一位善良的

工人，也是一位刚正不阿的父亲。然而平静的生

活下似乎掩藏着一个奇怪的秘密，并导致克莱蒙

神秘的死亡。

1909年，克莱蒙的三个孩子在热纳维耶慢慢长大

。因母亲入狱、缺乏他人的看护，他们经常饥寒

交迫。一天，一位既可疑又可信、既古怪又饶有

趣味的年长女士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她就是自称

女伯爵并且熟知他们父亲的阿里斯托芬尼亚·鲍尔

多

她带着这群孩子离开了他们原本灰暗的生活和冬

作者: JOËL PARNOTTE,XAVIER DORISON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出版信息

主题 : 冒险、奇幻 类型 : 漫画

然而，任何事都有两面性，蔚蓝海岸也是如此。在美丽和光明背后，无声的威胁投下

了它的阴翳。这里有捕鼠者巴尔沃萨、逐放者的头目和他可悲的走狗，全都悄无声息

的蜷缩在马赛的阴暗街区之下。阿里斯托芬尼亚，蔚蓝海岸的最后一位仙女，用尽全

部的魔法来保护这些孩子，并向他们揭示自己的命运……

天的寒冷，一路向南，前往沐浴着阳光的蔚蓝海岸。她向孩子们称之为地上的天堂。



占星家摩羯先生

作者: ANDREAS                                  出版社: Le Lombard                            合订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64页

开本大小：212 x 283mm

出版信息

一件拥有无边法力的神奇宝物同时被

一帮无耻流氓和一个毫无下限的政府

组织机构所觊觎。这件宝物释放了一

个身上具有强大电流的怪兽、一位被

绑架的富有继承人，以及一架在行驶

过程中偶遇海洋中奇异光芒的潜水艇

……

神秘的摩羯先生以占星家的身份定居

纽约以来，遇见了各种各样的古怪事

件和难缠的敌人，一个个令人眼花缭

乱的谜团最终究竟能否解开？

主题 : 奇幻、冒险 类型 : 漫画



“扎豪夫将军，我叫菲欧娜·弗拉纳甘，也

许你不认识我。不过，不久之前，你们

手下一位卑劣的狩猎者杀了我的父亲，

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发誓我要向你们报

仇！我的手下已经找到了你的妹妹和她

的三个孩子，还有你们藏身的小岛。所

以这次，要轮到我来狩猎了！

谁会第一个找到你的妹妹呢？是我还是

你？就在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的妹妹

和她的孩子已经来到小岛上了。如果是

我先找到你的妹妹和她的孩子，我会杀

了他们。如果是你先找到他们，你则要

拼尽一切守护她们。因为，我会不停地

寻找你们，将你们打倒。直到这个世界

上，再也没有一个叫扎豪夫的人出现。”

谁是扎豪夫，去漫画中寻找答案吧！

作者: Sylvain Runberg，MIVILLE-DESCHÊNES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5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88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mm

出版信息

扎豪夫将军

主题 : 冒险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1945年春天的德国前线，战争只留下了死亡和

毁灭的印记。阿勒是部队中唯一的幸存者，为

了缓解眼下所发生的一切恐惧，这个美国士兵

开始了他纽约生活的回忆。

他出生在美国，父亲是一位德国移民。他们一

直过着被歧视为异国人的痛苦生活。在阿勒不

到10岁那年，一天晚上，父母和他们的家全部

葬身于一片火海之中。阿勒被逼无奈，只能流

浪街头，成为了“黑靴子”，也就是擦皮鞋的人

。随后，他遇见了最要好的朋友，也遇见了心

爱的人，却遗憾地发现两人身份悬殊。

慢慢地，阿勒明白了纽约不会给穷人容身之地

，因此他决定远走他乡，赚取更多的钱财。但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战争改变了他的一

切，并和他的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者: MIKAËL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6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mm

主题 : 冒险、历史 类型 : 漫画

黑靴子



出版信息

这是一部典型的西部漫画。

他叫科芒歇，是一个大农场的经营者。

在这里，一个印第安牛仔男孩帮他打理

着一切。这个男孩远不止看起来那么简

单，他曾经是奴隶，能够对抗那些逍遥

法外的歹徒，包括最臭名昭著的红尘。

显然，一切都不在科芒歇的掌控范围之

内。

作者: ROUGE，GREG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6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48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mm

农场经营主科芒歇

主题 :  冒险、西部 类型 : 漫画



让·加多瓦斯和奥斯曼·迪乌姆原本是两

个没有任何交集的人，1914年却在同

一个战壕中相遇了。1920年的法国，

在他们之中，一个因为错误指控将被

枪毙，另一个虽然在战争中存活了下

来，却不断遭遇着种族歧视的侮辱。

通过让·加多瓦斯和奥斯曼·迪乌姆的命

运之战，我们能看到一代牺牲者的命

运纷争，以及女性对抗社会不公、恶

意中伤和谎言的斗争。

作者: BLIER,  LAX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20页

开本大小：237 x 310mm

出版信息

主题 : 历史、冒险 类型 : 图像小说

苦味的故乡



1957年的阿尔及利亚，一场以法国军队

抗击叛乱者的战争打响，这场战争的目

的在于捍卫国家的独立。然而，两个星

期前，在法国出现了一件令人担忧的事

情，一支部队中有22个男人带着武器和

行李消失了，这支部队由梅索尼耶中尉

指挥，并由北非前法国殖民军在当地雇

佣的本地军人、阿尔及利亚征兵组成。

随后，找到这支部队的任务就交给了瓦

莱拉上尉。于是他带领着自己的部队，

在卡比利亚山开始了搜查任务。

作者: GIROUD，LAX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1册

出版日期 : 2013年 出版语言 :法语 页数：160页

开本大小：230 x 302mm

出版信息

主题 : 历史冒险 类型 :图像小说

寻找丢失的部队



1907年7月，阿梅代是建造“午夜之峰”天

文台所需建材的士兵之一。在此期间，

他遇见了一位痴迷于环法大赛的卡米耶

先生。不久之后，阿梅代感染了一种病

毒。于是，阿梅代回到了他位于山脚下

的村庄。为了存钱买他第一辆翠鸟牌自

行车，他成为了搬运工。他愿意接受任

何危险的搬运工作，甚至是去最险峻的

山峰。一次，他在冰山中度过一整夜，

虽然他活了下来，却切掉了脚趾。

然而，这只是阿梅代一连串惊险离奇的

历程的开始：这位不知名的残疾跑步者,

从一座最高的山峰骑到另一座最高的山

峰，那里路面崎岖，荒无人烟。在阿梅

代被封为“无脚趾的雄鹰”那天，他成为

了环法大赛的佼佼者。

作者: LAX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2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80页

开本大小：237 x 310mm

出版信息

主题 : 历史冒险 类型 : 图像小说

无脚趾的雄鹰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在12年的监禁后

，布莱兹·范·于朋，也就是人们口中的“

小国王”出狱了。但是他能去哪呢？是

远走他乡，还是回到那个曾经置他于死

地的故乡？那是他之前生活过的村庄，

那里有他的家人和他从前的记忆。

他和他的母亲对鸟类十分喜爱，这份喜

爱给予了他重生的力量，帮助他缓解村

庄里人对他恶意中伤带来的痛苦。因为

布莱兹自幼丧父，母亲是聋哑人，何况

他们是定居在瓦隆的弗拉芒人。然而，

当布莱兹回到村庄后，他心中很快就被

愤怒、恐惧和复仇所点燃。

作者: SERVAIS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05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31 x 310mm

出版信息

鸟语杀手

主题 : 冒险 类型 : 图像小说



出版信息

在西水代平原，一场可怕的战斗留下

了数不清的尸体和哭泣的寡妇。定木

在寻找她的未婚夫时，遇到了玛萨姆

纳。玛萨姆纳被定木的美丽所吸引，

也被她身上伤感的情绪所感动。于是

玛萨姆纳向定木提供了帮助，并承诺

将把她未婚夫的尸体带回村庄。定木

决定去寻找千泪面具，这是她曾经和

未婚夫的约定。因为千泪面具可以使

生者跌入死者的世界，随后便可和心

爱之人一起回归。这正是定木决定做

的事情，她和玛萨姆纳一同前往

Takedo城堡，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悲惨的命运正在等着他们。

作者: ROBERTO ALI，DAVID CHAUVEL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7月5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mm

千泪面具

主题 : 冒险、奇幻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当亚历克西斯·马克·科伊被北方人俘虏

时，他穿着同盟军的灰色制服。 在美

国内战结束时，他得以平反，并因为

他令人可敬的勇气，被任命为阿帕奇

堡的中尉，并在阿帕奇堡遇到了他的

老朋友查理。马克·科伊中尉是个性格

难以琢磨的角色，他发动战争，有时

表现得像个英雄，但他从不鲁莽行事

，盲目地服从命令。他的秘诀是在说

话之前，淡定的小酌一口。

这四册合集收录了前几册漫画，包括

《西班牙人的幽灵》《恐怖阿帕奇》

《魔法箱子》《于阿勒可的信》《远

方巡逻队》《追寻凯特小姐》，马克·

科伊中尉带我们继续他惊心动魄的历

险旅程！

作者: PALACIOS，GOURMELEN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7月5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92页

开本大小：225 x 297mm

马克·科伊

主题 : 冒险、西部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珀西瓦尔一直与他的母亲住在与世隔

绝的森林中，对人类社会一无所知，

他喜欢与大自然相处。有天，他遇到

一群圆桌骑士，珀西瓦尔深深地被他

们金碧辉煌的盔甲所吸引，他只想做

一件事，那便是加入圆桌骑士，并为

亚瑟王效忠。 虽然他身上还充满稚气

，但他坚定的决心使得他得到了许可

。但他将面临另一个更复杂的挑战：

发现他到底是谁。

作者: Anne-Caroline Pandolfo，Terkel Risbjerg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6年10月7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84页 开本大小：213 x 278mm

珀西瓦尔

主题 : 奇幻、冒险 类型 : 漫画



“观察者联盟”是神秘的代名词，只有身

居国际金融领域的内行人才听说过。这

是一个隐藏在金融市场的黑洞，每年都

会吸走数亿美元。同时也是Larry B. Max

和I.R.S.组织内其他成员们最大的噩梦。

不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发现

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于是， Larry B.

Max集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的

共同目标便是揭穿“观察者联盟”！

这部合集中收录了该系列的前四本漫画

，四位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们围绕着

Larry Max展开调查，并将剧情相串联起

来。

作者: DESBERG STEPHEN, QUEIREIX ALAIN, KOLLER DANIEL, BOURGNE, VRANCKEN

出版社:  Le Lombard              合订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08页 开本大小：223 x 300mm

出版信息

观察者联盟

主题 : 冒险、动作 类型 : 漫画



故事发生在1967年的夏天，15岁的安东

尼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一场网球

比赛彻底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在这场比赛中，安东尼赢得了最

终的胜利，他的对手是友善的艾瑞克。

然而，艾瑞克的爸爸无法接受儿子比赛

失败的现实，于是企图在夜晚用货车撞

死安东尼和他的爸爸，却没有成功。几

个小时候，安东尼的父亲消失了。在这

些混乱之间，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侦探诺

亚先生……

这本独特的漫画用颜色美学渲染出悬疑

和惊悚的紧张氛围，品味起来就像一杯

60年代的鸡尾酒！

作者: Clérisse & Smolderen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6年1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68页

开本大小：210 x 280mm

出版信息

恶魔的夏天

主题 : 悬疑、惊悚 类型 : 漫画

本书荣获2017年安古兰SNCF最佳侦探奖。



故事发生在水下世界，这个世界的发

展历史和19世纪的英国历史颇为相似

。

巨型海兽入侵大海意味着Cetos（海怪

）的真实存在。同时，因为一项古老

的协约，哈利和海怪之间产生了某种

神秘联系，他们之间究竟拥有怎样的

过去？未来又会发生什么？

作者: HÉLÈNE V.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88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mm

出版信息

灰烬的女儿

主题 : 奇幻、冒险 类型 : 漫画



阿尔卑斯的射击

作者: MATTHIEU DURAND，PATRICE BUENDIA，HUBERT CUNIN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mm

出版信息

一架老式飞机秘密坠毁，与此同时，

一项翻修战斗机的停机场的计划在瑞

士被秘密提出。另外，幻影号战斗机

的价格比预期高出许多……

因此，唐居伊和拉韦尔杜雷被派往瑞

士，负责运送一架双座幻影战斗机。

可问题在于，正处于冷战期间，瑞士

除了需要面对武装科技力量的难题，

更重要的是，地处欧洲大陆中心，这

里也是无数间谍隐匿的根据地……

主题 : 冒险、历史 类型 : 漫画



最后的阿特拉斯

作者:  Vehlmann Fabien, Bonneval Gwen, Tanquerelle Hervé, Blanchard Frédéric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32页 开本大小：210 x 280mm

出版信息

以实玛利·塔伊布是某犯罪集团的头目。

一次，他被指派了一项重要的任务：找

到核反应堆。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需

要重新启动巨型机器人“最后的阿特拉斯

”，这些机器人在70年代中期的阿尔及利

亚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在之后全

部被损坏，除了乔治·桑。同时，前战地

记者 弗朗索瓦在塔西利公园发现了一个

将会影响世界的令人恐慌的生态问题......

本书入围2020年安古兰国际漫画节。

主题 : 冒险、动作 类型 : 漫画



身着豹纹、眼神犀利、步态矫健、喜欢

将笔插在鼻子里，这就是热罗姆· 穆什

龙。

他是野兽，既吸引人，也令人惶恐。你

们听见他的叫声了吗？

热罗姆的任务是掐死人们对明天的恐惧

，确保第二天所有人都能准时登上处理

繁杂琐事的列车。换句话说，热罗姆扮

演着类似保险公司的角色，但又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保险公司。

作者: BOUCQ FRANÇOIS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6册

出版日期 : 2019 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76页

开本大小：213 x 278mm

出版信息

热罗姆· 穆什龙的奇探冒险

主题 : 幽默 类型 : 漫画



经过数年的历练和漂泊不定的生活，乔

拉娜终于成为了女王。她在治理国家方

面帮助国王出谋划策，因此，得到了国

王越来越多的信任。

然而，随着乔拉娜的影响逐渐扩大，这

个年轻女子竟逐渐成为了国王潜在的敌

人，威胁着他的王位……

作者: VAN HAMME JEAN, ALCANTE, VALLÈS, FAVRELLE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37 x 310mm

出版信息

女王乔拉娜

主题 :历史 类型 : 漫画



雅各布是一位英勇的战士，同时也是记

忆的捕捉者。他拥有一种既令人艳羡又

招致灾难的能力：可以无影无踪的进入

任何一个地方，并且没有人会记住他的

模样。

塞缪尔则是一位神医的继承者。雅各布·

坎耶和他的兄弟塞缪尔是希波克拉底人

的最后幸存者。这两位战士和医生成为

了受到重用的雇佣兵，并接到了一位富

商的请求，希望治愈自己病重的女儿，

然而，这位少女却身处被重火包围的城

市伊莎贝拉。

作者: MONTES JAVIER,RUNBERG SYLVAIN,GUERRERO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开本大小：241 x 318mm

出版信息

雅各布·坎耶

主题 : 冒险、奇幻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在特种部队的神秘世界中，SAS享誉盛名

。可他们却被迫在45岁退休，因为部队

中的成员总喜欢试探法律的边缘，这严

重的危及到了他们的个人安全。

山姆从SAS退休后，重新被“黑水”雇佣，

“黑水”是一座墨西哥边界靠近美国工厂

安全部的领导人。带着山姆，他们计划

着在两国之间修建一条秘密通道，因为

这对他们之后的计划大有用处。

作者: Amazing Améziane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6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08页

开本大小：222 x 295mm

现金牛仔

主题 :  冒险动作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她是巴黎工科学校的高材生，通晓多

种语言、曾是航空指挥官。

她追求潇洒自由的生活，万人迷的她

，在情场肆意妄为的围捕想要的猎物

。她还有一位忠实的密友比尔总是守

护在她的身边……

作者: Isabelle Bauthian，Raphaël Beuchot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2                                     出版日期 : 2019年6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48页 开本大小：222 x 295mm

鲍勃·摩哈娜

主题 : 冒险、动作 类型 : 漫画



故事发生在1880年的美国堪萨斯州。伊

利亚·斯特恩是一位殡仪馆装殓和埋葬尸

体的工作人员。他饱读诗书，虽然工作

的环境比较令人悲观，却对生活充满了

热情。

一天，给一具妓院男尸进行尸体剖验的

任务彻底打破了他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

。斯特恩本来只是临时充当法医，却意

外发现该男子并非意外死亡，由此牵扯

到一项调查中。然而，令斯特恩没有想

到的是，这次事件的关键竟暗藏在他的

过往之中。

作者: JULIEN MAFFRE，FRÉDÉRIC MAFFRE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连载中） 出版日期 : 2015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mm

出版信息

入殓师斯特恩

主题 :  西部剧情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弗兰克·卡尔瓦勒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投

资人，他的成功吸引了一位想要投资非

洲国家的富有女继承人的注意。弗兰克

很爽快的便答应了对方的请求，但地狱

往往是被美化的，弗兰克也将面临一场

浩劫。

作者: Patrick Hénaff，Philippe Sabbah，Tristan Roulot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6册 出版日期 : 2018年3月23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页 开本大小：223 x 300mm

对冲基金

主题 : 悬疑 类型 : 漫画



作者: Xavier Dorison(编) / Thomas Allart(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4                             出版语言 : 意大利语

主题 : 科幻、惊悚、侦探、冒险 类型 : 图像小说

人股贸易

出版信息

一场经济危机摧毁了工业国家的经济，由

此催生了一个新的市场：人类本身可以作

为股票上市。经过挑选的佼佼者们被称为

“红眼”，他们会得到一笔资金，并会在手

腕处佩戴一只“利率表”，上面会显示他们

的行情。在例会上，他们需要向投资他们

的股东们汇报行情。

汽车销售员福克斯急需用钱，一心想要成

为“红眼”一员。在经过一番挣扎与努力后

，他终于得到了人股贸易创始人西蒙的资

助，此后他的牌价一路飙升，超出预期，

他也因此收获了最大的财富和荣誉。但这

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福克斯将会发现

他的股东们与他的目的并不全然一致，并

且他的生活也不再隐私……作者以独特的

构思将我们置身于一个现实的资本世界。

本书电影改编权已售。



被困在海洋风暴里的一支维京探险队在

一艘小船上发现了一个婴儿，他以

Thorgal之名受洗，并长成一名极具天赋

的射手以及自由和正义的忠实守护者。

他为了保护心爱之人而不停斗争，并渴

望过上平静的生活，但众神决定让他接

受考验。通过种种历练和冒险，也许有

一天他可以解开身世之谜。

作者:  Yann (编)/  Surzhenko Graza (绘)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连载中 出版日期 :  2013-2018  

出版语言：克罗地亚语、捷克语、丹麦语、荷兰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韩语、波兰语、葡萄

主题 : 玄幻、动作、冒险 类型 : 漫画

Thorgal: 群星之子的维京冒险

出版信息

牙语、塞尔维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泰米尔语、土耳其语



金银岛的故事人人皆知，但有谁了解

其中的反派海盗头子约翰（Long John

Silver，《金银岛》中的主要反派）的

故事呢？

Xavier Dorison和Mathieu Lauffray此次以

各大冒险和海盗题材故事为蓝本，决

定讲述他的故事。作品风格独特，插

图精美宏大。

作者: Xavier Dorison (编) / Mathieu Lauffray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4册 出版日期 : 2007(连载中)   

出版语言 :  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克罗地亚语、丹麦语、芬兰语、挪威语、荷兰语、波兰语、
意大利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瑞典语

主题 : 动作、冒险 类型 : 漫画

海盗约翰

出版信息



故事讲述一个维京退伍战士和一个奴隶小女孩

一起对 抗海洋怪物,拯救古斯堪的那维亚的峡

湾的故事。

公元800年,几艘龙头战船和渔船消失在斯堪的

那维亚 湖泊。奴隶小女孩西格林原本在一条

渔船上工作,奇迹般地从海难中幸存下来。她

遇到了一个名叫阿斯嘉的奇怪的人。他外号“

铁脚”,以前是维京战士,现在为了奖赏而变成追

捕怪兽的杀手。阿斯嘉一生过着武士的生活,

直到变成一个“怪物猎人”。在北方领国里,他的

新伙伴和新使命不仅能带来很多收益,也让他

有可能在维京国王迦尔那儿获得成为首领的机

会。

作者: XAVIER DORISON(编) / RALPH MEYER(绘)        

出版社 : Dargaud Benelux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2 (连载中)  

出版语言 : 德语、荷兰语、波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主题 : 冒险 类型 : 漫画

阿斯嘉

他和西格林登上了一艘龙头船,目标很简单:找到并杀死那些出没在峡湾水域的怪物。虽

然阿斯嘉经验老道,准备充分,他还是会发现潜伏在冰冻湖里的威胁,比大熊或者南方的巨

蜥还要可怕。阿斯嘉和西格林虽是猎人,却同时也是猎物。北欧战士和动物之间的斗争,

尝试扭转自己的命运的人,构成了人神间可歌可泣的斗争。

出版信息



夏洛特的父亲是比利时国王雷奥波德一

世，因着这个身份，她注定会有一场盛

大的婚礼。这位年轻女士的结婚对象是

奥地利国王弗朗索瓦若瑟的幼弟，马克

西米廉公爵。两位新人举行了奢华的婚

礼，但人们立刻就意识到，他们并不会

幸福。这对年轻的夫妇成为国家之间竞

争的筹码，尤其是被哈布斯堡王国的人

和精打细算的拿破仑三世操控。而马克

西米廉本人也在各个方面逐渐现出轻浮

的本性。面对着敌人，夏洛特终于可以

离开这为她规划好的命运……

本作品入选2019年安古兰奖。

主题：冒险、纪实、传记动 类型：漫画

女王夏洛特

出版信息

作者：Nury Fabien, Bonhomme Matthieu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 册 页数：72页 出版日期 : 2018 年-2020年

https://www.amazon.fr/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text=Nury+Fabien&search-alias=books-fr&field-author=Nury+Fabien&sort=relevancerank
https://www.amazon.fr/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text=Bonhomme+Matthieu&search-alias=books-fr&field-author=Bonhomme+Matthieu&sort=relevancerank


巴黎，1802年，波拿巴刚刚被任命成

为第一执政，他希望解散福凯在警察

总部的部门。这二人现在都在找寻一

件被一位漂亮的妓女偷走的物品，这

个物品关系着他们的命运。波拿巴找

到一位被称为“鱼雷”的小偷弗朗索瓦，

让他去寻找这个神秘的失物。

实际上，在19世纪，拿破仑已经开始

为自己制造名气，并让他的黑暗统治

在法国的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慢慢扩

撒开来。

作者: JEAN DUFAUX (编) / MARTIN JAMAR (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6册 出版日期 : 2013        出版语言 : 法语、荷兰语

主题 : 历史、冒险 类型 : 漫画

两面派

出版信息



来自纽约的律师凯特•沃克只能在法国

阿尔卑斯山的瓦拉迪耶村里待上几个

小时，她代表她的客户环宇玩具去那

里完成对福拉尔贝格自动化工厂的收

购。但是她很快发现公司的继承人汉

斯还活着，为了找到他，她不得不开

始一段旅程。

故事设定在二十世纪，整个作品的基

调和世界观来源于伯努•瓦索卡的灵感

。

这部作品改编自伯努•瓦索卡非常喜欢

的一个游戏，为此他再次拜访塞伯利

亚，想为读者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他亲自挑选了约翰•布莱作为绘画主

笔，这部作品也为第三个游戏拉开了

序幕。

作者: Sokal Hugo (编) / Blais Johann (绘)                                              出版社 :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冒险、动作 类型：漫画

塞伯利亚

出版信息



主人公白雪是来自人间帝国的公主，父亲

临终前将王位传授给她，尚未成熟的白雪

不得不放下爱情，返回国家，率领自己的

子民迎接一触即发的战争。未能继位的驼

背王兄怀恨在心，与他的母后千方百计找

人暗杀她。除了面临来自至亲的威胁，等

待白雪的还有前情人的巫术复仇。而来自

烈焰之狱的王子马尔多罗遭遇了几乎同样

的处境，深受权力蛊惑的妹妹将其驱逐出

国。命运相似的俩人渐生情愫。

来自人间的白雪象征着纯洁与光明，从地

狱而生的马尔多罗则代表着黑暗。故事时

而幽默，时而浪漫，时而阴暗，作者以独

到的笔触将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比赤裸裸

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 Jean Dufaux(编) / José Luis Munuera(绘)                                      出版社 : Dargaud Benelux

单行本册数 : 4册 出版日期 : 2012 (连载中)             出版语言 : 德语、韩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主题 : 奇幻、冒险、动作 类型 : 漫画

天堂与地狱之恋

出版信息



出版信息

女巫们强烈反对布列尼亚与王后联盟，

帮助她的儿子埃尔加继位。

她们认为登上王位的应该是由“地狱焰

火”所选中的国王的私生子维维恩。由

于群情激奋，桑克图斯杀死了布列尼亚

。隐匿在城堡中的布列尼亚的姐姐决心

为妹妹复仇，她精心策划了一场可怖的

屠杀：唤醒黑魔头——一个只要想到就

会令人不寒而战的生物。皇后嘉玛尼埃

勒听从了女巫们的建议前去寻找唯一为

黑魔头生下孩子的女人锡兰。在皇后的

威胁下，锡兰交代了黑魔头蜕皮的地方

。然而，锡兰和她的女儿奥雅娜决心要

在皇后之前找到黑魔头，并阻止她杀死

维维恩。

作者: Deschler & Dufaux & TILLIER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41 x 318mm

遗失之地的悲歌

主题 : 冒险奇幻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公元前15000年，寒冷肆虐，地球处于冰封的地质更换时期。山顶一道奇异的闪电绽开

光芒，一只小剑齿兽就此诞生。天真烂漫、无拘无束，在身份和存在的找与寻之间，一

场冒险游戏就此展开。

独特、大胆、诗意的无字漫画《小剑齿》穿梭于海洋与火山的迷幻与浪漫之间。如《

2001太空漫游》般的场景，带我们徜徉于玫瑰色的末世和蔚蓝色的月光之下。

作者: ÉRIC FERES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56页

开本大小：235 x 184mm

小剑齿

主题 : 冒险奇幻 类型 : 漫画



警察局里，一个男人正在接受审问。这

个男子名叫Polza Mancini，38岁，曾经

的作家如今沦为无家可归者，他将以他

的方式来向警察们讲述他的故事。在他

父亲死的那一刻，他自认为找到了他的

爆乐时刻——永恒的瞬间，那一刻灵魂

得以超脱，所有人世间的道德都被摈弃

。在那之后，他选择抛弃一切，不顾他

人的眼光，试图重寻这所谓的绝对自由

，重寻这一瞬间。然而爆乐时刻实际只

是人性的黑暗编织成的巨网，令人深陷

其中……

黑白画面，独特的画风，令人窒息的情

节，这是Manu Larcenet的又一灵魂之作

。
本书被推选为法国最受欢迎的十大漫画之一

。

作者 : Manu Larcenet(编) /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4册 出版日期 : 2009(连载中)  

出版语言 : 德语、意大利语、克罗地亚语、西班牙语、芬兰语、荷兰语

主题 : 惊悚、侦探、剧情 类型 : 图像小说

永恒瞬间的灵魂对视

出版信息



出版信息

你还记得围坐在火炉边听故事的夜晚

吗？你还记得那些承载着我们的幻想

与热情的短篇故事吗？我们在这部年

鉴簿漫画中会向你介绍12位女巫和男

巫，他们会向你证明魔法和巫师其实

就围绕在你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未

知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作者: SERVAIS                                     出版社: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8月30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184页

开本大小：240 x 320mm

年鉴簿

主题 : 历史 类型 : 漫画



上世纪二十年代，单纯沉稳的泰奥

多尔· 普桑从默默无闻的办公室职员

蜕变为赫赫有名的冒险家，自敦刻

尔克到雅加达，一路经历风风雨雨

，一部触及灵魂最深处的奇幻冒险

传说就此展开。

作者: Le Gall & Yann 出版社 :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4册 出版语言 : 德语、克罗地亚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

主题 : 侦探、犯罪、悬疑 类型 : 图像小说

泰奥多尔·普桑

出版信息



自中世纪以来，人类和动物学会了交谈

。在超级大豆腐被发明后，食草动物和

食肉动物不再互相残杀。

杰克·沃尔夫冈是著名的美食评论家，

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好的特务之一。

他来到了一个危险的世界，在这里和平

脆弱得不堪一击。因为狼有着强大的力

量，所以他的到来搅得人心惶惶。

本书风格类似《黑猫侦探》。

作者: Desberg Stephen (编) / Reculé Henri (绘)                                    出版社: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捷克、德语、西班牙语

主题：冒险、悬疑 类型：图像小说

杰克·沃尔夫冈

出版信息

－189－



作者: Vinci Vanna (编) / (绘)                                                          出版社 : Dargaud Benelux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3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惊悚、悬疑 类型 : 图像小说

出版信息

吉拉的巴黎穿越之旅

故事讲述的是一位意大利姑娘吉拉在巴黎

惊险又奇幻的经历。吉拉离开在意大利的

男朋友，前往巴黎学习摄影。和这里其他

的同学一样，她生活的主旋律就是：爱情

、友情和未来；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她

能看见幽灵，甚至与他们交谈。

吉拉的生活仍在继续，她遇见了泽尔达·菲

茨杰拉德的魂魄，甚至与其意气相投。多

亏了玛丽莎，她才得以逃脱。之后她又遇

见了二十世纪的贵妇，女爵玛切萨·路易莎

·卡萨提的鬼魂。后者的座右铭就是：永远

不会让自己寂寞。

吉拉最终开始抗拒这些鬼魂的出现，因为

这阻碍了她的人生前进道路。这个故事既

有历史参考可寻，又加以文学修饰，其插

图细致精美。



作者: Rivière François (编) / Goffin Alain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法语

主题：犯罪、悬疑 类型：图像小说

“马渡”网络

故事发生在1938年的比利时，奥吉尔在

电台工作，同时运营着一个名为“马渡”

的反间谍网络，为该网络工作的六名密

探中有一名为德军工作的双重间谍，奥

吉尔需要找出这名间谍。

书中着重出现了三人：女秘书Marie、著

名漫画家Edouard和博物馆负责人Plissart

。Marie和Edouard是情侣，奥吉尔与

Plissart见面后排除其嫌疑。他又与漫画

家Edouard会面，并拿回一本漫画原稿，

送给门房太太的儿子Thierry。Thierry非

常喜欢漫画，他用放大镜仔细对比原稿

和报纸上刊登的作品后，发现报纸上的

作品在一些线条下方多了一些像电码的

东西，他随后潜入漫画家家中确认了这

一点。但电码并非漫画家自己加上去，

而是他的女友Marie偷偷加上去的。

Marie发现事情暴露后自杀身亡。

出版信息



杰克·伊龙斯是一名工程师，主要负责建

筑的上部结构，他是个矛盾体。他性格

阴郁孤僻又爱挖苦人，所以很不讨人喜

欢，但在工作方面他的专业度又是无与

伦比的。巨型桥梁等各种危险地带，看

似不可能实现的建筑他都可以搞定。所

有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大家都会找

他去做。在最新一卷张红，2004年的海

啸过后，建立新桥的计划被启动，目的

在于重新连接各个村庄。然而，该计划

在辛基斯迟迟不能实现。于是，伊龙斯

被派往现场，调查其原因，却惊人地发

现不仅是承包公司“星桥”令人怀疑，此

外还有狡猾的工程师以及一些“后台”过

硬的人参与其中。

作者 : Tristan Roulot(编) / Luc Brahy(绘)                                                 出版社 :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4月22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悬疑、惊悚、冒险 类型 : 图像小说

工程师伊龙斯

出版信息



最近几周，特警大队面临着一系列极

其恶劣的犯罪行为。培根、毕加索、

席勒、戈雅等画家的著名画作接连被

一个犯罪团伙仿造。与此同时，斯特

凡·克莱门特的一位朋友遇害，在她的

住宅内发现了一份画稿，种种迹象表

明受害者与1971年在日内瓦装饰艺术

中心发生的事件有关。

是谁想重翻40年前的旧账？斯特凡·克

莱门特可以和警察们共同合作解决日

内瓦的这桩案件吗？一场与时间赛跑

的战役即将打响......

主题：悬疑 类型：图像小说

艺术谜团

作者: CEPPI DANIEL (编) / (绘)                                                                出版社 :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出版信息



1919年的巴黎。年轻的工人卡米尔肆无

忌惮地运用自己的催眠术诈骗钱财来治

疗自己身患结核病的女儿。在被警察局

逮捕后，负责她这个案子的局长放了她

，但条件是同他做一笔交易：利用自己

的催眠术成为一名间谍，潜入一个团伙

，策划一起刺杀法国前总理乔治·克列孟

梭的行动。

作者 : GALANDON LAURENT(编) / FUTAKI ATTILA(绘)                        出版社 :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西班牙语

主题 : 悬疑、惊悚、冒险 类型 : 图像小说

催眠刺杀

出版信息



你是谁，妙骡？

是一头驴子和一匹母马的混种，习惯

了无视那些蔑视的目光。从小在孤儿

院长大，已经学会了挨打和忍受他人

的讥讽。

你是谁，妙骡？

是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的可怜孤儿

，直到一天清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信上说在一座小岛上的一家旧罐头加

工厂柜子里能找到线索。

你是谁，妙骡？

是这部动物侦探小说的主人公，倔强

执拗。

作者: Pog (编) / Cédrick Le Bihan(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8                               出版语言 : 法语

主题 : 侦探、其他 类型 : 图像小说

妙骡

出版信息



刚刚从斯德哥尔摩警察学院毕业的丽

莎•福尔斯贝尔回到她的家乡，在那里

她进入了当地的警察局工作。曾经她

也是个不安分的叛逆女孩 ，自从她开

始调查一起失踪案件，她就得经常面

临她青少年时期认识的那些老熟人的

怨恨。

她来到了“摇滚乐”世界进行调查，这里

盛行着摇滚乐、纹身以及美国老式汽

车等粉丝文化。在这种环境下，丽莎

清楚地意识到她要寻找的安东·维格尔

是绝对不会错过汽车城的年会的。

作者: Runberg Sylvain (编) / Berthet Philippe (绘)                                       出版社 :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法语、西班牙语、德语

主题：冒险、悬疑 类型：图像小说

汽车城

出版信息



在诺曼底海岸附近，一艘游船被一场突

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然后在一个孤岛

的礁石上搁浅了。船上的人两年前分散

了，现在他们再次相聚,准备携手驱除

过去的那些恶魔。一旦他们踏上这块被

海浪拍打的岩石，恶魔们就会将他们卷

进漩涡。在这里，只有一座灯塔和两个

惶恐的居民。与死亡的对抗战斗才刚刚

开始……

作者 : Megaton Olivier, Ricard (编) / Genzianella (绘)

出版社 : Dupuis               单行本册数 : 2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法语

主题：动作、冒险、悬疑 类型：图像小说

无处可逃

出版信息



约翰·丹戈从一个贩毒集团窃取了数百万

美元后，搬到了玻利维亚的一个偏远村

庄，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隐居之地

。不凑巧的是，他的新邻居们似乎也是

逃亡过来的。当他们遭到三名武装分子

的袭击时，丹戈挺身而出并杀死了袭击

者。但是他不知道，就在刚刚他已经引

起了一个强大的武装集团的注意。这个

安第斯山脉最安静的小村落已经危险重

重，不宜久留。

作者: Matz (编) / Xavier Philippe (绘)                                                       出版社 : Le Lombard

单行本册数 : 5册 出版日期 : 2020                            出版语言 : 法语、德语

主题：悬疑 类型：图像小说

丹戈

出版信息



1950年，匪徒泰勒·克劳斯生活困苦、举步维艰，但他总能保持冷静。可能这就是他为

什么能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毒枭之一。枪支、毒品、炸药加上紧张的对话和戏剧化的插

图都能使你最真实地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社会阴暗面。

作者:  Fabien Nury (编) / Brüno, Laurence Croix(绘)

出版社:  Dargaud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3-2018          适合人群：12岁以上

主题 : 犯罪、惊悚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美国毒枭泰勒·克劳斯



MARIE BARBIER

出版社

. 05 .

｜贾映雪 yingxue.jia@mediatoon.com ｜ ｜ 姚丽晴 liqing.yao@mediatoon.com  ｜

mailto:yingxue.jia@mediatoon.com


出版信息

1978年，法国漫画界的明星菲利普·特

鲁耶发现了福楼拜的小说《萨朗波》

的魅力。他深陷其中，并把它改编为

漫画。

在当时的社会，漫画被认为是低能者

的读物，他是第一个将经典作品改编

为漫画的人。特鲁耶花费了8年时间，

用他精湛、充满科幻意味、近乎疯狂

的风格创造出了这部超前的作品。

本书展现了作者为这部作品所做的准

备工作、他创作中的细节，以及对作

者的采访。

作者：Marie Barbier                                  出版社：Marie Barbier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8年10月 页数：96页 开本：240 x 300 mm

当特鲁耶遇上福楼拜

类型 : 历史、传记



出版信息

本书是两位艺术家的相遇：创作了《

好色男子》（Satiricon）的古希腊作家

佩特罗和才华横溢的画家布洛奇。

布洛奇将《好色男子》改编为漫画，

重命名为《无袖上衣》，该书几经曲

折后由Cornélius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

作者曾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严格遵

循原作的发展路线，那样做没有一点

意思。但我尝试翻译出这部作品中的

诗意，这是我对翻译的理解。”

作者：Marie Barbier                                  出版社：Marie Barbier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1月 页数：128页 开本：240 x 300 mm

当布洛奇遇上佩特罗

类型 : 历史、传记



La Gouttière

出版社

. 06 .

｜贾映雪 yingxue.jia@mediatoon.com ｜ ｜ 姚丽晴 liqing.yao@mediatoon.com  ｜

mailto:yingxue.jia@mediatoon.com


出版信息

埃米尔是一个孤僻的男孩，他总喜欢

在纸上涂涂画画。他生活在墨索寄宿

学校，一间专门教育“问题孩子”的学

校。幸运的是，他结交了一群友好的

伙伴，大家互相扶持。埃米尔经常在

夜里逃到学校附近的森林里，在那里

他可以安静地作画。在一次夜间出逃

的过程中，他在森林里看到了令人不

安的景象。

该故事的灵感来源与一个真实的事件

，1934年，法国一群孩子从从劳教所

里逃了出来，城里的居民纷纷开始寻

找他们，甚至“悬赏缉拿”。

本书共有三册：《可怕的孩子们》

《恐惧》《追捕》

墨索寄宿学校

类型 : 冒险，剧情

作者：Benoît Broyart, Marc Lizano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3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48页 开本：195 x 273 mm



出版信息

从前，在一片遥远的田野上，一个农夫

为了吓走田里吃谷子的鸟，便在田中央

立了一个稻草人。

故事的神奇之处在于，这个稻草人有了

生命，并且决心要履行好他的职责。但

是不管他怎么努力，他都没办法吓走田

里的鸟，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只猫，

这只猫也许能帮他变成一个称职的稻草

人。

获奖信息：

该书入选尼克国际儿童频道漫画大奖。

作者： Renaud Dillies, Christophe Bouchard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2卷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页数：32页 开本：175 x 239 mm

稻草人

类型 : 剧情



出版信息

赛林和柯林的父母亲经营一家丧葬公

司。这样的职业对两兄妹来说十分沉

重，因为他们在学校里总是被嘲笑，

还被起了“送葬人”的外号。在学校被孤

立的两兄妹在家里也很少和忙碌的父

母交流，巨大的孤独感包围着他们。

赛林和柯林开始做一些奇怪的游戏来

消磨时间。在被学校赶出来后，他们

躲到了掘墓人布塞那儿，布塞也乐于

倾听他们的故事。

获奖信息：

本书获得了2018年ACBD（漫画评论和

记者协会）青少年图书奖。

作者：Léa Mazé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2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72页 开本：220 x 290 mm

送葬人的孩子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夜幕降临，所有人都回到了家里。疲

惫了一天，是不是希望有个安静的夜

晚？可并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同意哦

！这间房子里不仅生活着一个小男孩

和他的父母，还有一只猫咪、几只小

鸟和一群老鼠。可不是所有人都想乖

乖睡觉！

每一页图中，小读者都能同时看到这

间房屋的六个地点，这样的全知视角

满足了那些不爱早睡的好奇孩子。

作者：Joub, Nicoby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8年6月 页数：48页 开本：190 x 255 mm

不平静的夜晚

类型 : 家庭，剧情



出版信息

克鲁格、麦克和乔治是形影不离的好伙

伴，三人都是捕猎活动的爱好者。克鲁

格是真正的北方传奇，他自称是勇猛可

靠的追踪人。至少他的朋友们都是这样

认为的。他们在森林深处的小屋里驻扎

，计划围捕加拿大驯鹿、灰熊。但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作者： Olivier Pog, Thomas Priou, Christian Lerolle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5卷 出版日期：2019年10月 页数：32页 开本：175 x 239 mm

捕猎三人组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冬天的脚步近了，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

在忙着准备过冬：整理巢穴、储备食物

、抓紧最后的机会和邻居好好聊聊。但

也并不是所有动物的工作都井井有条地

进行着，人缘很好的狗獾先生觉得自己

永远也扫不完门前的落叶了，总有动物

打断他的工作！

作者： Dav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8月 页数：32页 开本：175 x 239 mm

狗獾先生的秋天

类型 : 剧情



出版信息

诺拉的父母要搬家了，诺拉因此被送

到了叔叔吕西安那里。吕西安是一位

农夫，一开始诺拉对父母的决定并不

满意。但农场的生活渐渐让她感到愉

悦，她经常和农场里的母猫待在一棵

橡树上，观察一位坐在长椅上的女士

，这位女士很快就会有一个孩子了。

在那里，诺拉有一大堆的问题：这位

女士在等谁？她为什么一个人？在这

些问题中，我们开始了解一个孩子在

成长中的思考：关于爱、死亡、孤独

，甚至是战争。

获奖信息：

2016年Tibet漫画奖；

入选2015-2016年Livrentête儿童漫画奖

候选名单

作者：Léa Mazé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5年4月 页数：72页 开本：175 x 239 mm

诺拉

类型 : 成长



出版信息

好奇的女孩儿露西总是被身边的小动物

吸引了注意力：一直盘旋在奶奶头顶的

蝴蝶、花园里让爸爸头疼的鼹鼠、放学

后路边跑过的小老鼠。在她追逐这些小

动物的时候，也和身边的人产生了各种

各样的羁绊，在这些动物的牵引下，她

们一起创造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本系列共包含3册：

《与奶奶的游戏》

《地上和地下》

《二人行》

作者： Delphine Cuveele, Dawid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3卷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页数：48页 开本：190 x 255 mm

好奇的露西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谁不曾幻想过挥一挥魔棒就能改变周围

的世界呢？电视里广告的魔法盒看起来

能让这个梦想马上成真！不过，实践总

是比理论更复杂，一根魔法棒并不能解

决所有问题。我们的主人公就经历了一

些列奇幻的经历！

作者：Alfred, Régis Lejonc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页数：56页 开本：148 x 210 mm

魔法套装

类型 : 奇幻



出版信息

雨果和他的猫咪卡古是形影不离的好朋

友。有一天，卡古突然不见了！雨果非

常担心，不过他最后想出了一个找到它

的好办法。

这是一本无字漫画，但所表现的故事温

馨而敏感，它让孩子们在明亮的色彩和

活泼的画风中，慢慢体会到陪伴和分离

的主题。

在出版社官网，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与本

书相关的，适合老师教学使用的教学卡

片，主要涉及对图画的理解和故事的重

塑。

该书入选了2013-2014法国儿童文学

INCOS奖。

作者：Loïc Dauvillier, Marc Lizano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2年5月 页数：40页 开本：197 x 263 mm

雨果和卡古

类型 : 冒险、剧情



出版信息

丽奈特的花园里有一个可爱的浇水壶

、在躺椅上玩填字游戏的爷爷、懒洋

洋的小狗和长筒靴。在花园里，丽奈

特总有无尽的奇思妙想！

浇了肥料的番茄藤上长出了红红的小

番茄，那在爷爷的头上浇一点肥料，

是不是也能让他长出头发呢？丽奈特

的故事一定会让你忍俊不禁！

本系列已经出版两册：

《超辣香肠》

《长大的小脚》

作者： Catherine Romat, Jean-Philippe Peyraud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2卷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页数：32页 开本：190 x 255 mm

花园里的丽奈特

类型 : 冒险、剧情



出版信息

来到乡下看望爷爷奶奶对孩子们来说

总是一件新奇的事。奶奶是世界上最

厉害的人！她教我们喂鸡、收集鸡蛋

、打理花园。晚上爷爷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打扑克。很难知道爷爷

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生气。妈妈说

爷爷就像一头熊，他有时候嘟嘟囔囔

发出可怕的声音，但他并不坏，他其

实很温柔。我发现他的皮肤很粗糙，

并且爷爷也有很厉害的一面！

您可在出版社官网，免费下载与本书

相关的适合老师教学使用的教学卡片

，主要涉及故事解读和语言教学。

作者：Loïc Dauvillier, Marc Lizano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3年4月 页数：104页 开本：197 x 263 mm

和爷爷奶奶一起幸福生活

类型 : 家庭、剧情



出版信息

从前，有一个灰暗阴郁、毫无生气的

城市，它患上了一种“乏味病”，但人

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这种病，并没

有感觉到什么异样。

巴拿贝是这个城市最后一家书店的守

护人，他和他的伙伴，一只大嘴鸟，

决定不惜一切将色彩和欢乐带回城市

，尽管城里有很多“全知先生”，他们

讨厌书籍。

该书是一次对阅读的赞颂，而讽刺的

是，这本书在2001年出版后似乎就被

读者遗忘了。Nicolas和La Gouttière出

版社合作重版了这本书，在色彩和对

话上都做了改进，以期能让它重新受

到读者的关注。

作者： Nicolas Poupon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1年4月 页数：32页 开本：197 x 263 mm

没有色彩的城市

类型 : 剧情



出版信息

在今天这个消费和媒体无孔不入的社

会中，兔子发明家的故事也许能给我

们很多启发。

在经过了无数个辛勤劳动的日夜后，

兔子发明家种出了一颗“萝卜烟火”，

它升上夜空，散开满天繁星，所有人

都想知道是谁创造了这样美好的事物

。但事态的发展逐渐超出了兔子发明

家的预料。作者向读者抛出的问题是

：“梦想变成金钱后会怎样？”

作者：Régis Lejonc, Riff Reb’s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0年3月 页数：32页 开本：197 x 263 mm

萝卜烟火

类型 : 科幻、剧情



出版信息

玛农并不渴望拥有一个白马王子，她

想要的，是一个秘密朋友，一个可以

信得过的朋友，一个可以保护她、为

她撑腰的朋友。这是一个讲述友情、

孤独、成长和人际关系的故事。

在出版官网，可免费下载本书配相关

教学使用的教学卡片，主要涉及对图

画的理解和人际关系。

获奖信息：

入选2013年法国奥布省漫画奖入选

2013-2014年Livrentête漫画奖候选名

单

作者：Loïc Dauvillier, Alain Kokor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 页数：32页 开本：197 x 263 mm

秘密朋友

类型 : 成长



出版信息

“爸爸妈妈，我知道我做了一件蠢事，

但我决不会再犯了！你们要知道，我

这个年纪的女孩可不好当。毕竟我还

没有掉牙齿呢，虽然我班里的同学们

都掉了牙齿。”

苏西是个人小鬼大的女孩，她讨人喜

爱、意志坚决、机灵过人，但有时候

又过于机灵了。

作者： Loïc Dauvillier, Alain Kokor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页数：32页 开本：197 x 263 mm

人小鬼大

类型 : 冒险、成长



出版信息

阿奇是一只毛绒小熊的名字，在一次

和小主人的出游中，它意外跌落到了

海里，从此和主人天各一方。它被海

浪冲到了岸上，被海鸥和螃蟹粗暴地

对待。幸运的是，它被勒皮耶先生救

走了。勒皮耶先生是一家幼儿园的老

师，他决定以抽签的方式让阿奇到不

同的小朋友家作客。他告诉小朋友们

，一定要像接待贵宾一样接待阿奇！

透过毛绒小熊的眼睛，作者向读者展

示了很多幽默又有趣的生活瞬间，以

及大人们和孩子们在看待事物时的差

异。

作者： Jean-Marie Omont, Charlotte Girard, Tanja Wenish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6年3月 页数：40页 开本：218 x 220 mm

小熊阿奇

类型 : 冒险、成长



出版信息

“我们不应该忘记是这整一块土地成就

了卢浮宫朗斯分馆。”

2009年12月：卢浮宫朗斯分馆的第一块

砖石在距离卢浮宫主馆198公里外落地

。

2012年12月：卢浮宫朗斯分馆建成。

2017年12月：朗斯分馆庆祝成立5周年

，总计接纳280万游客。

2019年12月：朗斯分馆将庆祝成立10周

年。

本书犹如一部漫画形式的纪录片，记录

了卢浮宫朗斯分馆10年间的建造和变迁

。

作者： Xavier Bétaucourt, Jean-Luc Loyer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9年5月 页数：144页 开本：195 x 265 mm

破土动工

类型 : 传记



出版信息

玛特、莉莉和班吉是三个逃离到地球

的外星移民，被父母抛弃在地球的他

们只能够自力更生，但幸好他们拥有

地球人所没有的超能力。他们努力地

过着和地球人一样的平凡生活，但同

时又时刻担忧着身份被发现。他们想

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想要发掘自己

的潜力，这个开学季注定不平静。

作者： Frédéric Maupomé, Dawid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5卷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页数：160页 开本：175 x 239 mm

超能力者

类型 : 剧情



出版信息

它就在那，在我们中间，在各种意识

形态中，在各种政治语言中，在媒体

头条中，在大街小巷的咖啡馆中。到

底什么是危机呢？是一个旧制度的结

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法国的灾

难，还是世界性的阵痛？为了定义危

机或是进一步走近它甚至对它表达轻

蔑，18位漫画家以他们独特的画风和

视角为我们讲述危机的故事。

作者： Kris, Emem, Fraco, et al                              出版社：La Gouttière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3年2月 页数：64页 开本：220 x 285 mm

危机，什么危机？

类型 : 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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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信息

儒勒·凡尔纳第一次见到那个神秘的星盘

时，他还是个爱幻想的孩子，那时，拥

有星盘的男人说自己得到了一件神奇的

物品。28年后，凡尔纳踏上美洲寻找写

作灵感。在远航船上，他发现一位叫做

奥弗斯的智者，这位智者和童年时见到

的星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知道奥弗

斯真正意图的情况下，凡尔纳还是决定

和他一起进入广袤的北美，探寻星盘的

秘密，而在得到答案前，还有无数的危

险在等着他。

作者：Esther Gil, Carlos Puerta                            出版社：Ankama                            

卷数：2卷 出版日期：2016年9月 页数：48页 开本：240 x 320 mm 

儒勒·凡尔纳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19岁的玛德佳居住在巴黎，表面上，

她的任务是完成学业找到工作。但暗

地里，她的任务是寻找到巫师传授她

法术。她运用自己已知的法术惩戒那

些偷盗魔法物品再以高价卖出的古董

商，这一工作本来一直顺利地进行着

，直到有一次，玛德佳发现自己不得

不开始和警察的合作。

作者：Krystel, François Debois, Pascal Bélorgey   出版社：Ankama                       

卷数：3卷（1本合集） 出版日期：2019年10月 页数： 56页（合集15）

开本大小：221 x 298 mm                 

魔女玛德佳

类型 : 冒险



出版信息

安吉利诺是黑腐城的一个失败青年。

他和好哥们儿万兹一起生活在街区一

个破败的小旅馆里。他们平时打打零

工，在电视上看看墨西哥摔跤比赛，

在无聊的工作之余聊聊人生。直到有

一天，安吉利诺在骑着他的摩托车出

行时发生了意外，这次意外完全改变

了他的生活。他被卷入了各种帮派的

斗争之中，那些电视里凶猛的摔跤手

也出现在他的身边，他的生活从此充

满了不可思议的奇遇。

作者：Run                                            出版社：Ankama                          卷数：1卷

出版日期：2018年5月 页数：592页 开本：200 x 280 mm

安吉利诺

类型 : 冒险



船长哈洛克这个疯狂的漫画英雄又要

开启新的冒险旅程了。改编自日本漫

画家松本零士的漫画《船长哈洛克》

，法国漫画家杰罗姆·阿勒奇耶为我们

带来了三卷前所未有的新故事，一定

会极大的满足日漫爱好者。

本书共3卷，出版计划如下：

卷1: 2019年6月

卷2:2019年11月

卷3:2020年6月

作者: Jérôme Alquié                出版社: Kana                     单行本册数 : 全3册（更新中）

出版日期 : 2019年6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56页

开本大小：225 x 298mm

出版信息

船长哈洛克

主题 : 冒险、奇幻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艾丽和她的猫加斯东形影不离！这个夏

天，她们要到乡下的乔奶奶家度假。可

艾丽讨厌那个地方，那里简直无聊透顶

。她们必须回家去！

回家的路上，她们发现邻近的森林里隐

藏着一个神秘的世界。一只怪物到处散

播恐惧，吓跑了其他的动物。被意外卷

入的艾丽和加斯东为了能够顺利回到家

，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个可怕的威胁！

作者：Ludovic Villain, Celine Deregnaucourt                                           出版社：Ankama                

册数：1册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艾丽和加斯东

类型 : 冒险

－195－



出版信息

祖梅欧、玛戈和萨巴是三个杰出的魔

法石少年。他们的好友玛雅姬被拉约

部落所崇拜的神灵葛扎科囚禁，拉约

部落是魔法石源朱庇特的守护者。为

了拯救玛雅姬的灵魂，他们参加了一

个地下魔法石竞赛——灵魂之战，在

这样的比赛中，任何手段的使用都是

不违规的。

本书讲述了该系列漫画中几个重要人

物的故事：祖梅欧，一个梦想成为魔

法石竞赛冠军的少年；玛雅姬，祖梅

欧最好的朋友；当然还有马塞洛王，

他已经不再年轻，岁月的打磨让他变

成了一个可恨之人。

作者：Grelin, Sylvain Dos santos                              出版社：Kana                           册数：3册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魔法石

类型 : 冒险

－196－



出版信息

作者: Stéphane Chapuy , Julie Blanchin Fujita 出版社: KANA                   

册数 : 单册 出版日期 : 2019年7月 页数：24页

日本美食

除了寿司你还知道什么日本美食？本

书是一本实用又有趣的日料美食指南

，带你探索和领略更多传统和现代的

日本美食文化。通过12道经典又容易

上手的日料，你将同时收获美食的享

受和文化的乐趣：相扑料理、上班族

料理、武士料理、御宅族料理、漫迷

料理、极道料理、忍者料理、艺伎料

理、萝莉料理、日式快餐和冲绳料理

。最后，本书还将为你揭秘正宗的日

料配菜：汤食、沙拉和开胃菜，一些

基本调料的巧妙运用也能为你的菜品

增添意想不到的新口味，为你平日的

厨房加入一些日式风格。

主题 : 纪实 类型 : 图像小说

https://www.amazon.fr/St%C3%A9phane-Chapuy/e/B00DQ1NJBC/ref=dp_byline_cont_book_1
https://www.amazon.fr/Julie-Blanchin-Fujita/e/B004ML8S2A/ref=dp_byline_cont_book_2


出版信息

《沃土》系列最初是Ankama公司制作

的一款热门的网络游戏，得益于众多

游戏玩家对故事的喜爱，公司将故事

改编成动画，在法国、中国等国都有

播放。

这一个系列的图书，是将《沃土》的

故事以漫画形式呈现给读者。故事讲

述了12岁的亚兰洛普少年雨果，为揭

开自己身世之谜与性格各异的同伴们

踏上寻找失落文明。雨果、提斯特本

、胡埃、伊文捷琳、阿玛莉雅和阿兹

一行人前往不同的国度，经历不同的

历险故事，遇见千奇百怪的生物，我

们也将与主人公一起经历这场冒险。

作者: Mig、Saturax、Kahel                         出版社: Ankama                         单行本册数 : 5册

页数：54页 开本：309 x 219mm                 出版日期 : 2019

《沃土》漫画版

主题 : 奇幻、历险 类型 : 漫画



出版信息

当鲁迪在凌晨两点给他的好朋友罗莫尔

德打电话请求帮忙时，后者马上就预料

到，要么是鲁迪家下水管漏水，要么是

让他去修理轮胎。果然没错！这次罗莫

尔德居然需要穿越法国，去送一块匹萨

给他的好朋友！什么是好朋友？大概就

是那个愿意为你倾尽所能又不会抱怨的

人！

作者: Cha，Eldiablo                                 出版社: Ankama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2年9月13日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76页

开本大小：198 x 280mm

披萨公路之旅

主题 : 冒险 类型 : 漫画



试想一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中所有

写的东西会变成活的……

试想一下，一个人决定用这种武器与

最黑暗的设计结合使用……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市政厅的警力别

无选择，只有求助于伦敦最好的两位

写手：儒勒·凡尔纳和阿瑟·柯南·道尔

。

《市政厅》荣获2012年DLire-Canal最佳

喜剧漫画奖。

作者: Rémi Guérin（编） Guillaume Lapeyre（绘） 出版社: Ankama  

单行本册数: 7册 页数：160页 开本：暂缺 出版日期 : 2015

市政厅

出版信息



本书获得了2014年塞里尼昂漫画节的城

市大奖。

尼尔斯现在处于失业状态，日常开支的

重负交到了他的女朋友身上，因此他女

朋友的家里人对尼尔斯有很大的意见。

与此同时，女朋友也在极力掩藏一个危

险的秘密。一天夜晚，命运向她敞开了

一道通往过去的大门，一阵低沉嗥叫声

后，一只奇异的神兽将她带往到另外一

个世界。尼尔斯决心拯救他的女朋友，

熟不知这仅仅是危险的开始……

作者: Ulysse Malassagne   出版社:  Ankama                             单行本册数 : 3册

出版日期 : 2016年1月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4页

开本大小：210 x 280mm

出版信息

主题 :  冒险、奇幻 类型 : 漫画

卡伊洛斯



辐射源

作者:  Tony Valente                           出版社: Ankama 单行本册数 : 13册

页数：192页 开本：180 x 116mm 出版日期 :  2020年

版权已售英语国家、德国、意大利、日本、巴西、西班牙、墨西哥、哥伦比亚

出版信息

人类受到来历不明的生物“NEMESIS”威胁, 只有

会使用魔法的魔法使能与之对抗。渴望成为魔

法使的少年为了找到“NEMESIS”巢穴“RADIANT”

出发冒险，年轻的见习巫师赛特最终能否成功

发现辐射源？

该漫画作者虽是法国人，但完全遵循了日本漫

画的技法绘制。作品秉承了日式漫画的特点，

让不不禁想到了《海贼王》，又融入了法式场

景和浪漫，带来多维度的体验。

该作品2018年和2020年分别入围法国安古兰国

际漫画节少年组作品推荐。

同名动画作品已在爱奇艺平台连载。

全系列在法国卖出19万册，改编动画片在日本

播出。



四位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合租在巴黎44号公寓：

琼：21岁，文学系学生；

可可：22岁，梦想成为吉他手的购物迷；

米克：24岁的艺术生；

吉吉：20岁，厌倦艺术的艺术生

陪伴他们的还有两只猫咪。虽然大家刚入住不

久，有趣的故事层出不穷，矛盾却逐渐显现出

来……

但一连串奇怪的现象引起了这几个年轻人的注

意：在天花板上散步的猫、爱梦游的室友、声

称来自外星的人，情况变得越发出乎意料。该

漫画第一卷获得2010年法国最佳漫画奖！

44号公寓

主题 : 生活青春 类型 : 漫画

作者: Dara                                          出版社: Ankama                                      单行本册数 : 4册

页数：160页 开本：182 x 113mm                                 出版日期 : 2013 

出版信息



斯蒂凡·乌尔曾下写下12部科幻小说，奠

定了其在法国科幻小说中的一席之地。

漫画家决定改编他的小说，给读者展现

神秘的画卷。本书就是其中之一。

在Emerald星球上，有一个从庞大的

Cépodes脱离而出的殖民地，一名秘密

特工调查着人类的神秘失踪。当有人试

图杀死他时，他开挑战自己的权利范围

。当他引诱女诗人时，他的任务发生了

意想不到的变化。在旅途中，他又被绑

架。敌人如何知道他的所有行为？ 为什

么他所做的一切遭到怀疑？

尽在控制

作者:  Dobbs (编)  Stéphane Perger (绘)                 出版社: Ankama                单行本册数 : 1册

页数：64页 开本：320 x 240mm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信息



2137年。蓝色星球已经一半在水下。成

千上万的流亡者逃到山上寻找干净的水

和旱地。 在全球各地，吸引新大陆的海

岸都充满了这些似乎在充当守卫的奇怪

生物：Torpedes ……

在他们入伍的军事基地的安全穹顶下，

布鲁诺和波尔准备着最危险的任务，而

寇思恩试图破译他们的语言。

作者: Denis Lapière（编）Mathieu Reynès（绘） 出版社: Ankama

单行本册数: 3册 页数：48页 开本：320 x 240mm               出版日期 : 2016

巨大恐惧

出版信息



2036年，遗传学研究出可依据客户喜好

来创造宠物的项目：基因定制宠物。

卡南一家来到中国，准备给他们的儿子

小纳定制一只宠物。小纳的父亲只给出

一条要求：有能力保护小纳。但是这个

要求会造成宠物体态异常，让宠物看上

去很危险。在回纽约的路上，卡南一家

的轿车遭到了攻击。之后，小纳发现他

和宠物已经身处偌大的纽约城中。

作者: Damián (编)  Alex Fuentes (绘) 出版社: Ankama                单行本册数 : 2册

页数：56页 开本：291 x 218mm                  出版日期 : 2017

主题 : 奇幻 类型 : 漫画

定制宠物

出版信息



主题 : 热血、魔幻 类型 : 漫画

达道是个与众不同的男孩，他患有脆

骨病。达道梦想着有一天能像自由的

人一样去看看村庄周围那圈珊瑚栅栏

之外有什么。可是，在众多探索者以

失败告终后，达道为何还要去尝试呢

？在机缘巧合之下，达道得知传说中

的神圣墨水的存在，重拾希望的达道

决定让自己变得更强！为了找到这神

圣的墨水，他一刻也不会放松…… 

作者: Emmanuel Nhieu 出版社: Ankama 单行本册数 : 3册

页数：185页 开本：180 x 132mm                       出版日期 : 2018

烈焰纹身

出版信息



主题 : 战争热血 类型 : 漫画

在世界权利争夺当中，人类赋予了机器

战斗的能力。于是，地球上的战争变成

只有无数听从电脑指令的机器人的战争

。

来自机器人装配生产线的破坏者R和战

争机器War-hol成为了生死拍档，它们

将会实行一系列复仇计划！可让人意想

不到的是，战争机器这个大块头怎么会

临阵逃跑呢？

作者: Aurélien Ducoudray (编)   Steve Baker  (绘) 出版社: Ankama

单行本册数 : 3册 页数：81页 开本：280 x 200mm                 出版日期 : 2018

BOTS 机器人

出版信息



艾可和她的好朋友爱莉将所有时间

都花在了一款叫Double.Me.的社交

网络上，在那里她们畅所欲言，一

切都可以是她们聊天的焦点，不过

她们最偏爱的话题是关于都桑的。

他是一个帅气的高中生，还是艾柯

和爱莉共同的爱慕对象。后来，爱

丽死了。艾可就此活在朋友永远消

失的阴影之下，直到有一天她瞧见

屏幕上的Double.Me.自动启动，显

示屏上写着：一个可以模仿艾莉的

人工智能。艾可开始与虚拟的人工

智能进行对话，可这注定是个泥潭，

她会深陷到何种地步？

作者：Makasu & Oto-san                               出版社：Ankama                    

卷数：5卷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页数：192页 开本大小：127 x 180 mm

双重我

类型 : 悬疑

出版信息



HUGINN&MUNINN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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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影、游戏、漫画和类型⽂学的发

展，艺术灵感的来源不再局限于数世纪

以来的埃及、古希腊罗马和宗教内容。

从上世纪50年代，流⾏⽂化成为艺术潮

流以来，动画动漫、科幻，以及其他非

实体形象（如超级马里奥、米奇、蜘蛛

侠、蝙蝠侠等）逐渐成为艺术家追捧的

对象。这些形象也成为当代摄影师、画

家、雕塑家等重新诠释、创作、拓展极

客艺术世界的素材。与此同时，互联⽹

的迅速发展和艺术创作形式的多样化也

给了当代艺术家们⽆限的机遇和可能性

。

作者: Thomas Olivri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全3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法语 页数：416页

开本大小：260 x 350mm

出版信息

极客艺术

主题 : 艺术



描绘器官的画作出现于首次尸体解剖后

，自此，艺术和解剖便成为了不可分割

的一体。艺术家们对人体的展现总是抱

有强烈的兴趣，比如达芬奇和培根关于

赤裸直白的人体绘画的创作。如今，解

剖再次登上现代艺术的舞台，蒂姆·伯顿

和吉尔莫·德尔·托罗的哥特恐怖电影将

解剖变成了流行趋势。

本书集结了当代艺术家Damien Hirst,

Kaws, Mark Ryden，网络艺术家Jason

Freeny和街头艺术家Nyckos等一众新兴

年轻人前卫的作品。

作者: Rodolphe Lachat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48页

开本大小：248 x 308mm

出版信息

解剖摇滚

主题 : 传记



一位漫步于胡须、胡子和面部毛发的历史长河

中的艺术家，带我们见证了从古代哲学家到现

代嬉皮士对胡子的痴迷历史。

不论是战士们稀疏的毛发，还是花花公子杂乱

丛生的毛发，毛发总能成为事物的焦点。权威

或粗鲁，男子气概或轻浮，人们总是赋予了胡

子以各种各样的含义。

蓝胡子是夏尔·佩罗传说中的一位暴力英雄；

黑胡子总是背着最坏的海盗的坏名声；

花朵般绽放的胡子被称为查理曼大帝；

白胡子则是圣诞老人的象征。

作者在本书中揭示了一幅穿越世纪的无与伦比

的毛发历史全景图，不仅展示了有名的艺术插

画，同时还刊载了许多小众的新颖现代艺术作

品。

作者:  Rodolphe Lachat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88页

开本大小：254 x 314mm

出版信息

胡子摇滚：面部毛发的视觉词典



梦的延续需要英雄的存在，英雄的诞生

需要坏人的衬托。

如果没有英雄半路阻拦坏人，如果坏人

感受不到任何破灭感，并以此激发他们

暴虐的阴暗面，那么人生岂不是太容易

了？

但如果没有坏人的衬托，英雄就是没有

任何厚度的普通人，没有戏剧性的人生

便会成为一纸空谈。

因此，他们是心照不宣的命运共生体，

然而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也正是这

份不同使他们比任何人都彼此依附......

作者其他作品：《小王子百科全书》。

作者: Christophe Quillien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3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12页

开本大小：290 x 320mm

出版信息

英雄背面的坏人物角色

主题 : 传记



被遗忘，被忽视，被误解。

长久以来，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漫画

界总是被看成“他者”。然而，今非昔比

，大量的杰出女性已崛起：碧安卡、贝

丽丝、琼斯、辛迪、娜娜、阿黛尔……

她们是伟大的冒险家、女中豪杰、反叛

的女主人公或是调皮的孩子，拥有自由

精神的迷人女性。她们想要塑造出最美

丽、最无可替代的第九艺术人物。

本书记载了她们的自传和故事。

作者: Quillien Christophe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4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24页

开本大小：250 x 310mm

她们：伟大的冒险家和迷人的女性漫画家

主题 : 传记

出版信息



一切都要从1969年说起，Albert Barillé

在电视荧屏中创造出一只名为Colargol

的毛绒小浣熊。因负责儿童节目，这位

创作者决定利用这只受欢迎的小浣熊讲

述美好的故事。1978年，他和绘者Jean

Barbaud一起合作了本漫画，在时空的

穿梭中探讨着生命、宇宙、大发现，吸

引着无数的观众。本书便记录了Albert

Barillé的全部创作过程，看他是如何为

我们带来这么多有趣生动又富含教育意

义的故事。

作者: Maroin Eluasti，Magalie Soufflet， Magalie Soufflet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24页

开本大小：319 x 248mm

出版信息

穿梭时空大发明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从19世纪末到现在，我们见证了太多具

有跨时代意义的超级英雄。不同于以往

的概念，超级英雄并不是诞生于美国，

而是由M Picaud引介到法国，包括戴面

具的复仇者们、阿童木，或是神奇女侠

。这本制作精良的漫画由Xavier Fournier

编撰，展示着我们所喜爱的超级英雄。

作者:  Xavier Fournier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4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40页

开本大小：320 x 250mm

出版信息

超级英雄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作为编剧和编辑，斯坦·李贡献给漫威一

个全新的现代英雄形象，革新了全球漫

画，使漫画变得更为流行，更让人关注

。今天，数百万粉丝带着极大的热情守

候着这一好莱坞重量级人物。人们也关

注其现实生活中的传奇故事。

在作者Jean-Marc Lainé撰写的这部传记中

，他深入浅出地描写了这一流行文化的

导航者。文中精妙地分析了这一当代传

奇人物和他所代表的美国超级英雄。

斯坦·李

主题 : 人物传记 类型 : 文字书

作者: Jean-Marc Lainé                                                 出版社: Fantask Edition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6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344页

作者在Fantask出版社另著有Frank MILLER

出版信息



詹姆斯·卡梅隆革新了第七艺术，丰富了

流行文化，甚至引起了全球的热潮。卡

梅隆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电影事业中，

他的朋友几乎都是圈内的……作为一位电

影导演，卡梅隆代表着当代的电影。

本书作者David Fakrikian通过诸多未公开

的采访和独家档案，撰写了这部传记，

展现了这位非同一般的导演四十多年职

业生涯。阅读此书，如同经历了一段惊

艳又丰富的旅程，了解艺术家台前幕后

不为人知的故事。

詹姆斯·卡梅隆：一位导演的奥德赛

主题 : 电影，传记 类型 : 文字+插图 时代 : 现代

作者: David Fakrikian 出版社: Fantask Edition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 : 344页

出版信息



这本书并非一本研究性的文集，当编辑组计划做

这样一本书：解释电视剧如何产生，作者的第一

反应是：“这太棒了！这正是长期以来我们希望做

的事情。现在有了这个计划，我们有很多很多事

情可以做。”

为了更好地策划这本书，作者首先做了系统的分

析，然后我开始和身边的亲友、专家、会议上遇

到的朋友沟通这个主题。在和不同人士交流后，

我们凭借自身的经验和材料，我们开始试图解释

为什么当一部剧有很多粉丝的时候，电视剧却不

再演了；如何定义60年代连续剧的再次发行，总

总

剖析连续剧：破译第八艺术

主题 : 娱乐 类型 : 文字书 时代 : 现代

作者: Alain Carrazé、Romain Nigita 出版社: Fantask Edition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8页

作者: Alain Carrazé、Romain Nigita 出版社: Fantask Editions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88页

出版信息

这些我们看似反常的举动，并非商议诡计。伴随这本书，我们试图重新解释电视剧内在

的一种精神状态。

本书由十九个章节，每个章节除了主题性的概况分析，还都包括一个以上实例分析，帮

助读者朋友更容易理解本书的观点，也可以与我们熟悉的剧目联系起来。



很少有漫画作者像弗兰克·米勒那样引起了热情，诋毁和争议。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

频频受到法国评论家指摘，他的所有资质都受到了嘲讽。对一些人而言，米勒是一位

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是保守的反动派。三十多年来，米勒一直

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革新了城市中伸张正义的诸如蝙蝠侠之类的形象后，弗兰克·米勒

已经实行了新的写作计划。他更重视人物的内心世界，缺乏想象力和狂乱的的分镜头

，司空见惯的超级英雄中的政治联系。在他的多部作品中，如《给我自由》或者是《

罪恶之城》系列等，米勒坚定地发出了响亮的声响。但是，他的作品风格从未真正一

致过。他在电影美学上的失利，他倾向于保守的美国政府的立场，他所喜欢的加密法

西斯美学，种种这些使他无法常常让人赞不绝口，编剧因此也会引起更多的怀疑。然

而，在漫画书前被宠坏的孩子正继续其快乐的方式，开展各种激励项目，展示一个的

顽童的品味。在那里，他从来没有离开。

出版信息

- 167 -

弗兰克·米勒：城市悲剧

主题 : 人物传记 类型 : 文字书

作者在Fantask出版社另著有Stan LEE

作者: Jean-Marc Lainé                                                                                 出版社: Fantask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8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 : 352



酒和流行文化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也中是会对饮品感兴趣。在鸡尾酒

诞生以前，人们喝啤酒、葡萄酒；在电

影或电视诞生前，人们看戏剧和演出。

而这两种似乎从没有联系在一起过。作

者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酒师，波普文

化对其影响至深。他喜爱鸡尾酒，也喜

爱电影，他喜欢将两者结合。作者邀请

了艺术家和他一起创作本书，在阅读本

书的同时，我们可以了解到鸡尾酒诞生

的灵感，学着自己去调一杯酒，并且每

一杯酒都会和一部我们熟知的电影或者

电视剧有关。让我们为鸡尾酒干杯，为

波普文化干杯！

波普鸡尾酒

主题 : 娱乐 类型 : 文字书+插图 时代 : 现代

作者: Anthony Marinese，Horacio Cassinelli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5                                      出版语言 : 法语

出版信息



《星球大战》系列影响了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太空征服、电影、宗教、推销......通过

法国信息广播电台，Baptiste Schweitzer和Matthieu Mondoloni带领我们一路探寻乔治·卢

卡斯的足迹，发现星球战争后的残余物，以及星球大战是如何改变世界的。而绝地武

士作为美国电影流行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之一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

作者: Jérôme Wicky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72页

开本大小：232 x 151mm

出版信息

绝地武士：追寻乔治·卢卡斯的足迹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这是第一本全面记叙小丑历史的漫画。

他们让人笑也让人哭，甚至还出现了一

个用来形容小丑恐惧的专业术语

“coulrophobie”。小丑在流行文化中并不

陌生，但却总是以不友善的形式出现。

从漫画到电影，再到电视剧或是游戏，

我们看到了Joker、Baggy……9月20日，

史蒂芬金笔下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

小丑又一次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中。

作者: Pascal Paillardet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16页

开本大小：189 x 260mm

出版信息

坏小丑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杰森·艾美斯顿被好莱坞和无数粉丝追捧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极客文化

绘画者。在古典绘画的基础上，他结合

新的视角，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蝙蝠侠

、丹妮莉丝·坦格利安、德古拉的油画。

在美国和加拿大，他拥有坚实的粉丝基

础，人人都渴望获得他有限的出版作品

。

本书由另一位名为 Jay Shaw的极客艺术

场景设计者负责，详细介绍了艾美斯顿

的有名作品，包括他的最新画作，甚至

是一些专业的绘画技巧。

作者:  Jason Edmiston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6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88页

开本大小：225 x 292mm

出版信息

杰森·艾美斯顿的艺术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1977年，《星球大战》的意外走红打开

了科幻新篇章，带来了太空歌剧。从那

时起一直到1985年，由好莱坞、宝莱坞

设计制作，各种各样的外星生物、异星

球和壮观的太空军舰成为了荧幕中的常

客，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又一首的太空绝

曲……

作者:  Wybon Jérôme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4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24页

开本大小：315 x 245mm

出版信息

星星之战：1975-1985入侵

主题 : 传记



不同于电影，电视剧才是创作者的国度

。他们被称为“电视剧狂人”，他们已经

不能简单的被称为超级制作者了，他们

与电视剧合为一体、灵魂相交，成为情

节的捕手和角色的心理分析师。一年四

季，他们都在为电视剧的创作忙碌着。

如果说其他的书总是聚焦于演员，那么

这本书将更多的空间留给了创作者、设

计者，以及他们的创作灵感。

作者:  Carraze Alain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6 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656页

开本大小：230 x 150mm

出版信息

新电视剧狂人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1978年，伴随着Goldorak在法国2台的

播出，一波前所未有的文化浪潮就此

出现。于是，在法国漫画和日本动漫

之间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彩色机器人的

背后掩藏着一位备受争议的艺术家，

他便是日本现代动漫的代表人物之一

。以动漫人物Mazinger Z, Devilman 或

是Cutie Honey闻名，这位“英雄制造者

”却常常因创造出建立在残酷现实背景

下、浓稠渲染暴力色情内容的作品而

受到猛烈抨击......

作者: Jérôme Wicky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7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472页

开本大小：232 x 151mm

出版信息

永井豪：Mangaka传奇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Gascoigne, Tyson, Cantona, Harding,

Williams, MacEnroe......这些不论是大名

鼎鼎，还是不为人知的运动员，都拥有

着许多共同点：一触即发、易怒、暴躁

，有时还很暴力。他们是体育界的坏小

子，真正意义上的屠夫，可以说坏到了

骨子里。

这本书收录了超过80个令人恐惧的体育

场发生的故事！

作者:  Paillardet Pascal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4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16页

开本大小：320 x 245mm

出版信息

运动血手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索尔的铁锤、詹姆斯·邦德的伯莱塔418手枪、《神秘博士》中的声波螺丝刀、《星球大

战》中的光剑、《哈利波特》中的魔法棒......武器变成了流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

要元素，有时甚至和手握他们的英雄齐名。本书是一本新颖的武器指南，收载记录着

这些拥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

作者:  Huginn & Muninn               出版社: Huginn & Muninn            单行本册数 : 1册

出版日期 : 2014年 出版语言 : 法语 页数：216页

开本大小：260 x 195mm

出版信息

嘭！流行文化中的武器

主题 : 传记 类型 : 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