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derland + Bandal + 第六个春天 图书目录

Bandal 绘本

2015年 博洛尼亚
国际童书展 小说
类 优秀奖

睡觉精灵

院墙

滚来滚去，翻来翻去! 孩子们为什么一晚上都在翻来覆去呢？

放学回来后，孩子蹲在胡同口的墙壁旁玩抓石子游戏。

孩子们为什么每天都在嗖嗖地长大呢？

将手指贴在裂了缝，又脱了漆的墙面上前行的话，墙会发出“来

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个子长得那么快呢？

咪发”的声音。

是不是晚上有谁悄悄地来过呢？

一起来侧耳倾听从院墙传来的声音和故事吧。

文•图 Yi Yeon-sil | 摄影 Kim Hyang-soo
定价 12,000韩币 | 48页 | 280X200 | ISBN 9788956186412

文•图 Jee Kyoung-ae
定价 15,000韩币 | 40页 | 275X228 | ISBN 9788956186467

•2014年 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2015年 世宗图书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2015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16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韩国代表绘本 60选

•2014年 世宗图书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2016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2015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小说类 优秀奖 获奖作品

•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2015年 儿童图书研究会 选定图书
•2016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韩国代表绘本 60选

版权输出国家：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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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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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尘精灵

夜晚降临了

你知道帮助生活在陌生世界里的孩子们重新找回丢失的物品，

夜晚降临的话，虽然整个世界都变得黑暗起来，但又不是完全漆黑一片。

并感受到幸福的灰尘精灵吗？

就是说，即使到了夜晚，世界依然闪烁着光芒。

就像有谁偷偷重新放回去一样的记忆，其实都是浑身沾满灰尘

一起来听听，将夜晚点缀得美丽，并赋有生命的他们的故事吧！

的“灰尘精灵”做的好事呢。
文•图 Jooribyul
文•图 Yi Yeon-sil i | 摄影 Kim Hyang-soo

定价 12,000韩币 | 44页 | 217X275 | ISBN 9788956186580

定价 12,000韩币 | 44页 | 200X280 | ISBN 9788956186511

•2015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16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首尔市教育厅 寒假 推荐图书
•东原书包 选定图书

•2015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幼儿读书研究所 推荐图书

•2016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2020 KBS读书金铃 选定图书

•2016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韩国代表绘本 60选
•2016年 读书指导研究会 选定图书

版权输出国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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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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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还借来的书

企鹅，啦啦啦

“过了洋槐树路再走一点，就可以看到一棵大树，

五只企鹅令我们的心为之摇摆，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无比清爽。

走过那棵大树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发出‘嘻嘻哈哈’的声

封面上安安静静的五只企鹅一下子伸出头要准备跳舞呢。

音，必须得赶快走过去。”

准备好了和企鹅们一起来玩捉迷藏吗？

孩子能否安全到达朋友家并归还借来的书呢？
文•图 Koo Sin-ae
文•图 Lee Woo-yeon

定价 13,000韩币 | 48页 | 270X180 | ISBN 9788956186634

定价 13,000韩币 | 48页 | 235X304 | ISBN 9788956186603

•2015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6年 儿童读书研究会 选定图书
•2015年 kbby 推荐图书

•2016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2016年 梦想图书馆 推荐图书

•2016年 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晨读书童 推荐图书
•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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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输出国家：法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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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秒

黄色雨鞋

1500，1627，1788，1870，1926，1952... ...

终于下雨了。

在我们身边到底正在发生着什么事呢？

急忙跑向鞋柜，却发现黄色雨鞋怎么也找不到了。

随着时间流逝，我们身边一个个消失的事物，究竟去了哪里呢？

黄色雨鞋去了哪儿呢？

引发作者疑问的事物，在超现实的空间里如同魔法一样苏醒了！

如果是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会怎么办呢？

文•图 Lee Myoung-ae

文 Heo Jung-yoon | 图 Jung Jin-ho

定价 19,000韩币 | 60页 | 300X200 | ISBN 9788956186641

定价 12,000韩币 | 40页 | 300X180 | ISBN 9788956186726

•2015年 世宗图书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2016年 儿童图书研究会 选定图书
•2016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16年 幼儿读书研究所 选定图书
•2015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年度插画家 获奖作家

•2017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2016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韩国代表绘本 60选
•南怡岛国际绘本插画大赛银奖 获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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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输出国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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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斑斓的企鹅

知了

从海豹的嘴里涌出了无数的鱼儿和企鹅，

如花般的春天过后，再经过梅雨季节的洗礼，比起夏天炎热的天气，还有更早来

并且这些从灰色海豹嘴里涌出来的企鹅、鱼儿以及水草都被染

到我们身边的人儿。

上了各种美丽的颜色。

让夏天越发像夏天的知了，从夏天来临的那一瞬间开始，一直到最炎热的盛夏，

在南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要不要和知了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呢？

文•图 Kim Su-jin

文•图 Jang Hyun-jung

定价 15,800韩币 | 64页 | 300X100 | ISBN 9788956186658

定价 13,000韩币 | 40页 | 228X280 | ISBN 9788956186801

•2015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6年 环境正义 环境图书 选定图书

10

•2015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6年 儿童图书研究会 选定图书

•2016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2017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17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特别展 选定图书

•2017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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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

烤焦的面包

睡了午觉起来的某一天，那天真的很奇怪。

乌龟拿着烤得黑乎乎的面包显得不知所措。

世界变得安静无比，仿佛只剩下了自己。

六个朋友把自己的面包切开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村子里面的其他人，秀雅、哲秀、妈妈都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

乌龟也把烤焦的面包切成六块和朋友们分享。

趴在地上，“啊，真是无聊”自己嘟囔的那一瞬间，在孩子身上发生

和朋友们在一起的零食时间，今天也变得无比幸福。

了奇迹般的事情。
文•图 Lee Na-rae
定价 13,000韩币 | 52页 | 185X244 | ISBN 9788956186870

文•图 Sung Young-ran
定价 14,000韩币 | 44页 | 220X230 | ISBN 9788956186856

•2016年 儿童图书研究会 选定图书
•2016年 儿童图书研究会 选定图书

•2016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6年 我人生的第一本书 选定图书

•2017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2016年 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2017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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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输出国家：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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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云朵

清洁工兔子

一块曾经一动不动的巨大云朵正在慢慢滑动，而如手掌般大小的云朵

村子里的兔子们齐心协力想要把清洁工兔子送上月亮的原因是什么呢？

则在快速移动。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着逐渐变得昏暗的月光，兔子们想着要将月亮

在强风的吹动下，我们的头顶上堆满了巨大无比的云朵。

打扫得干干净净。

原本无所事事的一天，因为有不同形状云朵的出现而变得与众不同。

但是月亮并没有什么问题呢！
想要让兔子们无法前往月亮的话，该怎么办才好呢？

文•图 Lee Hae-jin
定价 13,000韩币 | 52页 | 380X150 | ISBN 9788956186955

文•图 Han Ho-jin
定价 12,000韩币 | 44页 | 260X240 | ISBN 9788956186979

•2015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6年 世宗图书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2016年 读书指导研究会 选定图书
•2017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2017年 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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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韩国代表绘本 60选
•2016年 梦想图书馆 我们美好的绘本 选定图书
•2016年 首尔市教育厅 寒假 推荐图书
•2017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2020年 KBS读书金铃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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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气球

捉迷藏

老鼠“嗵”一下子飞得好远。

要不要一起来玩世界上最难，但也是最有趣的捉迷藏游戏呢？

乌龟、小狗、鹤、狐狸，就连体格较大的狮子也飞了起来。这都是多亏大象的

走遍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藏起来的朋友是谁呢？

功劳。

你们可以全部找到这些朋友吗？

虽然大象也想和朋友们一起坐跷跷板，但也坐不上去，就连树也是爬不上来。
不过大象马上就能飞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文•图 Song Hyun-joo
定价 13,000韩币 | 52页 | 210X210 | ISBN 9788956187037

文•图 Song Hyun-kyung
定价 15,000韩币 | 64页 | 250X240 | ISBN 9788956186986

•2016年 世宗图书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2016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2017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韩国代表绘本 41选
•2017年 儿童图书研究会 选定图书
•2017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7年 IBBY 适合障碍儿童的优秀图书 选定图书
•2016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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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跳舞了
这是一本令人感到有些奇特并陌生的绘本。
曾经枝叶茂盛的树木被一棵棵砍倒，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墩。
在被斩断的树根下的世界里，充满生命力的各种生物，如同
我们的身体一样运转活动。
文•图 Bae Yoo-jung
定价 35,000韩币 | 76页 | 150X380 | ISBN 9788956187051
2016年 博洛尼亚
国际童书展 年度
插画家

月亮兔子，乌龟和鱿鱼
这是一个关于在森林里的一眼小泉水中相遇的月亮兔子，乌龟以及鱿鱼
之间的友情故事。
2018年 博洛尼亚
国际童书展 新视
野 最佳童书奖 大
奖

太阳火辣辣的一天，两个朋友把鱿鱼抗在肩上，一起朝着大海出发了。
究竟鱿鱼能安全地到达大海，月亮兔子能重新回到月亮去吗？
文•图 Cho Soo-jin
定价 15,000韩币 | 60页 | 184X246 | ISBN 9788956187068

•2016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年度插画家 选定作品
•2016年 少年韩国日报 优秀儿童图书 优秀奖、特别奖
获奖作品
•2018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2017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新视野 最佳童书奖 获奖

•2017年 儿童图书研究会 选定图书

作品
•2021年 小型图书馆文化

•2017年 UE le immagini della fantasia 34th 选定图书

运动联合 春季号 推荐图
书

版权输出国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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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形

蚂蚁爬了上去

有一个小小的四边形。有一天，这个小小的四边形走着、跳着、跑着，但

这是一本讲述了发生在西红柿树上的奇特故事，蕴含丰富想象力的

是很快被石头绊倒了，出现了无数个四边形。

绘本。

这些小小的四边形们小心翼翼地攀登峭壁，进入黑暗的山洞里冒险，并越

蚂蚁爬上了树，小猫、长劲鹿、猴子也爬了上去。

过波涛汹涌的大海。

孩子也蹦蹦跳跳地爬了上去。但是，往下一看，巨大的熊爬了上来。

跟着小小的四边形们一起去冒险吧，这会令你产生可以战胜一切的力量。

吧唧吧唧，有什么被吃光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文•图 Cha Young-kyoung
定价 13,000韩币 | 60页 | 215X210 | ISBN 9788956187129

文•图 Lee Hae-jin
定价 13,000韩币 | 48页 | 152X330 | ISBN 9788956187136

•2016年 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2017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韩国代表绘本 41选
•2017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2016年 梦想图书馆 推荐图书

•2017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6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2018年 瓜达拉哈拉国际书展 韩国代表绘本 选定图书

•2017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7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版权输出国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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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特别展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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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条年糕

我是飞翔的鸟儿

用米做的又白又劲道的长条年糕，因为又细又长，所以特别好玩。

这是一本令人思考“什么是真正自由”的绘本。

可以像跳绳一样跳过去，圆圆滚滚，还能咚咚弹着玩。

一只曾被关在鸟笼中的小鸟终于冲破鸟笼飞了出去，但没想到还有

长条年糕吃起来味道也非常不错呢。

更压抑的空间阻挡了小鸟的去路。

剪得长长的年糕可以一口咬着吃，也可以“哒哒哒哒”切开煮年糕汤吃。

小鸟虽然飞了出去，却被关在了书中。

还有什么更好吃的方法呢？

只有阅读这本图书的读者才能给小鸟带去自由。

文•图 Saida | 定价 12,000韩币 | 40页 | 265X190 | ISBN 9788956187150

文•图 Jo Woo | 定价 13,000韩币 | 40页 | 210X210 | ISBN 9788956187259

•2016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7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7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2017年 世宗图书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2017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2017年 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2017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8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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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输出国家：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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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博洛尼亚
国际童书展 年度
插画家

是小猪，不是小猪

咸水湖

这是一本简单却又深刻地向孩子们介绍相对性概念的绘本。

作家前往澳大利亚的咸水湖旅行之后，将在那里度过的盛夏

将书倒过来看，或向侧面翻开、向下翻开、向上翻开看的同

圣诞节，通过韩国传统画法——漆画表现了出来。

时，会令人不断思索，也会更加深刻地去思考那些我们早已熟

在白天，云朵和湖水犹如在镜中施展魔法一样，在夜晚，则

悉的单词。

喷射出一闪一闪的烟火。
要不要一起将脚泡入咸水湖中来迎接圣诞节呢？

文•图 Lee Soon-ok
定价 15,000韩币 | 60页 | 180X230 | ISBN 9788956187273

文•图 Jeong Hoe-yoon
定价 15,000韩币 | 40页 | 300X200 | ISBN 9788956187280

•2017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年度插画家 选定作品
•2017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8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18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2018年 南怡岛国际绘本插画大赛 入选作品

•2017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特别展 选定图书
•2017年 梦想图书馆 推荐图书

版权输出国家：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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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韩中日艺术展 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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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新年！走会

原来是红薯啊

这是一本介绍了走会以及从以前就流传下来的各种乐器的绘本。

细心的观察，丰富的想象及聪明的才智构成了这个令人笑得前仰后合的红薯故事。

读者在阅读时，如同和走会群走在一起，从开始到结束都在享受

红薯又圆、又长、又小啊。有露出肚子来的红薯，

着走会表演。

有浑身噌噌长出黑须的红薯，也有长得“面目狰狞”的红薯。

小锣，长鼓，鼓，锣，小鼓等乐器构成了韩国的曲调，作为丰物

这些红薯们一点都不觉得害羞，大大方方地喊着“我也是红薯啊”展现着自己的魅力。

农乐之一的“走会”可在任何一个空地上进行，令人自然而然地

翻看图书的同时准备捧腹大笑吧！

感受到乐器之间的和谐之美。
文•图 Saida
定价 13,000韩币 | 40页 | 192X245 | ISBN 9788956187372

文•图 Noeul
定价 19,500韩币 | 80页 | 249X236 | ISBN 9788956187327

•2017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2017年 学校图书馆期刊 年度图书
•2018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2018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9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18年 世宗图书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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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读书研究会 韩国绘本 100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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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之花

躲躲藏藏，春风

为什么大自然一年四季美丽又神秘呢？这本书中便告诉大家，那是因

蒲公英盛开的春天，孩子们为了寻找什么出去了。

为月光。

但孩子们每去一个地方，都说着“没有，没有呢”，感到很惋惜。

《青蛙之花》把从月光上掉落下的月光粉末改变世界的样子，如同影

当然，田野里有蒲公英、鸡蛋花以及刚盛开的苜蓿和狗尾巴草。

像一般快速地展现了出来。

但是突然孩子们，哦？望向了远方。终于找到了。

沾着月光的花儿变成了青蛙，青蛙变成了烟火，烟火又变成了蝴蝶。
要不要一起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文•图 Song Hyun-joo
定价 15,000韩币 | 52页 | 210X210 | ISBN 9788956187402

文•图 Koo Sin-ae
定价 14,000韩币 | 52页 | 270X180 | ISBN 9788956187389

•2018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8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8年 绘本协会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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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输出国家：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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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博洛尼亚
国际童书展 新人
奖 优秀奖

你是谁呢

山羊屎 GA NA DA

你是谁呢？勇敢的你，尽情伸展身体的你，吓一跳的你，

跟着山羊拉的屎会看到什么呢？萤火虫收集山羊拉的屎；在过独木桥时，羊驼

有朋友在等的你，即使从高处坠落也不觉得疲惫的你，你

一下子跳过去躲避了危险；在狮子追来的时候，甲鱼也给予帮助...

是谁呢？

动物朋友们都在边做着自己擅长的事情边尽情玩耍。不知不觉，山羊屎成为盲

到处去冒险，兜兜转转，分开又见面的你，你是谁呢？

文，照亮了那些眼睛看不到的人。山羊屎虽然对有些人来说是如同粪便一样毫

和我配合节拍跳舞，咚咚咚，敲我房门的你，你是谁呢？

无意义的东西，但对于某些人却是如同指引道路的路标一般珍贵的存在。

文•图 An Hyo-lim

文•图 Lee Na-rae

定价 15,000韩币 | 44页 | 145X350 | ISBN 9788956187426

定价 15,000韩币 | 60页 | 240X235 | ISBN 9788956187433

•2017年 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 优秀出版作品制作支援事业 选定作品
•2018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新人奖 优秀奖 获奖作品
•2018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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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上海国际童书展 韩国代表绘本 20选

•2017年 京畿北部文化财团 选定图书

•2019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18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31

讨厌的一天

柿子树的呼唤

“叮叮叮”的声音打断了一场美梦。从巨大的钟表传来的钟声，对于英

“嗒“的一声，一个成熟柿子的掉落意味着秋天来了。因为有累累的柿子，才让故事变得更

熙来说一点也让人高兴不起来。因为这意味着妈妈又会唠叨，催促着让

加丰富多彩和感人至深 。一棵枝叶茂盛，结满了柿子的柿子树，揭开了满满的第一章。柿

赶紧起床上学。整八点的钟声虽然安静了下来，但是英熙却一点都不想

子成熟之后，周围邻里三三五五聚在一起采摘柿子。曾经那样美丽的柿子树如今只剩下了最

起床。“作业还没写完... ...” 看来是没写作业，不想去学校。英熙又在

后一个柿子，仿佛正在和英智打招呼。连最后一个果实也掉落的柿子树，从这时起它的样子

想，真的是太不想去学校了，但为什么偏偏身体也不发烧，地球也不爆

也在发生着细微变化。不知不觉中，它成了水，成了江水，成了湖水，成了碧绿的大河。人

炸呢。究竟英熙能好好地去上学吗？

们是否还会记得这棵柿子树吗？

文•图 Sung Young-ran

文•图 An Hyo-lim

定价 15,000韩币 | 44页 | 220X230 | ISBN 9788956187457

定价 13,000韩币 | 40页 | 205X245 | ISBN 9788956187488

•2017年 Open Kid 推荐图书
•2017年 月刊绘本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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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2018年 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2018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8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特别展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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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博洛尼亚
国际童书展 新人
奖 特别提名

2018年 博洛尼亚
国际童书展 年度
插画家

红

一个影子

虽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红色乍一看都很相似，但如果仔细察的

有一个长长的影子。狐狸和大熊看到这个影子默默地走了过来，狮

话却又各不相同。太阳的红色也是如此，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彼

子和小浣熊看到这个影子也走了过来。动物们好像在这个凉爽的影

此不同。血液也是如此，身体健康的时候和生病的时候颜色也

子下面躲避炎热。这一次，猴子、鳄鱼、大象、河马也走了过来。

有所差异。耀眼的红色、热情的红色、危险的红色、愉快的红

在左边的角落上还看到了乌龟的影子。这么多的动物，各自生活的

色、在我们身体里流动的红色，这些红色都以各自不同的样子

环境也各不相同，但居然聚集在了一起，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

呢？这个影子真的是大树的影子吗？

文•图 Lee Sun-ok

文•图 Chae Seung-yeon

定价 15,000韩币 | 60页 | 210X210 | ISBN 9788956187495

定价 14,000韩币 | 40页 | 205X245 | ISBN 9788956187518

•2018年 世宗图书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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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 优秀出版作品制作支援事业 选定作品

•2019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新人奖 特别提名 获奖作品

•2018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年度插画家 选定作品

•2019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8年 上海国际童书展 韩国代表绘本 20选

•2019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18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9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2019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21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版权输出国家：中国，法国

版权输出国家：法国，丹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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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咕咕咕咕

镜子书

宝宝想要睡觉，但有一只鸽子飞进脑中不住地发出“咕咕咕”的叫声。想着稍微忍耐一下

“当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感受到的心

就能睡着，于是忍了忍。但这次一只小猫又来了并发出“喵喵”的声音。小猫一直在脑中

情，那便是‘感情’。这本书能够帮助你了解自

转来转去。

己当前的感情。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出发！”

这次知了又飞过来，“知了知了”地叫着令人心烦。宝宝非常生气，喊道“我要睡觉了，

在这本书里可以找到害羞、寂寞、嫉妒、奇怪、舒

要睡觉了！”

服、喜爱、喜悦等等这些存在于内心的感情。小心

好像突然四周变得安静下来，但更多的鸽子飞进脑中“咕咕咕，咕咕咕”地叫个不停。

翼翼地撕下一张站在镜子前看一看， 在最后一面的

今晚，宝宝还能好好地睡觉吗？

空白页上，可以用图画或是文字来表达书中没有出
现的感情。

文•图 Lee Hae-jin
定价 14,000韩币 | 44页 | 210X222 | ISBN 9788956187532

文•图 Cho Soo-jin
定价 35,000韩币 | 40页 | 260X360 | ISBN 9788956187525

•2019年 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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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博洛尼亚童书展 年度插画家 选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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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擦

花·苹果

橡皮擦真的只是用来擦拭的工具吗？铅笔也是否只能用来写字？在绘

这是一本前后都是封面，没有一个文字的可爱绘本。花儿开了，在风中

本的左边页面，铅笔写了字而被橡皮擦反复擦拭，而右边的页面上，

摇摆。风儿化成了雨，打湿了花瓣。从花瓣上流下的又红又黄的水珠一

橡皮擦在勾绘图画之后又创作出新的图画。但是，当左边的文字都被

滴滴渗透到大地里，大地盛开了白色的花朵。花朵凋零之后，在那个位

擦除到无法认出的时候，右边原有的图画也被擦掉了。接下来又会发

置上结出了红黄色的果实。果实成熟红了脸蛋，越发诱人，变成了一个

生什么事情呢？一起进入橡皮擦与铅笔的神奇世界吧。

苹果。大家也像作者一样，看到花儿想起了苹果，看到苹果就想起了花
儿吗？

文•图 Oh Se-na
定价 15,000韩币 | 48页 | 240X237 | ISBN 9788956187914

文•图 Kim Yoon-kyung
定价 19,000韩币 | 32页 | 210X220 | ISBN 9788956187921

•2019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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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公寓

第三天

这本书最大的魅力就是将日常中随处可见的抽象图像转换为具体图像。这是一本

奶奶是我独一无二，最好的伙伴。但是我却很讨厌奶奶反过来一边

将倒映在雨水中抽象的形象，重新转换成绽放光彩的人与动物形象的绘本。虽只

叫我“妈妈”，一边要和我玩耍。但是，今天放学回来却没有看见

通过拍摄积水的照片就能感受到乐趣，但附加了印刷在描图纸上的平面设计图

奶奶。人们都说奶奶“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奶奶说，奶奶的妈

片，仿佛为读者打开了另一个新世界。

妈在“那边”，奶奶大概是去看妈妈去了。要是能早点回来就好
了，我的玩伴不在真是很无聊呢。

文•照片 Kim Yeon-hee | 图 Cha Young-kyoung
定价 29,000韩币 | 52页 | 210X215 | ISBN 9788956187952

文•图 Sung Young-ran
定价 15,000韩币 | 40页 | 220X230 | ISBN 9788956187976

•2018年 世宗图书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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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声音

呼噜噜，啧啧

这是一本饱含将候鸟扇动翅膀的声音比喻成钢琴声的作家丰富想象力

这里是哪里呢？是怪物们生活的地方吗？不是。这个地方是我们一

的绘本。候鸟们往南方不分昼夜飞越数千公里的时候，在天空中在发

个月一次，或者几个月一次必需要来的，非常熟悉的地方呢。但也

生什么事情呢？有时会遇到大风，有时会遇到暴雨，还要越过险峻的

是有些孩子和大人们很不愿意去的地方。在我们的身后有咔哧咔哧

山峰，飞过汹涌的大海。在天空中飞翔的鸟群充满幻想的舞蹈中，也

飞舞的剪刀，也有烧得滋滋作响的火焰。通过这本巨大的绘本，可

蕴含了我们不知道的歌曲呢。

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观察这个平凡的世界。

文•图 Shin Yoo-mi

文•图 Cho Seul-ki

定价 19,000韩币 | 44页 | 290X240 | ISBN 9788956187990

定价 29,000韩币 | 32页 | 386X338 | ISBN 9788956188126

•2018年 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 优秀出版作
•2019年 世宗图书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42

品制作支援事业 选定作品
43

舞

冰山

“筷子会跳舞？！瞎说，筷子怎么会跳舞呢？”

蔚蓝色的大海上有一座冰山。每翻阅一页图书，冰山也在一两座的增加， 一座座

我们每天都要有两、三次拿着筷子跳舞。夹菜的时候，吃面条的时

的冰山累积起来填满了书页。这时动物们出现了，但这也是暂时的。动物们和冰

候，筷子都在跳舞呢。

山开始融化，慢慢消失只剩下了最一开始的那座冰山。这座冰山到底是什么呢？

但筷子无法自己跳舞。即使有点生疏，但和舞伴一起跳也没有关

我们常说“积少成多”，说不准冰山的命运就掌握在我们每天无心用来抽取纸张

系。

的手中。

从今天开始观察一下筷子是怎样跳舞的吧，并且试着一起加入，说
不准会惊叹我们身边有这么优秀的舞伴呢。

文•图 Oh Se-na
定价 19,000韩币 | 40页 | 350X175 | ISBN 9788956188164

文•图 Lee Se-kyung
定价 19,500韩币 | 80页 | 80X285 | ISBN 9788956188133

•2020年 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 年度插
画家 选定作品
•2020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2018年 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 优秀出版作品制作支援事业 选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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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IBBY Silent Book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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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抓住!

我们在这里，动物园

小狗在追小鸡，小鸡兴奋的在逃跑，小蛇也加入到了这场紧张的追赶游戏中。

生活在动物园里面的狮子雷欧这样说道，“我生活

这是一本快速翻阅可成为动画的手翻书。

在动物园，无论什么时候都被人们围观着，这不是

手翻书虽很简单，但却有着一种让人一直想要翻动的魔力。翻阅着书章，不知

我想象的生活。即使明知道不可能，但我总也梦想

不觉会笑出声。

着有一天可以从这里逃出去。但是现在， 我努力

身为平面设计师的作家，将作为基本图形的圆形，三角形，四边形分解并重新

去接受这个事实。即使没有希望，我也坚持生活。

配置而产生出来这些可爱的角色。

因为如果我死了的话，别的朋友就要来接替我的位

要不要一起加入这场虽简单，但却充满魅力的角色之间的紧张追击战呢？

置。即使相爱，但也不会选择去拥有自己的孩子
的，因为谁会让自己的孩子再次体验这样的痛苦

文•图 Hwang Sang-mi
定价 15,000韩币 | 256页 | 140X70 | ISBN 9788956188174

呢？这不是我所期望的，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
我希望能出生在别的地方……”
文 Heo Jung-yoon | 图 Ko Jung-soon | 定价 14,000韩币
44页 | 190X300 | ISBN 9788956188195

•2019年 环境正义 环境图书 选定图书
•2020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版权输出国家：台湾
46

47

星星，月亮兔子

波浪来了

在作家的上一部作品《清洁工兔子》中，兔子们离开了脏乱的地球来到

一个孩子正在堆沙子城堡，比波浪更高，比波浪更牢固！

了月亮上生活。在新的基地——月亮兔村庄里满是蔬菜和水果。在收获

但是很快被波浪卷走了。

粮食的那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星星们正在变得越来越遥远，这给

这次，好多孩子们聚在一起堆沙子城堡，更高，更牢固！但一个波浪打过来，城堡又塌了。

变得黑暗的月亮兔村庄带来了混乱。村长爷爷让兔子科学家们去研究可

孩子们，螃蟹们都被吓跑了。

以把星星们抓回来的办法，兔子科学家们做了捕虫网、弹弓以及巨大的

孩子们为什么总要在波浪打过来的地方堆城堡呢？明知道波浪会把城堡卷走么。

气球，但都失败了。究竟兔子们可以把星星们抓回来吗？

但对孩子们来说，这一切都很有意思，波浪打过来的沙滩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游乐场。
因为波浪永远不觉得疲倦，走了还会再来。

文•图 Han Ho-jin

文•图 An Hyo-lim

定价 14,000韩币 | 44页 | 260X237 | ISBN 9788956188348

定价 15,000韩币 | 44页 | 300X160 | ISBN 9788956188355

•2020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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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越过小河，丛林中传来声音

火车，咔嚓咔嚓

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了。孩子出外面一看，丛林中坐着一只小象。孩子非常担心小

虽然世界上有很多的火车，但这辆火车却是一辆非常奇怪，危险

象，询问小象是不是迷了路，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孩子和小象每天都呆在一起成为了

的火车。乘着“咔嚓咔嚓”的火车一起出发吧！火车沿着弯弯曲

好朋友。有一天，小象带着孩子走了一条以前从没有走过的路。对面的丛林中传来了

曲的轨道行驶，火车经过的地方留下了笔直延伸的铁路。火车继

神秘的声音。走入到丛林深处的孩子见到了其他的大象。不想和小象分开的孩子这样

续行驶，无论前面有任何障碍物，都阻挡不了火车前进的道路。

说道，“我要是能和你用同样的声音打招呼就好了”。

但是火车遇到的所有东西都变得扁扁的了。是不是也想乘坐这辆
神奇的火车呢？那么先把明天要穿的衣服收拾好吧！

文•图 Lee Woo-yeon
定价 14,000韩币 | 40页 | 276X225 | ISBN 9788956188362

文•图 Lee Se-mi
定价 13,000韩币 | 56页 | 275X190 | ISBN 9788956188409

•2020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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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20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51

我们的家

一朵小花

孩子和小狗散步时会遇见非常小的朋友们。那是就生活我们身边，不

一位少年开始建房子了。墙越建越高，少年的身

用心看的话就发现不了的朋友们，并且也是我们身边必不可少的朋友

体也越变越大。一位少女找来了独自一人的少

们。黏在酢浆草上的金花虫，一年蓬下正在休息的蝴蝶，蛇莓从中正

年，并送给了少年一朵花。为了回报送花的少女

在玩耍的蜗牛……我们无意中路过的树木和花草，是这些小虫子们珍贵

而走出墙外的少年闻到了田野的花香。为了想要

的家园。让我们低下身，来看看这些袖珍，可爱的朋友们以及他们惹

看巨大花朵的少女，少年拆掉自己的家而建造了

人喜爱的家园吧。

楼梯。现在少年、少女两个人开始一起建造房
子，少年的身体也变成和少女一样的大小。“一

文•图 Song Hyun-joo
定价 15,000韩币 | 40页 | 272X220 | ISBN 9788956188423

朵小花”将少年从城墙里面吸引出来，并给其带
来不同的体验，同时这也是一本讲述有关与他
人、世界构建关系的美好绘本。
文•图 Kim Yeong-gyeong
定价 19,000韩币 | 60页 | 230X271 | ISBN 9788956188553

•2019年 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 优秀出版作
品制作支援事业 选定作品

•2020年 韩国日报 推荐图书

•2019年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2020年 东亚日报 推荐图书

•2020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20年 韩民族日报 推荐图书

•2021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20年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2020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版权输出国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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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IBBY Silent Book 选定图书
53

63天

红色椅子

这是一个有关在“狗狗工厂”里出生的狗狗们的故事。就像玩具工厂制

故事中的动物们都想坐在红色椅子上。虽然又窄又不舒

造小狗玩具的过程一样，展现了在人类手里诞生的小狗狗们的样子，放

服，但还是一个个爬了上去。作者认为，“红色椅子”

佛就像我们那么喜欢的、作为家庭成员之一的某只小狗的故事。我们所

便是代指人类的欲望。有可能是非常昂贵的物品，也

不知道的“出生的秘密”，实际上是非常让人震惊的。作者通过从宠物

有可能是像爱一样的情感，也有可能是像成功等一样很

店带回家的小狗“Lu Lu”的故事，了解到了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抽象的概念。所有人都想得到的“大奖”，那便是红色

而制造小狗的事实。越了解，就越觉得对不起，并且希望更多人可以知

椅子。虽然椅子只有一把，但动物们都想得到这一把椅

道这个事实，所以开始了这个故事。通过版画手法之一——蚀刻所表

子。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动物们会打起来吗？或者友

现的图画，也可以体会到将人类轻视生命的态度刻画在冰冷金属上的作

好的协商，每个人轮流坐一会儿？这本书将故事引向一

者的意图。

个大家都没有预想到的方向，并且是一本以完全不同的
方式来思考“绝对性”事物的绘本。
文 Heo Jung-yoon | 图 Ko Jung-soon
定价 15,000韩币 | 44页 | 325X253
ISBN 9788956188560

文•图 Hwang Suk-gyeong
定价 15,000韩币 | 48页 | 178X259 | ISBN 9788956188577

•2020年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2020年 环境正义 环境图书 选定图书
•2021年 儿童读书研究会 选定图书
•2021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21年 BIB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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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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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盒子

册架图

什么呀，什么呀？这个神奇的盒子是什么呀？

这是一本在代表民画的册架图上记载了十二生肖动物

从盒子里面出来乌龟，出来四边形，圆圈还变成了小鹿呢！

故事的屏风绘本。正面像画有册架图的屏风一样展

进到盒子里面一次，出来之后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

开，背面则讲述了十二生肖动物的故事。以表示祝福

开始想象的想象盒子，这次要放什么进去呢？

的含义，请展开祈求十二种祝福的《册架图》，了解
一下蕴含着韩国文化的有趣故事吧。

文•图 Oh Ha-na
定价 15,000韩币 | 40页 | 295X200 | ISBN 9788956188607

文•图 Kim Ji-yoon
定价 22,000韩币 | 28页 | 150X340 | ISBN 9788956189291

•2021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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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57

我的奶奶

我曾经

这是一本由在济州岛度过童年时期的作家结合其奶奶的故事

大家的“曾经”都是怎样的呢？记忆中的

和济州岛风景所创造的绘本。虽然是用少女的声音来讲述这

“我”是什么样子呢？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呢？

个故事，但却是一本可以推敲出奶奶生活的书。孙女所记录

大家现在又在描划着什么模样呢？翻开这本书

的和奶奶最后的散步，给奶奶留下的最后的问候，作为美丽

之前，请先回想一下各自曾经的时光。读完这

的心灵和完整的岛的模样被留了下来。

本书之后，试着去填写未完成的文章吧。

文•图 Jung Eun-jin

文•图 Jo Woo

定价 15,000韩币 | 40页 | 270X227 | ISBN 978895618932

定价 17,000韩币 | 56页 | 222X270 | ISBN 9788956189598

•2020年 东亚日报 推荐图书
•2021年 世宗图书 上半年 教养部门 选定图书
•2022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22年 书之翼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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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了

无聊吗？

公交车不知开向哪里。穿过城市中心忙碌的人群，越过奔驰的

这是一本富含了感到无聊、枯燥的孩子所产生的如同魔法般想

汽车之间，公交车不停地在奔跑。你发现公交车每次经过的时

象的绘本。

候都有不同吗?公交车在行驶中，光聚集在一起，周围的光晕

今天特别特别无聊。没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转来转去，自言

逐渐变大。公交车为什么会聚光奔跑呢？光都到哪里去了呢？

自语，还是觉得无聊。

在追随光线的旅行结束后，请感受一下大家所遗忘的“什么”

这时候就静静地闭上眼睛去冒险吧。只要可以想象，无论何时

吧。

何地，任何想去的地方，任何想成为的事物，都是可以的。
那么，让我们一起享受想象的乐趣吧?

文•图 Cheon Jun-hyung
定价 19,000韩币 | 44页 | 300X150 | ISBN 978895618984
文•图 Hyeon-Mi
定价 15,000韩币 | 40页 | 250X250 | ISBN 978895618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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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小鸟

是红薯呦

指尖上一针一线所绽放的故事，记录着“鸟儿

不同的红薯们聚集起来而展开的充满欢笑的冒险故事。

和我”时间的刺绣绘本。《我的小小鸟》让读

在前作《原来是红薯啊》中以“啊”说话结尾的红薯

者从小的事物当中发现新的东西，用不同的眼

朋友们在《是红薯呦》中说着忠清道方言回来了。

光看世界。同时，它也会打开封闭的自我，走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各不相同的红薯们的危险但又充满

出既有的世界。我们关心某种事物，即关注的

欢笑的冒险故事吧。陡峭的上坡、危险的洞穴、很深

视角会变得不同，这便成为改变的开始。就像

的河流、悬崖等都没有问题。只要红薯朋友们齐心协

从未发现的幸福源自于小盆栽一样，希望读者

力，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也能享受到发现身边小幸福的喜悦。

Bang！Bu！Bo-lulu！跟着一起读的话，阅读理解能
力和表达能力会迅速提高呢！

文•图 Bak Yun-jeong
定价 18,000 韩币 | 36 页 | 231X215 | ISBN 9788956180120

文•图 Saida
定价 15,000 韩币 | 40 页 | 192X245 | ISBN 978895618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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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land 图画书

爸爸的膝盖是我的位置

汪汪和喵喵是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宠物朋友。汪汪喜欢玩耍，但喵喵却喜欢自己待着。
汪汪和喵喵虽然是很珍贵的朋友，但只要爸爸下班回家，我就暂时想不起它们。
汪汪和喵喵虽然也想和爸爸一起玩耍，但我只想让爸爸陪着我。
今天，爸爸膝盖上的位置得和它们一起分享，因为...
文•图 Na Eun-kyung | 定价 12,000韩币 | 40页 | 218X210 | ISBN 9788956187464

版权输出国家：台湾
65

蓝色鸭鸭

种豆子

秋天的某一天，蓝色鸭鸭听到宝宝哭泣的声音游了过来，发现并拥抱了在蓝色莲池上的鳄

孩子跟着奶奶一起去田里去看种豆子。

鱼宝宝。就这样，蓝色鸭鸭和鳄鱼宝宝成为了一家人，他们过的很幸福，并且鳄鱼宝宝也

松土，浇水，施肥，外面再罩上塑料……种豆子的过程中也

长大了。

蕴含了奶奶的智慧与等待。种上的豆子会怎样长大呢？即使

但从某一天开始，蓝色鸭鸭的记忆在一点点减退，她无法认出已经长大的鳄鱼宝宝， 反而

有害虫，即使日晒雨淋，但豆子依然会生长，开花，并且在

自己变得像宝宝一样。现在，已经长大的鳄鱼宝宝成为了蓝色鸭鸭的妈妈。

豆荚里结出豆子。

蓝色鸭鸭的记忆虽然消失了，但他们互相珍惜、爱护的心却依然如故。

奶奶的豆子今年好像也是大丰收呢，在豆子生长的这段时
间，奶奶和孙女的内心也变得充实了起来。

文•图 Lilia | 定价 13,000韩币 | 48页 | 238X190 | ISBN 9788956187501
文•图 Shin Bo-reum | 定价 19,000韩币 | 32页 | 110X220 | ISBN 9788956187945

•2017年 想象绽放 书画展 选定作品
•2018年 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2019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9年 幼儿读书研究所 选定图书
•2019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19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日本全国学校图书馆协会 推荐图书
-日本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 翻译作品奖
-法国The Prix des Incorruptibles 选定图书

•2017年 想象绽放 书画展 选定作品
•2017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版权输出国家：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

•2019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台湾，中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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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家爷爷

许兰雪轩与许筠，未完的故事 “姐弟”

我很害怕隔壁家的爷爷，见到我总是大声说喊说“你这个家伙，怎么不

出生于女性进行社会活动较困难的朝鲜时代的许兰雪

打招呼呀？”，吓得我赶紧往家逃。为什么隔壁家的爷爷就不能像孩子

轩，8岁便能作诗，受人称道。其弟许筠天资聪敏，从

一样可爱一些呢？但是今天爷爷却和孩子们一起玩拍画片，孩子们难道

9岁开始作诗，平生从事写作。本书是一本将许兰雪轩

不怕他吗？

与许筠，姐弟二人来往的书信单独，但又整合排列在

我什么时候也能不再害怕这位爷爷呢？

一起，形式独特的图画书。蕴含了姐弟二人未了的故

文•图 Ha Young | 定价 14,000韩币 | 40页 | 215X260 | ISBN 9788956187983

事，以及对彼此的心意。通过这本书，让我们一起穿
越时空来倾听这对姐弟的故事吧。
文 Heo Jung-yoon | 图 Ju Ri | 定价 20,000韩币
64页 | 140X290 | ISBN 9788956188393

•2019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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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鹳凤顺

刷刷

你知道白鹳凤顺吗？韩国和日本一直在为复原白

该书虽然讲述的是下雨天的故事，但实际上是

鹳而努力，但在首先复原成功的日本，放生到自

一本把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改写成“特别日子”

然中的白鹳曾在2014年来到了韩国的烽下村。那

的图画书。嘟嘟、 咕噜噜和唰刷的雨声，声音

只鸟便是“凤顺”。这本书是以白鹳凤顺的真实

越大，孩子也越紧张。和通过犹如盛夏阵雨一

故事为基础创作的绘本。

般给人带来欢笑的《刷刷》一起来感受一丝清
凉吧。

文 Kim Hwang | 图 Saida | 定价 13,000韩币 | 44页
220X290 | ISBN 9788956188614

文•图 Jae Hee | 定价 13,000韩币 | 36页
190X230 | ISBN 9788956188621

•2021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21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2021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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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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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不在的日子

明奇美发店

这本书是一本把感情的起伏通过爽朗笑容而展现出

多美看着明奇嘲笑他是“光头”。在明奇决定

来的无字图画书。让人联想到漫画书或网络漫画，

报复多美的那天晚上，明奇看到了被救护车带

使用出乎意料的素材给人带来新鲜冲击的滑稽图画

走的多美。还有，对以光头形象出现的多美，

吸引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没有弟弟，

明奇却一点儿也不开心。漆黑的夜晚，明奇美

也没有XX的日子里的特别故事吧。

发店里彻夜灯火通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呢？

文•图 Summer Flower | 定价 13,000韩币 | 32页
190X233 | ISBN 9788956189284

文•图 Yoon So-jin | 定价 14,000韩币
48页 | 223X220 | ISBN 9788956189307

•2020年 东亚日报 推荐图书
•2020年 读书新闻 推荐图书
•2020年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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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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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时机

欢迎光临，这里是万里长城

肚子里闹翻了，但实在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

我们家开了一家中餐馆。爸爸做菜，妈妈送外

法。谁都曾有过的经历，要忍住马上要放出来的

卖。然后当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奶奶学习韩语。

屁，而一忍再忍的惊险状况！作家在这个现实情况

我们家的菜单跟别的中餐馆也不一样。爸爸按照

下，添加了漫画想象力，让人捧腹大笑。越往下

奶奶喜欢的顺序进行了修改。可是有一天，我们

看，情况越严重，嘴角也翘得越高呢。

家菜单的顺序换了，并且还新挂了一个招牌。万
里长城正等待着思念的客人呢。

文•图 Nam Dong-wan | 定价 14,000韩币
40页 | 192X245 | ISBN 9788956189628

文 Lee Jeong-rok | 图 Kim Yu-gyeong | 定价 15,000韩币
40页 | 194X280 | ISBN 9788956189826

•2021年 首尔市教育厅 儿童图书馆 家庭之月 推荐图书
•2021年 KBBY 五月份 推荐图书
•2021年 学校图书馆期刊 7、8月号 推荐图书
版权输出国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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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输出国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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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乌龟

长跑

这是一本描绘了即使不表达也了解彼此的心

人生是一场长跑，它不是一个人孤独的战斗，而是

意，越是在一起，感情越深刻的家人之间的

共同的奔跑。

图画书。

环顾四周，既有一起奔跑的人，也有支持“我”奔

伴随着“我”的成长，终将会面对不知何时

跑的人。我们一起竞争，互相帮助，在进行这个漫

放佛变得弱小的父母。

长的奔跑。可以慢慢得跑，也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个人都在默默扮演着有

儿。但是，不要停止这场长时间的奔跑。

所改变的角色。即使在困难时刻，也有家人
在等待。追忆着彼此拥抱、珍惜的时光。
文•图 Lilia

文•图 Lee Ha-jin
定价 15,000 韩币 | 40 页 | 221X285
ISBN 9788956180045

定价 15,000 韩币 | 64 页
238X190 | ISBN 9788956180021

•2021年 鬼怪图画书文学奖 获奖图书 、
•2022年 Book Start 选定图书
•2022年 书之翼 选定图书
版权输出国家：中国，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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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翻车鱼

在苏打沙漠中发现的独一无二的发明品故事

斯金的发明笔记

这是一本用我们所知道的叫做“玻璃心”的
翻车鱼的俗话所创作的图画书。

兴趣是实验，特长是发明！充满可爱又荒诞发明

在不知道呀大海里生活的小鱼儿所讲述的非

品的”在苏打沙漠中发现的独一无二的发明品故

常小心翼翼的翻车鱼们的故事。可爱、幽默
的画风和漫画般的构成使故事的乐趣大增。

事”。
异想天开的创意和各种实验记录，有趣的创意素描

让我们与翻车鱼和小鱼儿一起去旅行吧！

和完成的发明信息，都记录着安慰心灵的发明。这
是一本用梦幻般的色彩和温暖的触摸将我们引向可

文•图 Lee Seon-ju
定价 15,000 韩币 | 44 页 | 246X215 | ISBN 9788956180144

爱的苏打沙漠世界的图画书。
文•图 Syasyamiu
定价 15,000 韩币 | 64 页 | 180X230 | ISBN 978895618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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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家问好
这是一本帮助孩子们成长为懂礼貌的好孩子的图画
书。为大家送上明朗的问候。民哲鼓起勇气先打招
呼，面无表情的邻居们的表情都变了。
无论何时何地，问候都是打开心扉的钥匙。来看看
小小的勇气和亲切是如何改变周围的吧。
文•图 Lee Han-jae

花猫肥皂
"我是花猫肥皂。人们总是很喜欢我。但有一天，我
被遗弃了。"
我们因为各种原因每天都在努力地生活。但偶尔也
会觉得“我”是不是被过度消费了？“我”的日常
生活是不是变得太枯燥了？无论何时都受到喜爱，
想要得到喜爱的花猫肥皂和想要被珍惜的两块肥皂
的故事来抚慰大家的心。

定价 14,000 韩币 | 32 页 | 190X247 | ISBN 9788956180342
文•图 So Ho-rang
定价 18,000 韩币 | 40 页 | 210X257 | ISBN 978895618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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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纸板书

我画画的话

是谁家的孩子呢？

我画花儿的话，蝴蝶就会飞过来 ; 我画树木的话，

可爱的宝宝来我家的话，会怎么样呢？

小鸟就来唱歌。

宝宝出生，家庭有了新成员，对我们每个人来

我画水的话，鱼儿就来跳舞 ; 我画月亮的话，月兔

说都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这是一本欢迎来

就会跑过来看。

到我们身边小宝宝的图画书。并且，不是通过

我画森林的话，老虎就会“嗷呜” 一声吓人一跳。

人类的视角，而是通过动物的视角来思考“我

每翻一页，就越发好奇画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出

们的家庭”。宝宝是来到家庭中的又一位新成

现。

员，在这本可爱的图画书中，包含了在“家”

用简单的线条而展开的想象世界！
是一本可以体验传统艺术方式——民画的儿童图画

硬纸板书

这个空间里，大家互相打招呼，互相欢迎的过
程。

书。
文•图 Hong Ji-ni | 定价 11,000韩币 | 22页 | 190X200
文•图 Kim Ji-yoon | 定价 9,500韩币 | 16页 | 180X190

ISBN 9788956188591

ISBN 9788956188379

•2020年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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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Book Start选定图书

•2021年 Book Start选定图书

•2021年 Book Start选定图书

•2022年 Book Start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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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land 知识乐园

来到图书馆的外星人
来到地球的外星人为了获得有关地球的信息而来
到了图书馆。办了图书馆会员卡的外星人们开始
参观图书馆。地球上什么时候开始有图书馆的
呢？韩国的图书馆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又是怎样
发展的呢？并且，图书馆的各个地方都是什么样
子呢？在图书馆可以做什么呢？来图书馆的人们
都在做什么呢？参观图书馆的外星人们有了一个
愿望，这个愿望是什么呢？
文 Park Mi-sook; Choi Hyang-suk | 图 Kim Jung-seok
定价 13,000韩币 | 48页 | 220X293 | ISBN 9788956187549

•2018年 世宗图书 教养部门 选定图书
•2019年 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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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电视台的鬼怪
告诉你有关来到电视台的“鬼怪三剑客”的所
有故事！有一天，鬼怪老师布置了一个叫做
“带来人类世界最有意思的东西”的作业，
“鬼怪三剑客”—— Dolbi, Sobi, Ddungbi三
个人骑着棒槌来到了人类世界，他们发现了有
趣的机器，其中一个便是电视机。但是在鬼怪
世界里电视也打不开，所以他们又来到了人类
世界，并且听说了制作电视节目的是一个叫做
电视台的地方，所以他们来到了电视台，展开
了津津有味的电视台故事！
文 Song Hye-jeong | 图 Ji Woo
定价 13,000韩币 | 48页 | 220X293 | ISBN 9788956188188

•2021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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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land 故事剧场

换妈妈

把我的零花钱还给我!

与普通妈妈们截然不同的奇怪、糊涂的双胞胎妈

伴随孩子成长，建立社会关系，产生独立心，父母

妈。但是比任何人都深情，比任何人都爱我们的妈

与孩子之间对话最多的一个主题便是“零花钱”。

妈。石仁、海仁兄妹也通过“干菜酱汤事件”、

对于好奇不接受父母的保护和帮助，独立做自己想

“姥姥住院事件”和“烫发事件”等逐渐理解内心

做的事的小学三、四年级孩子们来说，最想要的便

曾抱有不满的妈妈，是一个可以领悟到“我的妈

是零花钱。但是，由于还是没有经济观念的孩子

妈”是比任何人都温暖、都特别的故事。

们，不随意给零花钱也是做父母的心。通过书中主
人公东一头西一头花零花钱的故事，让孩子们一起

文 Jung Im-jo | 图 Kim Ye-ji | 定价 11,000韩币 | 116页
173X220 | ISBN 9788956186702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来思考什么才是“聪明地使用零花钱”。
文 Park Hyun-sook | 图 Oh Eun-ok | 定价 11,000韩币
136页 | 170X220 | ISBN 9788956187242

•2020年 KBS读书金铃 选定图书
•京畿道学校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协议会 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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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岛鲸鱼，小独角

传闻病毒
星期一下午，帝勋在课堂时间突然晕倒了。星期三

为了让孩子们更容易读懂诗人张锡周的小说《独

的时候，世娜也晕倒了。静恩说是在世娜的手腕上

岛鲸鱼》而重新创作的这本书，通过丰富的冒险

看到了红色的疹子，孩子们都变得很慌乱。突然有

故事和与被认为是“敌对国家”——日本之间的

一天，在成秀的身上又发现了同样红色的疹子，学

对立，自然提高了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对历史

校也停课了。不明病因的患者在增加，班上孩子们

的关注。通过学习，即使不强调对独岛的了解和

的聊天群里充满了疑惑，推测以及不信任。孩子们

爱国心，也会通过童话中“小独角”的冒险，自

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呢？也许真正让人们生病的，不

然而然地对独岛产生关心。

是疾病，而是歪曲真相，夸大其词，让人们互相无
法相信的传闻。

文 Jang Seok-ju | 图 Song Yeong-gyeong | 定价 11,000韩币 | 136页 |
173X220 | ISBN 9788956187365

•KBS读书金铃 选定图书
•教育科学技术部 东北亚历史财团 独岛热爱奖 获奖作品

文 Choi Hyeong-mi | 图 Lee Gap-gyu | 定价 11,000韩币
168页 | 173X220 | ISBN 9788956187396

•2017年 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 优秀出版作品制作支援事业 选
定作品
•2018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21年 安山之书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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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干猴小猪，艾妮

智友与秘密森林

虽从主人那里继承了巨大的遗产过着富裕的生活，

智友被洪水卷到了一片神秘的森林中，在那里遇到

但却患有厌食症的小猪艾妮。每天在街上游荡，只

了像精灵一样神秘的噜噜。为了帮助要重新回到村

为寻找食物的贫民区小猫Kai和Pyu。他们彼此原因

庄的智友，噜噜来到了人间，但却偶然发现了有关

虽不相同，但都是瘦干猴。但某一天，三个人偶然

坍塌的堤坝事件的真相。为了掩盖豆腐渣工程的事

都被做猫咪生意的商人抓走，开始了从动物保护所

实，大人们想要伤害智友和噜噜。大人们为了掩盖

到养猪场的艰难冒险。这是一本通过患有厌食症的

责任而制造的错误的森林传说，智友和噜噜可以纠

艾妮寻找幸福的故事，来让小读者思考有关“幸福

正过来吗？

的标准”的有趣故事书。
文 Lee Seung-min | 图 Heo Gu
文 Jo Chan-yang | 图 Lee Gap-gyu

定价 12,000韩币 | 176页 | 173X220 | ISBN 9788956187969

定价 11,000韩币 | 116页 | 173X220 | ISBN 9788956187471

•2017年 大韩民国 故事公开征集大赛 获奖作品

•2019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8年 KBS读书金铃 选定图书

•2019年 KBS读书金铃 选定图书

•2019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猫咪知道一切
哲九因为老师的推荐而稀里糊涂的成为了会长候选
人。其他的候选人发表承诺，准备讨论，而哲九却
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一只猫咪出现在哲九身边
并告诉哲九，要是按自己说的去做的话，哲九就可
以成为会长。哲九没有听猫咪的话，而是在教室里
面给同学分发零食，从而受到了进行不正当拉选的
指责。而尚敏却因为正直的发言受到了冤枉。为了
给尚敏洗刷冤屈，哲九决心一定要成为会长。
这是一本通过选举会长，以及孩子们经历的事情来
让小读者们思考“什么是正义”的故事书。
文 Park hyeon-suk | 图 Ji Woo
定价 11,000韩币 | 152页 | 173X220 | ISBN 9788956187938

•2019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19年 KBS读书金铃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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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病毒

传说的宝藏地图

偶然尝试抓娃娃游戏的帝勋，连续两次都抓到娃娃

哲九看电视知道了一些古老的东西可以成为昂贵古

而成为了朋友们中的人气明星。连帝勋喜欢的静恩

董的事实。想着有没有像样的东西而在仓库里翻找

也表现出了对他的关心，帝勋就这样迷上了抓娃娃

的哲九找到了一副旧地图，心想说不准是一副宝藏

游戏和SNS的“点赞”数量。并且因为朋友们的反

地图。哲九找宝藏的事情不但没有成功，反倒是闯

应，帝勋开始说谎话了。对帝勋来说，抓娃娃游戏

了一堆祸。这时哲九面前出现了一只猫咪，猫咪告

真的是一种幸运吗？这是一本告诉孩子们不被周边

诉了有关这幅地图真正的秘密。原来这是哲九失去

评价所主导，努力寻找自己的长处，从内心变得坚

家乡的曾祖父画的有关家乡的图画。这是一本把作

强的故事书。

为分裂国家——韩国的略显沉重的历史与现实，通
过温暖幽默的故事来引发小读者思考的故事书。

文 Choi Hyeong-mi | 图 Lee Gap-gyu
定价 12,000韩币 | 144页 | 173X220 | ISBN 9788956188416

文 Park Hyeon-suk | 图 Ji Woo
定价 12,000韩币 | 152页 | 173X220 | ISBN 9788956188430

•2019年 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 优秀出版作品制作支援事业 选
定作品
•2019年 文学分享 选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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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点都不没关系

又！又！又！又是星期三！

本书中的主人公紫蓝自己觉得很不幸。因为与妈妈

有想象过同样的一天会一直重复吗?

分开后一次也没来看望她的爸爸，因为连想要的床

这本书是关于反复的九月十六日星期三的时间循环

都不给买的妈妈，还因为在妈妈店里工作的朝鲜族

童话。大家的一天过得怎么样呢？读过这本书之

大婶李华。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没关系呢？

后，就会不由自主地回顾过去，看看有没有在不知

其实这是一个为了表面装作若无其事，但心里却一

不觉间伤害到别人。通过这本书，一起开始奇怪又

点都放不下的大家的故事。

有趣的时间旅行吧!

文 Park Bo-ram | 图Ko Jung-soon

文 Lee Seung-min |图Yoon Tae-gyu

定价 11,000韩币 | 100页 | 170X220 | ISBN 9788956189314

定价 11,000韩币 | 88页 | 173X220 | ISBN 9788956189390

•2021年 晨读新闻 推荐图书

•2020年 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 优秀出版作品制作支援事业 选
定作品

96

97

购买没看过的眼睛
三年级一班的工源非常非常痛苦。因为他拥有
一双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东西的特殊的眼睛。
明明是特殊的眼睛，但为什么这么折磨人呢？
那是因为也会看见不想看见的东西。因为谁都
没有看到而吵吵闹闹，结果班里的同学们一拥
而上。对什么都能看见的工源说说你所看到的
东西吧。工源真的会把所看到的都说出来吗?
文Jae Seong-eun |图Jung Eun-seon
定价 12,000韩币 | 96页 | 170X220 | ISBN 9788956189956

第六个春天

乐园的孩子

我心中的躁动

离婚后的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是秀荣唯一能

戊妍与妈妈和宋女士一起生活。宋女士接纳了

依靠的家人，同时也是一个让人觉得不舒服的

小小年纪就怀了戊妍的戊妍妈妈，三人成为了

存在。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可疑的访客。正

一家人。不告诉亲生爸爸是谁、自己是如何出

好秀荣从朋友那里听说看到爸爸和女人见面的

生的妈妈和在"不知从哪里滚来的人们"的视线中

事情，很是在意。因为这个爸爸固然请来的家

为了不受伤害而变得冷漠，但却努力生活的戊

庭女老师，秀荣的脑子变得很复杂。像老头子

妍。

一样的爸爸，是真的交了女朋友了吗？

对于这样的戊妍来说，新转学来的素澜（韩语
中与“躁动”发音相同）是越亲近，就越让人

文 Nam Sang-sun
定价 12,000 韩币 | 160 页 | 140×205 | ISBN 9788956181936

感觉是被困在某一个地方的朋友。似乎和自己
没什么两样的素澜，无心说出自己秘密的老朋
友敏慧，让戊妍心情复杂的是素澜、是敏慧，
还是自己呢？

文 Go Jeong-sun
定价 12,000 韩币 | 136 页 | 140×205 | ISBN 978895618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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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春天预计出刊图书
介绍预计2022年上半年出刊
第六个春天的两部作品

봄날의
썸썸썸
(가제)

春天的SOME SOME SOME
(暂定名，预计3月出版）

因为想住在城市，所以不得不和奶奶一起生活，
但是柳晶努力维持着和奶奶的距离并坚持自己的
生活方式。玩世不恭的中学生孙女和优雅的奶
奶，似乎没有共同点的两个女人之间超越年龄的
共鸣、联系和成长。
文•图 Tak Gyeong-eun
定价 12,000 韩币 | 152 页 | 140×205

隔壁家杀人犯
因连续杀人案而举国哗然的一天晚上，一名可疑
男子来到达林家的隔壁。
这名男子搬进来后，在公寓里接连发生猫咪被杀
害的可疑事件。
发现犯人安装的摄像头.......可疑的邻家男子和想当
侦探的少女的悬疑追踪记。
文 Seon Ja-eun
定价 12,000 韩币 | 136 页 | 140×205 | ISBN 9788956181998

내 어깨
위
두 친구
(가제)

我肩膀上的两位朋友
（暂定名，预计3月出版）

如果心理创伤站在我面前，和我搭话的话？
兔子有别人看不见的黑色朋友。不管去哪里，不
管遇到谁，在梦里都不放过兔子的黑色朋友。
有时会害怕，有时会厌倦，但偶尔也会给孤独的
兔子带来力量。对这样的兔子来说，新的相遇开
始改变了生活......
文•图 Lee Su-yeon
定价 22,000 韩币 | 216 页 | 175×245

•2021韩国漫画影像振兴院 多样性漫画制作支援事业 选定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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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宝贝自尊心的项目！

放在教科书旁边的最简单的儿童辞典

学会表达情感勇气的图画书

在职教师编写的概念辞典！
针对学前及小学低年级儿童的简单解说！
反映教科书修订及收录的必要概念词汇！
学校学习中必备的基本课程集锦！

不是第一名也没关系

生气也没关系

哭出来也没关系

帮助孩子们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

这是一本旨在向孩子们展现生气

这是一本旨在告诉孩子们在生

第一，获得勇气。这是一本给人

的各种状况，让孩子们对“生气”

病、伤心和高兴的时候，该哭的

韧劲和自信的图画书。

这种感情正确予以理解并给予面

时候哭出来并不是一件难为情的

文 杨泰锡 | 图 全炳俊

对的勇气的图画书。

事的图画书。

文 宋允燮 | 图 白明植

文 权允浩 | 图 池英伊

신간

1. 语文变好的语文辞典
文Oh Seong-gyun | 图 Ryoo Mi-seon

4. 享受科学的科学辞典
文 Lee Jin-hee | 图Lee Guk-hee

受批评也没关系

害怕也没关系

不喜欢也没关系

这是一本为了告诉孩子们，父母

这是一本给胆小、内心不安的孩

这是一本教会那些因为朋友们不

和老师批评他们是为了纠正他们

子们送去温暖的安慰，让他们产

和一起玩耍或受朋友指责而感到

的错误行为和想法的图画书。

生勇气的图画书。

被孤立的孩子们重新找回自尊心

文 杨泰锡 | 图 朴允熙

的方法的图画书。

文 宋尹锡 | 图 宋贞海

文·图 赵明子

2. 解开数学的数学辞典

3. 看到社会的社会辞典

文 Lee Gang-suk | 图 Lee Guk-hee

5. 积累常识的常识辞典

文 Hwang Eun-hee | 图 Lee Guk-hee

6.能说会道的表达辞典

文Jung Yun-gyeong | 图 Ryoo Mi-seon

文Choi Hyeong-mi | 图 Choi Hae-yeong

Kinderland书包系列
是包括了刚开始学校生活的孩子们所需书籍的Kinderland新系列。
从陌生的学校生活，到学习新事物的学校学习，一一收录了孩子们所需要的
内容。在课堂上因为不了解学习内容而惊慌的时候，有想要更了解的知识的
时候，
以及想要更好的完成学校生活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查看的
“Kinderland书包系列”是由能够给孩子们带来自信和智慧的书籍所构成。

画面 嘣！声音 嘣！世界名著立体书
让我们通过立体书来观看“嘣嘣”弹出来的世界名著的吧！
按下点读笔就会讲故事，主人公们也会说话呢。

用点读笔点击图标后，
请扫描一下本文的图片和文字吧~

1. 白雪公主 原
2. 美人鱼的故事
原著：格林兄弟 | 文•图 蓝月亮 原著：安徒生 | 文•图 蓝月亮

3. 韩塞尔与葛雷特
原著：格林兄弟 | 文•图 蓝月亮

4. 阿拉丁神灯
原著：波斯民间故事 | 文•图 蓝月亮

5. 小红帽
原著：格林兄弟 | 文•图 蓝月亮

Kinderland世界名著立体书系列 (预计2022年上半年出版）
使用立体页面第一次、通过文字第两次、通过语音第三次来享受的满足五感的世界名著系列。
“嘣”一下子弹出的立体页面，登场人物的生动声音，亲自打开的翻页！
书中充满的趣味要素帮助孩子们把读书当作游戏的工具。
为了刚刚开始阅读的孩子们，将主要世界名著使用简短、愉快的文字叙述了下来。

MEMO

一起思考，共同成长・孩子们的梦想世界 Kinderland
艺术中的自由・自由中的价值・尽在我们的绘本 Bandal
打开新世界的时间 第六个春天

地址：京畿道坡州市会洞路512 B栋 3F 电话 031-919-2734 传真 031-919-2735
blog.naver.com/kinderdal
kinderland_bandal
kinderland.book

padlet.com/kinderform/kinder_new2022 (신간소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