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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著	

2010年8月/16开/28.00元

ISBN	978-7-208-09390-4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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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守医院数月，零距离见证现场
社会话题女王六六 再踩社会痛点

《蜗居》后直指中国式医患关系 

同名电视剧年底上映

我可以和媒体，和你们一起骂医生。这种选择，对我而言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很能吸引

眼球。要知道，这世界上，最容易一炮而红的事，就是××门事件。揭黑幕，爆冷，扎

偏门。

其结果是，我们越发怀疑这世界的真诚，我们越发不能将自己的手，交付于他人手心。

——六六

《蜗居》之后，六六自己、老妈接连生病，天天泡在医院，于是就有了想写本讲医患关系

的小说的想法。去年开始，六六卧底上海数家知名医院，亲身体验医院中的千姿百态、

医生患者的酸甜苦辣。住房、医疗和教育，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三件事。而其中看病难、

药价贵、医患之间互不信任、医疗事故频发……这都是危及每个人生命安全的问题。在《心

术》中，六六将用其特有的犀利、幽默，睿智还原一个中国式医患关系。

《心术》的书名取意“仁心仁术”。六六说，人在世上不外乎两点，心与术。也就是德与才。

要么德才兼备，要么心术不正，正也可，邪也可。一个预备成为医生的人，首先要有一

颗仁心，然后才去训练他的仁术。心术不正的人，是很难成大器的。

小说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聚焦在一群年轻人努

力成为好医生，而又不得不面临社会现实的考验。揭示出在当代中国医患间痛苦的关系中，

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能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来定义。政府的投入和医疗体制的改善、

医患之间相互的信任、医生的仁心加仁术，才可能改变对立紧张的中国式医患关系现状。



男人是双面胶，一面粘着世界上最疼最爱他的老妈，一面粘着世界上他最疼最爱的老婆

上海姑娘丽鹃嫁给了一个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的东北小伙子亚平，小夫妻恩爱无比.。

然而幸福的生活在婆婆到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婆婆的传统思想与媳妇现代的生

活方式完全冲突，婆媳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摩擦不断升级。而一连串不幸事件的发生，

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以大手笔写小市民,把上海的庸常生活表现得活色生香,六六似乎是当下第一人.不必和张爱

玲比,更不必和虹影比,好作家无须比拟。

——小宝

六六/著

2010年8月/16开/25.00元

ISBN	978-7-208-09279-2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双面胶（新版)

六六/著

2008年8月/32开/24.00元

ISBN	978-7-208-08014-0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王贵与安娜（第二版）

最具争议的家庭伦理小说
触目惊心的婆媳大战

TO:所有做过媳妇、做过婆婆的女人，以及

受着夹板气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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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期爱之消逝”的主题，一石激起千层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五十八岁的中产阶级女

性，她人渐黄昏，心还沉浸在对爱的追问和渴求中，面对丈夫已然成为“老公狮子”的窘

况，在丈夫年轻热恋时的日记中寻找四十年前那少年的影子，在少年滚烫的蜜语中，把自

己一步一步带入现实与回忆的夹缝；又设计一趟旅程，与丈夫回到当年黄昏中并肩站立的桥，

却要面对更加残酷的浪漫之爱已消失的窘境。

如果我在十八岁以前，又基于是我对作者的是喜爱，那么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会吓得一

身冷汗，会认为这是我一辈子看过最恐怖的一部小说。

——张大春

这本小说，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而是对一种故事的说法的评论，对于一些中年爱

情，中年人即将迈入暮年的时候，该怎么走下去的一种评议。

——梁文道

朱天心/著

2010年8月/32开/26.00元

ISBN	978-7-208-09414-7	

上架建议：畅销文学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

学飞的盟盟

朱天心/著	
2009年8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8696-8
上架建议：文学

王安忆、毛尖、六六、洁尘					同感推荐

一笔写完所有男人和女人的爱情结局
告诉你，所有的爱情到最后都是这样的，看到它的残酷，才懂得如何相守。

朱天文/著	
2009年5月/32开/35.00元
ISBN	978-7-208-08312-7
上架建议：文学

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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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9年《认得几个字》（插图本）上市热卖后，普及本全面推出

纯文字形式，简洁明快，价格更低，物超所值

2009年度“十大好书”

著名教育专家于漪、著名文化人阿城、梁文道、钱文忠      

联名推荐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凤凰卫视、新浪、

搜狐、腾讯

《新京报》《三联生活周刊》《东方早报》《外滩画报》 

多家媒体联合关注

继《聆听父亲》之后，著名小说家张大春风

格迥异的温馨逗趣作品，难得一见的散文小

品集。本书繁体版一经出版即获2007年诚品

选书、金石堂年度影响力选书。

简体版在繁体版基础上新增39篇，将完整版

敬献读者。

认得几个字

张大春/著
2009年8月/16开/39.00元
ISBN	978-7-208-08697-5
上架建议：文学

认得几个字（普及本）

张大春/著

2010年8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9409-3

上架建议：文学	教育

2009年度“十大好书”

作者张大春因此书荣获新浪

2009网络盛典“年度文化人物”奖项

温馨逗趣的家庭课堂

意味深长的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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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著	
2009年5月/32开/35.00元
ISBN	978-7-208-08312-7
上架建议：文学

巫言



唐诺/著	
2010年1月/16开/39.00元
ISBN	978-7-208-08314-1
上架建议：名家名作·文化读物

唐诺/著

2010年8月/16开/32.00元

ISBN	978-7-208-07640-2

上架建议：文学	文化散文

阅
读
的
故
事

文字的故事

张大春/著	
2008年1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7642-6
上架建议：文学

聆听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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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好书
 阿城、蔡康永、陈绮贞、《开卷八分钟》 鼎力推荐

台湾资深出版人、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

作者以加西亚·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的片段文字打开每一章的话题，带出书籍和阅

读的本质问题。

政府、学校推荐的书单都太无聊，介绍的书实在太没个性、太安全了，唐诺介绍的书显得

有个性多了。

——蔡康永

唐诺的文字就是会有读起来畅快的感受，更不论那些大快人心，我也这么想却无法表达的

那些，却被精确整理出来的认同。

——陈绮贞

唐诺的“强项”不在记忆力，而在谈天说地的“随意性”，尽管叙说主线不离书、阅读与

写作，也谈时政，但惟其娓娓道来的恬淡，才深具震撼力，才能谈出创意与精彩，道出

真理。

——《亚洲周刊》



蔡澜、欧阳应霁、梁文道、沈宏非					默契推荐

作为舒国治的书迷，我首选最典型舒氏风格的《流浪集》。在钱淹脚目的时代，这样一种

出于自由选择的人生态度，令人在纯粹的向往耽浸之余，频频思索良多。

——朱天心

舒国治的流浪学，看似挑战着中国人数千年的“安居”哲学与“土性”传统，事实上他用

“我和我的眼”观望着世界，过得可是道地的安生日子。

——张瑞芬

舒国治，台北奇人，“城市的晃游者”。

舒国治/著

2010年8月/32开/26.00元

ISBN	978-7-208-09006-4

上架建议：文学

流
浪
集

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

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

中国时报十大好书

自然史三部曲两夺“红楼梦奖”（世界华人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

《诚品好读》杂志年度之最/最佳封面设计

本书是香港最优秀最活跃的小说家董启章“自然史三部曲”之第一部，写香港平凡人家的三

代生活，是糅合了个人成长史、家族变迁史和香港百年发展史的一部大书。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董启章/著

2010年3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8992-1

上架建议：文学

未能一日寡过　恨不十年流浪

如果只读一本舒国治，就是

这本《流浪集》。

极简人生，离弃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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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著	
2008年1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7642-6
上架建议：文学



张元：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

崔健（《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北京杂种》），王小波（《东宫西宫》），李

阳（《疯狂英语》），金星（《金星小姐》）……张元最新的电影艺术项目《有种》，

承续了这一传统，这一次他将视线投向了十组“80 后”北漂青年，听他们

心灵的倾诉，看他们年轻的面容。

在整个社会越来越犬儒主义化的今天，面对“80后”发出一个关乎尊严的

质疑：

“你有种吗？”

张元对社会有种敏锐的观察能力，他把视角放在了不被大众所关注的青年

文化和社会边缘人群中，并且带着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和批判性。他的电

影和摄影作品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我们周遭生活的社会。

——杰罗姆·桑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馆长）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一石文化/编
2010年9月/16开/50.00元
ISBN	978-7-208-09399-7
上架建议：社会	电影

张
元
：
有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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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腔走板的苦鬼，努力发笑的异端

艾未未  贾樟柯  宁浩  孟京辉  陈珊妮  朱文		 		力拱

从游荡街头的打口磁带小贩，到一大批年轻人顶礼膜拜的神父级摇滚偶像——这是一部个

人奋斗教科书；

从摇滚文化到吹牛扯皮，从社会批判到自我颠覆，从骂街术到致富经——这是一部中国草

根意识总集。

（附送金曲吉他谱七首，近期免冠半裸照一张）

左小祖咒：

摇滚师，当代艺术家；500元天价唱片制造者，一代文艺青年心目中的精神教父，却自称是

摇滚神父；精准地拿捏着这个时代，充满讽刺和智慧，被韩寒称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好诗

人之一”。

名人评论：

不是因为这个人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不是因为这个人在天安门露出底裤，不是因为这个人

对现实的嘲笑调戏，不是因为这个人一张唱片卖五百，而是在我能接受的那部分里，他很

结实的感动到了我。

——韩寒

忧伤的老板

左小祖咒/著

2010年8月/16开/45.00元

ISBN	978-7-208-09397-3

上架建议：文学	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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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瑙特不但以大师手笔再现了一代军事天才的光荣与梦想，而且一反亚历山大故事从希腊

人出发的传统视角，借波斯人眼光写出胜利者与臣服民族难以弥合的鸿沟。作为历史小

说，《波斯少年》不仅大气磅礴，细节精确，考据严谨，而且全书洋溢着一种罕见的深情

与人性之光，与现代读者无有阻隔。

玛丽·瑞瑙特代表了历史小说的最高理想——使读者获得对过去的新洞见。……她在作品

中真实自然地展示希腊世界的生活与道德，而且把双性爱、同性爱和异性爱都视为常态，

予以从容的表现。	

——《纽约时报》

玛丽·瑞瑙特的亚历山大三部曲是20世纪原创性最令人意外的艺术品之一。

——戈尔·维达尔，著名美国作家

波斯少年 

[英]	玛丽·瑞瑙特/著		郑远涛/译	

2010年8月/32开/29.80元

ISBN	978-7-208-09017-0

上架建议：小说

连张爱玲也“看得津津有味”的历史小说大师，
绘出亚历山大大帝最柔情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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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生活单调无聊、恋爱又乏善可陈的男人们的

故事。但是又让人忍不住一直扑哧笑出来，然后一页一

页看下去。																		

——台版《太阳之塔》编辑 王雪莉

太阳之塔 

[日]	森见登美彦/著		张维君/译

2010年8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9156-6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四
叠
半

神
话
大
系

[日]	森见登美彦/著		张智渊/译

2010年8月/32开/24.00元

978-7-208-09412-3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欢乐又强大的森见登美彦：
2009年上半年，日本最多人在读他的书！
--与万城目学并列“京大双璧”
--两度荣获日本“书店大赏”
--第20届山本周五郎赏得主
--第15届奇幻小说大赏得主
--第137届直木赏入围

理论上，这是一本失恋手札

◆森见真厉害！超厉害！真的有趣到停不下手！不对，是太厉害了！青春喜剧发展到出乎

意料的剧情进展。看起来白痴的对话，实则充满耐人寻味的深度。森见的厉害，让人不禁

佩服！

——读者 MIKENO TAMAKO

◆一如森见其他作品，将没人爱的“白痴”学生生活描述得有趣又深刻。让人想起曾经年

少，学生时代的自己。一方面很骄傲地送儿子赴京都读书，一方面也担心他会遭遇像主角

（或自己）的白痴学生生活，我陷入了如此复杂的心境中。			

 ——读者 双足苦短，前进吧老爸Sasarahos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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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京城流行劝诱、没钱、一见钟情

最近京城流行协定、合战、单相思

恋爱、战斗、武士头

年轻人在街上阔步，魑魅魍魉跋扈自恣

现代版《阴阳师》，最放肆的青春奇幻物语

《鹿男》作者又一力作

万城目学  与森见登美彦并称为“京大双璧”

同名电影由山田孝之、栗山千明主演，

获 2009 年冲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 

万城目学/著

2010年8月/32开/24.00元

ISBN	978-7-208-09395-9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鸭川小鬼

鹿男

[日]	万城目学/著		涂愫芸/译
2009年8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8619-7
上架建议：畅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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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吧！剑

日本幕末时期的浪士传奇

虾夷共和国的诞生与灭亡

以血饲剑，誓同生死。

人心蠢动的江户时代，

武士的命途该如何取舍？

畅销五十年，日本第一浪士组织新选组的不朽传奇

万众期待，中文简体版首次隆重登场。

[日]	司马辽太郎/著		计丽屏/译	

2010年9月/32开/28.00元（估）

ISBN	978-7-208-09327-0（上）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文学

[日]	司马辽太郎/著		计丽屏/译	

2010年9月/32开/28.00元（估）

978-7-208-09326-3（下）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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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众小说界传奇，都市边缘群体的代笔人

7岁立志当作家，高中时日均读书2.8本，练笔手稿厚达1米，37岁才开始写作，随即夺得大

奖。作品又立刻攻占动漫和电视剧领域，刮起一股石田衣良旋风。

[日]石田衣良/著		江裕真/译

2010年7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9283-9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NEO时代青春浮世绘，
石田衣良“池袋西口公园”系列第七本

池袋西口公园

2008年1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7539-9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计数器少年

2008年3月/32开/19.00元

ISBN	978-7-208-07540-5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骨音

2008年8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7704-1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电子之星

2008年8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7713-3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反自杀俱乐部

2009年8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8683-8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灰色的彼得潘

2010年1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8944-0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波上的魔术师

2009年5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8449-0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秋叶原@DEEP

2009年1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8297-7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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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佩特斯就是人类世界的史努比，他的人生是一场又一场棒球赛，他最大的不幸是

每次一上场，场上所有人，都立刻加入他对手一边。	

 ——木木（《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专栏作家）

◆看荷尔蒙失衡的孤独男人在求偶的道路上跌跌撞撞，真是可悲又可笑的智障啊！

——庄雅婷（情感专栏作家，博客之母）

男人不一定全都智障，但有些男人真的彻底智障！

西蒙喜爱女人，可惜天底下没有人比这位德国电信销售员更不了解这个美丽的性别。无论

是对街咖啡店的漂亮女店员、度假村的火辣女公关，还是哥们的女朋友，他都是错误解读

对方信息的高手。这一点，最终导致各种既可悲又爆笑的混乱局面。

新品种爆米花文学，叙述节奏明快，忍不住一口气读完！

男人都是智障	

[德]	汤米·尧德/著		洪清怡/译

2010年7月/32开/24.00元

ISBN	978-7-208-09016-3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雄踞德国畅销榜6年，笑倒300万人！
台湾20几刷，小S爆笑推荐

男人装、瑞丽、vogue、北青周刊、ELLE、

时尚先生数十家时尚媒体					联合推荐！

现在的男朋友真的适合你吗？总有一天矛盾会爆发！！

快跟给你带来不幸的废柴男一刀两断吧！改变挑选男友的眼光，人生也会随之改变！

果然！
这样的男人还是分了好

给在爱情中进退两难的女人们的恋爱指南书

[日]	角川五日/著

	[日]	汤月入鹤/绘			黄文娟/译

2010年9月/32开/22.00元（估）

ISBN	978-7-208-09410-9

上架建议：文学	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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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石田衣良/著		江裕真/译

2010年7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9283-9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Bye-Bye，完美人生			

“购物狂”系列小说作者  

最异想天开新作爆笑上市！

那些在约会时声称最喜欢《1984》的英国人，

其实私下里都在读索菲·金塞拉。

灵魂错位？还是记忆混乱？

你一觉醒来，惊觉自己身材惹火、身家千万……

可你竟要放弃这“完美人生”？

拜托，有没有搞错！！

一夜之间，你突然拥有了“完美人生”……哦，天哪！

昨天到今天之间，究竟 TMD 发生了什么？

购物狂与宝宝

2009年7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8517-6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购物狂姐妹淘

2009年1月/32开/26.00元

ISBN	978-7-208-08158-1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家政女王

2008年5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7821-5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购物狂结婚记

2007年9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6902-2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购物狂的异想世界

2007年9月/32开/26.00元

ISBN	978-7-208-06900-8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购物狂纽约血拼记

2007年9月/32开/24.00元

ISBN	978-7-208-06901-5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我的A级秘密

2010年1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9008-8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2010年8月/32开/	26.00元

ISBN	978-7-208-09411-6

上架建议：小说	时尚

[英]索菲·金塞拉/著			李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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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韩昭震/著		芦恒/译

2010年7月/16开/32.00元	

ISBN	978-7-208-09329-4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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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德女王

比武则天更跌宕起伏的韩国女王传奇

韩国最畅销历史小说  韩版《武则天》+《金枝欲孽》+《宫心计》

同名电视剧勇夺韩国2009年度收视总冠军  超越《大长今》    

善德女王是韩国历史上首位女王。在一个女人根本不可能成为王的时代，632年，她于新罗

登基，被称为“圣祖皇姑”，意为“继承神圣血统的女王”。神秘的花郎、诱惑的色供、

霸道的和白会议、混乱的王室婚姻、权力争夺的血雨腥风……《善德女王》呈现了一段华

丽的充满硝烟的过往和一个女人波澜壮阔的一生。



乐意 

中国最“哏”的段子作家 王小柔最新作品！
以轻松诙谐的段子式笔体，揪时尚破绽，抖市民心机，解生活原味。

继《把日子过成段子》《都是妖蛾子》《还是妖蛾子》《十面包袱》《有范儿》《妖蛾

子》（纪念版）等几部段子式的杂文集后，王小柔带来了最新作品《乐意》，书名“乐

意”也是一种宣言，“我就乐意了，怎么着吧”，请您自行解读。

这不就是当世的“禅宗”吗？你不觉得王小柔对普通人民，对日常人生的那份爱恋，已经

具有某种宗教的味道吗？

——孔庆东

王小柔/著			王原/漫画

2010年8月/32开/24.00元（估）

ISBN	978-7-208-09396-6

上架建议：随笔

王小柔/著	

2009年5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8149-9

上架建议：随笔

有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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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瞭望塔 

	 	

     知名博主“不许联想”王小峰首推长篇

每个人在年轻时代都心存理想主义，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更与众不同，他们遇见了邓

丽君、刘文正、罗大佑、崔健、王菲，幻灭与成长的离奇故事就此展开……

王小峰/著	

2010年8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9413-0

上架建议：小说	畅销

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 

我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
我踩着她的脚印
却并不踩住她的影子

先后在多种高科技领域从业的典型理工另，也是音乐文化研究者，北京打口运动传奇人

物。如今他从美国发回的不是论文和乐泽，而是和一场从厨房开始的理想的

恋爱。

胡凌云

先后在多种高科技领域从业的典型理工男，也是音乐文化研究者，北京打口运动传奇人

物。如今他从美国发回的不是论文和乐评，而是一场从厨房开始的理想的恋爱。

胡凌云/著	

2010年8月/32开/26.00元（估）

ISBN	978-7-208-09394-2

上架建议：小说	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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