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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可以成真，只要你编得够大胆！

梁文道 龙一 毛尖 南方朔 唐诺 小白 止庵  卧斧  联合推荐

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巴拿马裁缝》由007扮演者 皮尔斯·布鲁斯南 主演

约翰·勒卡雷：

间谍小说掌门人，英国国宝级作家，创立了迄今为止所有的间谍迷局。多部作品入选百大

英文小说、百大推理犯罪小说、十佳间谍小说，代表作《柏林谍影》畅销四十年，销售3500

万，中文简体版已由文景出版。

伦敦口译员
2009年10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8304-2

上架建议：文学

永恒的园丁
2009年10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8568-8

上架建议：文学

史迈利的人马
2009年7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8473-5

上架建议：文学

荣誉学生
2009年7月/32开/32.00元

ISBN 978-7-208-08474-2

上架建议：文学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2009年1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7816-1

上架建议：文学

柏林谍影
2008年8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7754-6

上架建议：文学

谎言
定制店

著者：[英] 约翰·勒卡雷/著  李静宜/译

2010年7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9205-1

上架建议：间谍推理 畅销小说 外国文学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陈竹冰/译

纯真博物馆

帕慕克最柔情的小说。

为写本书，帕慕克遍访全球各大小博物馆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陈竹冰 译

杰夫代特先生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处女作，一部土耳其家族的世纪史诗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沈志兴　彭俊/译

寂静的房子

寂静的房子 混乱的声音 隐藏的历史 忧伤的爱情 一部永远写不完的

政治小说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蔡鹃如/译  

新人生

梦幻与神秘的气息，挑战性的结构，捉摸不定的故事主旨与人物，

堪称帕慕克最深奥的小说

2010年1月/32开/36.00元
ISBN 978-7-208-08988-4/I.754
上架建议：文学

2009年3月/32开/49.00元
ISBN 978-7-208-08318-9
上架建议：文学

2008年5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7871-0
上架建议：文学

2007年7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6836-0
上架建议：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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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沈志兴  等/译

雪

帕慕克最受争议的政治小说，此书出版之后，土耳其举行了焚烧书

籍的活动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何佩华/译

伊斯坦布尔：
一座城市的记忆

一部个人的历史，一座城市的忧伤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沈志兴/译

白色城堡

一群海盗，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帕夏，一个东方文明中的占星师，共

同演绎一曲东西方认同的寓言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沈志兴/译

我的名字叫红

帕慕克成名作，作者因此荣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

2007年5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6840-7
上架建议：文学

2007年3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6822-3
上架建议：文学

2006年12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6641-0
上架建议：文学

2006年8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6175-0
上架建议：文学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李佳珊/译

黑书

以侦探推理的方式开展一个追寻文字和身份的旅，帕慕克最具野心

的作品
2007年6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6904-6
上架建议：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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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北野武/著  吴菲/译

浅草小子

日本殿堂级导演北野武自述前传

[日]北野武/著    李颖秋/译

向死而生

日本殿堂级导演北野武生死独白

[日]北野武/著  李颖秋/译

毒舌北野武

日本殿堂级导演北野武毒舌宣言

2010年3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8694-4
上架建议：文学

2010年3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8695-1
上架建议：文学

2010年3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8946-4
上架建议：文学

[日] 野上照代/著  吴菲/译

等云到：
与黑泽明导演在一起

《蛤蟆的油》之续本，讲述《罗生门》之后的黑泽明，配有作者黑

白手绘图25幅2010年1月/16开/28.00元
ISBN 978-7-208-08708-8
上架建议：传记  电影  

[法] 埃里克·侯麦/著  周原/译

四季

“法国新浪潮”电影中坚埃里克·侯麦巅峰之作，十足的侯麦风格

2009年7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8572-5
上架建议：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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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石黑谦吾/著  黄文娟/译

你不孤单

《导盲犬小Q》原著作者新作；畅销日本的“治愈系”小说，

Amazon网站五星级强烈推荐
2010年1月/32开/18.00元
ISBN 978-7-208-08709-5
上架建议：文学

[美] 玛莎·汉密尔顿/著 姜娴静/译

骆驼移动图书馆

在遥远的米帝帝玛，有一种由骆驼背载书籍的移动图书馆。书籍一

旦遗失，惩罚就会降临。

假如余秋雨和胡塞尼（《追风筝的人》作者）合写一部小说，那它

一定就是本书这样的

2009年8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8151-2
上架建议：文学

2010年4月/32开/24.00元
ISBN 978-7-208-08731-6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美] 普拉姆·赛克斯/著  潘丽莹/译

B.B.公主

继《欲望都市》《穿Prada的女魔头》后，“B.B.公主”纽约正红

[美] 莱斯利·卡根/著  张新/译

夏夜的哨声

入选 2007 年五月美国独立书商协会选书、中西部书商协会选书、连

锁卖场突破选书、企鹅集团的美国读者俱乐部等

蝉联全美独立书商协会排行榜超过四个月，攻占纽约时报大平装小

说榜 #30

2009年8月/32开/24.00元
ISBN978-7-208-08650-0
上架建议：文学

2008年7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6951-0
上架建议：文学 随笔

[乌拉圭]卡洛斯·M. 多明盖兹/著  陈建铭/译

纸房子

博尔赫斯的继承人，拉美文学的明日巨星

美、英、德、法、意、日等二十余国读者倾情推荐

《纸房子》（La Casa de Papel），是乌拉圭作家卡洛斯·M.多明盖兹

的趣味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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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克丽丝·霍洛韦/著  杨彝安/译

莫妮卡的芒果雨

比《三杯茶》更为感人，让全世界为之牵肠挂肚。本书会让你平

和，给你勇气，赐你希望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著  杨向荣/译

荒野侦探

拉丁美洲自马尔克斯以来最重要的作家  

博尔赫斯才会写出的那种小说

从伦敦到纽约，人人都爱波拉尼奥 好评如潮

2010年1月/32开/24.00元
ISBN 978-7-208-08982-2
上架建议：文学

2009年8月/32开/35.00元
ISBN 978-7-208-08569-5
上架建议：畅销文学

[法] 安德烈·马尔罗/著  宁虹/译

征服者

中国最早译介的马尔罗作品。一个存在主义者的革命日记

2010年6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9204-4
上架建议：文学

[日] 星野道夫/著  蔡昭仪/译

在漫长的旅途中

日本国宝、极地摄影家星野道夫最后遗作，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

之旅

2010年2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8447-6
上架建议：文学

[匈牙利] 艾斯特哈兹·彼得/著  

余泽民/译

赫拉巴尔之书

本书写于匈牙利社会解禁时期，深刻地写出了匈牙利人“沉重的忧

伤”和忧伤背后不灭的希望2010年1月/32开/23.00元
ISBN 978-7-208-08885-6
上架建议：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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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塔娜·弗伦奇/著  穆卓芸/译

神秘森林

囊括多项大奖，跃登美国各大畅销榜

老实说，这本书不需要自作聪明的宣传口号，只需要你亲自一读！

2010年1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8989-1
上架建议：文学

[西班牙] 何塞·卡洛斯·索莫萨/著  

李继宏/译     

洞穴

一部奇书！继艾柯《玫瑰之名》与纳博科夫《微暗的火》之后的巅

峰巨制！交织一桩柏拉图时代的雅典谜案2009年10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8620-3
上架建议：文学

[美] 威尔·拉凡德/著  吴宜洁 晓阳/译    

失控的逻辑课

美国亚马逊网站主打书  

年度悬疑推理类第一名

2009年9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8686-9
上架建议：文学

[美]戴维·弗罗布莱夫斯基/著  张鲲/译

埃德加的故事

英文版上市一年售出125万册，亚马逊网站年度十大好书、编辑十大

选书、读者十大选书之一，欧普拉读者俱乐部选书，巴诺书店秋季

选书，美国书商协会选书

这的确是一部极具美国风格的文学作品，它所讲述的是人的心灵

2010年1月/32开/35.00元
ISBN 978-7-208-09007-1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马鸣谦/著

隐僧

传统佛教的原始智慧，苦难历程的人性光芒

比《达·芬奇密码》更悬疑，比《藏地密码》更缜密

2010年1月/16开/28.00元
ISBN 978-7-208-08991-4/I.757
上架建议：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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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京极夏彦/著　王华懋/译

络新妇之理（上）

京极夏彦：日本推理文坛重量级作者  

京极堂系列之五

以寂静笔触叙写崩坏世界的不朽杰作

[日] 京极夏彦/著　王华懋/译

络新妇之理（下）

京极夏彦：日本推理文坛重量级作者 

京极堂系列之五 

以寂静笔触叙写崩坏世界的不朽杰作

[日] 京极夏彦/著　王华懋/译

铁鼠之槛（上）

京极夏彦：日本推理文坛重量级作者 

京极堂系列之四  

年代、派别来历及财源都不明的谜样古剎明慧寺，寺内僧人接二连

三死于非命，甚而巨鼠成群流窜、四处啃咬，向来气定神闲的京极

堂在此遭逢前所未有的难关剎剎

2010年1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8834-4
上架建议：文学

2010年1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8835-1
上架建议：文学

2009年6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8555-8
上架建议：文学

[日] 京极夏彦/著　王华懋/译

铁鼠之槛（下）

京极夏彦：日本推理文坛重量级作者   

京极堂系列之四

年代、派别来历及财源都不明的谜样古剎明慧寺，寺内僧人接二连

三死于非命，甚而巨鼠成群流窜、四处啃咬，向来气定神闲的京极

堂在此遭逢前所未有的难关剎剎

2009年6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8554-1
上架建议：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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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京极夏彦/著　林哲逸/译

魍魉之匣（上）

京极夏彦：日本推理文坛重量级作者

京极堂系列之二   

每个人都自认清醒明白理智，而魍魉如何倏忽来去，充溢四塞，无

人可知。魍魉如有意，匣盖将启，请君入彀。

[日] 京极夏彦/著　林哲逸/译

魍魉之匣（下）

京极夏彦：日本推理文坛重量级作者

京极堂系列之二 

每个人都自认清醒明白理智，而魍魉如何倏忽来去，充溢四塞，无

人可知。魍魉如有意，匣盖将启，请君入彀。

2009年1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8043-0
上架建议：文学

2009年1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8044-7
上架建议：文学

[日] 京极夏彦/著　蔡佩青/译

狂骨之梦

京极夏彦：日本推理文坛重量级作者  

京极堂系列之三 

在海上漂流的黄金骷髅头，深山中发生的集体自杀事件。这些看似

毫不相关的人各自被怪异的梦境所苦剎接二连三发生的诡异事件却

将他们一一串连起来剎剎到底什么是梦境、什么又是真实？

2009年2月/32开/39.00元
ISBN 978-7-208-08301-1
上架建议：文学

[日] 京极夏彦/著　林哲逸/译

姑获鸟之夏

京极夏彦：日本推理文坛重量级作者 

京极堂系列之一  

最离奇诡谲的新本格推理，最合情合理的怪奇小说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绝版经典”

京极夏彦系列作品隆重登场

2008年8月/32开/36.00元
ISBN 978-7-208-07792-8
上架建议：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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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著  简伊玲/译

恶童日记 

1992年法国图书文学奖得奖作品，恶童三部曲第一篇

新浪网2009年度十大好书

CCTV《子午书简》2009年度30本好书

[匈]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著  简伊玲/译

二人证据

1992年法国图书文学奖得奖作品，恶童三部曲第二篇

 [匈]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著  简伊玲/译

第三谎言

1992年法国图书文学奖得奖作品，恶童三部曲完结篇。

2009年1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8060-7
上架建议：畅销文学

2009年4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8061-4
上架建议：畅销文学

2009年7月/32开/18.00元
ISBN 978-7-208-08059-1
上架建议：畅销文学

[美]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著  

杨雅婷/译

了了

幽默是真实地讲述一个悲伤故事的惟一方式。

同名电影由《指环王》男主角伊利亚·伍德主演2010年1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8698-2
上架建议：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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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卡勒德·胡赛尼/著  李继宏/译

追风筝的人

全球读者口耳相传最想与友人分享的一本书！作者获颁2006年联合国

首届人道主义奖！法国读书会2006年度首选书！法国《ELLE》杂志

读者票选年度最佳小说奖！美国图书馆协会选书！ 2006年5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6164-4
上架建议：文学

 [美] 卡勒德·胡赛尼/著  李继宏/译

灿烂千阳

关于不可宽恕的时代，不可能的友谊

以及不可毁灭的爱

2007年9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7210-7
上架建议：文学

[美] 莎拉·格鲁恩/著  谢佳真/译

大象的眼泪

一次冒险换一个人生

2008年引进版小说第一名

2008年1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7224-4/I.454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美] 罗伯特·陆德伦/著   陈宗琛 卢米/译

伯恩的通牒

罗伯特·陆德伦，拥有全世界最多读者的作家，永远的间谍惊悚小

说之王！

25部小说，32种语言，40余国发行，全世界超过两亿五千万读者。

继《伯恩的身份》后，“伯恩系列”之终结篇即将引向最后的高潮！

2009年6月/32开/39.00元
ISBN 978-7-208-08516-9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美] 罗伯特·陆德伦/著   陈宗琛 卢米/译

伯恩的身份

罗伯特·陆德伦，拥有全世界最多读者的作家，永远的间谍惊悚小
说之王！
25部小说，32种语言，40余国发行，全世界超过两亿五千万读者。
《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最推崇的惊悚经典杰作！
比好莱坞大片《谍影重重》更好看的电影原著小说！

2008年8月/32开/35.00元
ISBN 978-7-208-07817-8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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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鸣/著

畜界，人界

当代《山海经》《搜神记》《阅微草堂笔记》。

——华语文学经典，绝版多年，重装上阵。

——博学堪比博尔赫斯、技巧不逊卡尔维诺、内蕴比肩纳博科夫，

如艾柯和钱钟书那样有趣且平易近人。

2010年5月/32开/32.00元
ISBN 978-7-208-09181-8
上架建议：文学

安妮宝贝/著

月

安妮宝贝、闫月、hansey联手，打破音乐、文字、影像领域的疆域，

缔造文学新形式

随书附赠碟片一张2009年5月/16开/29.80元
ISBN 978-7-208- 08409-4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钟鸣/著

涂鸦手记

本书作为单主题行文达二十万字的文学随笔，为当代文学绝无仅

有者

获得2009年全国第7届书籍设计展最佳图书设计奖
2009年8月/16开/49.00元
ISBN 978-7-208-08311-0
上架建议：文学

沙玑/著

离开的猫：归来的告别

三人的爱恨纠葛，未了的三世情缘，痛彻心扉后的大彻大悟

2010年3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9109-2
上架建议：文学

陈卫/著

从现在开始 

在近年浮躁的阅读环境下，一本少见的文学实验性著作

所有文学青年的参考书

2010年4月/32/28.00元
ISBN 978-7-208-09157-3
上架建议：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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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ey/ 主编

哈娜·环游世界
“HANA 系列”第四本

Hansey/ 主编

哈娜·时间胶囊

“HANA 系列”第三本

Hansey/主编

哈娜·宅
“HANA 系列”第二本

Hansey/主编

哈娜
国内顶尖的青春读物创作团队MiMZii

倾力打造，分享年青一代的青春梦想

2008年8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 08993-8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2008年8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 08161-1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2008年8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 08159-8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Hansey/主编

爱丽丝·乐园

国内顶尖的青春读物创作团队MiMZii倾力打造

在这个情感危机信任危机的时代，

关于青少年逃避压力，追寻的一个无忧无虑的乐园。

Hansey/ 主编

哈娜·少年俱乐部

“HANA 系列”第五本

2010年6月/16开/25.00元
ISBN 978-7-208-09277-8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2010年6月/16开/25.00元
978-7-208-09278-5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2008年8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7753-9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32    华语文学



一本任何人都能读懂，读了都会受益的书

著名经济学家 张维迎  最新力作

深度解读中国市场经济的来路与前途

告诉你中国想什么

只有 市场经济 才能救中国

张维迎/著

2010年7月/16开/45.00元

ISBN 978-7-208-09343-0

上架建议：财经

改革开放导致了不平等吗？
腐败是必然的吗？市场如何创造财富？
中国经济如何步入市场化？
金融危机是市场犯的错还是政府惹的祸？
中国世纪真的会到来吗？
……

市
场
的
逻
辑

[美]默里·罗斯巴德/著 

美国大萧条

解读20世纪初美国经济灾难的前因后果

探究经济世界繁荣与衰退交相罔替的来龙去脉
2009年4月/16开/39.00元
ISBN 978-7-208-08315-8
上架建议：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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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具有绝对影响力的 31 位重量级政府官员、经济学家、

企业领袖发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界的第一次集体回应，共同解

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

蒋正华、李金华、厉以宁、李荣融、解振华、黄奇帆、马建堂、张维迎、熊晓鸽、

王中军、厉伟、蒋中富、顾庆伟、靳海涛、姜国华、韩文科、彭小峰、李京陆、吴

道洪、杨东宁、苗圩、徐留平、徐和谊、李书福、刘敬桢、武常岐、唐双宁、马蔚华、

洪崎、牛锡明、巴曙松

金融危机后的
中国经济

张维迎/主编

2010年4月/16开/45.00元

ISBN 978-7-208-09216-7

上架建议：财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编

中国问题

八位非经济学者拓展经济学视野、理解中国社会根本问题

一本为思考中国基本问题的读者准备的书

2010年5月/16开/32.00元
ISBN  978-7-208-09151-1
上架建议：社会政经

张维迎/主编

中国改革30年：
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名经

济学专家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评价与展望。2008年6月/16开/45.00元
ISBN 978-7-208-07830-7
上架建议：社会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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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界教父沃伦·巴菲特生意场上的黄金搭档——

查理·芒格的一本大传

他是伯克希尔的灵魂人物！ 

他是股神巴菲特的心灵导师！ 

他与巴菲特构成的黄金搭档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投资纪录！ 

查理·芒格授权出版  权威珍贵  世纪典藏  

彼得·考夫曼/编   李继宏/译

2010年5月/12开/398.00元

ISBN 978-7-208-08994-5

上架建议：财经 传记

穷查理宝典——
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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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疗法”之父，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扛鼎之作

2025，我们能否终结贫穷？

贫穷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中国未来10年是否会陷入马克思增长类型僵局，还是会走出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

这是个非常敏感而目前的中国不得不直面的问题，这决定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的生死轮

回。

我并不知道答案；但本书，提供了强烈的思维启示。

——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房四海

[美] 杰弗里·萨克斯/著　邹光/译

2010年8月/16开/38.00元

ISBN  978-7-208-09376-8

上架建议：经济读物

贫穷的终结：
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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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杰弗里·萨克斯/著　邹光/译

2010年8月/16开/38.00元

ISBN  978-7-208-09376-8

上架建议：经济读物

看华尔街传奇基金经理的投资故事

学习应对经济复苏和通货膨胀的新时代投资策略

一本妙趣横生的投资日记，局内人所讲述的幕后故事。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  “金股之王”  唐永刚倾情推荐：

当全球产业都面临经济复苏后结构转型的时候，这本书有助于我们去寻找那些在新兴产业中

崛起的伟大公司。

雷曼、高盛危机的诱因是否早已孕育？如何从险象环生的股市中逃出生天？

回顾自己担任投资分析师的20年生涯，安迪·凯斯勒将读者带入一个光怪陆离的华尔街世

界。在这里，读者不仅能领略到华尔街的稀奇古怪、百态尽出，更能一窥奎特隆、格鲁伯

曼、米克等华尔街传奇人物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他笔下，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丑态百出。

华尔街的肉：
一个金牌投资分析师的自白

华尔街版的《圈子圈套》

嬉笑怒骂之间揭示金融证券行业潜规则

 [美]安迪·凯斯勒/著　李芳龄/译

2010年8月/16开/30.00元

ISBN  978-7-208-09375-1

上架建议：经济 金融

玩转金钱

[美]安迪·凯斯勒/著　张志莉 周年洋/译

2010年8月/16开/36.00元

ISBN  978-7-208-09379-9

上架建议：经济 金融

财经    37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  吕鹏/译

中国30年：人类社会
的一次伟大变迁

历经20年

走访20多省份，40余城市

独家访问百余位省部级官员、学者、企业家

解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  吕鹏/译

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
一次伟大变迁（精）

历经20年

走访20多省份，40余城市

独家访问百余位省部级官员、学者、企业家

解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陈向明 周振华/主编

上海崛起：
一座全球大都市中的
国家战略与地方变革

解密“上海崛起”   剖析“上海模式”

15名中外知名学者以全球视野热议上海奇迹

一个全球城市的理论框架  两座全球城市的实例比照  五个地方层面

的递进解析

2009年8月/16开/48.00元
ISBN 978-7-208-08707-1
上架建议：社会学 城市研究

2008年12月/16开/40.00元
ISBN 978-7-208-08355-4
上架建议：社会 政治

2008年12月/16开/58.00元
ISBN 978-7-208-08356-1
上架建议：社会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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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书仙/著 

酒窖里的珍藏：
里奥哈葡萄酒

备受尊重的独立酒评人吴书仙，首次专业、权威、全面介绍西班牙

里奥哈产区的精装大书

2010年5月/大16开/148.00元
ISBN 978-7-208-09215-0
上架建议：生活 酒类

吴书仙/著 

天堂里的佳酿：
智利葡萄酒

一本内容权威、包装精美、专业或业余爱好人士都可尽享其中美酒

品介和智利风情的精装本大书

2008年10月/大16开/108.00元
ISBN 978-7-208-08154-3
上架建议：生活 酒类

吴书仙/著 

慢品味，乐生活：
非常葡萄酒经

特别为中国读者呈现内容全面实用、充满生活趣味的葡萄酒经 

2009年3月/16开/38.00元
ISBN 978-7-208-08411-7
上架建议：生活 酒类

吴书仙/著 

葡萄酒选购指南
（最新权威版）

一本实用的葡萄酒选购“百科全书”

即使是对葡萄酒一窍不通的人，也能少花冤枉钱，买到物有所值

（或物超所值）的葡萄酒。
2008年1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7415-6
上架建议：生活 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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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书仙/著 

葡萄酒佐餐艺术

这本书不仅对消费者享用葡萄酒具有指导作用，也适用于葡萄酒行

业的销售人员和餐饮业的人士

2006年5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6220-7
上架建议：生活 酒类

吴书仙/著 

恋恋葡萄酒

吴书仙葡萄酒系列书之一

爱上葡萄酒是疯狂的，嫁给葡萄酒是幸福的，这里则有酸甜苦辣，

关于葡萄酒的更深感悟。

2007年4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6823-0
上架建议：生活 酒类

吴书仙/著 

嫁给葡萄酒

吴书仙葡萄酒系列书之一

吴书仙《爱上葡萄酒》的延续之作

2005年1月/32开/29.80元
ISBN 978-7-208-05539-1
上架建议：生活 酒类

2005年1月/32开/18.00元
ISBN 978-7-208-05538-4
上架建议：生活 酒类

爱上葡萄酒

中国首位葡萄酒独立酒评人吴书仙首本著作

带您走进葡萄酒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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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怡兰/著 

极致之味

叶怡兰亲历并亲自讲述美味鉴赏门道，诠释高品质生活，让您在轻

松之余，获得有趣有用的知识

叶怡兰/著 

享乐·旅馆

追寻各类型精彩旅馆多年的叶怡兰，此次描述了７年来所造访、特

别恋念难忘的25家顶级旅馆，为和她一样的“旅馆上瘾者”提供更

多元的视角

叶怡兰/著 

寻味·红茶

对品饮红茶拥有狂热喜爱并深入研究的叶怡兰，走遍世界，费时4年

专心钻研书写出本书，引领读者走入博大精深的迷人红茶世界

2009年10月/16开/39.00元
ISBN 978-7-208-08833-7
上架建议：生活

2009年1月/16开/49.00元
ISBN 978-7-208-08064-5
上架建议：生活

2008年9月/16开/38.00元
ISBN 978-7-208-08065-2
上架建议：生活

涂翠珊/著 

设计芬兰

一本关于芬兰设计与设计艺术的精到论述，对Alvar Aalto，Tapio 

Wirkkala等设计大师，以及“球椅”、littala花瓶等经典设计都有详尽

摹绘

叶孝忠/著 

设计上海

本书从设计、创意的角度重新诠释了上海这座城市。作为中国的设

计之都，这里有最宽松激情的设计环境，这里也有最前卫并具国际

视野的年轻设计师，《设计上海》就从设计环境与设计师入手，娓

娓道来。

2009年5月/16开/50.00元
ISBN 978-7-208-08024-9
上架建议：生活

2009年5月/16开/50.00元
ISBN 7-208-08025-6
上架建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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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素德·文卡特斯/著  孙飞宇/译      

黑帮老大的一天

实录触目惊心的黑帮生活，解剖贩毒街区的生存法则 

现实版《美国往事》+《上帝之城》
2009年10月/32开/26.00元
ISBN 978-7-208-08816-0
上架建议：文学

林鸿麟/著

你家沙发借我睡

一本关乎流浪、远行和感恩的书

诚品书店畅销好书，2008媒体宠儿      

文案天后李欣频倾情推荐2009年10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8836-8
上架建议：生活

[美]史蒂夫·杜伯兰尼卡/著  张宏浩/译

多谢您的小费

如果你想获得外出吃饭的宝贵意见，那么，欢迎来到餐厅侍应生秘

密档案的现场世界。

著名美食作家、星级老饕沈宏非、欧阳应霁、叶怡兰、谢忠道

倾情推荐

2009年8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8688-3
上架建议：文学

高晓涛  西达/著 

八廓曼陀罗

穿越拉萨城的前世今生

深入藏地十年的传奇之作

这是一本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形象呈现出来的有关西藏的图书。
2009年9月/16开/39.00元
ISBN 978-7-208-08623-4
上架建议：生活

九姑娘  梁无双/著

下一站，周星驰

伍佰、张震岳、SHE、飞轮海等推荐

周星驰超级粉丝通过寻访周星驰电影中出现的地点，以一种还原电

影的无厘头手法包装出生动有趣的香港、宁波、上海、宁夏等旅游

目的地，包括近百个相关地点详尽资讯。

2008年9月/16开/32.00元
ISBN 978-7-208-07940-3
上架建议：文化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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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布洛/著  龙云/译

2010年7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8570-1

上架建议：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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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与洛丽塔——
纳博科夫传

 《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传记之精简浓缩本，附有大量珍贵图片。
让·布洛，法国著名传记作家。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俄裔美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文体家，其代表作有《洛丽塔》、《微暗的

火》等，1973年因其终身成就被美国授予国家文学金奖。

鳞翅昆虫学家，国际象棋、网球和拳击高手，精通并熟练运用俄、法、英三门语言，纳博科

夫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如是说：

我的想像力天马行空，也许我的形象就是一个长着鸟头，带着祖母绿的手套，穿着带有淡蓝

色刻度紧身衣的巫师。

许多为人所认可的作家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空空洞洞的坟墓之上，他们

的书本是木乃伊。

与在显微镜下发现蝴蝶身上的新器官或在伊朗、秘鲁的山坡上发现一种尚未被描述过的新种

类所带来的狂喜相比，艺术灵感带来的喜悦和奖励就什么也算不上了。

让·布洛，法国著名传记作家。



2010年6月/大16开/128.00元
ISBN 978-7-208-09214-3
上架建议：文学 随笔

[美] 埃斯特尔·埃利斯  卡洛琳·西博姆  

克里斯托弗·西蒙·塞克斯/著  陈焱/译  

坐拥书城（精）

《坐拥书城》平装本升级版

直透心灵的阅读文字：分享与书相处的心得与故事

书房装潢的实用参考：交流藏书聚书的创意与艺术

2008年9月/大16开/95.00元

ISBN 978-7-208-07952-6

上架建议：文学 随笔

[美] 埃斯特尔·埃利斯  卡洛琳·西博姆  

克里斯托弗·西蒙·塞克斯/著  陈焱/译

坐拥书城
《坐拥书城》是一本关于爱书人的书。四十位书迷嗜书如命，所筑
的书房风格多样，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些爱书人向我们显示了
用作闲览的房间，加上放置藏书的种种巧思，就能让任何一个房间
变成书房。

2010年4月/32开/27.00元

ISBN 978-7-208-09110-8

上架建议：文学 随笔

[英] O. J. M. 戴维斯/著  尹晟/译

二手书那些事儿

趣味性与知识性并重，带你走入奇妙而有趣的二手书世界

2009年5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8482-7

上架建议：文学 随笔

[美]安妮·法迪曼/著  杨传纬/译

书趣：
一个普通读者的自白

《书趣》叙述了安妮·法迪曼终身与书和语言相恋的故事。本书确立

了安妮·法迪曼的作家地位，使她成为美国当代最优秀的随笔作家。

2009年5月/32开/24.00元

ISBN 978-7-208-08481-0

上架建议：文学 随笔

[美]安妮·法迪曼/著  杨传纬/译  

闲话大小事

《闲话大小事》是一本吸引人的散文集，充满了法迪曼特有的对生

活、对文学、对家庭、对各种秘传知识的爱。这本书有望使一种企

盼已久的文体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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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32开/35.00元

ISBN 978-7-208-07644-0
上架建议：文学 随笔

 [加]阿尔贝托·曼古埃尔/著  杨传纬/译

夜晚的书斋

 《夜晚的书斋》生动讲述了书斋或图书馆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是有国际声誉的文选编纂家、翻译家、散文

家、小说家和编辑，被授予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军官勋位。

2010年3月/32开/26.00元
ISBN 978-7-208-08990-7
上架建议：文学 随笔

[美]安妮·法迪曼/编  杨传纬/译

旧书重温忆华年

如果说，一本年轻时读的书是情侣，许多年后重读这本书，它便成

为朋友。

2007年1月/32开/20.00元
ISBN 978-7-208-06433-1
上架建议：文学 随笔

[美]汤姆·拉伯/著  陈建铭/译

嗜书瘾君子

用幽默诙谐的手笔娓娓道出的爱书人的种种病状，妙趣横生，别有

风味。

[英] 西蒙·温切斯特/著  杨传纬/译

教授与疯子

《纽约时报》排行榜第1名    

《泰晤士报》排行榜第1名

2009年8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8618-0
上架建议：文学

[英]西蒙·温切斯特/著 杨传纬/译

OED的故事

《OED的故事》动人地讲述了OED（《牛津英语词典》）这一伟
业的创造过程，带领读者走进被称为“缮写室”的丑陋铁皮小屋，
会见人数众多的志愿者——从专心致力于词典编写的隐士菲茨爱德
华·霍尔到经历了危险的疯狂、深沉的忧伤和最终救赎的W.C.迈
纳，仔细品味编纂词典的欢乐与艰辛。

2009年8月/32开/22.00元
ISBN 978-7-208-08617-3
上架建议：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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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 / 16开 / 29.00元
ISBN 978-7-208-08564-0
上架建议：文学

2010年5月 / 16开 / 22.00元
ISBN 978-7-208-08563-3
上架建议：文学

2010年5月 / 16开 / 29.00元
ISBN 978-7-208-08562-6
上架建议：文学

蒋彝/著  阮叔梅/译

伦敦画记

“哑行者画记”之一。饮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

家——哑行者蒋彝，遍访西方各大城镇，以“中国之眼”看破中西

文化的异中之同。

蒋彝/著  朱凤莲/译

湖区画记

“哑行者画记”之一。饮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

家——哑行者蒋彝，遍访西方各大城镇，以“中国之眼”看破中西

文化的异中之同。

蒋彝/著  罗漪文 罗丽如/译

牛津画记

“哑行者画记”之一。饮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

家——哑行者蒋彝，遍访西方各大城镇，以“中国之眼”看破中西

文化的异中之同。

2010年1月 / 16开 / 29.00元
ISBN 978-7-208-08561-9
上架建议：文学

蒋彝/著  阮叔梅/译  

爱丁堡画记

“哑行者画记”之一。饮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

家——哑行者蒋彝，遍访西方各大城镇，以“中国之眼”看破中西

文化的异中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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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6开/38.00元
ISBN 978-7-208-08446-9
上架建议：电影 文化

诸葛沂/著

尤利西斯的凝视：安
哲罗普洛斯的影像世界

国内第一本关于腊国宝级的电影导演安哲的原创性研究著

［美］约翰·贝尔顿/著　 米静 等/译

美国电影美国文化

古根海姆学者奖的获得者约翰·贝尔顿的电影专著，美国影视专业

课程必备教材

通过对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美国电影的演变，展示了美国社会的变化

[美]罗伯特·贝内德蒂/著   

王琳 尚垒 周冰心/译

从概念到银幕：电影与
电视制作实战指南

全世界影视工业心脏好莱坞金牌影视制片人，介绍给你最精华的电

影与电视制作实战指南

2010年8月/16开/27.00元
ISBN 978-7-208-09392-8
上架建议：电影 制作

 2009年11月/16开/35.00元
ISBN 978-7-208-08590-9
上架建议：文化 电影

[英] 乔纳森·雷纳/著  劳远欢 苏溯/译

寻找楚门：
彼得·威尔的世界
彼得·威尔是当今世界影坛上为数不多的、在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
领域均获得成功的导演。本书着重于分析他的14部电影，从多个角
度（电影叙事技巧、心理学、社会学等）深入剖析了导演的创作理
念，是一本可供彼得·威尔影迷和电影研究者更为深入地了解彼
得·威尔作品的读物。

2010年4月/16开/59.00元
ISBN 978-7-208-08980-8
上架建议：电影 文化

2010年7月/16开/38.00元
ISBN 978-7-208-09260-0
上架建议：电影 文化

 [美] 劳伦斯·S. 弗里德曼/著  王芫/译

谁在敲我的门：
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

了解马丁·斯科塞斯电影之轻松阅读本，是“对斯科塞斯作品的最
佳解读”
马丁·斯科塞斯：“电影社会学家”的美国殿堂级导演，2010年金球
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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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6开/38.00元
ISBN 978-7-208-08513-8
上架建议：文化 电影

周承人 李以庄/著

早期香港电影史，
1897—1945

电影何时传入香港？香港最早摄制的电影是哪一部？谁是真正的香
港电影第一人？剎剎
本书重新梳理了香港电影诞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并对大时代背景
下香港、广州、上海三地的电影交流及相互影响予以回顾。

2009年8月/16开/50.00元
ISBN 978-7-208-08494-0
上架建议：文化 电影

[美] 托马斯·沙茨/著  冯欣/译

好莱坞类型电影

作者通过对好莱坞类型程式和惯例系统形成的考察和历史梳理，提

出类型方法提供了理解、分析和欣赏好莱坞电影最为有效的手段。

2009年8月/16开/32.00元
ISBN 978-7-208-08630-2
上架建议：文化 电影

[美] 安特耶·阿舍得/著 柳迪善  丁宁/译

希特勒的女明星

本书通过对这三位女影星在纳粹电影中所表现的女性矛盾形象的深

入剖析，展现了当时的女明星们如何应对当代女性面临的性别冲

突，并就国家社会主义和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纳粹政府试图

将明星和电影列入其宣传工具的操作手段，进行了有趣的阐述。

2009年4月/16开/25.00元
ISBN 978-7-208-08460-5
上架建议：文化 电影

[英]埃娃·马齐耶斯卡 劳拉·拉斯卡罗利/著
穆青  聂阳阳/译

梦与日记：
南尼·莫瑞蒂的电影
南尼·莫瑞蒂的作品不可归类，也难以和其他人进行比较。本书
将莫瑞蒂的电影看作一系列关乎艺术领域和社会秩序的异质性话
语——关于风格、文化、社会、政治和语言的话语——的十字路
口，深入分析和阐释了南尼的作品。

[法]让–卢普·布盖/著  严敏  朱震芸/译

好莱坞：欧洲电影人之梦

有什么可以比好莱坞更能体现“美国制造”？
本书作者让剎卢普·布盖用其专业的视角，同时又不失趣味的跟随
着欧洲电影人的足迹重返好莱坞，既向读者展现了好莱坞文化的巨
大影响力，同时又呈现出一个可超越的空间。2009年3月/16开/35.00元

ISBN 978-7-208-08148-2
上架建议：文化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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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巫鸿/著  文丹/译

重屏：中国绘画中
的媒材与再现

本书首次尝试把中国绘画既视为物质产品也看作图画再现来研
究。这种新的研究方式打破了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作
者巫鸿（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文理学院终身院士，美术史
家）对此进行了详尽的综合分析。

2009年12月／16开／58.00元
ISBN 978-7-208-08755-2
上架建议：绘画 艺术评论

[美]巫鸿/著  李清泉 等/译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
中的“纪念碑性”

美术史家巫鸿最富争议的学术专著中文版首次出版
此书掀起了一场学术上的“科索沃战争”（李零语），引发了一段
学术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公案。

2009年4月/16开/68.00元
ISBN 978-7-208-08140-6
上架建议：文化

2009年11月/16开/78.00元
书号：978-7-208-08974-7
上架建议：艺术 画册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一石文化/编

中坚：新世纪中国艺术
的八个关键形象

本书是尤伦斯当代中心“中坚：新世纪中国艺术的八个关键形象”

展览（2009.11.17—2010.2.28）的画册出版物，彰显了尤伦斯当代艺

术中心长期支持和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决心。

2010年8月/16开（软精装）/198.00元
ISBN 978-7-208-09398-0
上架建议：艺术画册 中国当代艺术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一石文化/编

沈远：急促的话语

当前欧洲和中国最知名的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沈远，“急促的

话语”展览展后画册国内首版

2010年4月/16开/128.00元
ISBN 978-7-208-09155-9
上架建议：画册 艺术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一石文化/编

严培明：童年的风景

第一位能够在在世时卢浮宫进行个展的中国艺术家严培明，在尤伦

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的“童年的风景”展览的展后画册。严培明第

一次脱离画布、尝试装置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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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唐纳德·卡根 史蒂文·奥兹门特 

弗兰克·M. 特纳/著  袁永明/译

西方的遗产

哈佛、耶鲁历史名家撰著，一版再版，堪称西方通识教育的典范

之作！2009年6月/16开/480.00元
ISBN 978-7-208-07892-5
上架建议：文化

[美]尤里·叶拉金/著  田智/译

驯服的艺术

1930年代，小提琴手尤里·叶拉金以旁观者和亲历者的双重身份，传

神记录下苏联艺术世界的万千景象。本书1951年在美国出版，成为畅

销书，2002年在俄国出版。2009年4月/16开/35.00元
ISBN 978-7-208-08410-0
上架建议：文化 艺术

[法]埃米尔·安托万·布德尔/著  啸声/译

布德尔论艺术与生活

国内第一本系统性介绍法国雕塑大师布德尔艺术思想和艺术作品的

经典著作，名作名译。

2009年8月/16开/35.00元
ISBN 978-7-208-08596-1
上架建议：艺术

[加] 诺思洛普·弗莱/著  孟祥春/译

世俗的经典：
传奇故事结构研究

该书为诺思洛普·弗莱在哈佛大学的讲座成书，探讨的核心是传奇

故事的结构。作者确立起了传奇故事在“神话或想像的宇宙中”的

地位与意义。

2010年1月／16开／29.00元
ISBN 978-7-208-09027-9
上架建议：文学理论

[英]路易莎·扬/著   杨俊峰 等/译

心之书

《心之书》是一本关于各种（生理、宗教、艺术和爱情）心的一个

万花筒般、妙趣横生的讲述。

2009年12月/ 32开/49.00元
ISBN 978-7-208-08421-6
上架建议：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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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多米尼克·阿尔邦/著  解薇  刘成富/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

“永恒的作家”系列丛书之一。

2009年1月/32开/35.00元
ISBN 978-7-208-07907-6
上架建议：传记 文学

[法]勒内·波莫/著  孙桂荣 逸风/译

伏尔泰

“永恒的作家”系列丛书之一。

[法] 弗朗西斯·让松/著  许梦瑶  刘成富/译 

萨特

“永恒的作家”系列丛书之一。

2010年3月/32开/35.00元
书号：978-7-208-08649-4
上架建议：传记 文学

2009年6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8412-4
上架建议：传记 文学

[法] 加埃唐·皮康/著  张群  刘成富/译

马尔罗

“永恒的作家”系列丛书之一。

2009年1月/32开/25.00元
ISBN 978-7-208-08112-3
上架建议：传记 文学

[法] 迪迪埃·雷蒙/著  宋–  刘成富/译 

叔本华

“永恒的作家”系列丛书之一。

2009年2月/32开/29.00元
ISBN 978-7-208-08299-1
上架建议：传记 文学

人文艺术    51



[法] 欧仁·吉尔维克/著   李玉民/译

海滨小渠

法国诗歌选集之一。《海滨小渠》避开比喻，关注的是最寻常的

事物。

[法]米歇尔·德吉/著  余中先/译

听说

法国诗歌选集之一。德吉的诗歌很有哲理性，而且勇于实验。

2009年6月/32开/48.00元
ISBN 978-7-208-08603-6
上架建议：诗歌

2009年6月/32开/32.00元
ISBN 978-7-208-08602-9
上架建议：诗歌

[法]维克多·谢阁兰/著   

车槿山 秦海鹰/译

碑

法国诗歌选集之一。一本特殊的令人惊讶的作品，一本中西文化合

璧的奇书。

2009年6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8612-8
上架建议：诗歌

[法]亨利·米肖 等/著  董强/译

厄瓜多尔

法国诗歌选集之一。是米肖穿越厄瓜多尔群山并在一年后到达亚马

逊河出口处的旅行日记。

2009年6月/32开/38.00元
ISBN 978-7-208-08604-3
上架建议：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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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弗朗西斯·雅姆 等/著  树才/编译

法国九人诗选

法国诗歌选集之一。法国九位大诗人的诗合集，此九人堪称法国诗

歌的推动者、探索者和完成者。

[法]弗朗西斯·蓬热/著  徐爽/译

采取事物的立场

法国诗歌选集之一。萨特把他立为典范的唯物主义诗人，原样派推

崇他为先导。

[法]菲利普·雅各泰/著  姜丹丹/译

菲利普·雅各泰诗选：
1946-1967

法国诗歌选集之一。其作品被认为是当代法国诗歌“纷杂、喧哗的

合唱”中最真实的声音之一。

2009年6月/32开/35.00元
ISBN 978-7-208-08611-1
上架建议：诗歌

2009年6月/32开/24.00元
ISBN 978-7-208-08601-2
上架建议：诗歌

2009年6月/32开/35.00元
ISBN 978-7-208-08605-0
上架建议：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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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

 ——雅斯贝尔斯

韦伯是世界上人们能看到的在整个文化科学领域里的最后

一位通才。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我想所有走上社会学道路的人都应该从《经济与社会》开

始，迈出第一步。

  ——阿瑟·斯廷奇库姆

经济与社会
（第二卷  上下册）

[德] 马克斯·韦伯/著  

阎克文/译

2010年7月/16开/88.00元

ISBN 978-7-208-09213-6

上架建议：社会科学

·纪念马克斯·韦伯逝世九十周年

·《经济与社会》：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著作

·著名翻译家阎克文磨砺五载推出的全新中译本

经济与社会（第一卷）

2010年1月/16开/68.00元

ISBN 978-7-208-08907-5

上架建议：社会学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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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关于遗传学的简单历史；

一部关于科学天才的有趣故事；

一部事关人类医疗前景的未来之书。

精装典藏版！权威作者集50年科学研究经历，恢弘讲述遗传学历史——生命的秘密所在。
作者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解开生命的秘密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更为21世纪医学新纪元奠定了基础。沃森铺陈

出这个基因革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一世界上最伟大的构想，它的失败与成功，以及所面

临的巨大的社会挑战，读来不但使普通读者津津有味，也带给新一代年轻科学家无限启发。

——埃里克·兰登（怀特海德基因组研究中心创办人）

每一位想要了解自己的医疗未来的读者都会想读这本书。

——《出版人周刊》

[美] 詹姆斯·沃森（James D. Watson）

美国著名生化学家，生于1928年。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并与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同获

196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美] 安德鲁·贝瑞（Andrew Berry）

遗传学博士，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研究员。

 [美]詹姆斯·沃森 安德鲁·贝瑞/著  

陈雅云/译

2010年4月/精装16开/98.00元

ISBN 978-7-208-09095-8

上架建议：社科

DNA：
生命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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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 赫西俄德  王绍辉/译

神谱（希汉对照本）

我们所能知晓的第一个希腊人、“古希腊教喻诗之父”——赫西俄

德最为重要的作品

赫西俄德是希腊的屈原，而《神谱》则是希腊的《天问》2010年6月/32开/26.00元
ISBN 978-7-208-09237-2
上架建议：宗教、神话

[德] 马克斯·韦伯/著  阎克文/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最知名的著作

揭示资本主义诞生之秘，具有现代启示录意义的经典著作；

全面收录德文原版、帕森斯英译本、卡尔贝格英译本研究精髓；翻

译名家阎克文教授操刀，磨砺多年，数易其稿。

2010年8月/16开/估价34.00元
ISBN 978-7-208-09236-5
上架建议：社会学

许列民/著

沙漠教父的苦修主义：
基督教隐修制度起源研究

第一本沙漠教父研究中文专著

2009年12月/16开/32.00元
ISBN 978-7-208-09028-6
上架建议：宗教

张晓梅/著

旧约笔记

本书摘取了《旧约》中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些篇章，以现代

学术成果为背景，用作者自己的眼光和感受，予以解读。

2009年8月/32开/28.00元
ISBN 978-7-208-08723-1
上架建议：宗教 文化

汪咏梅/著

理性、浪漫主义和基督教

国内首例全面介绍、评述C. S. 路易斯神学思想的研究著作，具有填

补空白的价值

2010年5月/32开/32..00元
ISBN 978-7-208-09337-9
上架建议：宗教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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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卫霞/著

间接沟通: 克尔凯郭尔
的基督教思想

本书乃“维真基督教文化丛书”之一。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813-1855）被称为至今最有影响力的19

世纪思想家之一。

2010年1月/16开/35.00元
ISBN 978-7-208-08954-9

梁启超/撰

儒家哲学

本书以《儒家哲学》为中心，收录了梁启超有关儒家哲学、儒家政

治哲学和儒教的代表性论述

2009年12月/16开/32.00元
ISBN 978-7-208-08720-0
上架建议：哲学 古代文化

林国华 王恒/编

欧罗巴与亚细亚

海国图志系列 第四辑

国内稀有的纯正西洋古典学研究，五年如一日默默耕耘，专注、敏

锐、清新，高水准，大视野！2010年5月/16开/26.00元
ISBN 978-7-208-09275-4
上架建议：社科 政治 历史

[美]斯蒂芬·弗兰佐/著  葛鉴桥 等/译

社会心理学（第三版）

全面更新心理学研究和理论，近四百条新的引用、研究、理论和实

例。心理学学习实用参考书。

2010年1月/16开/88.00元
ISBN 978-7-208-09032-3
上架建议：心理学 社会学

许志伟/主编

基督教思想评论（第十辑)

 《基督教思想评论》学术丛刊，旨在推动海内外华人学者对基督教哲

学的研究，加强国内外基

督教思想研究的交流与合作。2009年12月/16开/39.00元 
ISBN 978-7-208-09018-7 
上架建议：宗教

社科·思想    57



[美]肯尼斯·J.阿罗 著  丁建峰 译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第二版）

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代表作，经

久不衰的读物

本书促使社会选择理论这门新的学科很快就得以建立

2010年5月/16开/28.00元
ISBN 978-7-208-09121-4
上架建议：经济学

[美] 乔治·霍兰·萨拜因/著  [美] 托马

斯·兰敦·索尔森/修订   邓正来/译

政治学说史(上)

自1937年问世后，就被西方许多国家列为政治学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

该书内容广泛，史料丰富，为同类著作之首2008年7月/16开/46.00元
ISBN 978-7-208-07862-8
上架建议：政治学

[美] 乔治·霍兰·萨拜因/著  [美] 托马

斯·兰敦·索尔森/修订   邓正来/译

政治学说史（下）

自1937年问世后，就被西方许多国家列为政治学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

该书内容广泛，史料丰富，为同类著作之首2010年1月/16开/75.00元
ISBN 978-7-208-08699-9
上架建议：政治学

[美]杰弗瑞·S. 班克斯 艾里克·A. 

哈努谢克/编  王志毅 李井奎 叶敏/译

政治经济学新方向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蔚成风气，此书的出版有助

于我们对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与工具有框架性的了解。2010年1月/16开/32.00元
ISBN 978-7-208-08997-6
上架建议：经济学

[美]乔万尼·萨托利 著  

冯克利 阎克文/译

民主新论

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耗费十年心血撰写而成的经典之作，一

经问世便得到了广泛赞誉。

该书至今仍是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著作。

2009年4月/16开/58.00元
ISBN 978-7-208-08300-4
上架建议：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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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沙雷尔  阿什莫尔/著  余西云/译

考古学：
发现我们的过去（第3版）

考古学入门经典书

2009年1月/16开/88.00元
ISBN 978-7-208-07777-5
上架建议：考古学 历史

丁文江 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

任公的年谱长编，治近现代学术思想者必读。

[俄罗斯]瑞布里克/著  师学良/译

世界古代文明史

后共产主义俄罗斯史家的文明史全新力作

2009年4月/16开/120.00元
ISBN 978-7-208-08163-5
上架建议：历史 人物

2010年5月/16开/49.00元
ISBN 978-7-208-09150-4
上架建议 历史 文化

[美]戴维·M.奥布赖恩/著  胡晓进/译

风暴眼

美国最畅销的最高法院著作，各大法学院必读的宪法类教科书

荣获美国律师协会最富盛名的“银槌奖”

2010年1月/16开/48.00元
ISBN 978-7-208-08881-8
上架建议：法律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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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 著

熊十力论学书札

“十力丛书”之一。

2009年8月/16开/38.00元
ISBN 978-7-5458-0086-9
上架建议：哲学

熊十力 著

体用论

“十力丛书”之一。

2009年8月/16开/30.00元
ISBN  978-7-5458-0087-6
上架建议：哲学

熊十力 著

唯识学概论 因明大疏
删注

“十力丛书”之一。

2008年1月/16开/32.00元
ISBN 978-7-80678-789-2
上架建议：哲学

熊十力 著

新唯识论

“十力丛书”之一。

2008年1月/16开/35.00元
ISBN 978-7-80678-790-8
上架建议：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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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 著

破破新唯识论　
摧惑显宗记

“十力丛书”之一。

熊十力 著

佛家名相通释

“十力丛书”之一。

2008年1月/16开/30.00元
ISBN 978-7-80678-791-5
上架建议：哲学

2007年8月/16开/32.00元
ISBN 978-7-80678-706-9
上架建议：哲学

熊十力 著

韩非子评论 
与友人论张江陵

“十力丛书”之一。

2007年8月/16开/25.00元
ISBN 978-7-80678-707-6
上架建议：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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