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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哲学　宗教

书　名：我的美丽人生

作　者：( 日）佐伯千津著；张锦兰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索书号：B821-49/222

内　容：76 岁美容教母临终前写

给女孩的人生之书，告诉你关于

生活、工作和美的 33 个真相。佐

伯千津回顾自己从平平无奇的护肤小白成长为影响

千万人的美容大师的一生。从童年邂逅奥黛丽 • 赫

本的照片，到只身一人到东京美容学校学习，先后在

娇兰、迪奥担任国际美容培训经理，打造佐伯式美容

秘籍，退休后创立美容工作室；其间，经历亲友背叛、

事业跌宕，诸多人生变故都没能打倒她。她用一生的

浮沉告诉大家：以梦为马，人间可期。

书　名 : 你以为的人生意义就是人生的意义吗？

作　者 :( 英）朱利安 • 巴吉尼著；吴奕俊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B821-49/747

内　容：在这本书中，作者带领你

进行一次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辨之

旅。他吸收众多哲学家的观点，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例

子，甚至引用电影、流行歌曲等进行阐释，简明扼要地

分析了人们在思考生命的意义时通常给出的六个答

案：帮助他人、造福人类、获得幸福、追求成功、及时行

乐，以及释放自我。通过将“意义”这个模糊而神秘

的问题简化为一系列更具体的问题，即什么赋予生命

目的和价值。他表明，对意义的追求可以是个人的、

有力量的和令人振奋的。即使你没有接触过哲学，也

能在他的指引下，通过精微的哲学思考，了解关于人

生意义的各种答案。

D 政治　法律

书　名：非自然死亡

作　者：（英）理查德 • 谢泼德著；

李立丰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索书号：D919.1/332

内　容：作为一名法医病理学家，

理查德 • 谢泼德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这个人是

如何死亡的？从“9•11”事件、巴厘岛爆炸案、伦敦

七七爆炸案，到亨格福德连环杀人案、戴安娜王妃车

祸案等，本书记录了谢泼德执业至今所经手的国际要

案，讲述了案件背后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书中还详

细呈现了一些颇受争议的案件的始末，例如杀婴、种

族主义谋杀、伪装成正当防卫的谋杀等。谢泼德运用

专业知识与技术，找出证据，将凶手绳之以法，使无辜

者沉冤得雪。

E 军事

书　名：不是耻辱 : 珍珠港事件后的六个月

作　者：（美）约翰 • 托兰著；梁国玉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E195.2/580

内　容：全书将视野聚焦于美国

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半年间的残

酷攻防战，以日本偷袭珍珠港到

美日中途岛海战的半年时间为中心，多角度还原美国

扭转太平洋战局的历史真相，详细呈现轴心国日本从

战略进攻变为守岛防御的战场转折，并借助一个个将

领和士兵的经历，再现了二战中从珍珠港事件到中途

岛海战的战局巨变。

F 经济

书　名：极简经济学：有趣又实用的 80 个经济学常识

作　者：朱虹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索书号：F0-49/250

内　容：本书共有 9 章，分别从生

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消费经济

学、理财经济学、职场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博弈经济

学、国际贸易经济学和婚恋经济学等方面着手去写，在

解释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旨在让经济学常识更贴近

生活，更接近大众，让读者时时刻刻能感到经济学的存

在，更能从身边的大事小事中，找出所蕴含的经济学真

相，还原经济学的系统知识，并利于读者用经济学的思

维和视角思考和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本

书用简明易懂的解析、生动形象的现实案例，解读了我

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会遇到的经济学问题。



舟·载智慧　山·纳书香

书　名 : 理性之外：偏差与修正

作　者 : 王立新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F832.51/100

内　容：本书基于中国基金投资

这个市场，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

角度，对基金个人投资者行为特

征、心理因素、群体分布等进行透彻的分析。对个人

投资来说，这是了解基金的很好指南；对基金公司来

说，这是比投资者画像更深刻的分析，更有助于了解

基民，有助于推出更符合需求的金融产品；对监管者

来说，了解基民才能更好地教育、引导和监管，而不至

于造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G 文化科学　教育　体育

书　名：新闻的发明：世界是如何

认识自己的

作　者：（英）安德鲁 • 佩蒂格里著；

董俊祺，童桐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G219.509/244

内　容：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

们就渴望信息。在前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谈话、八卦、

庆祝活动、布道和公告来收集和分享新闻。印刷时代

催生了小册子、期刊和早的新闻纸，将新闻社区从地

方扩展到世界。本书追踪了 1400 年到 1800 年四

个世纪以来多个欧洲国家的新闻史，展示了控制新闻

的力量，新闻在政治、宗教改革和社会事件中的角色，

新闻的娱乐性和时效性，记者的可信度，以及人们在

推开新闻的世界之窗后发生的改变。

H 语言　文字

书　名 : 有逻辑地说话

作　者 :（韩）金圭贤著；罗婷译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索书号：H0-05/842

内　容：本书是一本帮助人们在

工作和生活中提升话语逻辑、优

化表达术的实用手册。作者从

提升话语逻辑、建立逻辑结构、增强话语逻辑性等角

度，结合生动的片段和小故事，详细地讲解了什么是

逻辑、如何让表达有逻辑等内容，并给出了实用的方

法。力图让每一个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快速掌握核

心要点，在工作和生活中享受与人面对面交谈的乐

趣。

I 文学

书　名 : 我偏爱读诗的荒谬：

现代诗的三十堂课

作　者 : 廖伟棠著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索书号：I207.25/029

内　容：三十堂现代诗入门课，一

次擦亮语言的旅程。著名诗人廖

伟棠带领读者深入现代诗的核心地带，解构我们日常

使用语言的习惯，呈现那片辽阔又易被忽视的诗意沃

土。从策兰、米沃什、奥登，到北岛、张枣、西西……以

诗人的视角，探索现代诗的群星闪耀，围绕着对新诗

的十种误会，以二十种现代诗意为注脚，挑选七十余

首杰出诗作，与你一起重新发现独属于我们时代的诗

心。

书　名：重述张爱玲：更新传记与

《小团圆》公案

作　者：金宏达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索书号：I207.42/833

内　容：本书作者是资深张爱玲

研究专家，一度影响力的《张爱玲

文集》编者。近些年来，张爱玲诸

多遗作和书信纷纷出版，其生平与传记材料的来源豁

然拓宽，本书是张爱玲生平与创作研究一项具有突破

性的成果，作者经过对已有大量资料的缜密研究，贴

近事实，重理张爱玲生平，尤其是其后期经历与境况，

揭示《小团圆》小说从成稿到被“拦截”再到被废弃，

如何映照出张氏一段重要的人生与心路历程，隐藏着

不为人所知的秘辛。借助于这一研究，本书完成了一

次对张爱玲故事回归实情的重述。



书　名：不眠的珍珠

作　者：( 日）石田衣良著；陈祖蓓译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索书号：I313.45/160

内　容：餐厅服务生素树原是一

名年轻的导演，因自己处女作在

拍摄过程中遇到资金困难，备受

打击，从东京跑到逗子海滩疗伤。恰巧，他遇到了 45

岁的单身版画家咲世子，咲世子不由自主地爱上了素

树。素树想要拍摄咲世子的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

两人坠入爱河。恋爱使作为版画家的咲世子重新获

得灵感，创作了“白色漂流物系列”，而素树也在咲世

子的鼓励、引导下，重新回到了电影界。两个人是彼

此的救赎，相通的灵魂使两人跨越年龄的障碍，成就

了彼此。

书　名 : 造雨人

作　者 :( 美 ) 约翰 • 格里森姆著；

           林微云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索书号：I712.45/464

内　容：本书讲述了一个初出茅

庐的年轻律师扳倒一家大公司的

故事。在毕业前夕，鲁迪 • 贝勒遇到了他的第一个“客

户”——布莱克夫妇。他们的儿子唐尼 • 雷身患白

血病而无钱医治，保险公司拒绝支付唐尼的医疗费。

鲁迪意识到布莱克一家被保险公司欺骗，他将要发起

的是史上金额最大的保险欺诈诉讼。就这样，一贫如

洗、毫无经验的鲁迪，与强大的保险业、律师团队展开

了正面交锋，他也随之陷入了充斥着谎言与操纵的旋

涡……

J 艺 术

书　名：中国画的心性

作　者：江宏，邵琦著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索书号：J212.05/330

内　容：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画

内在机制的理论书。心与性是人

的根本。绘画上的心性是图像的

内核，也即是绘画的根本。画家表现是非善恶、良劣

美丑的态度，全关乎心性。本书分为“心论”和“性论”

两个篇章，通过对中国绘画本体——技与形的研究，

揭示了孕育并伴随其发展趋向外化的审美心理范式

及其机制，从中国绘画的梳理中凸现了由对“心”侧

重到对“性”侧重的内在规律。亦即中国画的心性发

展过程：自物趣及理趣至天趣。此书学术思想明确、

角度新颖且论述全面，是艺术理论学习十分实用的参

考书。　

书　名 : 黑兰花

作　者 :（英）尼尔 • 盖曼著；

孙鹏译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索书号：J238.2/860

内　容：午夜，犯罪斗士黑兰花牺

牲，同一时刻，一个女孩醒来，她

既是人类，也是植物，她有着黑兰花的记忆，但又不是

那个犯罪斗士。她是谁？又有着怎样的使命？这个

女孩一度感到十分茫然，而如今她将踏上追寻自我的

旅程。

K 历史地理

书　名 : 遥远的帝婿

作　者 : 李凤记述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索书号：K828.5/470

内　 容：1941 年 初 夏，伪 满 新

京，二道河子区吉林大马路，日人

开车撞伤李玉琴， 谁也不会想到

会是两年后的“福贵人”。此时世界时局紧张，珍珠岛

事件，溥仪发表《时局诏书》，支持日本发动新侵略战

争。1942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同年，谭玉龄去世。

此时的李玉琴与溥仪，终于出现了交汇的可能——日

本人逼婚，娶日本女人，这触动了溥仪底线，于是开始

着手选妃。1943 年，李玉琴入选进宫， 不久，册封为

“福贵人”。李玉琴宫中生活两年，1945 年后，颠沛流

离八年，至李玉琴与溥仪离婚时，那个“帝婿” 终于离

李家越来越遥远。



书　名：地址的故事：地址簿里隐藏的

身份、种族、财富与权力密码

作　者：（美）戴尔德丽 • 马斯克著；

徐萍，谭新木译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索书号：K91-49/144

内　容：本书从一个简单的问题

开始：“街道地址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了回答这一问

题，作者在十余座世界闻名、影响力巨大的重要城市中

走访和搜集资料，研究人们如何描述自己生活的地方，

以及这种描述说明了什么。这些令人着迷的人物与历

史，揭示了街道名称、房屋编号怎样与人们的身份、阶

层、种族有关，为什么它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为密切，

为什么它们关系到命名的权力、隐瞒的权力并且决定

谁重要谁不重要的权力，以及这样做的原因何在。

R 医药 卫生

书　名：你的健康，体温最懂

作　者：吴贵勋著

出版社：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R339.6/656

内　容：人的基础体温与人的体

质关系十分密切，是反映人体的

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现代社会，

由于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大多数人的基础体温偏

低，容易出现体质偏寒的情况。作者根据多年临床经

验总结出体温偏低的人群会出现一系列慢性病和代

谢性疾病，进而通过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一些慢

性病的患者进行调理，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次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肆虐，许多人更加关注起自身的体

温，在本书中作者从人体体温的变化开始讲起，为读

者讲解人体的体温对于人健康的重要性，怎样通过健

康的生活方式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帮助读者更好地

预防高血脂、高血压和糖尿病，带给读者健康的体魄。 

书　名：减掉内脏脂肪

作　者：（日）江部康二著；朱悦玮译

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R161-49/300

内　容：书中介绍了一日两餐的

半日断食法、日常生活的控糖、改

变饮食清除内脏脂肪、适量摄取脂肪对健康的帮助、

如何控糖预防糖脂病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又

提出了 10 条饮食规则，14 种饮食方式，9 大糖脂病

的预防路径，助你科学饮食，终结“外瘦内胖”这个超

可怕的肥胖类型，让你健康变瘦、变年轻！

T 工业技术

书　名：超简单的 Excel VBA：

人气讲师为你讲解实战操作

作　者：( 日）伊藤洁人著；

未蓝文化译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索书号：TP391.13/243

内　容：想要自己制作 Excel 宏，

有很多必须学习的项目。虽然新手总是抱着期待开

始学习，但也有不少人因为需要学习的知识变难了、

变多了而受挫。因此在本书中，尽可能压缩乐学习的

项目，挑重要的知识讲。首先以学会制作在工作中使

用的简单的宏为目标。制作对工作有帮助的宏，按照

操作提示感受 Excel 运转的成就感，然后一点点学习

必要的高级进阶知识，这样才是好的学习方法。

书　名 : 三个存钱罐：金融学教授

的儿童财商启蒙课

作　者 : 阎志鹏著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索书号：TS976.15-49/347

内　容：本书从家长的角度，通

过一个个故事和亲身体验系统

地探讨了如何提高孩子财商。在 " 资源、流程和行

为价值取向”的财商能力模型的基础上，作者不但

深入浅出地讨论了财商涉及的基本方面：品格、工

作、储蓄、花费、借债、给予和分享、守住财富、投资的

普世智慧等，还详细地分年龄阶段分享如何实际指

导孩子提高财商。对于有未成年孩子（包括大学生）

的父母来说，这是一本提高财商的启蒙书，也可作为

一本亲子育儿书。对于缺乏财商教育的大学生和其

他成年人，这本书也能够帮助你提升获取、管理和增

长财富的能力。



书　名：吃好睡好不生病：0~3岁的

60 个科学育儿常识

作　者：C 妈杨南南著

出版社：中国妇女出版社

索书号：TS976.31/444

内　容：本书作者 C 妈通过数万

读者的咨询案例，运用国际前沿

婴幼儿成长发育科学知识理论，结合自身 8 年的育儿

实战经验，以风趣幽默的语言，介绍宝宝出生头三年

生活中常见的健康养护案例。本书涵盖从吃母乳、断

奶、辅食添加、补钙、蛀牙、微量元素、骨密度检测等注

意事项，到发热、咳嗽、便秘、生长痛、肠绞痛、湿疹等

常见疾病护理，有理论，有方法，有经验，是一本适合

中国家庭的实用接地气的育儿养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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