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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哲学　宗教

书　名：重返世界尽头的咖啡馆

作　者：（美）约翰·史崔勒基著；万洁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索书号：B821-49/021

内　容：到底要不要纵身一跃

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暂时不考虑收入，不考虑生活

这是上次走进咖啡馆

我开始思考的问题

付诸行动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但如何活得更尽兴

并找到自己的人生游乐园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重返世界尽头的咖啡馆

书　名：暗时间：思维改变生活
作　者：刘未鹏著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索书号：B84-49/057
内　容：本书以心理学、认知科学和

神经科学为主要角度，对学习心理学

的意义、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进行思

考、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带来怎样的价

值、何种学习方法才是有效的，以及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学

习过程中如何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都做了详细的阐述，强调

人们需要主动训练自身的反思能力并掌握有效的思考方法。

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心智模式、学习方法和时间管理与

利用的，《暗时间》书名也由此而得。一件事情只要你坚持

得足够久，坚持就会慢慢变成习惯，原本需要费力去驱动的

事情便成了家常便饭。本书可以为读者打开一片心理学的广

阔天地，能够让我们在扑面而来的巨大信息量中充分领略知

识之美和阅读的快感，可以极大拓展我们的知识和视野。



D 政治　法律

E 军事

书　名：超单身社会
作　者：（日）荒川和久著；郭超敏译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D731.381/422
内　容：随着未婚率、非婚率、离婚

率逐年攀升，以及丧偶导致高龄单身

者的不断增加，2035 年，日本将有一

半人口是单身！日本在走向老龄化社

会的同时，也在率先成为“超单身社会”。

本书以大量数据立论，深入剖析日本单身社会的成因，以及

个体的生活意识、消费意识和价值观的变化，提出“单身经

济”崛起的商机和对应策略，并对未来的两性关系发展提出

大胆预测。无论是否结婚、生子、组建家庭，我们每个人都

有可能面临成为“单身者”的风险。但单身并不意味着切断

与他人的所有连接。只要提升“独自生活的能力”，好好“爱

自己”，即便一个人也能享受幸福的单身生活。

书　名：F-35 战斗机大揭秘
作　者：（日）青木谦知著；任宇庭译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索书号：E926.31/543
内　容：本书详细介绍了日本航空自

卫队引入 F-35 战斗机的始末以及其

从研发、改进、制造到量产、销售的

具体细节。文末以概论的形式简明扼要地介绍了 F-35 战

斗机在世界各国军队的配置情况。不仅勾勒出 F-35 战斗

机的诞生历程，还从专业角度介绍了 F-35 的各类衍生机

型，机载武器、系统元件以及各类结构设计。在这一过程

中，笔者也引入了其他多种世界知名的战斗机机型和经典

设计，用于和 F-35 对比，以突出这种先进战机的优异性能。

舟 · 载智慧　山 · 纳书香



F 经济

书　名：私域资产
作　者：肖逸群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索书号：F713.365.2/931
内　容：“私域肖厂长”肖逸群在

多年来第一手私域经验的基础上，

系统提炼了做私域的方法论。五句

话、一个公式，肖逸群创新提出“私

域五力模型”，一站式总结做私域的核心要素和相互

关系，手把手、一步步帮助创业者打造自己的私域资产，

实现长久稳定的商业价值。

书　名：指数基金定投：手绘版
作　者：艾玛·沈著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索书号：F830.59/4131
内　容：处在低息和通胀的大环境

下，一个不懂投资、不会看财报、

没什么闲暇时间的老百姓，要怎么

保住辛辛苦苦存下的钱，怎么让钱

生钱呢？本书介绍了一种简单易行又较安全可靠的投

资方式——指数基金定投。 为了把枯燥、抽象、艰涩

的投资知识，变得更加通俗易懂、简单明了，本书采

用了手绘的方式，通过漫画人物及生活案例，把核心

的理财知识点娓娓道来，涵盖了定投指数基金实操所

需的各种工具和技巧，简单轻松、干货满满，且注重

实战，是一本非常适合投资小白和普罗大众的指数基

金定投入门书。



G 文化　科学　教育　体育

H 语言　文字

书　名：屏幕时代的养育：
                数字时代的父母指导手册
作　者：（美）盖瑞·查普曼，阿琳·佩
利肯著；找到啦译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索书号：G78/486
内　容：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低

头刷着手机；晚饭后或周末，孩子

关上门在房间里打游戏、浏览视频网站；你和孩子之

间的沟通，主要依靠微信……你的家庭生活，是被科

技提升了，还是摧毁了？在这个数字时代，孩子们花

更多的时间与屏幕互动，更少在户外玩耍、看书或与

家人互动。虽然技术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但它也有

负面作用。本书将为你提供做出积极改变所需的工具，

你将发现如何从对电子设备和互联网的过度依赖中恢

复健康的家庭生活。

书　名：演讲三绝：开场抓人、 
                中场服人、收场动人
作　者：曹丽娇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索书号：H019/514
内　容：作者通过总结自己多年

的一线主持人工作经历，以及线

下、线上演讲课程授课经验，系

统地讲解了一场好的演讲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对于演

讲开头，作者介绍了如何在一开场引起观众的注意，

怎样做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等；对于演讲过

程，作者介绍了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如何有逻辑地表

达一个观点，如何讲出个人的影响力等；对于演讲结尾，

作者介绍了如何给演讲做一个强有力的收尾，让观众

认同演讲者的观点并付诸行动等。

舟 · 载智慧　山 · 纳书香



I 文学

书　名：凡人动了心—：熊太行说三言
作　者：熊太行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索书号：I207.419/242
内　容：“三言”描绘的是古代人

的日常生活，故事里的人物，追

求富贵，向往爱情，维护社会正义，

讲究知恩图报……这些故事里，

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熊太行说“三言”，选的是和

当下人们生活、情感、心理有某些共通之处的经典篇

目，讨论人心、世道、家庭、职场、生活、人际关系、

熟人社会等复杂而微妙的话题，注入强烈的现实感。

从古人的世界里，看到当代人的影子，熊太行的解读，

能让人们在内心产生共鸣。

书　名：前男友的遗书
作　者：（日）新川帆立著；张佳东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313.45/024
内　容：“我的一切财产，全部交

给杀害我的凶手！”大型制药公司

的继承人森川荣治死前留下这封古

怪的遗书。为了获得价值数百亿日

元的巨额财产，大学时与之交往过三个月的律师剑持

丽子决定出任荣治好友的代理人，参加森川家主办的

“凶手评选会”。根据遗嘱，她本人作为前女友也将

分得一部分财产。就在一行人前往荣治生前的住处办

理遗产继承手续时，装有遗书的保险柜被盗，又有一

人惨遭杀害。原本因流感而死的荣治，竟然真的有可

能遭遇他人毒手。一位秉持金钱至上原则的女律师，

一桩看似自然死亡的案件，一则完全打破常规的遗言，

一场闹剧般的“凶手评选会”，唯有胶带和逻辑，能

联结一切！



书　名：秋日森林
作　者：（日）林真理子著；匡匡译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索书号：I313.45/441
内　容：裕子送走了幸福的少女

时代，拥有幸福的婚姻，还是一

家进口家具店的店长，和丈夫、女

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工作和生

活一帆风顺的她，刚步入所谓的中年期，便劈头盖脸

遭遇了一连串变故。母亲患上了痴呆症，围绕照顾母

亲的问题，裕子和哥哥闹得不愉快。无意中听到丈夫

夸耀他过去的风流韵事，裕子开始对丈夫有了种种猜

忌。身心俱疲下的裕子与有夫之妇的牵绊越来越深，

她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书　名：黑夜开始的地方
作　者：( 瑞士 ) 若埃尔·迪克著；  
                 王猛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522.45/340
内　容：1994 年，在纽约州的海

滨小城奥菲雅，戏剧节举办的当晚，

小城的市长一家三口在家中遭到谋

杀，与此同时，一位跑步路过的女性也被凶手灭口。

此前，坊间就一直有“戏剧节即将开始，黑夜也是”

的传闻。如此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的发生让整个小城

人心惶惶。还好，雄心勃勃的年轻探员杰西和德里克

侦破了此案，终换来小城的安宁。然而二十年后，女

记者斯特凡妮·梅勒突然找到杰西，告诉他二十年前

他们没有找到真相。随后，斯特凡妮神秘失踪……斯

特凡妮去了哪里？ 1994 年那天晚上，奥菲雅小城案发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凶手到底是谁？杰西与德里克

带着重重疑问，决定返回奥菲雅重启调查……

舟·载智慧　山·纳书香



J 艺 术

书　名：美源：中国古代艺术之旅

作　者：杨泓，李力著

出版社：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索书号：J120.92/430

内　容：两位长久从事文物考古研

究的专家，将美术考古的成果分类

整理，每类文物又以其发展成熟、

辉煌的时期为重点，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雕，商

周时期的青铜器，秦汉的墓葬俑群，魏晋南北朝的佛

教雕塑以及唐宋以来的墓室壁画，等等，进行扼要的

介绍，并配有 600 余幅彩图，力图全面勾画中国艺术

历史的发展轨迹，与读者一起探寻发现中国艺术之美。

书　名：快闪中国：遇见未知的自己

作　者：王福和著

出版社：浙江摄影出版社

索书号：J421.8/132

内　容：一张摄影快闪地图，纵

览 24 个省百余个名胜古迹，一场

朗读快闪盛宴，播音名家葛兰担

纲朗读顾问。古琴大师管平湖、

吴景略嫡传弟子陈煕珵倾情演绛，旅途的坎坷波折，

文学的经久不衰，人生的酸甜苦辣，执教 40 余年中文

系教授的旅行文学课，带你遇见未知的自己。

扫码关注舟山图书馆



K 历史　地理

书　名：我们从哪里来

作　者：罗三洋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索书号：K209/613

内　容：作者将观察视角锁定在 9.6 

亿年前到公元前 4000 年的那片后

来被称为“ 中国 ”的陆地上。相

比于大家熟知的有文字记录以来的纷繁灿烂的中华文

明史，这段遥远时空的史前中国史显得格外孤寂。然而，

这段历史真的是简陋乏味的吗 ? 那是怎样沧海桑田的

环境变迁？我们的祖先如何抵御外部世界翻天覆地的

变化？与现代人脑容量相当的祖先们做了什么，想了

什么？在单纯依靠历史学无法探知的领域，作者综合

运用人类学、环境学、考古学、地质学、神话传说等

诸多领域知识，试图解答“我们从哪里来”。

书　名：致年少时的我：

                100 封写给自己的信

作　者：（英）简·格雷厄姆著；

                           青立花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索书号：K812.5/417

内　容：作家阿特伍德、英国前首

相卡梅伦、披头士乐队成员麦卡特尼、诺贝尔和平奖

得主图图大主教……是什么让他们放下防备，敞开心

扉？英国知名公益杂志《大志》在“致年少时的我”

栏目向他们发问，得到了真诚、朴素却感人至深的回答。

本书从专栏过去 10 余年刊载过的文章中精选了 100 篇，

这 100 位名人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人生的多种可能，

他们曾像我们一样感到迷惘，而我们也将如他们一样，

走出迷雾，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你将和许多人

一起走下去，因为没有人是真正的孤岛。

舟 · 载智慧　山 · 纳书香



R 医药　卫生

书　名：可喜可贺的临终

作　者：（日）小笠原文雄著；

                 陈龙美，孙纾妤译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索书号：R48/987

内　容：生命的后一段时间，你想在

哪里度过？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回到

家里，在熟悉和安心的地方由家人陪

伴走过后一程。日本居家安宁疗护界泰斗小笠原博士，为

超过 1500 位末期患者提供了居家安宁照护服务，他用亲身

经历的 46 个居家临终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离世方式选

择——在自己喜欢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方式从容开心地离开，

让亲人可以放心送别。书中始终传达着一个理念：如果离世

的人能走得充满希望、心满意足、毫无牵挂，即便离别是伤

感的，家人却依旧可以笑着相送。这，便是“可喜可贺的临终”。

书　名：如果我的朋友是妇科医

生，我会这样问她

作　者：（韩）柳知沅著；王琳译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索书号：R711-49/483

内　容：本书通过妇科医生经历的真

实病例，以对话的形式，将女生从第一

次月经造访到可能遇到的各种妇科问题，如月经不准、私处痒痛、

避孕失败、卵巢子宫异常、妇科炎症等，逐一解释，使女性读

者充分了解、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对于身体发生的一些变化

不再不知所措，顺利、安全地度过痛苦和迷茫的时刻。本书分

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妇科门诊常见的典型病症和发病原因；

第二部分详细解释避孕、月经、子宫和卵巢、性病等关键问题；

后一部分聊聊包括妇科定期检查及宫颈癌检查等在内的相关检

查和手术等。书中没有高深晦涩的专业术语，而是通过亲切、

易沟通的语气，将基本的妇科知识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娓娓道出。



T 工业技术

书　名：Photoshop CC 抠图 +

                修图 + 调色 + 合成 +

                特效标准培训教程

作　者：刘淼编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索书号：TP391.413/934

内　容：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

Photoshop CC 2019 的基本操作方

法及图形图像处理技巧，内容包括 Photoshop 的应用领

域、Photoshop 的基本操作、图层的基本应用、图像的

基础处理、抠图、修图、调色、合成、特效应用等。

本书后还安排了一章商业实战，通过对 25 个商业实例

的学习，读者可以进一步提高 Photoshop 的综合运用能

力。全书主要采用案例的形式对知识点进行讲解，读

者在学习本书的过程中，不但能掌握各个知识点，而

且能掌握案例的制作方法，做到学以致用。

书　名： 整理师妈妈的亲子收纳课

作　者：（日）小松易著；张宁译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索书号：TS976.3/946

内　容：在本书中，整理师小松易

为您和您的孩子提供了一套图文并

茂、易于理解和操作，同时能让全

家人都参与进来的收纳整理方法。通过学习家中各个

空间的收纳整理方法，孩子能够具备选择取舍的能力、

迅速行动不拖延的能力、集中注意力并坚持下去的能

力。从收拾整理这件小事做起，使孩子懂得为他人着想，

更善于学习，成绩更进一步！那么，请和孩子一起动手，

按照书中的方法整理房间和物品吧，相信您也能从中

受到启发。

舟 · 载智慧　山 · 纳书香



Z 综合性图书

书　名：万物有问题：较高端人

                类的奇怪知识

作　者：较高端人类著绘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索书号：Z228/400

内　容：本书收录公众号“较高

端人类”的 20 篇原创重磅科普条

漫，其中 12 篇超人气科普条漫，

8 篇独家秘密内容，涵盖生物学、符号学、物理学、

天文学等数个学科的知识，所有天马行空的问题，这

里都会给你答案。没有高冷枯燥的学术论证，没有让

人头秃的公式定律，探索世界的热情从一个个未解的

脑洞开始。

书　名： 小家大变局

作　者：逯薇绘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TU241.02/340

内　容：本书是住商升维之作，作

者构建了一套全新的住宅布局设计

体系，阐明了中国居住未来五年的

3 大趋势，居住改造案例覆盖人生

的 6 个阶段，提出布局改造的 18 个底层密码。引入“小

家大局除数”“红尺蓝尺”“活力点位”“Ⅱ型走道”

等概念，既有公式，也有案例，全方位教读者掌握住

宅改造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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