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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哲学　宗教

书　名：精力管理手册：为意志力充电

作　者：张萌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B848.4-49/140

内　容：如何保持充沛的能量来

高效地度过每一天？人人都需要

进行精力管理。无论你身处哪个行业，无论在职场还

是在家庭中，都需要处理好时间管理、效率管理和精

力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精力管理是时间管理

的前提，是效率管理的基础。时间管理教会你如何拥

有更多的可控时间，扮演好多种角色；效率管理让你

迅速进入高效状态；精力管理能够支撑你在拥有更多

时间的同时保持高效率，进入心流时刻与忘我体验

中。

书　名：少有人走的路 5：不一样的鼓声

作　者：( 美 )M. 斯科特 • 派克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B821-49/340

内　容：本书告诉我们，不管是在

夫妻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还

是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中，我们都不应该压抑自己或改

变别人，也无须害怕分歧和冲突。只要凝听不一样的

鼓声，破除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习性，就能接纳彼此

的差异，建立起好的关系。在好的关系中，每个人都

像沙拉一样保持各自完整的成分和丰富的口感，彼此

都将对方视为珍贵的生命体，相互接纳，相互欣赏，关

系中充盈着真心、真情和真诚。这种真诚关系具有强

大的治愈力，是治疗“乌合之众”的一剂良药。

C 社会科学总论

书　名：城市，日常即旅程

作　者：Lens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C49/000

内　容：本书邀请了 8 位长期居

住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的艺术家

和创意人，围绕他们的记忆、个人经历、居住环境以及

与城市的不断互动，讲述他们在那座城市中的创作与

生活。在“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断深入年轻人

生活的今天，这本书想要探讨一种更有深度的“旅行

方式”：旅行一定要在远方进行吗？如何不断充满新

意和好奇心打量身边瞬息万变的城市生活？如何让

生活庸常具有旅行的趣味和灵感？如何不断挖掘属

于一个城市的质感，从而让自己的感受力更加丰满？

书　名：原因与结果的经济学

作　者：( 日 ) 中室牧子 ,

( 日 ) 津川友介著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索书号：C8-49/532

内　容：定期接受代谢综合征体检

就能长寿吗？看电视会导致孩子学习能力下降吗？上

偏差值高的大学收入就会更高吗？想必很多人的回答

都是肯定的。不过，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已经推翻了上述

全部说法。大多数此类似是而非的说法源于我们混淆

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本书广泛采用民众关心的教

育、医疗案例，独辟蹊径地解析了基本的因果分析原理，

并提供了一系列工具，以保证推理过程的严谨，没有统

计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知识的读者也能轻松读懂。

 D 政治法律

书　名：分裂的西方

作　者：( 德 ) 尤尔根 • 哈贝马斯著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索书号：D85-53/671

内　容：本书围绕美国 911 事件

以及随后美国入侵伊拉克，阐述

了欧洲一体化的问题，特别提到了联合国的改革和未

来。他指出，造成西方分裂的并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

危险，而是现今美国政府的政策。该政策忽略了国际

法，对联合国弃之不顾。这条裂痕已经贯穿了欧洲，

也贯穿了美国自身。作者希望提醒大家注意这种差

异，他以此为契机研究国际法宪法化，旨在探讨欧洲

一体化的问题。



舟·载智慧　山·纳书香

书　名：德意志公敌

作　者：( 美 ) 杰弗里 • 赫夫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索书号：D51/450

内　容：本书是一部深度探讨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狂热反犹

宣传的开创性著作。希特勒及其

纳粹宣传家们编造了一个无辜的德国正在被国际犹太

人围攻且意图灭绝他们的故事，并以此作为最终解决

方案的公开宣告和正当理由。虽然欧洲精英和大众的

反犹主义传统由来已久，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不是

德国或欧洲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只有在战争的具体

历史情境下，欧洲特别是德国偏执的反犹主义浪潮，才

成为德国独裁者解说当时事件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

向大屠杀演进的一大原因。

F 经济

书　名：压榨式提问

作　者：( 美 ) 布莱恩 • 格雷泽 ,

( 美 ) 查尔斯 • 菲什曼著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索书号：F2-53/413

内　容：提问是迅速提升自己能

力的绝佳途径。通过提问，我们可以学习、交流、观察，

打破思维界限，获得解决问题的新角度、新途径。压

榨式的提问方式，则是自身好奇心为基础，以刨根问

底的提问，了解对方更本质的观点和看法；甚至，通过

压榨式提问还能以很短时间高效“榨取”对方的毕生

功力。　　

书　名：大败局 1、2( 纪念版 )

作　者：吴晓波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F279.23/663 

内　容：两册《大败局》记录了过

去 20 年间发生在中国企业界的、

著名的 19 起失败案例，并旨在

探寻“中国式企业失败”的基因。它们都发生在一场

史无前例的伟大试验中。他们都是有尊严的失败者 ,

尽管有时候，他们会漠视道德的底线和破坏他们自己

参与建立的商业准则，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投身于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试验，同时也承受着转型社会注定

难以避免的阵痛、煎熬和苦难。他们以自己的失败为

代价，记录了一个时代所有的光荣、梦想与悲哀。我

们应该为悲剧鼓掌。苦难从来是成熟者的影子。

G 文化  科学  教育  体育

书　名：书店东西：世界二十一家独立书店

作　者：( 韩 ) 金彦镐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G239.1/808 

内　容：一位狂热的爱书人，二十

年来探访世界最美 21 家独立书

店，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用生命践行理想的书店人于

历史和现实中鲜为人知的坚守故事。被跨国企业觊

觎空间的荷兰老教堂书店，被誉为英语世界文学青年

的庇护所和乌托邦的法国莎士比亚书店，被 BBC 评

为“世界十大最美书店”的中国先锋书店……二十一

家独立书店无一不是美好时代的精神写照，在历史的

滚滚洪流中，推动我们奋力前行，协助我们找寻心中

完整的理想世界。

 

书　名：光影中的创意写作

作　者：张祖庆编著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索书号：G633.302/130

内　容：本书是张祖庆十余年在

电影创意写作实践上的一次总结

与展示。他从数千部电影中精选了五十多部优秀作

品，通过分析电影中的主题思想、情怀乃至哲思，巧妙

挖掘电影中的写作元素，与师生一起分享创意写作的

秘诀。作者深谙阅读和写作共生互惠的关系，在写作

课上利用一切时机向学生推介阅读，竭力把孩子们引

向课外阅读广阔而神奇的世界，希望通过创意写作搅

动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发学生对生命、成长、奋斗、友

谊、梦想、科技等一系列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最终会反

哺写作。



H 语言、文字

书　名：你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作　者：苑哲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H019/450 

内　容：有趣的人，或真实、或好

奇，有敏锐的感知力以及足够的

鉴赏力和执行力。和有趣的人在一起，气氛永远轻松、

愉悦。他们时常带给你令人兴奋的的意外感和收获。

本书包含 58 篇有趣、有料、有干货的暖心文章，以及

实际可操作的超简单“有趣”魔法，缓解你日常的“无

趣”压力，让有趣摆脱“靠学识、靠天赋”的刻板印象，

变成一项人人都能拥有的好玩技能。余生漫长，希望

在今后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J 艺 术

书　名：如何成为一名插画师

作　者：( 英 )Darrel Rees 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索书号：J218.5/640

内　容：插画师是赋予插画“生

命”的人。如何成为一名插画师？

这一过程中你将面对怎样的问题与挑战？英国插画

师达利尔·里斯将通过本书告诉你这一切。书中囊括

了很多实用的提示，全都源自作者自己的职业生涯，

以及日积月累的工作经验。全书分为 8 章，分别介绍

了入行须知、作品集的筹备、求职面试的技巧、工作的

重要性、开具发票的提示、宣传自己的方法、选择工作

地点和代理人的注意事项等内容。此外，16 位插画

界知名人士还在书中畅谈了自己的经验，为初入职场

的你提出宝贵建议。

 I 文学

书　名：人间草木心

作　者：汪曾祺著

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

索书号：I267/383

内　容：《人间草木心》是备受推

崇的“生活家”汪曾祺的散文精

选集。全书分为草木情、小生灵、观四季、品五味、故

园思、羁旅忆六辑，完整收录《人间草木》《昆明的雨》

《端午的鸭蛋》《下大雨》《泰山片石》《葡萄月令》等

作者不同时期的经典散文名篇和选入语文课本、试卷

的文章。草木山川、花鸟虫鱼、凡人小事、生活五味，

凡事经先生一写，莫不妙趣横生，充满了生之喜悦。

书　名：预知梦

作　者：( 日 ) 东野圭吾著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索书号：I313.45/464

内　容：十岁时，我梦到一个叫森

崎礼美的女孩。我喜欢上了她，她

对我说将来一定会和我结婚。十七年过去，礼美真的

出现了！她给我写信，约我晚上悄悄去她家里，商量我

们的未来。我半夜醒来，看到对面那栋楼有一个身穿

红衣的女人把绳圈套在脖子上，跳下了台子。到了早

上，那个女人居然出现在阳台，面带笑容地打着电话。

三天后，警察突然来到我家调查，说对面那个女人前一

天晚上上吊自杀了。我的梦又被人设计了 ......

书　名：地狱书单

作　者：（美）亨德里克斯著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索书号：I712.45/026

内　容：格雷迪 • 亨德里克斯倾

尽理智与疯狂，去叙述那些不可

言说的放肆故事，惊吓与惊喜接连轰炸——纳粹矮妖

精！犹太怪物新娘！第四维度的性爱女巫！食肉水

母！游荡在曼哈顿的古代维京人木乃伊！流淌死亡的

文字，充斥尖叫的封面！本书违背了所有的文学规律，

只尊重一条：永远有趣！踏上一场灵魂激荡之旅吧 !



舟·载智慧　山·纳书香

书　名：打字机上的缪斯

作　者：( 英 ) 杰西 • 波顿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561.45/350

内　容：即使每天不被理解一百

次，我也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1

幅画，2 封信，3 个女人，跨越 30

年的梦想……热爱写作的奥黛尔来到梦想中的伦敦，

却只能做个卖鞋女孩。她的写作梦想，被现实搁浅了

整整五年，直到她收到了一个女人的来信……时间倒

转回到三十年前，天赋异禀的奥利芙来到西班牙度

假。她早已收到应该艺术学院的录取信，却没有告诉

任何人。但正是在这里，奥利芙坚定了自己一生的梦

想。一幅神秘画作，两封改变人生的信件，串联起她

们跨越三十年的梦想，也让这三个女人的命运紧密联

系在了一起。

O 数理科学与化学

书　名：时间的秩序

作　者：( 意 ) 罗韦利著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O4-49/652

内　容：为什么我们记得过去，

而非未来？时间“流逝”意味着

什么？是我们存在于时间之内，

还是时间存在于我们之中？卡

洛 • 罗韦利用诗意的文字，邀请我们思考这一亘古难

题——时间的本质。在我们的直觉里，时间是全宇宙

统一的，稳定地从过去流向未来，可以用钟表度量。

可罗韦利向我们揭示出一个奇怪的宇宙，在这里，时

间的特质一一坍塌，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时间消失了。

他告诉我们，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取决于我们的

视角……

R 医药卫生

书　名：急救，比医生快一步

作　者：贾大成著

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R459.7/145

内　容：从猝死到心梗，从脑血

管病到外伤，从成人急救到儿童

急救，作者结合自己 50 年的现

场和临床急救经验，手把手教给读者紧急情况下的救

命方法。包括中风的判断方法、气道异物的海姆立克

急救法、AED 的使用方法、包扎伤口的方法、烧伤的

处理方法等，分步骤讲述，条分缕析，配有手绘图实拍

图，干货满满，帮助读者快速涨知识、get 新技能。当

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出手相救，而不是只能等待救

护车。

K 历史地理

书　名：尼克松回忆录：时代的破冰者

作　者：( 美 ) 理查德 • 尼克松著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索书号：K837.127=536/744

内　容：从草根之子到美国总统，

从顽固的“反共分子”到“中国人

民的老朋友”，尼克松缓解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结束

越战，推行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直到水门事件，成为美

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因弹劾而辞职的总统。作为跨越

整个冷战时期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跌宕传奇，是美

国历最富争议的总统之一。本书是尼克松唯一的回

忆录，内含大量第一手资料。从事件中心者的视角进

入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更全面、更复杂的尼克松，进

而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思想脉络、总结冷战时期的国

际政治历史、认识其后的世界发展趋势。

书  名：苦难英雄任正非

作　者：王育琨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K825.38=76/101

内　容：《苦难英雄任正非》是一

部关于男人、父亲和企业的万劫



书，讲述了任正非的苦难的成长经历，以及父母对他

的熏陶，分析他从国企辞职到创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波折，以及他所经历的心酸、艰难、磨难、绝望、坚持

等，以任正非的人生经历为基础，总结任正非的“灰度

哲学”理论，以及华为的底层管理思维系统。从任正

非和华为两条平行线索，向读者呈现一个历尽 30 年

变迁的华为思想史，让读者了解华为员工思想统一、

凝聚力强大、一步步走向全世界的原因。

T 工业技术

书　名：名店手冲咖啡图典

作　者：( 日 ) 旭屋出版编

出版社：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TS273.4/654

内　容：本书汇集全日本 23 家老

牌名店及人气新店，各店当家咖

啡师将自家在咖啡豆烘焙、研磨，

咖啡风格定位，滤纸、法兰绒滤布、金属滤网等萃取器

具的运用，注水、闷蒸关键技巧等方面的研究心得全

部公开，更娓娓道来在技术持续进化中形成的关于咖

啡手冲的独特理念。同时，精选出 42 款点击率超高

的招牌咖啡，以一步一图（800 张彩图）的形式展示

每款咖啡的整个制作过程。各店职人也是毫不藏私

以彩图详细讲解，让咖啡新人也能轻松手冲一杯好咖

啡。

书　名：穿搭有术：3 分钟定位你

的风格

作　者：J 小姐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TS941.11/094

内　容：所有的打扮底层逻辑是

消除和改良与我们气质不符的

矛盾信息，而不是按照一个大众审美的模型去装饰自

己。本书第一部分先带领大家仔细为自己画一幅真

实的画像，了解自己平时没有了解的特征，重新对自

己的外形、气质、风格有个客观的认识。第二部分，在

充分了解自己的基础上，为大家揭秘颜色、妆容、发

型、服装配饰的底层逻辑，掌握“渔”，能为自己制定装

扮的方案。希望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你能更了解自己、

接纳自己，能更精准和高效地打扮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