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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哲学　宗教

书　名：当你学会独处

作　者：周国平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B821-49/761

内　容：如果生命里有这样一段
时光，只能独处不能外出，你会做
些什么？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是

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还是感到一种充实和满足？
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
种能力。独处不是与世隔绝，而是为自己保留一个开
阔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在可支配的时间里，不断
靠近理想中的自我。本书分为“自我”“命运”“灵魂”“读
书”“性格”“反思”六个主题，各自角度，如一条条心流，
汇聚成与自我和解的生命之河，抚慰人心，丰富灵魂，
愿你的生命不被辜负，清醒时做事，独处时思考。学
会独处，就是学会如何让自己安住于当下。

书　名：思维不设限

作　者：( 瑞典 ) 弗朗斯 •约翰松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索书号：B804-49/244

内　容：我们置身于一个复杂且
不确定的时代，而大众惯常于直
线性思考，这往往会造成人们思

维的局限性，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够全面，思考的不够
深入和充分，从而限制了自身的能力，降低了工作的
效率和创新力等的发挥。本书就是教会大家如何多
元化思考，提升综合素质和创新力，把思考变成应对
这个不断变化中的世界的最好武器。本书的叙述方
式是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引导出创新思考理论，由浅入
深，理论经典实用，可读性非常强。

C 社会科学总论

书　名：爱的起源

作　者：( 美 ) 托马斯 •刘易斯，
法拉利 •阿米尼，
理查德 •兰龙著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C912.11/064 

内　容：从呱呱坠地到耄耋之年，爱始终贯穿我们的

一生。儿童对父母强烈而无法言喻的依恋，年轻情侣
之间轰轰烈烈的激情，母亲坚定不移的奉献，这些现
象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却始终无法对其做出精确
的解释。三位精神病医师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和神经
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试图揭开生命中爱的神
秘面纱：大脑结构与爱如何相互作用？人际关系如何
渗透到人类的身体、心灵和灵魂？爱如何改变我们的
现在以及未来？
  

D 政治法律

书　名：了却君王身边事：大清内务府

作　者：袁灿兴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索书号：D691.2/499

内　容：内务府在清代，职能重
要，它是皇帝的御用机构，从皇帝
的吃穿住行到私人小金库，都由

内务府掌管。内务府机构庞大，涉及到江南织造局、
敬事房（太监）、盛京内务府、御茶膳房等诸多机构，又
通过各种途径，获取钱财。在内务的历史上，演绎了
诸多精彩故事。以内务府的财源为例，就涉及到如曹
雪芹家族、帮皇帝牟利的皇商、人参贸易、盐商等精彩
话题。本书就清代内务府，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曾发生的故事，以通俗笔调加以展开，展示一个人人
熟悉，却又充满神秘色彩的机构。

F 经济

书　名：半小时漫画经济学．3：金融危机（完结篇）

作　者：陈磊 •半小时漫画团队著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索书号：F0-49/710

内　容：本书通过手绘漫画和段
子，一边用历史上著名的金融危
机事件抖包袱，一边一目了然地

展现经济发展的规律：日本经济为何停滞了整整十
年？原因不过是签了个字。索罗斯如何凭一己之力
搞翻亚洲经济？其实他只用了三步。次贷危机为什
么会爆发？原来都是被买房的压力逼出来的。……
没有枯燥乏味的数字堆砌，没有生涩难懂的专业术
语，只用有趣的段子和一看就懂的漫画解答这些问
题，为你理清它们背后那些让人蒙圈的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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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空、羊群效应、雁形模式、资产证券化……	

书　名：深层认知

作　者：水木然著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索书号：F272/142

内　容：本书是一部告诉你如何
认知事物的内在逻辑、洞悉商业
本质的应用指南。有的人可以

看到财富的机会，可总是抓不住；有的人博览群书，在
处理问题的时候却束手无策；有的人分析事物头头是
道，落实时却一片茫然……本该在我们努力下实现的
目标，却迟迟没有达成。究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对多
数事物的认知处于表层所导致的。本书能够帮你改
变固有的思维习惯，获得深层认知，洞悉事物的商业
规律，获得本属于你的财富。

G 文化　科学　教育　体育

书　名：陪孩子终身成长

作　者：樊登著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索书号：G78/410

内　容：樊登不仅是四千万会员
的领读人，还是参与、陪伴和享受
孩子成长的父亲。父母们渴望找

到家庭教育的底层逻辑：什么样的教育应该发生在孩
子出现问题之前？什么样的原则应该渗透到日常所
有的教育中？作者在本书中建立起亲子教育的三根
支柱：无条件的爱、价值感、终身成长的心态。无条件
的爱，为孩子提供幸福和勇气；价值感，让孩子有内驱
力去创造成就；终身成长的心态，是一切美德背后的
美德。本书献给所有渴望和孩子一起成长的父母：孩
子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将是彼此成长的一次机会。

书　名：最好的学区房是你家的书房

作　者：( 日 ) 佐藤亮子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G78/240

内　容：虽把四个孩子全都送进
了位居日本各名校热门专业之首
的东京大学医学部，但作者坦言，

每个孩子都曾有过短腿和弱项。关于从幼儿到小学、

初中、高中等学习和成长关键期的诸多现实问题，作
者把自己亲历的试错和结论都写到了这本书中。她
总结了一系列极具操作性的方法和建议，还指出很多
家长对教育常有的误解。她的方法既简单高效又细
致入微，更是充满对孩子深深的爱。如果您正为孩子
的学习焦头烂额，对孩子的未来感到迷茫焦虑，或者
您既想让孩子学有所成，又渴望与他共度亲子相伴的
美好时光，那么本书一定可以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启发
和方向。

I 文学

书　名：将进酒

作　者：唐酒卿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247.57/037

内　容：大周王朝咸德年间，建兴
王沈卫兵败于东北茶石河，导致
中博六州险些被外敌侵占。其子

沈泽川受押入京，沦为人人喊打的余孽。离北王幼子
萧驰野闻讯而来，出手狠戾几乎要了沈泽川的命，谁知
这看似文弱的沈泽川凶得很，回头一口便咬得他鲜血
淋漓。两人从此结下了梁子，庙堂内外，争斗不休。不
想在这明争暗斗中，意外发现了沈卫兵败的真正原因。

书　名：七个疯子

作　者：( 阿根廷 ) 罗伯特 •阿尔特著；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783.45/722	

内　容：本书是阿根廷著名作家
罗伯特 •阿尔特的长篇小说代表
作，描述男主人公在社会底层挣

扎并逐渐走向崩溃的过程。故事集中在三天时间，各
色人物纷纷登场，从一件绑架案折射出 20 世纪 20
年代阿根廷乃至拉美的社会现实生活。作家以精湛
的文笔对主人公进行了大量的心理描摹，并通过主人
公的眼睛变形地透视了身边的现实和种种人物，其混
乱怪诞之感，正应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风。有续集《喷
火器》。

   



书　名：安德鲁不想孤独终老

作　者：( 英 ) 理查德 •罗珀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561.45/610

内　容：“蓝色的月亮啊，你看到
我孤独地站着。”安德鲁42岁了，
他总觉得自己会孤独终老。安德
鲁的工作是和死亡打交道：他一

年参加25场无人问津的葬礼。如果有人孤零零地死
去，他要去死者家里调查，确认死者是否尚有亲人在
世，留下的钱是否足够支付葬礼。这是一份阴郁的工
作。安德鲁孤独到窒息。突然有一天，新同事佩姬像
一大口氧气涌进了他的生活。两人闯入一个个孤独
终老者的房子，搜寻死者的生前故事，探讨人生的意
义。渐渐地，安德鲁开始思考，如何再好好活一次……
我总觉得我会孤独终老，又总觉得有一个人正穿过人
群朝我走来。

 

书　名： 逝物录

作　者：( 德 ) 尤迪特 •沙朗斯基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I516.65/334

内　容：祈盼逝物复活，迷醉于消
逝的、不知餍足的辉煌！一本悖
论之书，关于空白的幻想，碎片的
完整，逝者的在场，和叙述的不

朽。本书记录了 12 件已在地球上永远消逝的事物：
图阿纳基、里海虎、萨切蒂别墅、萨福的爱之诗、摩尼
七经、基瑙的月面学……这些逝物横跨艺术、动物、建
筑、宗教、文学、电影贯穿古今。作者通过文字与图像
的迷人编织，以细腻深入的探触，生动肆意的漫想，浓
情婉丽的笔调，建构起虚实之间的诗意，让人重新审
视人类文明的得与失，让人聆听“逝物”留下的回声。

J 艺 术

书　名：你说的那个朋友是不是你自己

作　者：山羊卡罗绘著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索书号：J228.2/282

内　容：改编自微博热门漫画《我
的精神分裂史》，一个围绕特殊群
体展开故事的治愈系漫画。自

2015 年 7月更新以来，热度不减，争议不断。《你说
的那个朋友是不是你自己》由作者山羊卡罗全新创
作，无中生“友”，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机智化解生活
中的每个尴尬瞬间，暖心治愈城市里的孤独人群。欢
乐或者不快乐的你，都能够与有趣的灵魂产生共鸣，
收获满满感动。生活，困不住有趣的灵魂！

书　名：LOVE	IS：我爱你的 100 件小事

作　者：( 韩 )Puuung 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J238.5/000

内　容：韩剧《W- 两个世界》中
李钟硕同款浪漫绘本。恋爱中动
人的瞬间，不是那些拍着胸脯的

海誓山盟，而是一起逛街时下意识牵起的手，做饭时
从背后自然的拥抱，相拥入睡时收紧的臂膀……本书
收录了 100 件平淡又细微的恋爱小事，却足以见证
恋人眼中的高光时刻，流露出情侣间纯真浪漫的幸
福。余生很长，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K 历史地理

书　名：剧变

作　者：( 美 ) 贾雷德 •戴蒙德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K02/442

内　容：本书探讨了一个当前人
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当危机
来临时，我们该如何应对？普利
策奖得主、《枪炮、病菌与钢铁》

作者戴蒙德再一次发挥其历史叙事的顶级水准，带我
们巡礼了各国在历史中的危机应对，并从社会学、心
理学、经济学、生物进化等跨学科视角展现了人类自
古以来何以应对危机的历史沿革，并谏言国家、企业
及整个人类社会如何从个人应对危机的进化逻辑和
生理变化中得到启示，以更加多维度的、宽视角地看
待危机应对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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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活过爱过写过：李银河自传

作　者：李银河著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K825.1/483

内　容：本书是社会学家李银河
的自传。出生于 1950 年代的李
银河，成长记忆带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那一代人在物质和精神的

沙漠里经受磨砺，认清了现实与自我。与众不同的是，
李银河一生都坚定地追求爱与美与自由：与王小波热
烈相爱，全心投入中国婚姻与家庭的社会学研究，通
过自己的学术实践为少数群体发声……人们眼中李
银河的一生或潇洒或颠覆，然而经由她自己讲来，平
静通透。本书回溯近七十年的岁月流光，落笔坦荡，
纯真率性，还原一个完整的李银河，一个女性主义者
浪漫超脱的“采蜜人生”。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书　名：时间的质量：为什么时光飞逝

作　者：( 美 ) 艾伦 • 柏狄克著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P19-49/454

内　容：“时间”这个人类频繁使
用的词汇，一直在偷偷地颠覆着
我们的大脑，甚至影响着整个

世界。然而，我们对它到底有多少了解呢？为了解
开时间的奥秘，科普作家艾伦 • 柏狄克不惜花费近
10 年的时间，研读丰富的文献，走访知名学者，从
不同维度去观察和解读时间。从时间的节奏和对
时间的感知入手，解决了关于时间的棘手问题：为
什么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节奏那么重要？如何逃离
时间的“僵尸地带”？为什么童年时间显得漫长？
经历创伤会让时间变得异常缓慢？为什么红色传
到大脑的速度最快，绿色其次，蓝色更慢？……《时
间的质量》点出了现代人类的软肋：时间的快慢只
是记忆的假象，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才是真正
的现实。

  

Q 生物科学

书　名：想太多的人类学家

作　者：( 美 ) 李相僖，
											( 韩 ) 尹信荣著

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Q98/442

内　容：这是一本介绍人类学知
识的趣味科普书。22 个关于人

类进化的故事，揭开我们的身世之谜。美国加州大学
人类学教授李相僖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贴近生活的
故事、专业的人类学知识回答了“你是谁？你从哪里
来？要到哪里去”这一系列问题，解释了我们是如何
一步步从普通的动物进化为智慧的人类，又为此付出
了多少沉重的代价。

R 医药卫生

书　名：学会看病

作　者：徐昊著

出版社：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R4/260

内　容：如果可能每个人都希望
一辈子不和医院打交道，但就算
身体再健康的人，也免不了会有

个头疼脑热。与其逃避，不如提前做好准备，了解医
院、医生等这些你必然会遇到的“朋友”。作为没有接
受过医学训练的普通人，你在看病就医的过程中，一
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惑。本书从认识自己的身体
到认识医疗体系，从挂号、治疗到手术、住院，从看病
治病到养生保健，从思考现实到展望医学未来，让你
快速定位看病就医的关键步骤。

书　名：睡眠革命

作　者：( 英 ) 尼克 • 利特尔黑尔斯著

出版社：贵州科技出版社

索书号：R338.63/222

内　容：英超曼联御用运动睡眠
教练尼克 •利特尔黑尔斯首度公

开其创造的 R90 睡眠方案，提出修复睡眠的七大关
键指标，颠覆八小时健康睡眠的传统定式，重新定义
睡眠方式，有效掌握在适宜睡眠时间里获得更高质量
睡眠的新方法，从而开启更自信、更快乐的人生。



T 工业技术
 

书　名：漫画算法：小灰的算法之旅 Python 篇

作　者：魏梦舒著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索书号：TP301.6/248

内　容：作者有多年的软件行业
从业经验，先后在京东金融和摩
拜科技从事算法和研发相关工

作，对算法有着深入的研究。本书通过虚拟的主人公
小灰的心路历程，用漫画的形式讲述了算法和数据结
构的基础知识、复杂多变的算法面试题目及算法的实
际应用场景。	

书　名：家的扫除

作　者：( 日 ) 松本忠男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TS975.7/455

内　容：本书从质疑习以为常的
扫除习惯开始，摒弃陈旧的错误
扫除方式，介绍了 40 个不生病

的居家清洁消毒妙方，让你在打扫时省时省力、事半
功倍。从基本扫除工具、洗涤剂的介绍，病原体灰尘
分布的剖析，针对客厅、卧室、厨房、盥洗室、浴室、卫
生间、玄关、走廊、楼梯等不同区域，采用对应的不同
的打扫工具和方法，全方位解锁不易沉积污渍、不生
病的打扫要诀。书中还介绍了扫除的顺序，春夏秋冬
的扫除方法，并汇总了健康扫除的各大疑难问题，教
会我们养成正确的日常打扫习惯，防止感染，远离疾
病，打造干净舒适的居家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