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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哲学　宗教

书　名：轴心时代：人类伟大思想传统的开端
作　者：(英 )凯伦•阿姆斯特朗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索书号：B1/744
内　容：“轴心时代”是人类历史
上光耀千古的时代，是人类伟大
思想传统的发端，也是人类精神
给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这个时代诞生了四大文明——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
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
理性主义得以形成。“轴心时代”是真正群星璀璨的
时代，是人类伟大精神导师集体亮相的时代——孔
子、孟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和犹太先知们，共同塑造了此后 2000 多年
人类的心灵，实现了人类文明的“突破”和人性的整
体飞跃。　

书　名 :十分钟冥想
作　者 :( 英 ) 安迪 • 普迪科姆著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索书号：B842.6-49/832
内　容：许多人听说过冥想的诸
多益处，如减轻压力、抑郁和焦
虑，提升专注力、记忆力和创造

力，改善睡眠，戒掉各种瘾，缓解身体疼痛，增强免疫
力等，而且这些益处都得到了科学的证明。安迪 •普
迪科姆擅长运用精妙比喻帮助你理解冥想的精髓，带
领你学习一些简单易学且非常有效的冥想方法，将其
融入你的生活、工作和内心。每天给自己十分钟，就
能给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从本书开始，爱上冥想，拥
抱清醒、平和与快乐。

D 政治　法律

书　名：猎巫
作　者：( 美 ) 希夫著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索书号：D971.2-49/450
内　容：1692 年的冬天，在波士
顿附近的小镇塞勒姆，一位牧师
的外甥女开始抽搐、尖叫，随后

他的女儿也陷入同样的状态：扭曲、颤抖、打滚、吐白
沫 ..... 医生闻讯赶来，牧师查阅卷宗，邻家妇人占卜，

都指向一桩古老的罪行：巫术。很快，恐慌蔓延至整
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所有人都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
猎巫运动。邻人之间互相指控，亲子之间出卖彼此，
牧师、富豪、高官也难逃一劫。这场猎巫运动历时九
个月，二十余人最终惨死，另有近两百人被指控为巫
师。风浪平息后，塞勒姆仿佛失忆了一般，陷入了长
达一个世纪的沉默 ......

E 军事

书　名：条顿骑士团：一部军事史
作　者：( 美 ) 威廉 • 厄本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索书号：E193/750
内　容：这是一部杰出的中世纪
欧洲军事史作品，它的主题是条
顿骑士的作战及与西欧罗马天主

教廷关系演变。书中梳理了条顿骑士团从崛起到衰
亡的历史，其间戏剧性情境迭出，如 1242 年的冰湖
之战和骑士团在坦能堡的惨败，不过焦点仍在于它年
复一年地维护领土控制权、抗击敌人小股骚扰劫掠，
并对不信奉天主教的敌人发起圣战的活动轨迹。中
世纪德意志十字军战士的生活、信条和行动，以及条
顿骑士团 500年的历史由此得以生动呈现。

F 经济

书　名：股惑
作　者：孙骁骥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索书号：F832.9/111
内　容：晚清中国，传统商业规则
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猛烈冲击。
一种全新的商业组织形式——股

份公司，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种全新的投资方式——股
票，随之进入国人的生活。人们对于财富与投资的理
解，发生了巨变。	本书以 1872 年轮船招商局建立
为始，以 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落幕为终，记述了百
年来证券市场在神州大地激荡起伏的历程，对中国股
市的演变细节做了全景式呈现。穿越百年，重现九个
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从股史中读懂人心。以史为镜，
不仅可以领悟日常的投资策略，更意味着开启今人财
智的某种可能。
	



舟·载智慧　山·纳书香

书　名 :颠覆性创新
作　者 :( 美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F273.1/464
内　容：“颠覆性创新”呈现了“颠
覆性创新之父”克莱顿 • 克里斯
坦森关于该理念细致入微的研
究，是读者全面和精准理解克里

斯坦森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从颠覆性创新带来的威
胁，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再到对于颠覆性创新
的反思等，克里斯坦森通过引人入胜的解析，回答了
“颠覆性创新”方方面面的问题。颠覆事实上是可创
造、可预测、可化解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做对的事。

G 文化　科学　教育　体育

书　名：读懂二孩心理
作　者：(美)T.	贝里•布雷泽尔顿，
											(美 )乔舒亚•D.	斯帕罗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索书号：G781/413
内　容：2015 年实施全面二胎
政策后，来自独生子女时代的父

母们，开始大规模构建二孩家庭。通过本书使二胎父
母们能看见自己的资源与力量，相信自己能成为足够
好的养育者。第一部分作者从孩子与父母关系的视
角谈论二宝家庭中的共性体验，那些体验从何而来，
又将会产生哪些影响。第二部分作者以二宝的年龄
变化为轴线，带着父母们体验大宝在二宝不同成长阶
段所面临的压力，以及二宝在不同成长阶段因为大宝
的存在而体验到的别样感受。第三部分作者谈论的
是二宝家庭中的常见挑战及应对策略。父母们在遇
到具体问题时可以阅读参考。

H 语言　文字

书　名 :故事力：用故事决胜人生关键时刻
作　者 :高琳，( 美 ) 林宏博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H019-49/010
内　容：故事力是用故事思维去
看待世界、与世界沟通的能力，也
是帮助我们决胜于未来的一种重
要思维能力。本书运用大量实例

阐述讲故事的重要性，以及讲好故事的 3大标准和 6

大要素，并总结出 6个人人都需要的故事模型，落实
到 8大职场应用场景，用故事力帮你决胜人生关键时
刻。当带着故事思维，用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理
解世界的时候，你定会发现另一个能在平凡之中创造
不平凡的全新自己。

I 文学

书　名：在《红楼梦》里读懂中国
作　者：闫红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索书号：I207.411/320
内　容：“中年之后读红楼，像是
在雪后看风景，更乐于欣赏的，是
枯索处的各种滋味。”本书是闫

红解读《红楼梦》的最新著作。《红楼梦》里，人来人往，
各有各的命运，归根结底不过是有人在起高楼，有人
楼塌了。这也是我们的命运。漂流在无常之上，我们
却如宝玉一般寻找某种确定性，但在回望的过程中，
总是发现，事情的意义就在它发生的时刻。我们有时
也会变成王熙凤或是王夫人，把人生的下坠视为非常
态，用各种方式去躲避，但终究是躲不开，倒不如像宝
钗一样迎难而上。让弱小者获得哪怕是有限的利益
共享，宝钗深谙这个道理。在无常的人生里 , 如何自
处和利人，跟着闫红，在《红楼梦》里找答案。

书　名 :地下室手记
作　者 :( 俄 )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512.44/762
内　容：该书由主角地下室人以
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地下室
人是名年约四十岁左右的退休
公务员，他的内心充满了病态

的自卑，但又常剖析自己。全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地下室人的长篇独白，内容探讨了自由
意志、人的非理性、历史的非理性等哲学议题。第
二部分是地下室人追溯自己的一段往事，以及他与
一名妓女丽莎相识的经过。本书不仅是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代表作，也预视了他后来 5 本重要的长篇
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
佐夫兄弟》。该书也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
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书　名：一间自己的房间
作　者：(英 )维吉尼亚•伍尔夫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I106/625
内　容：文艺女神伍尔芙的魅力
哲学是：聪明女性的独立方式，从
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开始——独

立而自由的灵魂，才是幸福之源。做自己，比任何事
都更重要。本书源自伍尔夫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一经
出版，风靡全球，感动千万读者，被誉为“激发女性精
神觉醒的心灵之书”。

书　名 :诡计博物馆
作　者 :( 日 ) 大山诚一郎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313.45/423
内　容：有一座特殊的博物馆，
专门收集无人能解的离奇悬案。
有一对奇怪的搭档，发誓破解瞒

天过海的杀人诡计。1 号悬案：一亿日元面包赎金
事件——面包里的骇人钢针，消失在废弃别墅的社
长，无人认领的巨额赎金。	动用警力两万余人，嫌
犯至今下落不明。2 号悬案：复仇日记事件——诡
异坠楼的女学生，疯狂复仇的昔日恋人。	一本日记
堪称铁证，却在数十年后重现端倪。3 号悬案：交换
杀人事件——参与交换杀人的凶手之一突然毙命，
共犯藏匿于茫茫人海。必须发现连结两人之间那
条看不见的线……同样的弃尸地点、同样的凶器、
同样位置的血迹、同样年龄的被害人！数十年前的
骇人惨案重现，是有人恶意模仿，还是凶手再次挑
衅？	

J 艺术

书　名：生活蒙太奇
作　者：天然绘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J228.5/120
内　容：那些在普通人看来平淡
无奇的日子：晒在午后三点的阳
光下，雨天一个人读书，抬头遇

见初雪……作者把这些单独静止的画面，通过独特
想象力和洞察力的艺术加工，画成可以阅读的，充
满故事感的连续绘画作品，仿佛一部生活电影的蒙
太奇（通过对生活片段的拼接，产生独特意义）。本

书是一部充满奇妙质感的绘本作品，每天都有无数
年轻人转发或评论它的精彩画面或动图。在全球
社交媒体上有超过 1345 万以上的话题阅读，关于
静下来，看见平凡生活的美好，治愈自己，以及重新
出发。

书　名 :谁在看中国画
作　者 :( 英 ) 柯律格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J212.05/422
内　容：在本书中，作者讲述了
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观看者如何
无可争议地塑造了“中国绘画”

这一伟大的艺术传统。他认为，中国境内的观看者
对“中国绘画”的演变至关重要。通过考察描绘观
看绘画的场景的作品，他向读者介绍了观看者的理
想类型：士绅、帝王、商贾、民族和人民。在讨论中国
艺术观看者的变化时，柯律格强调，中国文化中意象
的多样性，使我们无法明确概括出“中国绘画”的构
成。探索艺术作品与观看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使
我们对“中国绘画”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变革产生新
的认识。

K 历史地理

书　名：心：稻盛和夫的一生嘱托
作　者：( 日 ) 稻盛和夫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索书号：K833.135.38=6/252
内　容：稻盛和夫是唯一创建了
两家世界 500 强公司的企业家，
他对自己的一生做了全面复盘。

他不断追问、思考和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行动，成就
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也构成了他一心想要写下的这
本书的核心内容。他由此向世人发出郑重的嘱托：只
要凭着利他之心、感谢之心、谦虚之心、知足之心、强
韧之心，坚持贯彻正道，时刻培养美好心根，积极实
践，没有人不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就是这些看
上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方法，蕴藏着人生转机的力
量。如果不想错过一生幸福，就好好反复阅读本书，
让自己在心灵深处汲取稻盛和夫的成功力量，去积极
探索让自己幸福的人生吧。



舟·载智慧　山·纳书香

书　名 :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
作　者 :( 以色列 ) 奥伦 •哈曼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K837.126.15/660
内　容：无私的蚂蚁、刺人的蜜
蜂、为了陌生人而甘愿献出生命
的人，这样的利他行为并不符合

进化论的观点。到底是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
这是达尔文也给不出答案的问题。但乔治 • 普莱
斯却解开了这个谜团，颠覆了过去 150 年来人们
对利他行为做出的科学解释。普莱斯出生于纽约，
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他追求利他主义的根源，身
体力行，广善布施，临终却被世人遗弃，最终长眠
在伦敦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一处不具名的坟墓中。
从参与曼哈顿计划到发现解释利他主义的公式，从
无家可归到绝望，普莱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利他
行为的谜题。

R 医药　卫生

书　名：筋膜：它是什么，何以重要
作　者：(美 )大卫•莱森达克编著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R322.7/443
内　容：正如标题《筋膜：它是什
么，何以重要》，本书提供了关于
筋膜的清晰和易于理解的内容，
对筋膜在身体中扮演的角色，以

及它如何与身体中其他系统相互作用进行了描述。
由于筋膜在整体健康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显然需要有一本简明扼要的书来解释筋膜的结
构、组成和作用。	本书系统全面的介绍了关于筋膜
学的发展。

书　名：一口好牙：把口腔医生带回家
作　者：郝泽良，郝帅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R780.1/433
内　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口腔保健越来越重视，对
口腔保健和治疗的需求也越来

越多，但是大众仍然有很多“落后”的口腔保健理念。
目前市场上关于口腔保健的图书较少，且大多内容陈
旧、无新鲜感。本书按照不同的口腔疾病划分不同章
节，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常见的口腔疾患，并从预防、诊

断、治疗等方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配图
进行口腔科普，破除一些常见的误区，帮助读者树立
正确的口腔保健理念。

T 工业技术

书　名：食物简史：浓缩在100种食物里的人类简史
作　者：林江编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TS2-091/430
内　容：本书内容分为基础食
材、经典美食、特殊食物三大

类，精选 100 种深入人类历史且遍布日常生活的
食物。通过对每种食物的历史、起源发展、名人轶
事等进行细致梳理，辅以特色食谱、丰富的图片资
料，展示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风
貌，以日常食物为线索串联起一部恢弘的人类发展
简史。

书　名：联邦学习
作　者：杨强 [ 等 ] 著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索书号：TP181/410
内　容：如何在保证本地训练数
据不公开的前提下，实现多个数
据拥有者协同训练一个共享的机

器学习模型？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需要将所有的数
据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进行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
但这种基于集中数据的做法无疑会严重侵害用户隐
私和数据安全。在本书中，我们将描述联邦学习如何
将分布式机器学习、密码学、基于金融规则的激励机
制和博弈论结合起来，以解决分散数据的使用问题。
我们会介绍不同种类的面向隐私保护的机器学习解
决方案以及技术背景，并描述一些典型的实际问题解
决案例。我们还会进一步论述联邦学习将成为下一
代机器学习的基础，可以满足技术和社会需求并促进
面向安全的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



Z 综合性图书

书　名 :影响商业的 50本书
作　者 :吴晓波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Z835/663
内　容：这本淬炼了 50 本商业
佳作的精华，以最适合阅读的逻
辑脉络分成 6个章节，勾勒出了
两百多年以来，经济理论和商业

知识的进化与迭代，重新解读古今中外的天才思想家
们输出的概念和公式，将稍显枯燥的术语和艰涩的理
论捣碎后提炼出核心观点，并搭配鲜活而又真实的故
事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期为读者打开繁复又专业的商
业阅读大门，感受思考之美，重拾经典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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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本书用超凡脑洞告诉你，
再普通的任务都有一个荒诞却符
合科学原理的解决方案。不切实
际的答案，正是科学带来的非凡

想象。如何自拍（用天文望远镜）？如何给手机充电
（用机场的扶梯）？如何寄快递（从国际空间站）？如何
判断你是不是 90 后（用碳 -14 年代测定法）？如何
过河（把河水煮干）……针对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遇
到的普通问题，“科学怪咖”兰道尔 •门罗用专业、严
谨的多学科知识和大出天际的脑洞，一本正经地给出
荒谬却有趣的回答，完全刷新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