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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哲学宗教

书　名：人生算法
作　者：喻颖正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B848.4/621
内　容：不同的算法思维，它决定
了人们不一样的生活轨迹。本书
作者花了 10 年时间，去探索实

现财富与幸福，所应掌握的“通用底层能力”，总结出
一套完整的“人生算法”操作系统。其中“9段心法”
和“18 关挑战”两大核心板块覆盖我们人生历程中
常见的那些场景和主题，让你在智力和情感的探险游
戏中，学会利用概率思维做好决策，跨越出身和运气，
实现富足与自由。	

书　名 : 有妖气：西游记妖怪图典
作　者 : 五色神石著；吕洋绘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B933-64/123
内　 容：在 古 典 名 著《西 游
记》的演绎中，唐僧师徒历经
九九八十一难，方从西天取得真

经。八十一难故事的主角便有大大小小的妖邪精怪。
本书从《西游记》中的这些妖怪入手，以别致视角解
读了这部古代小说巨著，不但对妖怪们的动物原形、
故事梗概、身份后台、历史背景、文化涵义等进行了细
致剖析，而且以唯美的极致笔触勾勒出妖怪的面目情
状，是一部阅读收藏两宜的中国古代妖怪图鉴。

C 社会科学总论

书　名：你的原则，要有分寸地说出来
作　者：( 日 ) 榎本博明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C912.13/454
内　容：生活中迎合他人期待、意
见的人总是备受欢迎，但有时候这
种过分的温柔不仅对自己造成伤

害，也会给家人、朋友、下属、客户带来沉重的压力，对
人际交往、事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日本资深心理学
家榎本博明针对人情社会普遍存在的这一现象，从心
理学角度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并通过一个个具体的
情景、鲜明的事例，让你清醒认识到，没有原则作为前
提，所谓的涵养就只是一把害人害己的利器。本书提

供了很多重建内心的方式、方法或途径，能够更好地帮
助读者在说出自己的原则时掌握好分寸感，温柔地保
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以更高效的方式去工作和生活。

书　名：骗局
作　者：( 美 ) 迈克尔 •法夸尔著
出版社：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索书号：C913.8/342
内　容：在这本书中，作者为我们
汇总和揭露了历史上的各种“骗
局”。大到战略战术、撤兵逃亡、

媒体造假、伪科学圈钱、官方设局、宗教欺诈等，小到
民间的坑蒙拐骗……虽说记录了各路骗子、赝品和诡
计，但也不乏奇思妙想和机智谋略，甚至是善意的瞎
话和救人一命的谎言。总之他毫无贬义和讽刺态度，
而是以幽默的文风和客观的笔触，讲述了人类历史上
的小插曲，它们在严肃的历史滚滚洪流中，不失为一
些点缀的音符，同时也不断地提醒人们：擦亮双眼吧，
虽然有时骗局很美。

D 政治法律

书　名 : 群众与权力
作　者 :(英 )埃利亚斯•卡内蒂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索书号：D033/244
内　容：本书探讨了群众与群体
的动态关系，以及群众如何、为什
么服从统治者的权力。20 世纪

的人类历史充斥着集体迫害、群体狂热、世界大战等
毁灭性灾难，促使卡内蒂思考群众与权力之间的关
系。“指令”和“蛰刺”是卡内蒂解释群众与权力关系
的两个核心概念，卡内蒂认为，权力的本质是“指令”
对人的伤害（即“蛰刺”）。追溯指令最原始的形式，是
动物遇到死亡威胁时的逃亡，因此“每一道命令都隐
含着残忍可怕的死刑判决”。

J 艺 术

书　名：巨大的拥抱
作　者：( 日 ) 物久保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J238.5/222
内　容：日本插画师もの久保作
品，每一张图都能脑补出一个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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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温暖柔软的巨大化动物，给人强烈的安全感。放
学后，在阳光正好的教室里窝在狐狸的怀中小憩；下班
回到家，一头栽进猫咪肚子舒缓一天的疲惫；樱花璀璨
的春日里，踏过鸟雀搭成的桥在花树间穿梭；在寒冷的
雪原上探险时，说不定会遇见像小山一样圆滚滚的海
豹在晒太阳……拥有一只“温柔巨兽”，当生活不如意
时，靠在毛茸茸的肚子上苦恼就会慢慢消散，陪你度过
每一个渴望安全感的孤独瞬间。梦幻的风格与乖巧温
顺的毛茸茸的庞然大物，给人无比温暖安心的感觉。

F 经 济

书　名：分析与思考
作　者：黄奇帆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F0-53/444
内　容：本书从现实出发，运用经
济学理论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
为推进新时期经济改革和扩大开
放，提供了深入的思考。本书的

研究方法高屋建瓴，面对各种问题时，先研究问题、分
析问题，找到问题结构性的、体制性的、机制性的、制
度性的短板，通过改变问题的联系方式、边界条件，使
得问题朝着理想的方向和预期的目标转化。全书深
入浅出，既有学理上的深刻性，又有丰富的例证，表述
生动，保持了演讲的特色，富有吸引力，可读性强，无
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从中受益。

	
书　名 : 关键的少数
作　者 :( 美 ) 乔恩 • 卡岑巴赫著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索书号：F272/227
内　容：普华永道给每个你的核
心圈法则。不确定时代，关键的少
数人决定团队的稳定和效能，关键
的少数事决定你能走多远！本书

如何教会你理解和使用《关键的少数》？乔恩 •卡岑巴
赫、詹姆斯 •托马斯、格雷琴 •安德森虚构了一个叫作
“无畏公司”的企业和它的新任CEO阿列克斯为期一
年的企业转型之旅，通过阿列克斯和他的咨询顾问乔
恩 •卡岑巴赫的专业对话，阐述企业管理存在的普遍
问题，从“关键少数”概念入手，逐步介绍其特征、行为，
如何找出以及如何管理。书后附有管理模版、术语解
释以及推荐书单。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书　名：吾心可鉴：跨文化沟通
作　者：彭凯平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G115/421
内　容：不同的文化在语言、习
俗、文化心理等方面都有巨大的
差异。本书从文化和心理学的双
重视角，分全球视野下的文化观、

跨文化沟通障碍的突破与克服、跨文化沟通影响力与
说服力以及跨文化沟通创新与实践四个部分进行详
述，开篇导入跨文化沟通的界定、特点、应用场景、必
要性、能力要求，继而阐释语言障碍、沟通风格障碍、
认同感障碍和文化心理障碍的突破与克服，解析跨文
化过程中的影响、说服、对话、沟通、冲突等，最后延伸
到如何推广中国文化。

书　名 : 准备
作　者 :( 美 ) 黛安娜 •塔文纳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G782/402
内　容：作者认为不需要为孩子
在成功和满足感之间做取舍，因
为他们都可以拥有。2001 年，
高中老师塔文纳发现，社会需要

一个系统来筛选出谁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于是学校便
成为这样的平台。而大部分学生并不知道高中毕业
意味着什么，除了拼学业成绩之外，没有人真正为步
入成人世界做好准备。正当她感慨无力改变军备竞
赛式的教育体制时，她发现自己做妈妈了，而“9•11”
事件的爆发，让她开始思考，等待着她的孩子的会是
一个怎样不确定的世界。她决定做一些对孩子的人
生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她选择了教育。	

I 文 学

书　名：猫不存在
作　者：未来事务管理局编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14/555
内　容：从猫开始，全世界的科幻
名家带你走出熟悉的日常，去往
未知的奇境。17 个国内外科幻
作家有关猫的科幻故事，5篇与



猫相关的科幻趣文。内附《牛筋名猫录》漫画师阿科
创作的刘慈欣、韩松、儒勒•凡尔纳、阿瑟•C•克拉克、
厄休拉 •勒古恩等 9位科幻作家猫漫画。书中收入
科幻作家娜奥米 • 克雷泽 2016 年雨果奖最佳短篇
小说获奖作品《请发猫照片》，以及其他国内外知名科
幻作家作品。融合虚构与非虚构，带你领略：有了猫，
你就有了整个宇宙；在你腿上的毛茸茸，藏着宇宙的
大秘密。

	 	 	
书　名 : 无证之罪
作　者 : 紫金陈著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I247.56/287
内　容：繁华都市，命案频发。凶
案现场，罪犯总是故意留下一枚
指纹和一张字条——“请来抓
我”，除此之外，没有丝毫破绽。	

面对如此高调的连环杀手，专案组成立四次又解散四
次，毫无头绪，只能求助于数理逻辑专家严良，这桩悬
案，疑难如一道无解方程，他该如何着手解密？精心
布置这一场无证之罪的真凶，为何总是故意留下线
索？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还是一个陷阱，亦或深藏着
更不为人知的秘密？

书　名：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
作　者：( 以 ) 埃特加 •凯雷特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382.45/212
内　容：继《突然，响起一阵敲门
声》之后，短篇小说大师埃特加 •
凯雷特创作的全新故事集。他的

故事常常发生在奇异、灼热和欢腾的事物交会的十字
路口。他笔下的人物与之搏斗的，是父母和家庭、战
争和游戏、烟酒和蛋糕、记忆和爱。这些故事从来不
会抵达通常预期的结局，但总是能带给人惊喜、快乐
和感动。《我倒数第二次被轰出大炮》讲述一个忧伤
又好笑的马戏团炮弹飞人的故事。《压缩汽车》讲了
在客厅里陈列一辆被压缩成铁块的汽车的男人的过
去。《飞到月亮上又回来》讲述一个想要买下商店收
银机送给儿子作礼物的男人的故事。《好事儿》讲述
一个流浪汉开发了定位流浪汉的App，继而可以让人
行善并获得慰藉的故事——虽然行善并不总能带来
慰藉和好的结果。……	

 

书　名 : 魔山
作　者 :( 德 ) 托马斯 •曼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516.45/600
内　容：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托马斯 •曼的代表作。小说以
一个疗养院为中心，描写了欧洲
许多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

其中有普鲁士军官、俄国贵妇人、荷兰殖民者、天主教
徒……他们都是社会的寄生虫。整个疗养院弥漫着
病态的、垂死的气氛，象征着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
作品通过人物之间的思想冲突，揭示出颓废主义和法
西斯主义的血缘关系。

	 	 K 历史地理

书　名：战争的试炼
作　者：( 英 )托马斯•阿斯布里奇著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索书号：K560.3/744
内　容：11 世纪时，在教皇的召
唤下，一大支基督教军队闯入了
地中海东部的伊斯兰世界，占领
了两种信仰都奉为圣城的耶路撒

冷。在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 200 多年间，伊斯
兰世界和西方为争夺圣地的统治权而争斗，双方都坚
信他们在为自己的神服务。书中不仅描述了各次十
字军东征的大量军事细节，作者还从政治、社会、宗教
动机和人物入手，全面剖析了这段超过两个世纪的冲
突。在作者激情洋溢的讲述下，我们被带入一个满是
传奇英雄的世界，但他也不忘揭露充斥在那个时代的
令人惊骇的暴力杀戮，并且清点了后世对这段往事的
误用和滥用。

	
书　名 :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作　者 : 叶文玲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K825.72=75/601
内　容：本书是著名作家叶文玲
历时多年，精心创作的常书鸿传，
可谓目前市面上详尽、完整、可信
的常书鸿传记。为写作此书，叶

文玲六次前往敦煌，与常书鸿先生及其家人、友人建
立了非常好友谊，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著名艺术家
常书鸿，与张大千、徐悲鸿同时代的著名画家。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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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了常书鸿在时局动荡的政治背景下，守护敦煌的
坎坷一生。全书 30 章，从常书鸿的少年开始讲述，
娓娓道来，直至常书鸿病榻前的人生回顾。

R 医药卫生

书　名：第一口：饮食习惯的真相
作　者：( 英 ) 比 • 威尔逊著
出版社：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索书号：R155.1/523
内　容：	“暴食症”“厌食症”等
背后有着怎样的心理密码？中国
的祖父母，为什么倾向给孙辈过
量的食物？而日本人用了什么作

法，让全体国民在短时间内转换成健康的饮食方式？
“好吃”“吃得好”与“健康营养的食物间”并不是互
相排斥的关系。书中通过丰富的文化观察和实证的
科学研究，夹杂作者的个人经验，以生动且令人信服
的方式说明追求美味的食物和健康的饮食间是相辅
相成的。作者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重新学习“吃的艺
术”，不管成人还是孩子，都具有无穷潜力可以学会崭
新且健康的饮食习惯。

书　名 : 走近中医：对生命和疾病的全新探索
作　者 : 唐云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R2-49/010
内　容：中医是一门古老而神奇
的医学，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
曾真正地认识它。本书试图用明

白的道理、生动的事例、形象的比喻让读者领略中医
最真实的一面，使读者从中能洞悉脏腑的奥秘、发现
疾病的本质、探究治病的方法。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书　名：美丽的数学
作　者：(美 )爱德华•沙伊纳曼著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O1-49/322
内　容：一个图形怎么才能有多
于一个但又少于两个面？一个高
度精确的医药测试，有可能更容
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吗？如果只能

看到销售数据的第一位数字，你怎么才能知道你的会

计是不是在说谎？……在我们的生活中，数学无处不
在，真实、有趣而美妙。当你开始用数学的眼光去观
察世界，生活或许会变得更加简单而确定，你准备好
了吗？作者在这本书中帮我们发现和解答身边有趣
的数学问题，带领我们走进那个关于数字、图形和不
确定性的美丽新世界。
	 	

Q 生物科学

书　名：激素小史
作　者：( 美 ) 爱泼斯坦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Q57-49/234
内　容：性别、母爱、饥饿感、信任
与依赖、愤怒与冲动都是怎样被
“制造”出来的？睾丸被移植到
肠道的公鸡、用来验孕的老鼠和

兔子、震惊世人的利奥波德 -洛布谋杀案……这些重
口味故事又是如何促进了内分泌学的诞生？作者通
过讲述 100 多年来各种有关激素及其研究的奇闻逸
事，介绍了激素的特性、相关的发现以及最前沿的科
学成果。读者将通过本书踏上一次不同寻常的旅程，
看科学家们如何揭秘影响人类行为、情绪、生育、新陈
代谢的神秘物质，如何尝试为己所用又如何误入歧
途。

T 工业技术

书　名：喧哗的大多数
作　者：( 美 ) 艾伦 • 雅各布斯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TP393.4/724
内　容：当今网络发达，人人身处
信息洪流之中，因观点不同无法
相互理解，从而爆发矛盾，甚至在

网上激烈骂战，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点赞、跟风、控评、
拉黑、站队、洗脑、网暴、带节奏……人们的思考往往被
一系列认知偏差、舆论和情绪所影响，很难客观地看待
问题。作者对此提出了解决之道，讨论了何为“独立思
考”、怎么避免“集体性狂热”、如何“理解异见者”等。
作者旁征博引，结合现实案例，帮助人们化解互联网时
代中人际交流的困境，并开始反思我们在互联网中的
言论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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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 深奥的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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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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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为什么科学能告诉我们
关于星球内部的运行方式，却难以
描述人类的行为？为什么牛顿无
法精确预测天体轨道的变化，而

只能将其诉诸全能的上帝？人类这样有秩序的系统，
是如何从宇宙大爆炸之后几乎单调无序的状态中产生
的？……复杂其实很简单，即使看起来完全随机的行
为深处，遵循的依旧是简单的因果规律。作者通过对
各种复杂与混沌案例的分析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建
立在简单元素之上，它们经由互动与组织，便可造就出
高度复杂的整体，而在一切深奥结构与和谐之下的简
洁，才是我们生存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