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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图导读



B 哲学宗教

书　名：人间生死书	

作　者：(美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 美 ) 大卫 •凯思乐著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B083/640

内　容：这是世界生死学大师伊

丽莎白 • 库伯勒 • 罗斯论述生

命与活着的第一本书，多年的临终关怀工作经验让

她与大卫 • 凯思乐对人生的课题思考了很多，他们

发现多数人面对的人生课题是一样的。本书以论

述真实作为开端，以论述幸福作为结束。在这些章

节中，两位生死学大师将临终者们的感悟与生死学

研究结合，不但向我们揭示了爱、希望、关系的真

相，而且浓墨重彩地刻画了真实自我的伟大。给每

一个正在寻找生命意义的人提供了幸福度过一生

的答案。

书　名 :我选择活下去

作　者 :( 俄罗斯 ) 克拉默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B848.4-49/456

内　容：她叫格洛丽娅 •马克芬，

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曾经她以为

家人会永远相亲相爱，但现实中

却体验到了家庭的破碎和伤害；曾经她以为诚实的人

会被以诚相待，但现实中却总会遇到谎言和欺骗；曾

经她以为忠诚会换来美好的友谊和爱情，但现实中却

总会迎面撞上失去和背叛；曾经她以为善良的人遇见

的都应该是美好的事情，但现实中的她却被各种失望

填满 ...... 为什么她的人生总是如此让人失望呢？她

想要的一切，注定只是妄想吗？这个世界真的需要她

吗？如果她死了，别人的人生会变得更好吗？被失望

耗尽活力的她，非常想寻求帮助，但好像所有人都漠

不关心。

C 社会科学总论

书　名：说出灿烂人生

作　者：冯殊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C912.11-49/310

内　容：这是一本著名主持人冯

殊先生真心分享的，助你在不同

环境，与不同的人高效沟通的智慧之书，	包括在职

场中如何跟领导、同事、陌生人、客户沟通；日常生

活中如何跟家人沟通；聚会中如何调节气氛；如何

利用社交工具扩大人脉；怎样结交自己喜欢的、仰

慕的人；如何在语言沟通技巧方面进行一些有针对

性的练习；怎样练出好声音；如何在临时发言、PPT

宣讲、公开演讲时让人印象深刻等；如何活学活用

历代经典中代代相传的说话之道等等。

书　名：少而美的极简生活

作　者：( 日 ) 枡野俊明 ,	

( 日 ) 冲幸子著；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C913.3/462

内　容：本书共分为三章：第一

章，枡野俊明分享扫除与调和心

灵的作用，即通过打扫外部环境来整理内心，去除不

必要的执着和杂乱的心绪；第二章，冲幸子分享许多

实用整理术及欧洲经验，她指出扫除困难的原因是物

品太多，进而讲述舍弃物品的准则；第三章，枡野俊明

与冲幸子对谈，融合东西双方关于扫除的观点与诀

窍，意在使读者珍惜现有的一切，回归丰饶的初心，获

得清爽简单的生活。

	

D 政治法律

书　名 :洞穴奇案

作　者 :( 美 ) 彼得 • 萨伯著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索书号：D971.2/420

内　容：洞穴探险者案是美国法

理学家富勒于 1949 年发表的假

想公案：五名探险者受困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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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存“不得不”分食其中一人，被抽签选中的是提

出该建议、却在实施前反悔的威特莫尔。获救的四

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他

们是否犯有谋杀罪？富勒虚构了上诉法庭五位大法

官的意见，将当时各个法哲学流派的观点纳入其中。

1998 年，萨伯续写了有关此案的九个新观点，又将

20世纪法哲学的新发展引入讨论。富勒的案例设计

精巧，为论证的多向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得以成为

各种观点交战的场地。案例本身，连同虚构的法官陈

词由此成为法学初学者探讨重要法律原则的必读文

本，本书同时也作为激发思辨的优秀通识教育读本而

备受推崇。

书　名 :中国救荒史

作　者 :邓云特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索书号：D632.5/712

内　容：本书以通史视角历述中

国救荒、荒政的演变，对各代各类

救荒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社会

根源和历史演进趋势条分缕析，系统而清晰地揭示出

中国数千年救荒思想的全貌和发展脉络。

F 经济

书　名：资本的眼睛

作　者：吴卫军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F239.22/613

内　容：这是一本系统介绍注册

会计师工作职责与专业精神的

著作。作者吴卫军结合自己 30

年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践经验，以真实的市

场案例深入浅出地对行业典型问题进行了剖析，用

清晰明白的专业语言生动地讲述了独立审计的功

用、价值与挑战，从行业理论与商业实践结合的角度

提出了规范会计行为、降低资本市场系统风险的核

心命题。作者从行业历史演进出发，提醒从业者不

忘初心，以提高资本市场和国家经济发展质量为使

命，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用行动诠释专业主义精神

的恒久生命力。

书　名：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

作　者：黄奇帆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索书号：F12/444

内　容：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经济转型发展、中美贸易摩擦、

新冠疫情暴发等问题交相叠加，

无不考验着我国面对复杂问题的智慧和勇气，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空前凸显。这本书

从基础性、结构性、机制性、制度性等多个维度，深入

剖析我国供给侧关键矛盾并对症下药。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书　名：刻小说的人

作　者：比目鱼著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索书号：G236/262

内　容：本书是作家比目鱼书评

和文学随笔的结集，涉及五十余

位中外作家的作品。文章中既

有对作家写作技艺的精妙分析，又不乏有趣的文坛段

子，趣味性与知识性并存。从经典小说到先锋读本，

从文坛大师到写作新秀，比目鱼是考究的文学品读

者，也是精密的作家分析师。他以丰富的背景数据揭

示故事底色，以通俗词句拆解深沉的文本，在你我和

小说家之间搭起桥梁，让我们见证伟大作品的诞生，

领略文学之美。

书　名：大学进化论：入学不迷茫毕业不后悔

作　者：知乎编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索书号：G645.5/820

内　容：这是一本指导大学生校

园生活的图书。本书汇集了大学

校园中 48 个常见问题，从心理

认知、学习规划、考试技巧、自我提升、考研留学、就业

指导等六个模块，提供过来人的真实经验与见解。那

些只有过来人才了解的艰苦、辛酸与要诀，本书替你

纤毫呈现。无论是初入大学的大一新生，还是临近毕

业的大四学生，你在大学中遇到的种种困惑，都能在



这里得到解答。这本真实、全面、高效的大学领跑指

南，让你入学不迷茫，毕业不后悔。

I 文学

书　名：隐秘而伟大

作　者：黄琛，蒲维著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索书号：I247.52/410

内　容：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弄

堂长大的法学院高材生顾耀东

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匡扶正义，

保护百姓”的理想，如愿以偿地

成为了一名警察。然而，初入社会的顾耀东不仅遭

遇了警局同僚的排挤打压，还被卷入进了共产党地

下情报网和国民党警察的激烈博弈中。乱世乱局之

下，顾耀东亦不得不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对峙中做出

忠于自己信仰的选择。最终，在以夏继成与沈青禾

为中坚力量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警委的帮助和培养

下，在革命的征程中成全了自己的理想，同时也收获

了宝贵的爱情。

书　名：重回犯罪现场

作　者：风雨如书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247.56/714

内　容：一场针对青年警察的秘

密行动，悄然拉开了大网：无情被

抹杀的昔日师兄，神秘性感大姐

头的猎杀游戏，被拐走数年的同伴幼女迷踪，以及令

人匪夷所思的死人杀人案 ...... 这个叫“神图”的组

织，图的到底是什么？龙安省组成了一个由四个人组

成的特别调查组，专门负责调查这些遗案要案。重压

之下组成的特别调查组，每个人都带着心理梦魇，同

时也带有不可小觑的能力。面对杜德坤的信任，遗案

家属的哀求，逍遥法外的罪犯，特别调查组四个人的

个人情感和心理梦魇最终一一破解，成功侦破各种遗

案。

书　名：送奶工	

作　者：( 英 ) 安娜 • 伯恩斯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561.45/264	

内　容：别再窥探我的生活。没

有肢体接触，就不构成侵犯了

吗？ 18 岁那年，我被一个代号

为“送奶工”的人跟踪窥探。人言可畏，这段遭遇却

被邻里谣传为不堪入目的私情。他们不想要真相，他

们只想要谣言。我就在这样冷漠、封闭、对立的小地

方长大成人。我，要么放任自己被同化；要么看清一

切，笑着往前。18岁的我，要求自己想得更多。总有

一小部分人，在荒诞的集体谣言中，保持理智和真情

实感。

书　名：衣柜

作　者：(波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索书号：I513.45/522

内　容：本书是 2018 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奥尔加 •托卡尔

丘克的小说集，收录三部作品。

其中，《衣柜》讲述一对夫妇被一

只能量坑般神秘的旧衣柜吸引，最终住进里面不愿

出来的故事；《房号》的叙述人是身为客房服务员的

“我”，故事中，“我”游走于首都饭店的不同房间，循着

蛛丝马迹捕捉客人留下的气息；《神降》则有关一位宛

如创世之神的编程天才，他不断用程序构筑新世界，

却又对人类屡屡失望……在这些富有超现实色彩的

故事里，托卡尔丘克以她独特的“第四人称叙事”，探

寻着日常经验之外的隐秘世界。

K 历史地理

书　名：西藏历史图说

作　者：陈庆英 [ 等 ] 编著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索书号：K297.5-64/704

内　容：全书借鉴西藏史书的写

法，以 95 个故事，讲述西藏从

远古到 1951 年和平解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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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再加以数百幅图片及其简要说明，全面呈现

了西藏自有人类以来的文明发展，从远古时代开始

娓娓道来，它既遵循严格的历史逻辑，但又不拘泥于

刻板的史书形式，而是穿插了许多生动的历史故事，

让人从一个个人物的悲喜命运和一个个恢弘的历史

场景中感受西藏历史的发展脉络。

	 	 	

书　名：伦敦六百年

作　者：( 英 ) 马修 • 格林著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索书号：K561/440

内　容：塞缪尔 • 约翰逊曾说，

“你若厌倦了伦敦，便是厌倦了生

活，因为伦敦拥有生活所能赋予

的一切”。本书记录了伦敦六个时期的城市面貌与社

会生活，引领我们无限走近这座城市。从中世纪圣

保罗教堂广场的私人书摊到舰队街现代新闻业的摇

篮，从白教堂区的贫民窟到二战后各处拔地而起的

摩天楼，从千人一面的妆容到追求个性的时装店，我

们将看到伦敦逐渐挣脱中世纪罗马教会的枷锁，在

维多利亚时期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都市。伦敦

不断地被时代改变，同时也改变着时代，它的过去也

变成了当下的一部分，编织进了 21 世纪。

	 	

R 医药卫生

书　名：叙事调解

作　者：( 美 ) 杰拉尔德 •蒙克，

( 美 ) 约翰 •温斯莱德著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索书号：R749.055/440

内　容：本书介绍了在不同的冲

突情境里，我们该如何运用叙事

理念进行调停。叙事调解鼓励

冲突双方各自口述“故事”的冲突，并通过深刻理解

对方的故事来达成和解。作者描述了叙事疗法解决

冲突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有效的提问线索的建议，列

出了许多适用于各类冲突解决的叙事地图，充分展

示了如何将叙事疗法的技术运用到解决各类冲突中

去。

书　名：战疫：传染病能否根除 ?

作　者：(美 )南希•丽思•斯特潘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索书号：R51-091/423	

内　容：本书讲述了一段全球公

共卫生行动的历史，介绍了人类

自现代社会以来的数次根除传染

病行动。“公共卫生”是一项集医学、政治、伦理学和

文化心理为一体的综合行动，在健康权愈发被视为一

种公民基本权利的今天，本书讨论的是否应该彻底消

灭大型传染病的问题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根除

传染病行动就像一张国情晴雨表，时时反映着开展行

动的目标国家政治局势，经济实力、政府执政能力和

民生水平的情况。书中所记录的根除行动遍及亚、非、

欧、美四大洲，其中伴随着大国外交的政治较量、民主

与独裁的博弈，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也可说是另一

个角度的世界当代史。

J 艺 术

书　名：不方便，但很幸福

作　者：( 韩 ) 洪渊植编绘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索书号：J238.2/334

内　容：漫画根据作者洪渊植与

妻子在山间生活的真实经历改

编：因为不堪忍受城市的喧闹，

他们把家搬到了连电话都几乎

无法打通的乡下。同鸣笛声一起消失的是便捷的生

活，夫妻二人一边要处理繁重的家务：搭暖炉、种地、

砍柴等等；一边又得应付编辑的频繁催稿和创作的

瓶颈。这还是他们原来向往的那种生活吗？“做出

这样选择的我们，到底是勇者还是懦夫？”......“不

方便，但很幸福”，或许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写

照吧。



Q 生物科学

书　名：生命的旅程：植物王国的奇迹

作　者：( 英 ) 罗布 • 克塞勒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索书号：Q944.59-49/434

内　容：种子是植物体所孕育的

最复杂而又最完美的部分，里面

蕴藏着物种的下一代。在亿万年

的漫长时间内，为了保持物种的繁衍，种子植物演化

出了令人震惊的适应策略，种子高度复杂精妙的结构

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现。本书中，来自英国皇家植

物园的艺术家罗布 . 克塞勒和种子形态学家沃尔夫

冈 . 斯塔佩通过令人惊叹的特写图片和美妙的文字，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崭新而又奇妙的微观世界。任何

热爱自然世界的人士、艺术家、设计师以及科学家都

可以从本书中发现新的惊奇，受到新的启发。

T 工业技术

书　名：皮肤科医生的护肤课

作　者：张建中主编

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索书号：TS974.1/115	

内　容：本书主要介绍各种润肤

水、保湿霜、精华液、眼霜、口红、

面膜，以及医学美容中的“刷酸”、

激光、玻尿酸注射等含有的成分和作用原理，并详细

介绍各种护肤成分如何搭配才能有益于皮肤健康。

此外，作者根据各种皮肤问题和结婚前、孕期、度假期

间等特殊时期，有针对性地告诉大家如何护肤和选择

护肤品。

书　名：不赶时髦星球

作　者：旻桢著

出版社：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索书号：TS973.4/640

内　容：本书是旅美时尚博主	

Avo	专为亚洲女性所写的衣橱

手册，Avo 通过自己多年的时尚

智慧和敏锐的时尚嗅觉，精心详解“不赶时髦才是真

时髦”、找到风格与自我间的平衡才是硬道理的穿搭

理念。从整体风格切入，将搭配技巧与日常生活相结

合，并逐一攻破上装、下装、连衣、外套、鞋履、配件等

单品的选款及搭配秘诀，全面解决各种衣橱难题。同

时通过大量精美的实物图片，从细节呈现实用搭配

方法与效果，一目了然。色彩、款式、材质、图案和印

花……时尚干货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