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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王尔德的发明
THE INVENTION OF OSCAR WILDE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Nicholas Frankel
原出版社：P183
图书页码：272
图书开本：216 × 138 mm
出版日期：2021-05-17

在本书中，作者探讨了王尔德作为一件“艺术品”、精致文
化偶像的自我创造。作者将带领读者走过王尔德富有创造力
和冲击性的一生：从他的爱尔兰血统到他对传统男性气质和
男性性观念的挑战，从他的婚姻到他的人际交往（包括他的
挚爱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从他被刑事定罪到他在
法国流亡的最后几年。一路走来，作者深入探讨了王尔德的
人生轨迹、著作以及他作为知识分子所展现的智慧与信念。

杰克·伦敦（大师传记系列）
Jack London（Critical Lives）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原出版社：P183
作　　者：Kenneth K. Brandt
图书页码：224
出版日期：2021-04-12

《杰克·伦敦全集》主编盛赞力荐！早年，杰克·伦敦陆续做
过童工、远航太平洋的水手，也曾锒铛入狱。27 岁，他在
繁盛喧哗的伦敦都市中一跃而起，从工人阶级蜕变为举世闻
名的作家。在这部传记中，杰克·伦敦的复杂形象逐渐显露——
他充满生机与活力，但也不乏局限与缺憾；不可兼得的欲求
在他的内心激烈碰撞，无处安放。本系列最新作品有：《查
尔斯·达尔文》、《奥尔德斯·赫胥黎》、《汉娜·阿伦特》。

你的历史：流行音乐界 12 个最奇怪的女人
You're History: The Twelve Strangest Women in Pop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Lesley Chow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300
图书开本：197×130 mm
出版日期：2021-05-09

这是第一本带领读者深入了解珍妮·杰克逊、泰勒·斯威夫特、
蕾哈娜、阿泽莉娅·班克斯、TLC 等主要流行女歌手的书。
作者走入这些开创性表演者的音乐中，发掘她们歌曲中令人
欣喜的时刻，描绘她们的与众不同之处。本书赞美了那些极
具影响力但却未受到主流认可的音乐流派，着重强调了女性
在音乐方面的创新，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其所占篇幅达一
半以上。

我在吉卜力工作室的 15 年
Sharing a House with the Never-Ending Man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Steve Alpert
原出版社：Stone Bridge Press （A03）
图书页码：296
图书开本：13.72×21.08 cm
出版日期：2020

这本极具娱乐性的商业回忆录描述了作者为日本首屈一指的
动画工作室吉卜力和天才宫崎骏工作的经历。说日语的美国
人史蒂夫·阿尔珀特是吉卜力及其母公司株式会社德间书店
的 " 常驻外国人 "，在宫崎骏的电影在国际市场起飞时发挥
了核心作用。他以独一无二的笔法刻画了宫崎骏、铃木敏夫、

葡萄园的女人们
The Widows of Champagne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Renee Ryan
原出版社：P22
图书页码：384
出版日期：2021-07

一家三代女人在二战中拯救家族葡萄园的故事。加布里埃尔
手中掌握着家族的未来。她一边准备盛大派对庆祝两个世纪
的香槟酿造，一边偷偷将 Fouché-Leblanc 酒庄年份最好的
酒藏在了地窖假墙后面，为迫在眉睫的战争做准备。但当她
加入抵抗时，令人垂涎的香槟却并不是酒窖里隐藏的最危险
秘密……加布里埃尔的母亲 Hélène 曾是巴黎社会名流，她
的丈夫在另一场战争中丧生。现在她的家被德国人征用了，
德国人掠夺葡萄园来满足第三帝国对最优质香槟的渴望。

贝尔法斯特的大象
The Elephant of Belfast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S. KIRK WALSH
原出版社：A25
图书页码：336
出版日期：2021-04

S. Kirk Walsh 以 Denise Austin 的生活为灵感，巧妙地刻画
了主人公 Hettie 和大象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渐渐地，他
们成了彼此的生存依靠与生活慰藉。《贝尔法斯特的大象》
是一部关于爱与失去、悲伤和坚韧的复杂作品。1940 年 10
月，3 岁的大象 Violet 从锡兰运到了贝尔法斯特码头。20 岁
的动物园管理员 Hettie Quin 就此与之相遇。很快，她成了
Violet 的专职饲养员。当时，她正沉浸在失去姐姐以及被父
亲抛弃的悲痛之中……

微观世界的隐藏之美
The Hidden Beauty of the Microscopic World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James Weiss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200×200 mm
出版日期：2021-06-08

从单细胞生物到复杂的微型动物，微观世界的奥秘一览无余。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读者将细观微小生物从出生到死亡的
全过程，学习它们的生活习性，了解它们的存活方式，而后
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生命存在展开思索。James 将科学细
节与深刻思考相结合，让本书变得魅力无穷。作者的油管节

粉雪日
POWDER DAYS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Heather Hansman
原出版社：P22
图书页码：304
出版日期：2021-11

这是一本深刻的回忆录，也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从美国
最杰出的滑雪记者的书写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丰富的滑雪历
史和滑雪爱好者文化的现代核心。我们期望这本书能像《并
非故意与众不同 : 我的冲浪人生》给冲浪运动带来的热度一
样，给滑雪带来别开生面的潮流。资深滑雪记者、前滑雪迷
Heather Hansman 带领读者踏上一段令人振奋的旅程，深
入了解美国滑雪的隐秘历史，从一位真正的业内人士的角度，
一窥未经充分发掘的亚文化。

就像我们一样
Just Like Us: A Veterinarian’s Visual Memoir of Our 
Vanishing Great Ape Relatives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Rick Quinn
原出版社：Girl Friday Books （A03）
图书页码：246
出版日期：2021

灵长类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珍妮·古道尔作序推荐！本书聚
焦于地球上濒临灭绝的大型猿种，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与存
活希望。文字触动人心，引人动情。在这本回忆录中，我们
将与 Quinn 博士一同回顾他过去的旅途。在过去七年间，
他穿越了七个非洲国家以及印度尼西亚。在这些地方，他通

寻秘宇宙
Astroquizzical: Solving the Cosmic Puzzles of Our Planets, 
Stars, and Galaxies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Jillian Scudder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224
出版日期：2022-02

欧柏林学院物理系助理教授带你探索宇宙大家庭的历史，从
地球上的人类说到恒星和星系，再追溯到宇宙大爆炸后形成
的第一颗原子。在本书中，作者用一个个问题引导读者思考，
并解答了一些问题，如“宇宙是什么颜色的？”。整个过程
中，她还提出了一系列思考实验，包括“如果把太阳劈两半

德间康快等人物，将其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他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吉卜力工作者的精
细匠心，正是这份匠心使得吉卜力电影成为了卓越电影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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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目《微观世界之旅》（Journey to the Microcosmos）拥有 38.6 万订阅量。 会发生什么？”等等。书中还用了许多精美图片来展现那些天体物理学奇观。

过摄影记录了每一种大型类人猿在自然栖息地的生活状态。通过鼓舞人心的故事和令人赞叹
的照片，他展现了威胁巨猿生存的因素以及援救行动的复杂性。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02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64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21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95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75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76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22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84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39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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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
Asteroids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Clifford J. Cunningham
原出版社：P183
图书页码：232
出版日期：2021-05

本书以十九世纪以来的小行星研究史料为基础，对这些非凡
天体做了最新的介绍。借由本书，作者想向读者说明，小行
星不仅仅是太空中的岩石，还是了解地球上动物和人类生
死的关键。其讲解过程简单易懂，并未触及任何科学细节
和数学知识。从太空探索任务到文学与电影中的小行星，
Clifford J. Cunningham 准确而有趣地描述了小行星在我们
太阳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影
响。

解剖学口袋书系列（2 册）
Pocket Anatomy Series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Marianne Taylor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10×210 mm
出版日期：2020

本系列由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出品，目前有两册：1.《昆
虫剖析口袋书》——本书每章以精致图文详解一个昆虫的身
体系统或昆虫生物学的一个方面，既涉及昆虫的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也包括了昆虫的运动与变形。2.《鸟类解剖口袋
书》——本书每章都以精致图文讲述了一个鸟类的身体系
统，展现了鸟类适应生态的结构特征如何让它们拥有了一些
特技，让它们的行为如此迷人。

火、风暴和洪水
Fire, Storm & Flood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James Dyke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320
图书开本：246×190mm
出版日期：2022-02-01

本书以精美图文记录了恶劣气候造成的巨大影响。远古时期
曾发生多场气候灾害，致使众多物种灭绝；到了现在，人为
因素加速全球变暖，气候系统因此渐趋失常。本书以震撼动
人的摄影作品记录了这一切，让人们意识到，极端气候事件
的威力是多么可怕；让我们看到，这颗拥挤的星球是多么脆
弱不堪，同时她的美丽又是多么令人惊艳。

灾难学
Disasterology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Dr. Samantha Montano
原出版社：Harlequin（P22）
图书页码：352
出版日期：2021-8

Samantha Montano 博士是麻省海事学院的应急管理助理教
授。随着全球气温上升，灾害风险增加，我们的世界越来越
脆弱。大多数人认为灾害是不可预测和无法预防的怪异自然
事件。但事实并非如此，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当灾难真正的
发生时，有一些战略性的方法能解决其产生后果。在《灾难
学》中，灾难研究者 Montano 博士带着读者一起重新经历
了一些最严重的灾害，帮助读者从应急管理的角度理解真正
发生了什么。

再野化
Rewilding: The Radical New Science of Ecological 
Discovery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Paul Jepson & Cain Blythe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65×228 mm
出版日期：2022-04

亚马逊 4.6 分盛赞好评！本书由该领域的两位领军人物写
成，图文并茂，为读者全面介绍了再野化。书中生动细致地
展现了生态学家重塑生态系统的方式，而生态学家所做的努
力旨在让自然互动而不是人类干预来引导环境发展。再野化

如何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How to Think Like a Philosopher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Daniel Smith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1

本书所属系列全球销量超 40 万册！本书旨在向您介绍伟大
的哲学家及他们的思想。苏格拉底、伏尔泰、杰里米·本瑟姆、
彼得·辛格等古今知名哲学家将逐个登场。本书每一章都涉
及一个具体的哲学构想，并通过研究其倡导者和反对者的观
点来探讨这一构想。从自由意志、决定论到马基雅维利主义
和辩证法，这本引人入胜的书让读者能够广泛而透彻地了解
哲学思想。

葡萄酒里的科学
Wine Science: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in Winemaking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Jamie Goode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224
出版日期：2021-06

该书第一版荣获格兰菲迪克酒类图书奖！本书是唯一一本详
细阐述了葡萄酒酿造流程、工艺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酒饮书
籍，其内容分为三部分，分别聚焦于葡萄园、酿酒厂、人与
酒的互动。书中收录 80 幅插图、照片，将极为复杂的知识
做了简单直观的呈现。第三版对原有章节进行了大幅修订更
新，并增添了许多新章节，包括葡萄园土壤护理、葡萄藤病
虫害治理以及对于未来的葡萄园的展望。

记忆宫殿训练法
Memory Palace Master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Dr Gareth Moore; Helena Gellersen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192
图书开本：234×153 mm
出版日期：2021-11-11

本书由剑桥大学记忆实验室成员和智力游戏畅销书作家基于
“记忆宫殿”训练法编写而成。这种训练法拥有几千年的历
史，且至今仍被智力比赛的运动员使用。书中介绍了诸多有
效的记忆技巧，能帮助你记得又快又牢。记忆游戏涵盖了文
字记忆、视觉记忆和长期记忆几大类，能有效提升你的记忆
效率。这套实证有效的练习将帮助你增强脑力，迅速提升回
忆与复述的能力。

100 位哲学家们的伟大智慧
100 Philosophers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Lesley Levene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192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1-9

本书包括世界上 100 位从古至今最著名的哲学家的著名语
录，他们的重要思想，解释了每个哲学家的意义，并对他们
的生活背景和时代做了简单介绍，简单易懂便于读者理解。
从公元前六世纪中国的老子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从十八世纪
的让·雅克·卢梭到二十一世纪的诺姆·乔姆斯基，哲学的广度
给予读者关于世界各地不同人生态度和文化的不同见解。

发掘数学的魔力
When Math Matters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Edward Zaccaro
图书页码：233
出版日期：2017

孩子们对数学失去了兴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发现
数学具有挑战性、趣味性等方面。《发掘数学的魔力》中的
数学调查十分有趣，将帮助学生看到学习和理解数学的重要
性。学生需要洞察力、直觉、创造性解决问题和合作找到每
个调查的解决方案。书中包含有超过 50 个真实世界的调查，
向学生展示理解数学的重要性。作者一直致力于数学和资优
教育，曾做过数学天赋儿童的教师。

试图回顾了过去多年来工业化和全球化导致草地退化的过程，讲述了目前意在恢复原始生态
系统的项目，与此同时，本书也展望了未来，提出地球再野化之后的十条预言。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92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55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7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99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44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150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73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30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30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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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学习
Flow Learning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Joseph Bharat Cornell
图书页码：165
出版日期：2021-10

畅销自然作家约瑟夫·巴拉特·克奈尔的新作！近期约瑟夫·巴
拉特·克奈尔发布其新作《流畅学习》，书中他分享了一种
与众不同的学习过程，这一学习过程通过在大自然中的直接
经历唤醒参与者更高级的人类品质。《流畅学习》为真正学
习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同时每一个教育者都孜孜追求的能让
学生内在发生变化，这本新作也道出了其中的秘诀所在。

征服海洋第一步——航海必备手册
The Ocean: The Ultimate Handbook of Nautical Knowledge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Chris Dixon & Jeremy K. Spencer
原出版社：P156
图书页码：360
图书开本：19.81×23.75cm
出版日期：2021-06

这本精美的书以短小的主题为特色，深入探讨科学、帆船、
皮划艇、冲浪、潜水、海洋生存等主题。从经验丰富的海员
到海洋新手，对于那些准备驾驭他们的第一个海浪、在潜水
中站立划桨、寻找简单的“一锅炖”海洋指南或识别落在船
头的鸟的人，《征服海洋第一步——航海必备手册》提供了
丰富的方法建议和指导。非常适合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那
些热爱海洋、帆船和船舶的人。

万物测量
A Measure of Everything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Christopher Joseph
原出版社：P73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235×170 mm
出版日期：2021-10

这是一本包装精美的百科全书式参考资料，解释了用于测量
地球上任何事物的各种系统。测量一直在我们身边。它构成
了科学的基础，如物理学中的欧姆和安培，化学中的摩尔和
同位素，测量影响着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与测量的关系从我
们醒来查看当天温度的那一刻开始，一直持续到我们入睡的
那一秒。除了我们熟悉的测量方法外，这本有趣而富有启发
性的书还列出了数百种测量方法。

刑侦鉴定录
Bodies of Evidence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Brian Innes
原出版社：P64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246×195 mm
出版日期：2021

指纹和皮肤碎片上的信息、牙齿和骨骼差异、血迹飞溅状况、
油漆斑点和化学物质痕迹，体现在这些方面的关键证据，刑
事侦查人员已经掌握解读他们的方法。《刑侦鉴定录》中满
是神秘的案史，包括一个个法医证据，包括全世界的各种案
件，如辛普森、泰德·邦迪，还将那些在毒理学、血清学、

移动出行：社会创新如何彻底改变我们的出行未来
Mobility on the Move：How social innovations are 
revolutionising our mobile future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Dr. Nari Kahle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264
出版日期：2021-08

本书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Muhammad Yunus 教授撰写前
言！在本书中，作者聚焦于关乎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并展
示了移动出行的社会和经济方面是如何彼此协调、相辅相成
的。越来越多的人和公司正在努力实现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
而且人人都对社会负责的移动出行愿景。这本书讲述了他们

财务自由第一步
The First Steps to Financial Freedom：How the right 
mindset can help you achieve your personal financial 
breakthrough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Stefanie Kühn & Markus Kühn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240
出版日期：2021-10

Spiegel 畅销书作者 / 排名前 50 的财务顾问撰写！本书将
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树立个人财务管理理念。
作者是两名经验丰富的独立财务顾问，他们以简单易懂的语
言解释了储蓄率、风险、回报、基金、etf 等核心概念。最

轻松领导
Leading Simple: Leadership can be simpler than you think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Boris Grundl & Bodo Schäfer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216
出版日期：2021-09

本书提供了一个简单易懂，方便有效的管理体系，而且这一
体系已得到 10 年成功应用的验证。本书内容严谨明晰，书
中列出了领导的五大任务，以及完成任务需要遵守的原则和
使用的工具。究其核心，该体系意在培养出既能认同企业目
标也能同时发掘自身潜力的雇员。在这本全新修订版中，两
位作者把关注重心转移到了未来发展。如果说以往我们说的
都是领导人，那么未来我们需要领导的就是人的意识。

中小企业制胜之道
55 Ways to Turbo-Charge Your Small or Medium-Sized 
Business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Philip Semmelroth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272
出版日期：2021

德国亚马逊斩获 4.9 分狂赞好评！“产品管理类”、“市场
营销类”、“领导力与人力管理类”分别排名第 1、第 6、
第 43 ！这本书将告诉你作为创始人、个体经营者，尤其是
作为一个员工少于 100 人的公司老板，如何带领公司走向成
功。企业家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公司盈利能力、经营流程、
争取客户和提升利润，以及个人成功意愿和性格的塑造，针
对这些问题，本书都一一给出了可行的建议。

数字化领导者
Digital Leaders: The 9 Principles of Profiting fro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Marcus Disselkamp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240
出版日期：2021-08

企业如何借力数字化转型，在数字化时代脱颖而出？在本书
中，作者提出了 9 条根本原则，让企业能为未来竞争做好充
足准备。书中涵盖了多个关键主题，包括适应力，冒险力，
敏捷性，抗脆弱性，自主性和可辨识度。作者为商业领导者
绘制出了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路线图，有理有据，非常实用，
还选取了很多日常商业经营中的例子对之进行阐释。

未来的工作
The New World of Work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Peter Cheese
原出版社：P132
图书页码：400
图书开本：233×156 mm
出版日期：2021

本书由人力资源行业的领军人物撰写，为企业和员工如何取
得成功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它涵盖了如何应对工作场所中生
产力停滞、幸福感差以及愈来愈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揭示了
对敏捷学习的需求，提供了缩小技能差距的方法，就技术影
响提出了新颖见解。本书还讨论了工作设计、灵活工作、多

的故事，介绍了我们作为社会一份子如何能让移动出行变得更好——让我们每个人、我们的
社会和我们的世界都从中获益。

样性和包容性（D&I），以及如何同时吸引老龄化的劳动力和 Z 一代新员工。

商

业

经

管

取指纹印、面貌复原、法医弹道学、心理画像、DNA 指纹鉴定等各个领域做出最杰出贡献
的人物按时间顺序进行了编写并给出了评价。

重要的是，他们鼓励你把财务计划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用基本的知识和方法，定制适应你
生活和个性的计划。作者还提供了久经考验的技巧，帮助读者轻松地开始行动。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8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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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目：数字时代的广告创新
Paid Attention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Faris Yakob
原出版社：P132
图书页码：240
图书开本：234×156 mm
出版日期：2021-11

越南语版权已售！阅读本书，你将了解：广告创意是什么？
为什么广告创意在演变？如何在日常策略中使用广告创意，
让公司在不断变化的数字环境中保证商业收益。本书收录了
谷歌、索尼和 Old Spice 等真实广告活动的例子，就品牌行
为和有效沟通阐述了实用技巧。本书为第二版，包括两个新
章节，一章聚焦于注意力广度和在线广告的发展趋势，另一
章则是品牌理念的案例研究。

揭秘股票市场运作
How The Stock Market Works: A Beginner's Guide to 
Investment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Michael Becket
原出版社：P132
图书页码：176
图书开本：234×157 mm
出版日期：2021-08

英国顶尖金融记者倾力奉献，《每日电讯报》鼎力推荐！在
当今的经济状况下，政治和国际事件会对养老金、储蓄金和
投资产生持久影响。但想要保住资产、守护未来也并非毫无
办法。如今，了解市场运作的方式和保证金融安全的措施显

我不同意：如何化解分歧，推进工作
I Don't Agree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Michael Brown
原出版社：P206
图书页码：210
图书开本：140×213 mm
出版日期：2020

2021 年商业图书奖“未来领导力”类别大奖得主！《我不
同意》是对一个古老问题的新的解决方案的探索：为什么我
们如此不同意。它展示了尽管我们存在分歧，但如何避开我
们的敌意完成伟大的事情。在前沿研究和学术思想（以及现
实案例研究和易于使用的工具）的支持下，作者和营销人员

培养心理韧性（第三版）
Developing Mental Toughness, 3rd edition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Peter Clough & Doug Strycharczyk 等
原出版社：P132
图书页码：304
图书开本：234×156mm
出版日期：2021-09

个人和组织如何理解和衡量心理韧性以应对压力和挑战，从
而提高绩效？本书第三版提供了释放这种潜力的答案。通过
本书，让您的组织具备应对工作场所压力和挑战的能力。本
书追溯了心理韧性从运动心理学到商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
一种可应用于组织层面的可靠心理测量方法。书中内容涵盖
了心理韧性与其他行为的关系，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就业能
力、领导力、绩效、创造力、情商和动机等各方面。

累积优势：如何克服一切困难，为您的想法、业务和生活创
造动力
Cumulative Advantage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Mark Schaefer
原出版社：2 Seas Agency（A25）
图书页码：232
出版日期：2021 

Mark Schaefer 是全球公认的主题演讲者、教育家、商业顾
问和作家。从本质上讲，如今的营销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才能被倾听？”我们如何才能超越纷繁选择的喧
嚣，与受众或客户群体创造可持续的价值意义？仅仅遵循旧
的数字互动规则是不够的……面对每天都在重新定义究极极

读出成功路
Read to Lead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Jeff Brown, Jesse Wisnewski
原出版社：P113
图书页码：256
出版日期：2021-08

阅读更多更好的书籍，为你创造机会，学习新的技能，超越
你的竞争对手，建立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在《读出成功路》
一书中，你将了解：需要全情投身于阅读的原因；阅读如何
有助于事业成功；如何内化本书内容；能让你的阅读速度提
升两至三倍的技巧；让你养成终身阅读习惯的小贴士。如果
你想过上更满意的生活，有更多智慧的对话，拓宽你的思维，
你需要读出成功路！

范妮规则：一位母亲的领导力课程
Fanny Rules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Troy Hall
原出版社：Koehler Books （A03）
图书页码：196
图书开本：15.19×22.91cm
出版日期：2021

《范妮规则：一位母亲的领导力课程》提供了一位母亲隐藏
在温馨而热闹的故事中的领导力课程。特洛伊博士的母亲在
床边将这至关重要的九节课传给了她十二岁的儿子。这本书
非常适合准备加速个人和职业成功的目标驱动型领导者。在
这里，特洛伊博士分享了他对已故母亲范妮的回忆，以及她

让自己的声音更有分量
Making Your Voice Heard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Connson Chou Locke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234×153 mm
出版日期：2021

本书脱胎于作者备受欢迎的《卫报》大师课，它从全新角度
对影响力展开了讨论，告诉读者如何超越性别身份和家世背
景，成功影响他人。作者基于社会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书中剖析了我们沟通失败的原因，并对如何克服沟通障碍
提供了建议。通过这本实用指南，读者将学会打磨个人风格，
轻松增强自己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说好你的故事
Your Story, Well Told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Corey Rosen
原出版社：P212
图书页码：240
出版日期：2021

Corey Rosen 是一位获得艾美奖的作家和演员，拥有多年熟
练的讲故事教授经验。他的书中充满了关于讲故事的绝佳
策略。讲好故事是我们都需要的一项技能。我们都有故事
要讲——但你如何把你的故事讲得最好？在本书中，Corey 
Rosen 激励你讲述自己的故事。Rosen 使用即兴戏剧中讲故
事的绝佳技巧，为所有年龄段和技能水平的人设计了一个易
于理解的指南。这本让人快乐的手册涵盖从如何讲好故事到
脱稿的所有内容，旨在帮助普通人讲述非凡的故事。

我为什么在这里工作？：关于商业文化和人际关系的变革性思考
Why Do I Work Here?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Mark W Chamberlain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192
出版日期：2020

变革即将到来！职场文化、人生姿态、人际交往都将焕然一
新！ Mark 是湖畔财富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本书中，
作者不仅分享了自己的转型历程，也讲述了他在过去 17 年
变革公司环境的过程。他给予员工一定权力，为他们创造了
一个安全场域，让他们能在其中尽情创新，不惧失败；他因
材施教，引导员工看到自己的力量与价值；此外，他也尽力

得尤为重要。本书将提供简洁实用的信息，帮助你了解股票市场的运作，用通俗的语言来阐
释清楚复杂的行话。这本权威的指南将帮助你打理好自己的资产。

迈克尔布朗揭示了令人大开眼界的秘密，这些秘密可以促进更好的领导力、更强大的团队、
更快的速度晋升、更有效的协作、更好的组织文化。

限、势不可挡的竞争，即使是“伟大”也是完全不够的。《累积优势》充满了激励人心的想
法和引人入胜的案例研究，是每个怀揣梦想准备起飞的人不可或缺的实用灵感来源。

非凡的常识性人生观。她的讲授成为他在世界各地受人尊敬的领导力教导的基础。 拉近自己与员工的距离。就这样，他在湖畔财富管理公司创造了一个优秀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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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增长的银行业 : 转变金融品牌的战略营销
Banking on Digital Growth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JAMES ROBERT LAY
原出版社：Scribe Media （A03）
图书页码：280
图书开本：13.97×21.59 cm
出版日期：2020

James Robert Lay 是世界领先的数字营销作家、演讲者和
金融品牌顾问之一。如果你是金融品牌营销、销售或领导团
队的一员，你就会知道，整个行业正处于新技术推动下的指
数级变化之中。现在，消费者在走进一家实体分行之前就已
经做出了购买决定，而移动银行、数字贷款机构和金融科技

抓住品牌建设的良机
Go Luck Yourself: 40 Ways to Stack the Odds in Your 
Brand's Favour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Andy Nairn
原出版社：P206
图书页码：214
出版日期：2021

韩语版权售出！ Andy Nairn 是世界顶尖的品牌战略家。在
本书中，他吸收了建筑、动物学等诸多领域的优秀见解，反
思了自己与全球知名公司 30 来年的合作经验，阐述了一系
列发人深省的品牌战略。对于负责品牌建设的人士来说，这
些战略绝对是无价之宝。因为一趟狩猎之旅，VELCRO®（“维

讲好商业故事，优化商业沟通
The Tell-Tale Entrepreneur: A Guide to Storytelling in 
Business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Bernard Murphy
原出版社：Advantage Media Group （A03）
图书页码：176
出版日期：2021

人们期望的不是阐释，而是故事。在本书中，硅谷企业家、
科技博主 Bernard Murphy 直击要害，解释了为何很多优秀
的商业人士，尤其是科技和工程领域的商业人士，难以和客
户甚至是团队内部的人员进行有效沟通。在每一章中，作者
都会讲述一个真实的商业故事，而后说明商业人士应当如何

成功需要合作
Success Is A Team Sport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Stephanie Borgert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176
图书开本：19×25 cm
出版日期：2021-02

强大的自我组织能力是当今时代的座右铭。目前几乎所有公
司都在进行敏捷转型。尽管转型方法已得到充分理解，社会
体系中的基本合作原则却并不为人熟知。团队要想在日常合
作取得成功，必须在何为团队、社会体系如何运作、个体如
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团队也必须确定

那些关于肠道的小事
The Gut Stuff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Lisa and Alana Macfarlane
原出版社：P300
图书页码：176
图书开本：221×156 mm
出版日期：2021

英国销量超 10,000 册！ Alana 和 Lisa Macfarlane 在过去
的几年里采访了大量的肠道专家：科学家、学者、厨师和美
食家，以了解我们所吃的东西背后真正的独家新闻和科学。
我们现在知道肠道对我们的健康和福祉有多么重要，包括它
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及癌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
甚至心理健康等疾病的影响。从如何为肠道减压到酒精对肠
道的影响，肠道专家都给出了实用的建议，让你更健康。

烘焙新手指南
The First-Time Bread Baker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Emmanuel Hadjiandreou
原出版社：P144
图书页码：160
图书开本：235×190 mm
出版日期：2021-08

作者的第一部作品《如何做面包》被译为 18 种语言，在全
球售出超过 8.1 万册，于 2012 年被美食作家协会评为年度
最佳处女作！在本书中，他再次清晰讲解了一系列简单食谱，
帮助初学者掌握烘焙艺术。这本家庭烘焙入门指南介绍了烘
焙所需的器具设备，并阐述了面包的基本制作流程和背后原

足部修复
The Foot Fi×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YAMUNA ZAKE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192
图书开本：145×200 mm
出版日期：2021

捷克语、意大利语售出！本书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 4 周计
划，每天只需 15 分钟，读者就可以修复自己的双脚，掌握
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四周中的每一周都专注于脚部的不同部
位：脚跟、足弓、脚球和脚趾。每个部分都有练习帮读者巩
固。然后书中还会提供正念足部练习，以确保坏习惯不会再

为你的生活加点纤维吧
Fibre for Life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Dr Khosro Ezaz-Nikpay
原出版社：P300
图书页码：176
图书开本：221×156 mm
出版日期：2021

这本书介绍的是你饮食中最有价值的物质，它能显著改善你
的心脏健康，减少炎症，加强你的免疫系统，那就是纤维素。
为什么纤维素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它？
多少才算够？它和粗粮一样吗？它不会给我带来胀气吗？本
书提供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和更多的解答，并将激励你转变饮
食方式，让你自己、环境，甚至整个地球都变得更加健康美好。

清酒全解
Sake Confidential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John Gauntner
原出版社：Stone Bridge Press （A03）
图书页码：184
出版日期：2014

如今的清酒爱好者越来越了解清酒，也越来越敢于冒险，是
时候请一位真正的行家，带你深入品味这种复杂而又令人愉
快的日本饮品了。还有比“清酒男”、世界领先的非日籍清
酒教育家和传道士 John Gauntner 更好的导师吗？在本书
中，John 通过二十多篇洋洋洒洒的散文，从行家的角度揭
示了“清酒的真相”。从未有过任何书籍或网站像本书一样

女性盆底肌护理指南
Your Pelvic Floor：A Practical Guide to Solving Your Most 
Intimate Problems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Kim Vopni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192
图书开本：216×135 mm
出版日期：2021

这是业界第一本针对全体女性的盆底肌护理指南。盆底肌不
仅与怀孕、分娩紧密相关，它还会影响你的整体健康状况以
及生活质量，盆底肌指的是封闭骨盆底的肌肉群，它不仅支
撑着盆腔和腹腔器官，而且与排泄功能、性功能都具有密切

理。书里的美味食谱包括苏打面包，半发酵面包、三明治、蓬松皮塔饼、披萨面团、脆面包
棒、苹果肉桂面包、樱桃巧克力面包等等。

犯。本书还探讨了六种常见的足部问题，包括它们的出现原因、预防和缓解方法。 关系。本书简述了盆底肌功能失常的表现，并告诉你应当如何处理。

涵盖了这么多丰富实用的清酒知识，文风简洁又包罗万象，向读者介绍了清酒的特质，澄清
了人们对于清酒的误解和争议。

生

活

健

康

公司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增长模式。在本书中，作者通过转变金融品牌的营销战略，揭示了数
字化增长的秘密。本书围绕 12 个关键领域的重点，帮您获得清晰的战略蓝图。

可牢搭扣”）就此诞生；小美人鱼形象竟成为了亚马逊宣传活动的重要灵感；失去“幸运兔”
版权反而激励了迪士尼创作出米老鼠形象……

以故事引起客户兴趣，实现高效沟通。阅读本书，你将了解：哪些元素能让故事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哪些策略能强化故事的效力，等等。

如何处理冲突、如何做出决策以及敏捷语境中的领导力意味着什么，等等。更重要的是，对
这些问题的回复是动态的，答案可以在讨论中不断修订。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94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25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12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45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50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81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73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50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2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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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边园艺师
The Windowsill Gardener 50 Easy-to-grow Plants to 
Transform Your Home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Annie Davidson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176
图书开本：185×135 mm
出版日期：2021

已被译为 12 种语言热销全球！这本书将教你种植水果、蔬
菜、草药和室内花卉的基本知识，以及食物残渣再利用和减
少浪费的技巧。你知道吗，鳄梨种子竟能培育出漂亮的室内
植物？只需一英寸水就能让生菜再生？仅用插条就创造出一

大脑动力
Brain Power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Cat de Lange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216 × 135 mm
出版日期：2022-01

本书向大众读者全面介绍了最新的大脑知识，其中包括许多
业界翘楚的真知灼见。它聚焦于多个与大脑相关的重要领域，
包括饮食、睡眠、运动、大脑训练、情感等等。它不仅对影
响大脑功能的因素做了科学讲解，还提供了实用技巧和练习，
帮助读者调节压力、改善睡眠、增强记忆力、强健大脑以保
持健康习惯，让读者在进入老年后也能拥有一颗健康大脑。

睡眠之书——缓解失眠的 75 个妙招
The Book of Sleep: 75 Strategies to Relieve Insomnia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Dr. Nicole Moshfegh
原出版社：P179
图书页码：232
图书开本：12.45×17.78 cm
出版日期：2019

本书提供了几十种快速、简单和基于证据的策略，对于患有
失眠症的人来说，这些策略比睡眠药物更加有效和持久。基
于 CBT-I（失眠症的认知行为疗法），书中的技巧是由一位
专门从事失眠症治疗的临床心理学家开发的。找到你需要的
缓解方法，醒来后感觉真正恢复精力，让一夜好眠不再只是
一个梦。遵循本书中 75 种方法，让自己起床后活力四射！

每日十分钟，灵活你的身体
10-Minute Stretching: Simple Exercises to Build Flexibility 
into Your Daily Routine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Hilery Hutchinson
原出版社：P179
图书页码：280
出版日期：2021

本书包含 60 个单独的拉伸动作，适用于你的脖子、脚部以
及其他任何部位，详细的说明和信息丰富的图片为你提供了
将拉伸运动融入你的生活所需的一切。你还能了解如何为
日常生活、运动、甚至是伤病恢复制定简短的日常训练。
Hilery Hutchinson 是一位拥有 50 多项认证的健康专家。

解剖学普拉提
ANATOMY & PILATES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Carme Perelló Navarro
原出版社：P138
图书页码：160
图书开本：210 × 275 mm
出版日期：2021

清晰直观地介绍了 65 种以上的普拉提练习方法，以及每种
练习涉及的主要肌肉。包含一系列的热身运动，针对零经验
开始学习的人。为身体各部位提供最适合的练习方法。配有
照片以及详细的插图来辅助说明，显示了练习中每个动作肌
肉的运动情况。练习分为 4 个等级：普拉提入门、基础、中
级和高级。遵循这个顺序可以防止受伤。作者是西班牙健身
教练，非常擅长普拉提，并拥有理疗文凭。

培养成功孩子的八大秘方
8 Secrets to Raising Successful Kids: Nurturing Character, 
Respect, and a Winning Attitude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Dr. Kevin Leman
原出版社：P113
图书页码：256
出版日期：2021

在本书中，国际育儿专家 Kevin Leman 博士以其标志性的
幽默笔触分享了他的育儿智慧，阐述了八种切实有效的策略，
这些策略以品格、良好行为、尊重、纪律和求胜之心为基础。
让 Leman 博士教你如何：以目标为导向；以高期待换取高
成就；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尽可能减少摩擦，优化解决方
案；注重亲子关系。掌握了书中的育儿技巧，任何世代的孩
子都会在你的教育下变得出类拔萃。

3-6 岁儿童游戏学习探索
The Possibilities of Play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Dr. Jean Feldman & Carolyn Kisloski
原出版社：A03
图书页码：160
出版日期：2021-06

精心设计的学习中心会产生各种让小朋友们进行积极学习的
机会。 Jean 博士是数十本书和歌曲的作者，她和 Carolyn　
Kisloski 共同合作，为读者们带来了一系列实用的妙招和技
巧，可帮助提高学习中心里孩子的参与度，并激发孩子们学
习的热情，而且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坚持回到学习中心来。
游戏是孩子们进行学习的最好的方式。通过这本书，了解如

整体健康：32 堂生活指导课
Holistic Wealth: 32 Life Lessons to Help You Find Purpose, 
Prosperity, and Happiness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Keisha Blair
原出版社：Girl Friday Books（A03）
图书页码：261
图书开本：13.97×21.59cm
出版日期：2019

想象一下这样的生活：你很有经济头脑且生活独立，目标明
确，性格慷慨，也乐于鼓励他人。《整体健康》将指导你掌
握幸福生活的原则，在困难时刻更好地理解整体健康与心理
韧性。作者曾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我的丈夫在 34 岁

125 个幼儿脑力游戏
125 Brain Games for Toddlers and Twos, Revised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Jackie Silberg
原出版社：Gryphon House （A03）
图书页码：144
出版日期：2012

获最佳妈妈奖，国际育儿出版物奖！幼儿的大脑发育速度极
快。在这本修订后的新版本中，介绍了关于幼儿学习方法的
最新研究成果，帮助促进幼儿日常的大脑开发，每个游戏都
配有注释，详细阐明最新的脑科学研究，以及那项活动对于
12-36 个月的幼儿而言，如何促进了他们的大脑发展。该系
列还有《125 个宝宝大脑游戏》，针对刚出生到 12 个月大
的宝宝的脑部发育。

我不吃东西（意大利育儿系列）
I AM NOT EATING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Pamela Pace & Marta Bottiani
原出版社：P173
图书页码：112
图书开本：15×21 cm

配有可爱插图的意大利育儿系列，该系列有超过 20 多本书，
针对各种日常让父母烦恼的育儿问题，由心理学家等著。系
列图书包括《买哪个玩具好呢》、《我的孩子有视力障碍》、
《倾听父母》、《养成礼貌好习惯》、《每天五分钟！和孩
子一起快乐学习吧！》、《解读孩子的画作》、《新手妈妈
的最初几个月》、《SOS 妈妈》、《母亲的哭泣》、《儿子

个美味香草的窗台？你不需要一个复杂的工具箱来开始播种，只需要一铲热情和空置的容器。
当你的窗台绿意盎然时，你也将收获健康快乐。

时去世了，从中我获得了 40 多条生活经验”，在本书中，作者将这篇文章中分享过的心得
进行了延伸，介绍了帮助人们获得生活平衡、取得成功的全新策略。

家

教

育

儿

让我抓狂》、《当好新手妈妈》、《父母分开了，我怎么办》，等等。何帮助他们在学习中心蓬勃发展。适合早教从业者、幼儿园教师等。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83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84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07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29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46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66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10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02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6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7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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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新时代的青少年教育
Parenting the New Teen in the Age of Anxiety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John Duffy
原出版社：P212
图书页码：256
出版日期：2019

“学龄儿童”和“养育青少年”类别下排名第一的超级畅销
书！关于“新青少年”以及如何调整你的育儿方式。“青少
年育儿”策略现在开始得太晚了。孩子们在几乎不受限制的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背负着前所未有的学业、社
交和家庭压力；前所未有的青少年焦虑和抑郁；给青少年父
母的紧急建议。John Duffy 的育儿书是一本必备指南，他清
晰的阐释了青少年大脑暗暗发生的变化。Duffy 博士在育儿
方面有近 25 年的工作经验，是全国公认的专家。

新手父母关系护理指南（好妈妈系列）
What About Us?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Karen Kleiman/ 作， Molly McIntyre/ 绘
原出版社：Familius （A03）
图书页码：128
出版日期：2021-11

新生儿的需求最能考验夫妻感情 ! 睡眠不足、荷尔蒙变化、
抑郁和焦虑等等，有新生儿的生活让人感到疯狂。夫妻们往
往误认为这些是关系出了问题的迹象，但当他们坦诚沟通以
保障他们的关系时，他们可以共同承担起新父母的责任。由
畅销书《好妈妈的“坏”想法》背后的团队最新发布，本书
包括短文、漫画和快速日记提示，内容涉及紧张的新生儿阶
段，许多新父母面临的挣扎，以及需要的技能。

妈妈，你能行！
You Got This, Mama!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Liz Swenson
原出版社：Familius （A03）
图书页码：212
出版日期：2021

当好妈妈可不是件容易事——说轻松的都是在撒谎。将新生
儿带回家之后的头几个月（实际上，是十八年）都可能让你
手忙脚乱、疲惫不堪。妈妈们需要鼓励与灵感，也需要时不
时地大笑一场。《妈妈，你能行！》是新手妈妈的育儿指南。
书中引文均配有插图，信息图风趣幽默。此外，本书还提供
了许多鼓舞人心的点子，能让新手妈妈活力满满地过好每一
天。

育儿护照
YOUR PASSPORT TO PARENTING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Joanne Hollbrook
原出版社：A05
图书页码：230
图书开本：152 × 228 mm
出版日期：2021-3

做一个好家长的方法不止一种。《育儿护照》探讨了世界各
地的育儿理念，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故事和教训，展示了以价
值观为基础的育儿方式如何帮助您和您的孩子之间建立有意
义的联系，同时教会他们成为善良、有安全意识和富有同情
心的人。·在澳大利亚，你将听一位原住民妇女分享她的文化，
并通过故事向孩子传授道德观念。在斐济，你将听斐济人如
何教导他们的孩子首先关心他人，然后关心自己。

野蛮生长
Grow Wild: The Whole-child, Whole-family, Nature-rich 
Guide to Moving More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Katy Bowman
原出版社：A04
图书页码：304
出版日期：2021

生物力学家和畅销书作家 KatyBowman 推出了令人期待的
指南，让从婴儿到学龄前儿童以及他们的家人一起在户外多
活动。我们的孩子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少动，孩子们
的室内时间和电子产品使用时间急剧增加。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已经用技术的方便换取了我们身体、心理和环境健康所

米其林三星主厨的逐梦之路
Stars In Your Eyes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Jan Hartwig & Sabine Steinbeck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240
出版日期：2021-10

米其林三星级主厨 Jan Hartwig的14个原则助你梦想成真！
如何获得激情与灵感？如何培养专注力，实现个人发展？如
何忠于自我，战胜失败？书中主厨的精彩人生经历会给予你
答案。两位作者将以 14 章篇幅，向你传授在个人与职业生
活中实现自我提升的工具与方法。本书不仅讲述了一个鼓舞
人心的成功故事，也提炼出了大量的学习要点，提供了具体
的指导建议，而且在练习部分设有自我引导、自我反思环节。

勇于过你所爱的生活
The Courage to Live the Life You Love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Peter Holzer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256
出版日期：2021-09

作者认为，我们中的许多人缺乏“领导”自己生活的信念和
技能，而这种领导力只能来源于我们的内心。在本书中，作
者将向读者说明如何解决个人领导力危机。他建议我们以一
种真正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生活，作者
将引导我们学着对日常工作负责，同时也对我们生活的总体
轨迹负责，而要做到这些，便需要有明确的价值观，值得奋
斗的目标和正确的心态。

爸爸为什么总是那么悲伤？
Why Does Daddy Always Look So Sad?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Jude Morrow
原出版社：A04
图书页码：213
出版日期：2020

在身患自闭症的成长过程中，Jude Morrow 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和边缘化，但他还是成功地——虽然并非没有困难——完
成了大学学业，并成功地进入了职业生涯，最终成为了人父。
患有自闭症的人很难理解周围的世界，也很难找到自己的声
音，但在这本尖锐而诚实的回忆录中，Jude 不顾一切地用
他找到的声音打破了围绕自闭症的误解和社会信念，为所有
患有自闭症的人以及照顾自闭症患者的人带来了希望。

成功非侥幸
Success is Not a Fluke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Alon Ulman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336
图书开本：216×135 mm
出版日期：2021

葡萄牙语版权已售！以色列版销量超 10 万册！连续 83 周
雄踞以色列畅销书榜单！成功并非侥幸，它的背后有规律可
循，而且可以轻松掌握。想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只需六个
简单的步骤：1. 设立有价值的目标；2. 转变思维；3. 迈出
第一步； 4. 制定行动计划；5. 勇往直前，不妥协；6. 进入
一个能鞭策自己的环境。掌握了这六步，所有人都能让自己
的生活发生质变，而且质变程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思维革命
The Mental Revolution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Steffen Kirchner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232
图书开本：225×148 mm
出版日期：2021

失败回避者有失败者的心态，他们希望害怕的事情都很快过
去。寻求成功的人有一种成功的心态。他们能迅速改变自己，
迅速适应全球化、数字化、技术化或气候变化等新环境。这
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大趋势将从根本上永久性
地改变我们的合作方式。本书将教你改变你的思维与心态，

依赖的运动丰富的环境。《野蛮生长》是广大读者与孩子相处的必备读物。人类生活在很多
地方，无论你生活在哪里，都有无数的运动机会，你只需要知道如何发现它们。

心

理

自

助

帮助你改变看似无法改变的环境。如此一来，你便可以重新展开思索，塑造一个成功的未来。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62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55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82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10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00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46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8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00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73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4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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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度过危机
The Little Guide to Surviving a Crisis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Marco von Münchhausen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180×125 mm
出版日期：2020

每场危机都会带来黄金机遇，给予你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
只有勇敢、内心稳定、善于自省的人才能抓住这些机遇。如
果我们愿意迎接挑战，改变思维模式，我们就能获得许多职
业和个人成长机会。在本书中，作者将向你分享正确的危机
应对策略、工具、清单，告诉你如何在平安度过危机的同时
抓住机遇提升自我。随着危机逐步平息，本书将带领你走向
一个由你决定的崭新世界。

女性自爱手册
Self-Love Workbook for Women: Release Self-Doubt, Build 
Self-Compassion, and Embrace Who You Are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Megan Logan
原出版社：P179
图书页码：174
出版日期：2020

美国亚马逊 4.7 分好评如潮！销量火爆，当前居于畅销榜第
30 位！多类别排行第一！ 女性若想充分实现自我潜能，拥
抱、爱护自我是很重要的一步。这本手册将为女性赋能，指
引她们关注自己的情绪状态，提升自我关怀意识，做出积极
改变。它温情满满，肯定女性的力量与价值，鼓励她们培养
积极心态，能帮助她们获得强大的自尊感和幸福感。

通往幸福的八种方法
8 Ways to Happiness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Dr. Marissa
原出版社：Morgan James （A03）
图书页码：204
图书开本：216×140mm
出版日期：2018

《通往幸福的八种方法》是为那些停下脚步问问自己“我幸
福吗 ?”或“我为什么不幸福 ?”的人而作，为那些不愿意
花上 10 年时间接受治疗的人而作，为那些服用有副作用药
物结果让他们感觉越来越差的人而作。全书共有 8 章，主
要关注人们经常陷入的孤独、失落、憎恨、羞耻、心碎等困

关系的实质
RELATIONSHIP ESSENTIALS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 Lauren Reitsema & Joneen Mackenzie
原出版社：P13
图书页码：272
出版日期：2021-09

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会用节日庆祝最重要的关系——母亲
节、父亲节、情人节等等。但为什么我们总是把这些关系搞
砸呢？在这个全球不断联通的时代，为什么有比从前更多的
人在忍受孤独和隔绝之苦？大多数人在学校学习阅读、写作
和数学，而学习与他人建立联系是通过在家庭观摩。这种观
摩有时很好，有时不太好，尤其是如果我们目睹了婚姻破裂、
几代人之间的争斗，或者虐待。这可能会导致一生的试错。

恋爱上瘾戒断手册
The Love Addiction Workbook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Dr. Howard C. Samuels
原出版社：P179
图书页码：186
出版日期：2021-07

恋爱上瘾是一种在浪漫关系中的强迫行为，它会严重破坏你
的幸福和与他人的关系——但你可以重新建立健康的关系。
这本手册充满了富有同情心的建议和见解，帮助你了解恋爱
上瘾的循环是如何运作的，并开始打破阻碍你恢复健康的习
惯。在心理学家的指导下，你将评估过去的关系，找出挣扎
的根源，探索行之有效的技巧，建立应有的健康、有益、持
久的人际关系。Howard C. Samuels 博士是持证治疗师，获
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做出更好的选择：最佳决策框架
Choose Better: The Optimal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Timothy Yen
原出版社：A03
图书页码：252
出版日期：2021

你是否曾遇到过让你不知所措的挑战或决定，根本不知道
从何下手？本书为解决难题提供了系统性办法，由 Timothy 
Yen 博士设的一系列的问题将引导你逐步走出优柔寡决的状
态，开始充满活力和自信的行动。认清自己最深层的动机，
阐明自己的价值观，了解他人的需求，克服任何阻力，即使
在最大的逆境下也能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不要再把你的幸
福交由命运决定。在工作和家庭中改善人际关系，同时保持
真实的自我。

重塑思维：真正改变认知的突破性计划
Redesign Your Mind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Eric Maisel & Lee Jampolsky
原出版社：P212
图书页码：288
出版日期：2021-09

通过简单的可视化练习，体验完整的心理健康和认知改变计
划。Eric Maisel 博士通过技巧引导，不仅改变你的想法，
而且改变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思想是由你重新设计，重新构
筑和创造的结果！从马库斯·奥雷利乌斯到佛陀，“你的思
维塑造了你”的想法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如今这一古老的
信息是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和 CBT 技术传递的。

坚定信念去谈判：以强大信心与生活中的冲突谈判
Resolve: Negotiating Life's Conflicts with Greater 
Confidence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Hal Movius
原出版社：Wonderwell （A03）
图书页码：224
出版日期：2017

你是否会为了停止冲突而屈服于他人的要求？你是否在工作
中谈判时感到焦虑，尽管读过书也接受过培训？您是否渴望
解决旧的家庭冲突，但很难将它们推向富有成效的方向？研
究表明，人际冲突是我们每天面临的最大压力源，我们大多
数人一生都在避免工作和家庭中的潜在冲突，或者在感到压

自我激励
Self-Motivation: Three Good Reasons and a Few Strategies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Angelica Moè
原出版社：IM
图书页码：160
出版日期：2021

原初动力总是时不时地消耗殆尽，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激
励自己是件劳心劳力的事，有时候我们并不愿意去做，也忽
视了那些让我们怠工、犹豫甚至崩溃的泄气因素。本书介绍
了进行激励的每个步骤，干劲十足的好处，以及如何应对激
励自己、激励他人、说服自己时常会遇到的困难。书中还有
很多练习，帮助读者明确实行激励的步骤，从而一步步认识
到、重新发现并增强自己或他人的决心。

停止讨好别人
Stop People Pleasing: How to Start Saying No, Set Healthy 
Boundaries, and Express Yourself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Chase Hill
图书页码：170
出版日期：2020

在体贴他人和委屈自己之间有一条细微界限。在不知不觉中，
你可能就会形成讨好他人的性格。也许，你已经过惯了这样
的生活，认为自己应该默不吭声，并且要对他人的感受负责；
也许，比起活出真我，你觉得避免麻烦更重要。即便你似乎
已经完全被这些习惯掌控，你仍可以采取行动，创造一个崭
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的一言一行都充满自信。在本

境，作者贝念凤出身著名建筑学家贝聿铭家族，父亲是贝聿铭的堂兄。她本人是著名媒体人，
CNBC NBC 联合脱口秀获奖主持人。

力时做出让步。在本书中，心理学家和谈判专家 Hal Movius 展示了如何通过培养三种不同
类型的自信来更有效轻松地处理生活中的谈判问题。

书中，Chase Hill 会向你传授极有助益的方法。你可以改变自己。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45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96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8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6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59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38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91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38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0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6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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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愤怒，回归宁静
From Triggered to Tranquil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Susan Campbell
原出版社：P13
图书页码：272
出版日期：2021-08

不论是在家里、在工作中还是在购物时，我们都经历过从心
情良好到失去控制这一变化。我们心里的某些东西一旦发生
了变化，我们立刻会感到受伤、生气，变得低落、冷漠。畅
销书作家和治疗家 Susan Campbell 认为，在这个时刻我们
是被激怒了的。在本书中，Campbell 博士说明了评论、声
音语调、面部表情以及其他人际交往细节会如何触发过往创

放手：放松自己，寻找真实的自我
Letting Go of Nothing：Relax Your Mind and Discover the 
Wonder of Your True Nature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Peter Russell
原出版社：P13
图书页码：144
出版日期：2021-08

在这本新颖、坦率、易懂的指南中，彼得·罗素让读者看到，
我们所执着的东西通常是抽象的，它们不像当下我们所面临
的具体问题，而是思想、感觉、解释、信念或期望。这些都
是“虚无”; 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我们可以通过改
变想法这一简单步骤来剥夺这些虚无之物的力量，让它们消

摆脱孤独：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健康心理指南
Navigating Loneliness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Cheryl Rickman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176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1

《健康心理指南》系列目前有 4 册，分别探讨了睡眠困扰、
孤独、压力和恐慌症，每册由各领域专家撰写。适合快速阅
读，内容短小精悍，从了解问题到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帮
助读者学会关爱自己、保持心理健康。孤独像一场肆虐的流
行病，但你不必保持孤独。通过可行的策略，你会懂得如何
维护现有的关系，交到新的朋友，并慢慢改变对群体和归属
感的看法。

心理学小书
The Little Book of Psychology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Emily Ralls & Caroline Riggs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14.8×10.6cm
出版日期：2019

国亚马逊 1500 条评论，4.6 星盛赞好评！纸质版在英国亚
马逊“心理学历史与哲学”类别位列第一！这本入门级图书
涉及的内容有：为心理学理念及现代心理学诞生做出贡献的
早期思想家；世界闻名且一般都饱受争议的心理学实验，以
及这些实验造成的影影响；关于记忆、语言、遵从、推理和

心理牙线：好奇的读者
Mental Floss: The Curious Reader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Erin McCarthy
原出版社：P57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190×240 mm
出版日期：2021

这本送给书迷的终极礼物收集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
这些故事都与文学杰作有关，比如《1984》、《沙丘》、《乔
凡尼的房间》等等。阅读本书，了解乔治·奥威尔在写《1984》
时体验到的濒死经历、迷幻蘑菇对《沙丘》的影响、哪些著
名作家憎恶《傲慢与偏见》等等。本书还收录了过去 20 年
里最受欢迎的书籍评论文章，由《心理牙线》杂志的编辑收
集和策划。

微型街头艺术
STREET ART XXS 50 international masters of miniature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Edith Pauly
原出版社：P203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210×230 mm
出版日期：2021

多年来，巨型壁画一直是世界各地城市和节日的固定展品，
而如今，无论是海报、马赛克、模板还是雕塑和装置，微型
作品在街头艺术的各个门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并且涵
盖了每一个艺术范畴。这些作品风格有趣幽默且激进，又带
有一些神秘感。本书挑选了 50 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们，
他们选择创作微型作品，不仅仅是因为简单，更是因为这给
予了他们极大的表达自由。

侏罗纪公园：终极视觉历史
JURASSIC PARK: THE ULTIMATE VISUAL HISTORY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James Mottram
原出版社：P57
图书页码：276
出版日期：2021-10

本书是迄今为止讲述侏罗纪公园三部曲最全面的一本，开篇
就深入讲述了斯皮尔伯格原创电影的制作过程，包括罕见的、
从未见过的图像和对关键创意人员的独家采访。紧接着读者
将通过前所未有的方式了解电影背后的创作过程，挖掘从《失
落的世界 : 侏罗纪公园》到《侏罗纪公园 3》三部曲的完整
历史。粉丝们还将看到有关这一传奇作品的更广阔世界，包
括电子游戏、玩具、漫画等等。

谈论艺术
Talk  Art :  Everyth ing  you  wanted  to  know about 
contemporary art but were afraid to ask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Russell Tovey, Robert Diament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224
出版日期：2021

韩语版权售出！本书脱胎于 Talk Art，该播客在英美已成为
了必听的文化播客，现在已经有 150 万的下载量。本书将给
予你进入艺术世界的钥匙，带你充分享受当代艺术盛宴。凭
借精美图片、详实内容和引人入胜的叙述，本书将成为艺术
爱好者反复阅读的佳作。人物访谈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受
访人物包括乔丹·卡斯蒂尔、杰里·萨尔茨、埃尔顿·约翰、格
雷森·佩里等等。

他们的文字：80 位作家和艺术家的日记，别样视角观察人生
PRIVATE JOURNALS: THE WORDS OF LIFE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Sophie Pujas, Nicolas Malais
原出版社：P203
图书页码：340
图书开本：200 × 285 mm
出版日期：2021-09

80 篇作家和艺术家的日记摘录，探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
内心和灵魂。本杰明·康斯坦丁无法割舍一段感情，玛丽·居
里向一生的爱人告别，乔治·奥威尔在自己的花园里耕耘，
维克多·克伦佩尔见证了纳粹的暴行，西尔维亚·普拉斯讲述
了她对泰德·休斯的一见钟情 ...... 在本书中，这些日记以神
奇而动人的方式在我们眼前重生，让我们与伟大的作家和艺
术家亲密接触。

世界上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剧院
Amazing Theatres of the World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原出版社：P64
图书页码：224
出版日期：2021

配有超过 190 张插图，《世界上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剧院》
囊括了 150 多个最令人惊叹的剧院和歌剧院。本书章节按照
大洲组织框架，以美洲地区、非洲、亚洲、欧洲和澳大拉西
亚的剧院和歌剧院，以及任何表演艺术的场所为主要内容，
《世界上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剧院》包括了现代杰作和古代
遗迹，艺术装饰爱好和巴洛克经典，吸纳了几个世纪的剧院
建筑。建筑的内外部皆被仔细探究，当然也包括了试衣间的
幕后镜头和演出的技巧。

失。罗素运用简单的方法帮助人们“放手”，即接受、了解、认可，甚至成为我们想要逃避
之东西的朋友。这种矛盾的做法会使内心平静，产生新鲜的见解和智慧。

情感，心理学能教会我们什么，等等。有了这些知识，我们才能理解这门研究心理与行为的
学科如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的思维方式。

人

文

艺

术

伤留下的深刻记忆。了解这一状况，我们便可以缓解自己的沮丧情绪，治愈自己的童年伤痛，
化解与他人的分歧，恢复与他人的关系。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53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16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57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24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39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72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83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2250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59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8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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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饰北斋《万物绘本大全》插画集
Hokusai: The Great Picture Book of Everything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Timothy Clark
原出版社：P55
图书页码：176
图书开本：210 × 222 mm
出版日期：2021-09

葛饰北斋（1760-1849）是日本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在他
七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创作了近 3000 幅印刷制品，为超过
200 本书籍绘制插画，留有上千幅涂绘作品。此次精心挑选
的 103幅插画是他给未出版的《万物绘本大全》创作的作品。
本书将带领读者重新全面认识葛饰北斋的重要人生阶段，读

包豪斯（漫画艺术运动）
Bauhaus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Valentina Grande
原出版社：P173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17×24 cm
出版日期：2021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
斯在德国魏玛创立了包豪斯学院。这所学校的主要理念是打
破既定的学习模式。因此，从绘画到陶艺，从建筑到编织，
这里的课程与其他学校相比截然不同。这本漫画小说有三个
章节，根据学校的地理位置和相关阶段划分了学校的历史 :
魏玛阶段，德绍阶段，柏林阶段。故事从学校本身出发，通
过描述重要事件，带我们体会包豪斯的历史。

达·芬奇《貂皮贵妇》：艺术与自然间的动物故事
LEONARDO’S ERMINE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Martina Corgnati, Ananda Banerjee
原出版社：Nomos Edizioni
图书页码：200
图书开本：15×22 cm

从皮耶罗·迪·科西莫忠实描绘的长颈鹿到阿尔布雷特·丢勒的
犀牛；从乔托在斯克罗维尼教堂一角画的狮子，到莱昂纳
多·达·芬奇的同名《貂皮贵妇》，我们可以看出：奇异的动
物栖息在艺术史上的杰作中，被它们的象征意义所掩盖，通
常被编入中世纪动物寓言中的道德含义，往往隐藏着惊人的
故事。该选集简要追溯了从古代晚期到 20 世纪的艺术史，
着眼于完全不同的环境和问题，包括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
这种关系是如何随时代变迁的。

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时尚指南
A Victorian Lady's Guide to Fashion and Beauty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Mimi Matthews
原出版社：P47
图书页码：152
图书开本：15.24×22.86 cm
出版日期：2018-9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士在公园散步时穿什么？要去剧院的夜晚
该怎么做发型？她可能用过什么产品来缓解晒伤或治疗难看
的瑕疵？密密·马修斯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带读者踏上了维
多利亚时尚和美容历史之旅。在维多利亚时代，女装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领口上升，腰围下降，哥特式的严肃被荷叶边、

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漫画艺术家系列）
HOKUSAI Discovering Japan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Francesco Matteuzzi & Giuseppe Latanza
原出版社：P173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165×240mm
出版日期：2021

献给永垂不朽的伟大艺术家！这是一部关于艺术家生活的视
觉文学，介绍对日本文化传统，既有插图也有文字描述。葛
饰北斋能让你看到最真实的日本。他对富士山最具标志性的
描绘，对自然和动物最富有诗意的视角，他笔下的樱桃树，
被白雪覆盖的枝条，美丽的艺妓和可怕的武士，龙，怪物和
神话中的生物，当我们想到日本时，在脑海中浮现的都是葛
饰北斋的作品。

一天一树
A Tree A Day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Amy-Jane Beer
原出版社：P300
图书页码：368
图书开本：221×156 mm
出版日期：2021-09

365 棵树，配有精美插图，让您每天都可以随意翻阅！本书
将树木民间传说、植物学、树木用途、树木美学和历史娓娓
道来，会让您完全沉浸在树木的世界里。作者是《卫报》的
自然专栏作家。无论是亚洲的橡胶树，还是加州的巨型红杉，
抑或是澳大利亚的桉树，她都有所涉猎。 本书将帮助你理
解叶脉是如何工作的，斯里兰卡的菩提树的神圣力量以及如
何阅读年轮。自然爱好者和树木爱好者的必备佳作！

世界史时间轴
Timeline of World History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Matt Baker & John Andrews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80
出版日期：2020

美国亚马逊 4.8 分超高好评！“历史研究参考类”、“调查
参考类”、“历史百科类”均跻身前 20！本书内容独特新颖，
集合了众多优质图文参考资料，这些图表把世界上的王国、
帝国、文明放到一起进行对比。本书用一张巨大的挂图展现
了世界历史时间线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还有四个折页图
表分别展现了美洲、欧洲、亚洲和太平洋、非洲与中东的历史。
书中用各种地图、图表和图片，捕捉到了世界历史的精髓。

面具
Masks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Patrizia Foglia
原出版社：Nomos Edizioni
图书页码：272
图书开本：240×280mm
出版日期：2021-11

本书是一册面具图像学专著。从假面戏剧脸谱一直到 20 世
纪初的广告图像，本书系统梳理了面具图案长达 300 年的发
展历史。书中收录 300 余幅插图，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意大利
主要城市、地区的人民在当地文化传统中使用的面具。除了
形形色色的脸谱，本书对布景、广场、面具庆典以及狂欢节
的热闹景象做了详尽描述。书中涉及的主题将引发读者的一
系列思考：假面戏剧与狂欢节是否存在关联？

虚假的历史
Fake History: From Mozart's Murder to Cleopatra's Asp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Graeme Donald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1-05-13

本书揭露了一些广为流传的基础史实错误以及具有误导性的
历史陈述，读来颇具趣味。这些历史谎言触碰的并非微不足
道的历史尘埃，而是我们在课堂上会遇到的关键历史人事。
对于埃及艳后、马可·波罗等人，我们几乎都能讲出一两条
相关史实。但本书告诉我们，如果细细审视，我们会发现“历
史真相”之下暗流汹涌。历史记录者自有立场诉求，这会对
史实的选择取舍产生巨大影响。

撒谎的时钟
The Clocks Are Telling Lies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Scott Alan Johnston
原出版社：P125
图书页码：304
出版日期：2022-01

19 世纪之前，所有的时间都是当地时间。无论是步行还是
骑马，速度都不可能快得足以去留意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
镇中午是早几分钟还是晚几分钟。然而，铁路和电报的发明
创造了一个互联的新世界，突然之间城市之间的时差变得重
要起来。《撒谎的时钟》探索了我们为什么要以现在的方式
判断时间，表明了协调一个新的全球时间系统并不容易。

者可以了解到他在此阶段的活动轨迹、生活以及作品。其中每一幅作品都洋溢着葛饰北斋天
马行空的幻想、蓬勃的创造力和纯熟的技巧。

褶边和丰富的饰边取代。袖子鼓胀起来，裙子鼓起来了。衬裙变成了紧身胸衣，将女性的腰
部收紧。随着时尚的发展，女士护发和化妆品的趋势也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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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制胜的关键
Logistics: The Key to Victory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Jeremy Black
原出版社：P47
图书页码：248
出版日期：2021

所有的指挥官都知道一支陆军（或海军）不能在没有补给的
情况下作战，然而战争研究的大多数方面都强调战略、战术、
武器和指挥。这本书将后勤作为一项重大课题，置于全球及
历史上冲突的中心，填补了战争研究的空白。本书聚焦于重
要的冲突、发展和概念，阐释了随着技术变化但根本问题仍
然存在的情况下，后勤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书中是世界后勤
历史的一本实实在在的汇编，文本详细全面而不失简明。

133 件珍藏物品讲述世界历史
Relic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Told in 133 Objects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原出版社：P57
图书页码：304
出版日期：2021-10

本书以“迷你博物馆”项目为基础，该项目致力于在世界各
地搜寻奇异的古物碎片，并将其置入透明袖珍标本盒中。书
中展现了“迷你博物馆”制作的 133 件遗物标本。每一件遗
物都以精美照片展示，并附有历史数据、趣味知识以及幕后
故事，例如项目团队是如何发现大量三角龙头骨、一大块柏
林墙、乔布斯的标志性高领毛衣、航天飞机上的地砖等物件
的。此外，配文还会详细讲述这些遗物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三个德国
THREE GERMANIES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Michael Gehler
原出版社：P183
图书页码：392
图书开本：234×156 mm
出版日期：2021

回顾德国国家重塑之路，以往鉴来。1945 年德意志第三帝
国被击败后，德国几经动乱，国家经历了多次重塑。在这部
宏大的作品中，Michael Gehler 探究了德国自雅尔塔会议以
来走过的政治道路，在冷战、欧洲一体化、国际关系的背景
下考察了德国经历的三个国家阶段。书中立场不偏不倚，展

东部战线的生与死
Life and Death on the Eastern Front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Anthony Tucker-Jones & Ian Stewart Spring
原出版社：P47
图书页码：288
出版日期：2022-03

PIXPAST 档案收集有于 1936 年至 1946 年间拍摄的三万两
千多张原始彩色照片，本书中记录东部战线生与死的震撼图
片就来自于 PIXPAST 档案室。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按照主
题组织排布，开篇便是地面战争的图片，包括希特勒入侵苏
联、坦克、车辆、武器以及交战双方的步兵部队。而空中战
争的图片则描绘了飞行中和地面上的飞机、轰炸机、战斗机、
纳粹德国空军士兵以及战斗造成的破坏。

狙击手之声
Voices of Snipers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John Walter
原出版社：P47
图书页码：224
出版日期：2022-03

本书独特之处在于所涉及内容来自目击者描述，结合了五十
多名狙击手的回忆，追踪他们从征兵开始的旅程，通过训练、
战斗再到牺牲，来揭示一种惊人的经验共性，这种共性甚至
跨越了国籍。本书在探索狙击手的性格和心理的同时，揭示
了狙击的胜利和残忍，剖析了准确射击的经验。书后附有俄
罗斯狙击手罗扎·沙尼娜完整的日记，让我们难得地了解了
在前线既是狙击手又是女人的生活状态。

财富囤积者
The Wealth Hoarders: How Billionaires Pay Millions to Hide 
Trillions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Chuck Collins
原出版社：P54
图书页码：240
出版日期：2021

西班牙语版权售出！几十年来，税务律师、会计师和财富经
理组成的秘密军队逐渐发展壮大，“财产守护”这一灰色产
业逐渐成熟。这些“不平等代理人”的酬劳高达几百万，他
们受雇协助最富有的那 0.01% 隐藏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
在本书中，不平等问题专家 Chuck Collins 采访了圈内主要

革命性数学：人工智能、统计与资本主义逻辑
Revolutionary Mathema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atistics,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ism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Justin Joque
原出版社：P146
图书页码：208
出版日期：2022-01

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版权已售！本书追溯了统计学和概率方
面的革命，这些革命悄然推动了机器学习、大数据和决定了
我们生活许多方面的预测算法的爆炸式增长。通过探索 20
世纪后期对概率哲学理解的转变，作者展示了这不仅是技术
变革，而且是知识生产和价值提取的整体哲学变革。对于那

西西里：一段地中海历史
The Invention of Sicily：A Mediterranean History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Jamie Mackay
原出版社：P146
图书页码：336
出版日期：2021-7

经过几千年的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罗马人、哥特人与拜占庭
人、阿拉伯人与诺曼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争夺，
西西里成为一个独特的大熔炉，多种传统融合在一起，产生
了独特的遗产和独特的文化。作者兼记者杰米·麦凯带领我
们穿越这个最难以捉摸的地方。从它在希腊和罗马神话发展
中的关键地位，到阿拉伯和诺曼入侵的美丽遗迹，再到土匪
的崛起和科萨·诺斯特拉，西西里的发明描绘了西西里迷人
的文化和历史。

技能鸿沟
The Great Skills Gap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Jason Wingard & Christine Farrugia
原出版社：P110
图书页码：312
出版日期：2021-06

自动化和数字技术的强大融合力量正在改变工作世界，以及
我们培养当前和未来员工为公司效力的方式。《技能鸿沟》
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而展开：数字时代技术创新爆炸式的覆盖
范围和速度正在迅速改变工作的基本性质。由于这些发展，
雇主要求人才所拥有的技能和准备工作正在发生变化。在竞
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加速的演变和颠覆要求员工不仅要精
通技术，还要具备异常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的行动能力，
并能迅速学习新技能。

燃烧的星球：环境崩溃时代的宣言
Planet on Fire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Mathew Lawrence & Laurie Laybourn Langton
原出版社：P146
图书页码：288
出版日期：2021

在这个时代，气候危机在全球各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毁灭性
影响，政治现状已无法应对。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替代方案来
实现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快速转型。本书是一份紧急宣言，要
求人们对全球经济进行根本性重塑。它为民主和可持续发展
的未来设定了清晰可行的路线图。作者认为，仅仅用金钱来
摆脱危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迅速重塑经济，从而创造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为所有人营造一个健康繁荣的环境。

社

科

学

术

些想要理解潜在的意识形态和哲学变革的人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阅读材料。

现了三个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如今的德国）建立政府、稳定国家
的历程，是对时代做出的珍贵评价。

人物，并对这个行业如何竭力创造、巩固财富与权力的世袭王朝做了独家内幕报道。他揭露
了这些“不平等代理人”的内部运作……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89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40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55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85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857.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469.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81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849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79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5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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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太空探索史
Space Forces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Fred Scharmen
原出版社：P146
图书页码：272
出版日期：2021-11

对某些人来说，太空是人类在地球之外追求完美的地方；对
另一些人而言，这是一项结合了太空竞赛、冷战和二战期间
破坏性地缘政治的工程任务。如今，市场已经进入了外太空，
而太空探索是科技领域超级富豪们的玩物，他们计划将这些
矿产财富私有化。其他世界真的可能存在吗 ? 本书将数据与
观点结合，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展示了我们与外太空的关
系，揭示了当前的掠夺性资本主义和殖民的危险。

无限的希望
Infinitely Full of Hope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Tom Whyman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216
图书开本：197×130 mm
出版日期：2021-04

现在，我们的世界非常糟糕：纵观历史，我们似乎只是从一
场灾难闯入另一场灾难。本书以一种平易近人、引人入胜的
方式，对现今世界展开深入观察，试图分析英美出生率下降
的原因，并对气候灾害、资本主义崩溃以及人们对世界的焦
虑进行了深刻探讨。它将回忆录与哲学相结合，一方面对父
亲身份展开反思，一方面对我们如何在一个愈发失衡可怕的
世界中保持希望展开了探讨。

世界体育史
Games People Played: A Global History of Sport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Wray Vamplew
原出版社：P183
图书页码：456
图书开本：234 × 156 mm
出版日期：2021-08-16

本书是第一部讲解世界体育史的著作。它回顾了体育运动在
全球的发展和传播，同时也对诸多相关话题展开深入思考，
其中包括：情感、歧视与欢腾；政治、民族主义与抗议；让
体育活动变成巨大消费产业的经济因素。书中既展示了体育
运动的积极影响——促进人际交往、改善身心健康、推进慈
善事业；也披露了其阴暗面——环境破坏、兴奋剂问题、操
纵比赛的黑幕。

亚马逊时代的小说
Everything and Less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Mark McGurl
原出版社：P146
图书页码：320
出版日期：2021-09

本书着眼于长篇小说历史，将亨利·詹姆斯和 E·L·詹姆斯联
系在一起，将福克纳、海明威和当代浪漫小说、科幻小说、
幻想小说作家串联起来。此外，该书还剖析了几部自费出版
的作品，将其从籍籍无名的阴影中拯救出来。在亚马逊时代，
通俗文学作品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一方面，这表明现今文学
创作变得更加大众民主；另一方面，这也让人担忧，当文学
创作的文化变成一种企业营销的文化，会有哪些问题？

破碎之梦——中年危机不为人知的历史
BROKEN DREAMS: An Intimate History of the Midlife Crisis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Mark Jackson
原出版社：P183
图书页码：336
图书开本：234×156 mm
出版日期：2021

中年危机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老生常谈。自 20 世纪中期，
这个词就被用来指称中年男性的不忠、对个人成就的幻灭、
分居离婚引发的痛苦悲伤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中年男女开始
重新评估他们的愿望和梦想，寻求新的身份形式和自我满足
的途径。本书取材于丰富的文学、医学、媒体和电影资源，
以及个人报道，探讨了寿命延长、家庭结构变化、工作模式
转变和个人主义兴起是如何引发中年危机的。

自闭症智力
Autistic Intelligence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Douglas W. Maynard 等
原出版社：P101
图书页码：280
出版日期：2021

随着自闭症诊断日益普遍，我们越来越迫切地想要了解它。
无论是将责任毫无根据地归咎于疫苗接种，还是寻找基因
原因，美国人一直在努力理解自闭症是什么以及从何而
来。在《自闭症智力》一书中，道格拉斯·梅纳德和 Jason 
Turowetz 关注自闭症的另一个不一样的起源：诊断过程。
通过观察自闭症的诊断过程，两位作者让我们质疑用来衡量
自闭症行为的标准，为什么我们把自闭症行为理解为紊乱，
以及我们如何将这种紊乱对应特定的人。

悲伤几何：关于数学、失落与生命的思考
Geometry of Grief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MICHAEL FRAME
原出版社：P101
图书页码：200
出版日期：2021

我们都知道顿悟带来的兴奋感——突然理解的兴奋感。但伴
随这种兴奋的是一种失落感：顿悟的时刻永远不会重复。在
《悲伤几何》一书中，数学家 Michael Frame 利用职业生
涯的洞察，包括他与分形几何学先驱曼德尔勃罗特的共事，
以及他那让复杂事务变得容易理解的天赋，探讨了这种理解
和失去之间的关系。Frame 将悲伤作为对环境不可逆转的

呼吸的故事
BREATHING: An Inspired History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Edgar Williams
原出版社：P183
图书页码：256
出版日期：2021

古人认为，呼吸有助于陶冶性灵；如今，它已成为瑜伽等许
多冥想活动的核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医生、科学家和工程
师逐渐获知了复杂呼吸机制的全貌，发明出了“铁肺”、现
代呼吸机等先进呼吸辅助设备。我们都希望呼吸到干净空气，
但随着空气污染加剧，这一期望渐渐变得难以实现。现在，
像新冠肺炎这样的空气传播疾病正给全球带来灾难。这是呼
吸的故事，也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故事。

发掘费米的地球物理学
Unearthing Fermi's Geophysics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GINO C. SEGRÈ and JOHN D. STACK
原出版社：P101
图书页码：208
出版日期：2021-12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恩里科·费米（1901-54）为人熟知是
因其在实验粒子物理、量子理论和统计力学方面的工作、对
曼哈顿计划的贡献，还有他的特殊才能，即把复杂问题凝练
为类似事物用各种科学学科理解和测试理论。《发掘费米的
地球物理学》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这位杰出思想家两
个尚未展现的方面 : 费米作为教师的贡献和对地球物理学领
域的贡献。

切花历史
Strange Bright Blooms: The History of Cut Flowers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Randy Malamud
原出版社：P183
图书页码：352
图书开本：250×190 mm
出版日期：2021

花所呈现的自然之美无与伦比，它们让我们的家、聚会和仪
式变得光彩熠熠。不过，这些鲜花摆饰中的“自然”成分也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驯服、限制。本书分析了切花的移栽性
质、我们与它们的关系以及照料摆设切花的方法。本书邀你
踏上花卉世界的奇妙漫游之旅，途中你会欣赏到与花相关的

绘画、壁画、时尚和公共艺术，还会看到玻璃花饰……变化的回应来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心理状态的几何模型。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54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53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40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04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98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23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18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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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厌男，她是我女友�������������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闵智炯
原出版社：YM
图书页码：320
图书开本：137x198mm
出版日期：2019-5-24

★版权已售中国台湾、日本、越南、印尼、泰国。★已经制
作为韩国的网路漫画。★即将改编拍成电影与电视剧★釜山
影展「BooktoFilm」最适合拍成电影的作品！如果金智英
看过这本书应该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吧？ 金胜俊希望她能分
享日常，她却逼他看性侵、偷拍、猥亵的新闻报导；梦想最
终能和她步入礼堂，也被她的不婚宣言一击敲碎！胜俊不过

想被杀掉的孩子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李花妮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00
图书开本：124x188x20mm
出版日期：2021-06-07

★镕慈第 8 届文学村青少年文学奖《穿越世界走向你》的作
者李花妮新作！★“事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所相信的”★
支离破碎的事实与信任……2018年凭借《穿越世界走向你》
获得众多读者爱戴的李花妮作者，这次以与前作完全不同的
决心，再次强势回归。这次的作品，虽然同样是描述青少年
们面临的艰难现实与孤独不安的心，但这次作家采用的笔法
不是温暖的慰藉而是令人寒噤的警告。

幸福对战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Joo Young-ha
原出版社：GOZKNOCK ENT
图书页码：312
出版日期：2020-05-10

★荣获 K-Thriller 作家大赛特等奖★即将改编为电视剧！
★犀利地批判利用社交网络进行攀比，并将自己的所见与真
相划为等号的行为！“我们战斗的对象，是我们决不能赢过
的怪兽——它就是‘社交网络’。”全韩国最富贵的小区，
突然发生一起杀人案件。来到案发现场，就能看到身为丈夫
的男人背上插着刀，吃力得喘着气；身为妻子的女人，早已
成为一具冰凉的尸体，挂在在凉台的栏杆上……

虽然血泪，我还是喜欢翻译：我的书桌、女儿、老狗，还有
那些疗愈我的日本大作家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权南姬
原出版社：MKBL
图书开本：19x13x1.8cm
出版日期：2021-06-17

★村上春树、三浦紫苑、小川糸、群阳子的韩文御用译者★
太客气的作者、有点无礼的编辑★其实不怎么互动的同业、
非常宅的工作型态★权南姬三十年来翻译路上的酸甜苦辣全
纪录“希望后辈看着我的背影往上爬，在翻译的工作中找到
最终的幸福。”

你的善良，不要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韩国文字疗心师写
给疲惫不堪的你、委屈郁闷的你的“心灵汽水”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全大进
原出版社：PAWH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32 开
出版日期：2021-08-09

★当一个“好相处的人”，不要当“滥好人”★倾听 20 万
粉丝烦恼，韩国文字疗心师写给疲惫不堪的你、委屈郁闷的
你的“心灵汽水”★韩国 Yes24 网络书店读者 9.8 分暖心好
评：读完之后充满勇气与力量！没有任何一段关系的维持会
需要失去自我，你有多珍视自己，对方就有多珍视你。我看

我今天也要看女儿脸色：观察忧郁症女儿的妈妈日记：明天
或许也是多云偶雨，那就顺其自然吧！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金雪
原出版社：May

★是的！女儿的忧郁症，让我每天都得看着她的脸色过活，
★但是，这也让我因为自省，而成为明天比今天更好的人。 这
是一本日记，一位日日挣扎在地狱中努力想往上爬的女子，
用她的血泪所写成的日记。她是一位再平凡不过的母亲，一
个想把所有的爱都给予孩子的母亲，但最爱的独生女却残忍
地告诉她：“是妈妈让我得到这种要不得的病。”她的女儿
罹患了忧郁症，从确诊那天起，母女俩双双跌进了名为忧郁
症的深渊中。但就算如此，只要女儿今天脸上稍有微笑，那
么今天便是好天气！

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够好？：找出内在折磨你的根源，从自责
枷锁中解脱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金亨根
原出版社：May

★韩国网络书店 YES24 心理类畅销书★作者为专业心理谘
商师，内容可信度高。★书中所举案例皆为日常常见的状况。
读者共鸣高。★文中穿插真实案例故事，易读性高。我们殷
切期盼过得幸福，但多数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不幸的。
经常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或嫉妒别人。经常无法坚持到
底，决定减肥又大吃大喝，决定运动但只维持了三天……处
理这些失控的方法只有一种：找到这些行为生成的创伤原因，
承认、谈论，并包容它。直到在心里涌现愿意爱这股混乱的
心情时，才能不再被它控制。

已经在家了，但还是好想回家：真羡慕蜗牛，因为它的家好近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权螺滨 
原出版社：May

★ BTS 金泰亨：“光看封面就觉得疗愈。”★韩国 YES24
网络书店情感／家庭类图书 TOP15、散文类 TOP100 逾 7
个月★已售出日文版权当你感觉心空空的，请翻开这本书。
陪你哭，逗你笑，帮你充电，给你安慰。让你在快要撑不下
去的时刻，找到重新出发的力量。给为了面对生活而伤痕累
累，偶尔也想逃跑的你。希望你可以过得更好，也希望有一
天你会变得幸福。

确定少了一点伤害后，下一步是什么呢？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郑文正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130x200x14mm
出版日期：2021-03-10

★ 50 万畅销书《微笑面对无理之人》作者郑文正新作！★
当我们感到疲惫时，帮助我们不放弃、继续向前迈进的生活
贴近型的指南！在不分时代，“公平”成为最敏感的话题的
社会里，当觉得自己的条件不足时，我们容易责怪世界或自
己的背景。这本书中收录了当我们感到疲惫时帮助我们不放
弃、继续向前迈进的生活贴近型的指南。前作《微笑面对无

别用情绪勒索教养你的孩子：激发孩子思考力的「教练妈妈
引导式教养法」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郑银庆
原出版社：May

★ 1 天 10 分钟！神奇の教练妈妈教养术畅销庆功版★特色
1：每天 10 分钟！用“提问“取代“唠叨“吧！★特色 2：
让没有梦想的孩子，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特色 3：公开
指引对话实例，传授教练妈妈引导式沟通法！★特色 4：特
别收录：寻找人生目标的四周计划！拒绝亲子间的情绪勒
索！“教练式引导沟通法”开启孩子积极正向的人生！利用
提问、倾听、同理、鼓励，引导孩子能够自己思考、回答、
行动！

韩

国

是想谈一场平凡的恋爱，却没有一件事情照着他的想像发展，彼此价值观的歧异让他的压力
日渐累积，终于在某个事件后彻底爆发开来……

起来究竟是有多好欺负？我们总是努力做一个好人，真心地对别人好，对别人深信不疑，为
什么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当成了好欺负的人？你的善良，不是理所当然。

理之人》销量突破 50 万册，海外授权台湾、日本、泰国、越南、印尼、中国亚洲六国的畅
销书作者郑文正带来了全新的散文作品！

Annty（韩国和港台）QQ：1063776673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99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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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38.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3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78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6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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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妈妈的怒火说明书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金芝惠 
原出版社：May

★韩国最大入口网站 NAVER 人气亲子社群，35 万家长热烈
回响！★特色 1：值得信赖！结合教育心理专家理论及 11
年亲身育儿辅导经验，兼具理论与实际★特色 2：客观视角！
破除你我对「生气」的迷思与误解，让「生气情绪」发挥正
向功能★特色 3：教学全面！从生气前预防、生气中应对到
生气后挽救，让你在任何阶段都能不失控★特色 4：贴近需
求！深入剖析 26 个家庭的实际个案，让你也能逐步找出你
需要的解决方案。

连孩子想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顾着说自己想说的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吴妍晶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60
图书开本：148x210x16mm
出版日期：2021-06-30

★致凡事尽心尽力却依旧搞不懂孩子心思的父母★得到 10
万名父母支持的养育顾问 – 吴妍晶博士的爱的表现指南！透
过“传承的爱父母教育中心”、YouTube、部落格等帮助 10
万名父母解决育儿烦恼的作者吴妍晶，身为儿童发展专家以
及父母教育专家的她以数十年的现场经验以及自身拥有的理
论知识背景为基础，出版了第一本子女教育书！书中收录了

书架名讲系列 18. 活着很痛苦时，叔本华：在欲望与疲倦之
间拯救我们的哲学课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朴赞国���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276
图书开本：128x188mm

书架名讲系列 18 卷。书中包含着叔本华珍贵的洞察，他可
以为因世事不尽如人意而疲惫不堪的现代人提供安慰。作者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和比喻来解释了贯通“活着是痛苦”这一
人生本质的叔本华的讯息。如果你曾经想过活着就是一种痛
苦，如果你失去了人生的意义而正在彷徨，那么建议你好好
倾听一下叔本华的话。被誉为“寸铁杀人”的厌世主义哲学
家的叔本华在彻底揭露我们人生和世界阴暗面的同时，让我
们直面让我们变得不幸的痛苦本质。

三分钟漫画哲学� ��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金在勋 / 徐政旭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68
图书开本：130x210x20mm
出版日期：2021-08-03

★迄今为止还没有过这样的哲学漫画！★用 3 分钟的漫画就
能完美掌握概念的西方哲学史！★掌握哲学基础概念的最容
易的书！这本书用漫画这一方式既降低了学习哲学的门槛，
也加深了大众知识的深度。由于漫画这一体裁的特性，没有
必要花费很多时间阅读，简单而有益。一言以蔽之，这本书
对于从青少年到老年，不论年龄大小，第一次接触哲学的“哲
人”来说是巩固哲学基本基础所必需的。

为了简单介绍生命科学，我尽力了�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朴忠炫 著 / 玛格 图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320
图书开本：152x225x19mm
出版日期：2019-02-11

★生存在科学技术时代下须知的 32 个生命科学故事！这本
书从生命的诞生开始到惊人的生命工学，共收录了 32 项与
生命科学相关的故事。作者长期进行着科学大众化的相关演
讲活动，因此书中完整呈现了其为了不让大众对科学感到抗
拒，而努力思考该如何说明的痕迹。为了帮助科学门外汉的
大众尽可能轻松认识生命科学知识，书中采用说故事的说明
方式，并搭配了可爱的插图与照片帮助大众理解。

用刺绣织出动人的童话故事� ���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金素英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156
图书开本：190x250x11mm
出版日期：2021-04-15

★暖心的童话刺绣！这本书是作者自《童话般的法国刺绣》
出版后，时隔六年带来更动人的童话刺绣故事。作者喜爱四
季、花朵、动物、与孩子们的心在书中一览无遗，将为身心
疲乏的现代人带来温暖的安慰。本书推荐给所有喜爱手工艺、
喜爱玩刺绣的读者。跟着书中作者的亲切指引，每个人都能
绣出一幅动人的童话刺绣故事。

我的身体日记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金圭南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152
图书开本：128x180x13mm
出版日期：2021-08-13

★「记录我今天的身体！」★带领 1000 名学生在 14 年的
时间里从食谱到运动、生活习惯，改变我生活的方法！这本
书将 90 天分为 5 个步骤，阶段性地制定目标，让人感受到
成就感。Step1，专注于身体；Step2，发现未知的自己；
Step3，开始寻找合适的减肥方法；Step4，养成让我的身体
健康的习惯；Step5，跟着和新的我相遇的过程走下去。仅

伟大的西方美术史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权伊善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320
图书开本：148x225x16mm
出版日期：2021-05-20

★数千年美术史的主要脉络，通过美术史展览一览无余！★
即使不去大都会博物馆，在房间角落里倾听专业策展人的说
明！这本书为很难一下子掌握庞大的美术史的“不懂美术的
你”引入了多种要素。目录随时代脉络而构成，使读者可以
像听古老故事一样舒适地阅读。各章节的导入部分加入了说
明美术史各个时代的核心段落，让读者在正式听取讲解之前，
可以勾画出整体的蓝图。

和植物一起生活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植物管家里皮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08
图书开本：140x200 x13mm 

★以更有趣的方式做自己喜欢的事 17 万植物管家的主治医
生「植物管家里皮」的伴侣植物常识词典。该系列将分别以
植物、YouTube、皮拉提斯、树酯艺术、红酒等各领域为主题，
由专业创作者将介绍世界上所有的兴趣爱好。 以咨询众多
初级植物管家们的经验为基础，整理出了实践中可以使用的
信息。我们不仅能了解植物管家们的基本常识，还能知道如
何管理植物种类。

三十岁，我去了西班牙
Travel to Spain at the age of thirty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Choi Ji Soo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28
图书开本：152x220mm

本书是作者途经了马德里、阿尔罕布拉和西班牙巴塞罗那，
为期 20 天的旅行故事。到 30 岁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对旅行的态度也更加放松，且仍然喜欢参观博物馆、美术
馆、植物园和书店。因此她去了西班牙的旅游地标和当地的
小景点。同时，还喜欢去当地的餐馆，偶尔自己做饭。此外，
她还试图装饰在韩国无法想象的花朵。她画建筑、人、食物
等各种人物的技巧变得更加高超。

如何解读哭闹耍脾气的孩子真正内心的方法，以及如何透过话与声音、眼神与表情、行动与
亲密动作来表达父母的爱，详细地介绍如何帮助父母解决孩子们问题行动的方法。

通过“记录、回顾、实践我今天的身体”就会遇见“比昨天更好的我”！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174.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662.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8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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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1770.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08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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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来了，快跑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大师兄
原出版社：BPWH
出版日期：2021-07-27

★一上市就上榜！★博客来网络书店第三名！★博客来电子
书排行榜第一名！★ Readmoo 电子书排行榜第一名！★金
石堂畅销榜第一名！“接体员”大师兄，火葬场报到！一人
答“有”，万人呜喔！【千度高温火化炉的后台世界】从冰
库接体员到火葬场技工，大师兄正朝着意想不到的道路，迈
出一步又一步 ......火葬场长甚么样？棺材里的惊喜可真多，
但人到最后，究竟能带走甚么？一把火不只烧一个人，，还
把一个家族烧得四分五裂 ......

带鞍的鹿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虹影
原出版社：SMSJ
图书页码：240
图书开本：21× 13 cm

★朱西宁称道说：“凭持才气固不消说，展现功力更其重
要。”★刘纪蕙评云：“笔调成熟，文字老练。”大陆女作
家虹影曾在台湾报屡次得奖，台湾读者已不陌生。这本小说
集是虹影短篇中的佳作合集。虹影的小说特点是玄秘、神奇，
虽然及的都是中国人心灵最隐秘的创痛，笔调却纤秀而华美，
温婉而沉实。从这本小说集，读者可以看到一位有实力的作
家出现在华语文学舞台上。

猫小说集：日本文豪笔下的浮世猫态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内田百闲、夏目漱石等 著 / 王华懋 译
原出版社：MMWH
图书页码：256
出版日期：2021-03-04

★无法爱人，只能爱猫──太宰治曾说自己“缺乏爱人的能
力”，首度献出爱情的对象却是猫？★被誉为日本安徒生的
宫泽贤治，笔下的猫族也和人类一样闹出霸凌风波？★夏目
漱石的不朽文学经典《我是猫》的“猫”，后来怎么了？小
说家、童话作家、怪谈鼻祖……猫咪不仅是历史上众文豪创
作上的灵感来源，这群猫派文豪更和现代人一样撸猫成瘾！
本书横跨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年代，精选收录夏目漱石、

张秀亚作品套书：美好年代典藏版（共五册）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张秀亚
原出版社：SM
图书页码：1324
图书开本：15 x 21 x 6.9 cm
出版日期：2021-06-25

★五本书的初版日期横跨 1958-1978 年，见证张秀亚女士
20 年的创作生涯。★展读张秀亚女士善感的灵魂与极致的
微物书写，发现平凡日常的美丽轮廓。★邀请于德兰女士记
叙母亲的写作情思，让读者更贴近一代美文大师。家国的动
荡让许多生命出现凹折，宏大叙事不足以关照个人生命，张
秀亚女士用小叙事突围，在“自己的房间”创造台湾女性书
写早期范式，《北窗下》在台湾出版获得广大回响，直到八
Ｏ年代再版次数冲破二十三次，缔造传奇。

朱嘉雯私房红学系列（共 3 册）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朱嘉雯
原出版社：TXZZ
图书页码：336
图书开本：25 开
出版日期：2018-08-31

★作者现为台湾红楼梦研究学会会长，是台湾中生代红学研
究第一人。★文学大师、红学名家白先勇、前中央大学红楼
梦研究室创办人康来新名家专业推荐。★由本书中，读朱嘉
雯写红楼梦、写曹雪芹如何说故事，更精采。多么希望这场
华丽的梦，永不结束……往日的家族故事，化为今日爱的珍
藏，给你红楼梦中最感动的温柔。人生只要活着，怎能不作
梦？

节日的味道
图书类型：生活 / 健康
作　　者：司徒卫镛
原出版社：SLSD
出版日期：2021-07

★全书分三部分：一是四季旬物吃活鲜，强调不时不食的道
理，更指出春夏秋冬有何好吃；二是袅袅炊烟节味浓，讲述
中外节日的美食，叫人食指大动，且心怀暖意，因为节日通
常都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三是百般滋味在心头，讲述作者
心底深处的眷恋，从吉野山赏樱，到怀念张国荣，以至相对
隔阂的父亲，以及与食物分不开的母亲记忆等等，感人至深。

医疗不思议：颠覆认知的医学古今事，一个脑科医师穿梭于
诊疗室与历史档案间的私笔记
图书类型：生活 / 健康
作　　者：汪汉澄
原出版社：MT
图书页码：272
图书开本：21x14.8cm
出版日期：2021-05-29

★不可思议的大众趣味医学科普★最擅长说故事的医疗侦
探——资深神经科医师汪汉澄★书写我们不知道的身体秘
密、病症来源、医疗掌故……《医疗不思议》全书含括“身
体的故事，疾病的故事，医疗的故事”三部分。专业医疗人
员看了，惊觉原来医学上的所学，有这样的历史缘由与典故；

图解中国古代哲学·先秦篇
图书类型：历史社科
作　　者：梁光耀
原出版社：ZGQN
图书开本：16 开
出版日期：2018-01

★青少年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书！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领悟先贤思想，品鉴古今智慧诸子百家，
逐一解读；直观图解，轻松有趣；联系当下，启迪人生。一
本认识先秦诸子、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入门书。中国人为什
么格外注重名声？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法治精神？中国人为什
么特别迷信？中国为什么会有几千年专制思想、集权主义的
传统？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先秦诸子学说中追溯到思想源头。
本书采用大量生动的漫画、图表，直观呈现先秦哲学思想的
精义。

古籍之美：古籍的演变与发展
图书类型：历史社科
作　　者：张围东
原出版社：FJ
图书页码：220
图书开本：23x17cm

★古籍古朴的文字、精致的插图、名家的题跋等，在在引人
入胜。★要进一步了解古籍的套色印刷的过程、古籍的装帧
方式、古籍版式行款，答案就在本书中。古籍有着一段长期
演进的历史与文化，从石头、兽骨、龟甲、铜器、竹木、丝
织品到纸张的使用；从简牍、卷轴、册叶、经摺装、蝴蝶装、
包背装、线装到今日的平装、精装；从写刻、手抄、雕版、
活字、套印、石印到今日的精美印刷。这些都记载在本书里，
让你一定会惊叹赞美古人在印刷方面的智慧，进而或增进你
对古书阅读的兴趣。

骨骼之书：艺用解剖学入门 ×step by step 多视角人体结构
全解析
图书类型：艺术 / 设计
作　　者：锺全斌
原出版社：MHS
图书页码：264
图书开本：19x26cm
出版日期：2021-07-08

★精细分解构图，增进提描绘的素描能力。★探索人体各部
位结构与造型，掌握艺用解剖学入门与骨骼各部位知识。★
学习正面、侧面与背面三种视角描绘，孕育艺术作品中的生
动感。骨骼，是理解身体运动与人体结构的关键部位。数百
张 step by step 步骤详解、人体骨骼全部位解说、多视角素
描教学，初学者也能画出完整详细的人体全骨骼造型。

港

台

宫泽贤治、小泉八云、梶井基次郎、太宰治、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十五位日本名家生
动描写浮世猫态的短篇小说及散文杰作。

一般大众读了，理解原来与我们习习相关的医疗方法与疾病，竟是这样演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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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物的灵魂：人类学家的流光饮宴、古著古书、岁月如瓷和
永续生活，关于时间与存在的深度思索
图书类型：历史社科
作　　者：郭婷
原出版社：MT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21x14.8cm
出版日期：2021-7-29

以惜物爱物的绿色审美角度，切入人类学、物质文化的世界，
牵引出人和物件的互动。人类学家从被时间淘选打磨的旧物
谈起，深入城市、社会、文化，而核心是个人生命与家族的
小史，这一切变成闪耀有光泽的永恒，化作宽阔包容人的存
在。旧物会有灵魂，在于乘载着人的回忆。每个旧物都是灵

好物对对论 . 手感衣饰
图书类型：艺术 / 设计
作　　者：骆亭伶，苏惠昭，陈淑华，黄采薇，黄丽如
出版日期：2017-06

★透过好物，看见职人与生活家的美好交会！本书以有趣的
相对论概念切入，从“使用者”角色出发，带出“物”之美，
再从物的鉴赏，带到“创作现场”，见证工艺职人的创造过
程。报导者化身为工艺鉴赏之旅的带路人，以好物为媒，以
故事为饵，引领大家穿梭各种美学现场，读者不但可从中见
识到许多生活家精采的用物观点与美感品味；还可以一次领
略多位台湾工艺创作职人的艺术信念与创作历程。是贴近生
活、活泼又有趣的工艺鉴赏入门书。

内在原力：9 个设定，活出最好的人生版本
图书类型：心理励志
作　　者：爱瑞克
原出版社：DSGHG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12x21cm
出版日期：2021-7-28

原来，人生可以重新设定！ 1. 本书由一场感动人心的演讲
出发，完整收录如何修改人生算法，摆脱深陷负面、人生卡
关的轮回；透过 9 个关键设定，让人生变得更好，活出最好
的人生版本。2. 每一章都收录关键的心态设定及行动清单，
让你不只学会知识，更能实际动起来，直接从行动中受益。
3. 寻找方向的年轻人、觉得机会都被抢走的新鲜人、没有

萨提尔的自我觉察练习：学会了，就能突破内在盲点，达成
人生目标
图书类型：心理励志
作　　者：陈茂雄 
原出版社：TXZZ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25 开 15x21cm
出版日期：2020-09-30

★总有些问题让我们反覆受挫，却不明白原因★一本将萨提
尔理论应用在自我探索、发掘自身盲点的专书★练习觉察，
找出深埋的情绪、期待、价值盲点★打破心理惯性，才是解
决反覆困扰、达成心理期望的捷径。不论你想更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或是想改善人际关系、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本
书都将满足你！

疗愈孤寂：30 堂课学会接住自己，建立内在安全感，成为
能与他人连结的完整自我
图书类型：心理励志
作　　者：苏绚慧 
原出版社：TXZZ
图书页码：272
图书开本：25 开 15x21cm
出版日期：2020-11-30

★我们不需要完美，这世界也不需要完美。★因为不完美，
我们才需要依靠彼此，连结彼此。★第一本回应现代人孤寂
心理状态的专书，化解情感失调，找回安顿自我的力量。伤
痛疗愈心理专家苏绚慧，带你重建内在安全感，修复情感连
结，找回自尊与自我存在的价值，成为最有力量的完整自我。

不管孩子，比管孩子还难！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黑幼龙
原出版社：FGT
图书页码：224
出版日期：2021-06-28

★去除父母的焦虑★解答父母的困惑★许孩子一个未来★
【特别收录】请问黑老师！关于教养的 10 个 Q&A ★【特
别收录】黑老师的三封家书！其实，当父母也需要持续学习。
这本书教你如何好好真正享受身为父母的过程与乐趣，也提
醒父母们，尽管世界变化越快，更要给孩子们“润物细无声”
式的慢教养。教会孩子——自信、勇敢、分享、拓展视野和
格局、人际沟通、解决问题能力，就是教给孩子面向世界的
关键能力！许孩子一个幸福人生，让孩子活出最好的自己！

Soupy 妈妈日记
Ｍ om's Journal
作　　者：Soupy Tang
编　　者： 王建伟
原出版社：DKWH
图书页码：176 页
图书开本：14.8 x 21 x 1.45 cm
出版日期：2020-7-1

这是一本不负责的育儿日记，第一个小孩，第一次当妈妈，
所有事情都是新的学习。◎当妈妈后的甜与苦，插画家写给
儿子的图文记◎第一次发现自己变成熟，感受到一种当了
妈妈的力量◎大人不要闹！爸爸的游戏好危险◎上一代大不
同，苏格兰人与台湾人的教养方式？

拒绝职场情绪耗竭：24 个高情商沟通技巧，主动回击主管、
同事、下属的情绪伤害
图书类型：商管财经
作　　者：张敏敏 
原出版社：TXZZ
图书页码：264
图书开本：25 开 15x21cm
出版日期：2021-01-27

★一本实用有效的职场人际关系管理书★帮助你顺利解决冲
突，晋升一流菁英！职场情绪耗竭是新兴的议题。百大顶级
企业 CEO 御用顾问张敏敏，累积在台湾本土厂商、法商、
美商、日商等担任管理职的经验，在这本书中根据最常引发
的三类情绪问题来源：上司、同事、下属，揉合学术、实务，

原味食悟 2 册：从口欲到食育，形塑孩子味觉关键的全食物
料理
图书类型：生活 / 健康
作　　者：邱佩玲
原出版社：MHS
图书页码：320
图书开本：26x19cm
出版日期：2015-12-19

★ Part1：我带孩子这样吃★ Part2：我的全食物厨房
★ Part 3：给孩子、家人的全食物食谱。不论你是即将为人
父母、希望孩子吃得更好，或是天天与孩子进行饮食大战，
只要你关心下一代的饮食教育，都能透过此书浅显易懂、清
晰可循的教养理念和作法，培养或改善孩子的饮食习惯。

认识动物沟通的第一本书：在那些爱与疗愈的背后
图书类型：生活 / 健康
作　　者：Yvonne Lin
原出版社：SY
图书页码：176
图书开本：23x17x0.98cm
出版日期：2021-05-26

★动物沟通师视角分享，带你完整认识动物世界★沟通师学
习历程分享，给想成为动沟师的你★除了猫咪和狗狗，其他
动物也有话要说！你了解动物沟通吗？是不是想进一步了解
身边的毛孩？好希望知道离世的他，是否一切都好……无论
什么原因，让你想学习动物沟通，这都是你必须拥有的一本
书。

魂的一部分，反映出使用者的心境，每件衣服、配件，或是生活中的瓷器，都反映着人与物
互动的过程。由此也展现出郭婷独特的美感经验。

提供 24个职场应对技巧，有步骤、有方法，甚至有话术，明确地帮助你应付在“向上沟通”、
“同侪互动”、“向下管理”容易纠结的种种状况。

资源只能靠自己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作者真行实证，发挥「内在原力」的智慧。4. 双
封面设计：本书特地为「外向者」与「内向者」设计专属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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