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济南市泉城路185号

热线：8866119933005511 8866119933005533

泉城路新华书店畅销书榜

书名 价格（元）

袁腾飞讲成吉思汗 38 . 00

格子间女人 3 6 . 0 0

看人看到骨子里 35 . 00

我们从来不认识 49 . 80

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 39 .00

乱时候，穷时候 32 . 80

华胥引纪念画册 68 . 00

再不远行，就老了2 38 .00

花样甜：不用烤箱的76道快手甜点 36 . 00

我们都爱“发神经” 32 .00

这碗鸡汤甜过头了

书名 价格（元）

听见 3 0 . 0 0

济水之南 3 9 . 0 0

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 35 . 00

阿狸·尾巴 39 . 80

不省心 3 5 . 0 0

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 58 . 00

逃离 2 8 . 0 0

彼得兔经典故事全集 (彩图精装 ) 29 . 80

他们最幸福 35 . 00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 39 . 50

潜力新书榜

J.R.R.托尔金著/上海人民
出版社

自从英国作家托尔金的
《魔戒》引入国内，一直受到读
者热捧，还掀起了一股奇幻文
学风潮。日前，由世纪文景推出
的新版《魔戒》中文版在京首
发。该书是托尔金基金会指定
的全新纯正译本，由三位女译
者共同翻译。这版《魔戒》首次
完整还原了托尔金亲绘的《魔
戒》封面插画，带给读者原汁原

味的阅读体验。
据出版方介绍，全新译本

《魔戒》共计三部———《魔戒同
盟》、《双塔殊途》、《王者归来》。
全书约为100万字，来自台湾的
著名翻译家邓嘉宛翻译了其中
的六卷故事内容，石中歌负责
翻译前言和目录，并为全书完
成修订，书中的诗歌部分则由
杜蕴慈负责翻译。

此外，今年9月刚刚面世的
全新插图版《霍比特人》也将引
入中国。据了解，这版《霍比特

人》的插图由英国青年插画家
杰迈玛·卡特林创作。近二十年
来，托尔金基金会一直拒绝任
何插画家的作品与托尔金的文
字同时出版，但80后画家杰迈
玛得到了托尔金文学遗产执行
人的青睐，为读者创作了150幅
彩色插画。如今，这些插画将
以托尔金年历的形式，抢先与
中国读者见面。它和全新插图
版《霍比特人》的出版，将标
志着中国“戒迷”可以享受到
和国际同步的精神盛宴。

《魔戒》推最新译本
令人着迷的奇幻故事，有精灵、魔法师、会走路的树，还有咕噜人……

读读书书吧吧

张羽著/江苏人民出版
社/评家：石琳

今年年初，协和医院妇
科专家推出《只有医生知道》
一书受到读者热捧，畅销百
万册。日前，张羽又推出新作
《只有医生知道2》。寻医
问药、看病造人，女性病痛
话题皆可以在这里找到专业
角度的指导。

本书秉承前一册风格的
同时，更进一步深入地围绕

女性生养的话题展开讨论。
内容真实、中肯，令人信
服。

做人难，做女人更难。
当女人面临生养问题时，我
们着实需要关注太多的话题
和讯息。借助医生的慧眼，
我们在这里可以零距离地感
受那些真真切切的医护案
例，由此更进一步关爱自
己，掌控自我的身体。这本
书浅显易懂，生动贴心。有

如一位有经验、有耐心的医
者细细分享从医以来的医护
经验。作者借助以往的真实
医护故事，细细罗列和讲解
着医疗的科普常识。比如如
何规避妇产科常见的医疗陷
阱，如何更有效地备孕或避
孕。书中没有枯燥的教条，
知识点融于一个个精彩的故
事当中，有患者经历、也有
医生的成长，语言幽默，一
旦捧起就很难放下。

李建林著/羊城晚报出
版社

小说叙述了无父无母的
猪娃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和
身边发生的一幕幕抗战故

事。
本书中，智与勇、情与

爱交相辉映，用不同视角展
现出战争场面以及残酷的现
实激发出的劳动人民的爱国

热情。作者用尽笔墨对战场
上的各类人物故事及形态进
行描写，向世人展示了充满
热血抱负、坚定信念的普通
百姓的百态人生。

[美 ]洛里·斯皮尔曼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34岁的布雷特似乎拥有

一切，一位身家过亿的母亲，
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一个
不可抗拒的帅气男友。

拥有亿万财产的母亲突
然离世，使布雷特的世界崩
塌了。律师宣布，母亲将所

有财产分给了布雷特的两个
哥哥，留给布雷特的仅是一
纸清单。清单上是布雷特14
岁时写下的20个梦想，只有
在一年内实现清单上的所有
梦想，她才能获得母亲的遗
产。

布雷特悲痛欲绝，她想
不通母亲为何逼着最疼爱的

女儿实现14岁时的梦想，尽
管时隔多年她的梦想早已改
变，但因为对母亲的爱，布
雷特还是开始了践行清单的
计划。而她的命运，也在计
划一件件实现的过程中发生
了神奇的转机……

生命中最甜蜜的礼物，
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加]冯文嘉/江苏文艺出
版社

加拿大籍华裔女记者探
访阿富汗难民营遭枪手绑
架，中途强烈反抗无果之后，
身受重伤，被歹徒囚禁于暗
无天日的地洞里靠饼干、香
烟等充饥。囚禁期间惨遭塔
利班分子性侵犯，导致其陷

入抑郁，一度有轻生的想法。
但绝境中对远方亲人的思念
给予她源源不断的希望，她
一直挺到最后，终于依靠隐
藏 敌 意 渐 渐 赢 得 匪 徒 同
情……

她采访过无数家人不知
去向的家庭，报道过至少有
26名女性被害的“皮克顿惊

天血案”，还全程播报了北京
奥运会等众多世界性新闻。
然而就在2008年，她去阿富
汗做战地采访时，不幸遭“塔
利班”武装分子劫持，被关押
于不见天日的地牢中。在28
天的囚禁生活中，身为记者
的她，更敏锐地窥见了这个
国家里的真实与荒诞……

《喀布尔的星空》记录女记者在阿富汗惨遭绑架的28天

王安忆著/新星出版社
王安忆人物散文集《今

夜星光灿烂》出版。《今夜
星光灿烂》以写人为主题，
记录了作家王安忆对于过往
生命中那些人的回忆与理
解。

据了解，《今夜星光灿
烂》是王安忆非虚构系列的

第四本，前三本为《空间在
时间里流淌》、《男人和女
人，女人和城市》、《波特
哈根海岸》。该书共收录了
五十八篇散文，分两辑，记
录的人物有巴金、陈凯歌、
陈丹青、葛优、顾城、史铁
生、路遥、陈映真、陈思
和、陈村、马家辉等36位大

家名人，也有邮递员、手艺
人，甚至还有不知名姓匆匆
路过的市井小人物。这些人
就如同在王安忆的人生中闪
耀的点点星光，于不经意处
留下了一些痕迹，各自照亮
了她思想天空的一隅。美丽
隽永，况味悠长，读来趣味
盎然。

《今夜星光灿烂》 王安忆眼中的36位文艺界名人

书事快评

《只有医生知道2》 协和医生张羽给天下女人的公开课

《热血英雄》大时代里的小人物

《布雷特的生命清单》母亲的遗愿和女儿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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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浩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程浩，网名伯爵在城堡，
1993年出生后便没有下地走
过路，2013年8月21日去世。
妈妈在他去世后整理了他的

文字，已出版《站在两个世界
的边缘》，他对生的渴望和对
命运的包容，震撼了无数网
友。本书收录的日记写于
2009年一次濒临死亡的状况
后，记录了程浩十六岁到二

十岁的生命光影。日记中少
有鸡毛蒜皮、人生琐事，多为
对生命、对人世的反刍与思
考，记录了无数让他内心激
荡的段落和时光，为读者呈
现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印迹。

《程浩日记》 这个少年，曾这样认真努力地活过

□记者 彭茜

要说本周网上炒得最火的书，要数这本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所有人心动的故事》
了。

这本书是微博上写故事的人——— 张嘉佳
写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书中有一半的作品来
自张嘉佳的微博，出书前，这些作品以“睡前
故事”的形式在网上疯狂流传。故事的主角，
他们痴情的模样，他们对女友的爱，他们痞子
式的粗话，还有那些让人共鸣不已大赚眼泪
的曲折爱情，让网友疯狂追捧。再加上张嘉佳
在微博上的更新时间并不固定，这更是吊足
了大量粉丝的胃口，不少人凌晨迟迟不睡，就
等着张嘉佳的文字，有网友情深意切地留言
道：“说好的故事呢？”

读过睡前故事的人都知道，每个故事的
篇幅都保持在3000字左右且分为三段式，像
一道道睡前甜点，每天吃一点还能接受，现在
结集成书大批量端上来，读后难免感觉甜得
过头了。毕竟，书中36个故事，写的都是小人
物的爱情和生活，主角的个性、经历比较类
似，甚至连失恋后喝酒排解的方式也多次出
现，读后难免感觉同式化。作者张嘉佳说：“从
你的全世界路过，随便打开一篇就可以了。”
的确是这样，看这本书，只看一篇就可以了，
看多了，有点腻。

甜归甜，这书的销量却火得很，上市仅2

小时，当当网就卖断货。为啥这么火？原因只
有一个：契合了碎片化阅读时代的特点。书中
的零散故事很适合利用各种碎片时间阅读：
睡觉前、等车的时候也可以读，随手打发时间
也可以读。

如今，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
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很放松，也没有时间负
担，这是“碎片化阅读”受宠的原因，但同时，
碎片化阅读的娱乐性和游戏性，使得阅读成
为一种单纯娱乐自己的手段。“碎片化的语
言”承载的内容、思想有限，内容也太过随意。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曾说，浅阅读只是触动情
绪，深文学才能抚慰心灵，所以读书这件事，
一味追求快乐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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