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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价格（元）

来得及 46 . 00

后宫·如懿传. 大结局 32 . 80

一个人的朝圣2：奎妮的情歌 36 . 00

毛泽东与林彪(修订版) 50 . 00

当你生病时，你会想起谁？ 36 . 00

雷军给年轻人的成功课 39 . 80

我就是一个卖糖的(上下) 78 . 00

维生素全书(彩图精装) 29 . 80

我的第一本谜语书 23 . 80

最美的动物百科 28 . 00

泉城路新华书店潜力新书榜泉城路新华书店畅销书榜

书名 价格（元）

秘密花园 42 . 00

写给单身的你：如何通往自己想要的幸福 39 . 80

青蛙合唱团——— 笑猫日记 15 . 00

查理九世：稻草人之乡 (25 ) 15 . 00

阿弥陀佛么么哒 38 . 00

疯了！桂宝 . 1 4，电影卷 39 . 8 0

奇幻梦境 4 9 . 9 0

魔法森林 4 2 . 0 0

摆渡人 3 6 . 0 0

追风筝的人 29 . 00

《唐风流韵》

杨树云著/东方出版社
范冰冰版武则天、杨贵妃引爆新一轮的唐

代影视剧热潮，由杨树云推出的《唐风流韵》将
揭开古代经典造型的秘密。

杨树云1986年担任电视剧《红楼梦》化妆
设计，在刘晓庆版《武则天》中设计了38个发
型。“每一个美轮美奂的唐代妆容背后都花了
很大的力气。”杨树云称，为了展现这些造型，
他数十次赴甘肃敦煌莫高窟研究唐代造型艺
术，阅读了大量的唐代历史资料、翻阅了几百
幅唐代名画，请教了沈从文、常书鸿、段文杰等
大家。《唐风流韵》将其几十年研究所得和设计
原图付诸笔下。

《世界秩序》

[美]亨利·基辛格著/中信出版社
基辛格认为，地区秩序观之间的冲突是当

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书中，他系统梳理
了各地区的战略逻辑和地区秩序观——— 欧洲
的均势秩序观，亚洲多样化文化起源下形成的
不同秩序观等，从文化、宗教等综合因素解读
了不同秩序观的形成、冲突和合作，并结合网
络科技等当前新的战略要素，解析了当下时局
的挑战与机遇。

《裸琴》

山飒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部交响乐式的长篇小说，由著名华

裔法籍作家山飒以琴写情洋溢着强烈生命意
识写下。全书八回加一个尾声，四个单数章写
的是女主人公由少女、少妇、贵妃到出家为尼
直到被害的曲折经历。逢双的回次则是写造琴
人的故事。而在与第五回相隔一百三十多年后
的第六回，造琴人在那个女人墓穴中盗出用来
造琴的由珍贵古木做的棺盖，忽然映现出一个
女人的身影，挥之不去，并终于与他结合……

《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岑科、傅小永、邓新华著/世纪出版集团、上
海人民出版社

张维迎擅长将繁复艰涩的经济学理论、错
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用形象的比喻、寓言阐
述出来。这些年里，陕西老家村里的枣树、井
水、山羊、猴子、“老夫少妻”、“少夫老妻”、和
尚、庙等等，都成了“张维迎寓言”中的主角或
场景，也成了众多关心中国经济和改革话题的
同仁们熟悉的“朋友”。本书整理精选张维迎著
述和演讲中的42篇经济学寓言，收集了张教授
那些最精辟的经济学寓言和段子。

《阿尔戈古堡》

朱利安·格拉克著/作家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朱利安·格拉克于1937年发表

的处女作，被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布勒东称为
“超现实主义第一次自由自在的回潮”。小说描
写了一座荒野中与世隔绝的城堡，一片被黑暗
的丛林包围的荒无人烟的土地。它的新主人是
一位富有、风流的年轻人，他邀请其最好的朋
友前来居住。当这位朋友到来的时候，还带了
一位光鲜亮丽、性感诱惑，却又孤立超然的年
轻女性。然而，正是这位女性将给阿尔戈古堡
带来死亡和毁灭……

《不婚女王》

自由极光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大龄剩女何大叶的理想是找一个基因优

秀的男人，和他生出一个基因更优秀的孩子。
当遇见罗畅时，她觉得自己找到了这个梦寐以
求的基因，没细想就答应了嫁他。可罗畅却在
他俩的婚礼上，带着她一起逃婚了。和罗畅离
婚后的何大叶，认识了过气男模张猛，和张猛
在一起，何大叶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安心，最
后和他终成眷属。而罗畅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幸福。

《别让不好意思害了你②》

周维丽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在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有这样一类

人，他们工作勤勉负责，待人接物和气谦
让，很少与人争执，也不会越过边界去干涉
别人。本来这些都是很好的品质，但在当下
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老实人”
却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不好意思”、“不懂拒
绝”等心理特征遭遇不公平的对待。久而久
之，他们的人生就会陷入被动的局面之中。而
这样的局面并非无法改变，改变其实并不困
难。

最近在读重重谍影中的出生入死
《若爱重生·周旋1946》：以女性视角解析红色特工

纳兰香未央著/九州出版社
谍战小说先前很是火了一阵，

如今的谍战小说虽有式微趋势，但
是纳兰香未央的《若爱重生》系列还
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日前《若爱
重生》系列推出首部实体小说《周旋
1946》。一个女性作家从女性视角解
析红色特工，因此她笔下的谍战江
湖少了一丝紧张和刺激，而是多了
一些情感挣扎和人性的拷问。

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

作者依托大量史实，将敌我两
个阵营里的暗战故事，刻画得丝丝
入扣，回肠荡气。主人公江静舟是长
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红色间谍，
出生入死，几度陷入绝境，却凭机智
勇敢化险为夷。

十八岁的江沁梅从延安辗转来
到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加入情报部
门“飓风小组”。江静舟，是她的上
级，也是她的生父——— 我党潜伏在
国民党高层的少将军官，为了革命

事业不得不背离妻女；胡文轩，是她
的对手，也是她的养父——— 军统局
上海站的少将站长，对她有八年的
抚育之恩。江和胡原本是黄埔时代
结义的同学、舍命相救的兄弟，但曼
妙女子虞水蓉的出现，让两人陷入
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暗战”之中……

以“情感”颠覆“阴谋”

《若爱重生》突破了以往谍战小
说重阴谋、重技术、打打杀杀不绝的
传统套路，而是将人性中不可或缺
的情感元素逐一放大，原来，这些无
名英雄的身上还流淌着亲情、爱情、
兄弟情、战友情……

作者纳兰香未央从事的是医学
图书情报工作，现为图书馆馆长。本
部构思精细架构庞大的作品，既是
她才情迸发的心血凝结，也是多年
历史研究和素材收集成果的倾情呈
现。

《若爱重生》中既有家国仇恨，
也有帅气睿智的“富二代”和美貌柔
情的女谍报员之间的生死恋情，已
有多家影视公司抛来橄榄枝。曾出
品《潜伏》《黎明之前》等佳作的某影
视公司总监曾私下表示，可以考虑
广大小说粉丝的提议，邀请林更新
出演男二号楚天舒(最终成为江沁
梅的恋人)。

《生活与命运》

1960年，瓦西里·格罗斯曼完成
长篇历史小说《生活与命运》。1980
年，该书在被封锁二十年后历经坎
坷首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

关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生活
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
更为全面的描写：它是一整个时代
的画像和心灵史，极权体制下复杂
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20世纪
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

《生活与命运》讲述了沙波什尼
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
历，并通过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际串
起上百位出场人物与一系列交叉延
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实的
积弊，极权与战争双重碾轧之下人
性的艰难处境，都栩栩如生地纳入
其中。

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
纳粹集中营惨况的第一人，也是“二
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极权的作
家”，其独一无二的经历和人道主义
勇气，使本书具有足以令强权胆寒
的震撼力。书中对战争真情实况的
描写，对纳粹集中营、苏联古拉格的
哀歌与沉思，对人生、政治和历史命
运的哲思与探讨，对人性的极端邪
恶与细微的善良之间斗争的刻
画……至今读来依然具有深刻的感
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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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君忆著/东方出
版社

近日，继出版《水
煮三国》、《孙悟空是个
好员工》等畅销书后，
作家成君忆大胆颠覆
传统小说写作方式，推
出小说处女作《牛郎织
女》。

“每个男孩都是牛
郎，每个女孩都是织
女，直到他们成为天上
的恒星。”作为小说的题记，短短
两句话就把读者带入对爱情的
思考里。成君忆将中国文化中的
爱情经典“牛郎织女”的故事，用
现代的、耳目一新的言说展开，
从对“我”的思考开始，并将“我”

具化为牛郎叙事，全
文中贯穿着作者对
本我、假我、生命本
体等深度思考。如同

《水煮三国》的叙述
方式，看似荒诞不
经，实则另有深意，
自成一个刻骨而又
另类的爱情短篇。这
是牛郎与织女的人
生与爱情，也是许多
人的人生与爱情，让

读者从书中领略从凡间到鹊桥
的爱的万水千山。

成君忆表示：“这部小说是
我的花朵，通过这部小说绽放了
自己的芳华。因为不像别人，所
以真实而有个性。”

《牛郎织女》

我以喜鹊的身份对你说

[法]安妮·索菲鲍
曼著/接力出版社

有一句话当下很
流行：“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然而，
真正让你去看看这个
世界的时候，你能看
到多少，你又能看懂
多少呢？

从书中了解知
识，依然是最快捷的
选择。来自法国的科
普立体翻翻书《地上地下》分两
本：自然与城市，恰好是迥然不

同的生态系统，却都
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
关。《地上地下》的页
数虽然不多，但细节
却极为丰富，一个场
景中以不同的角度观
察，可以看到生态坏
境中的不同层面。更
有趣的是，书本立体
的空间有助于孩子思
考和提问，不用受制
于平面的空间，地上

与地下的关系分明可见。

《地上地下》

世界这么大，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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