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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路新华书店畅销书榜

书名 价格（元）

本色 38 . 00

触不到的你 32 . 80

很老很老的老偏方：中老年病痛一扫光 29 . 90

雪中悍刀行2 28 . 00

因为迷茫，所以叫人生 29.80

你为什么总焦虑 35 .00

成就零失败烘焙的76道超人气西点 36 .00

不为遇见，只为远方 36.80

公开的秘密 32 .00

金字塔原理 49 .00

童书不能总吃老本

书名 价格（元）

济水之南 39 . 00

听见 30 . 00

本色 38 . 00

逃离 28 . 00

不省心 35 . 00

他们最幸福 35 . 00

追风筝的人 29 . 00

女不强大天不容 33 . 00

席慕容经典作品 22 . 80

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 58 . 00

潜力新书榜

[美 ]杰夫·金尼著/朱力安
译/新世纪出版社

11月20日，全球发行量过
亿的畅销书《小屁孩日记》新书

（15）、（16）将在全球同步首发。据
悉，该书已由美国福克斯电影公
司买下版权，即将拍成电影。

《小屁孩日记》是一本漫画
与涂鸦加上文字说明的另类日
记。主人公格雷是一个念初中
的小屁孩。他善良、诚实、聪明、
爱玩，满脑子的鬼点子。妈妈让
他记日记，他除了松散地记述
了有趣或难忘的事情外，还画
了许多漫画。在日记里，格雷记
叙了他如何驾驭充满冒险的中
学生活，如何巧妙逃脱学校歌
唱比赛，最重要的是如何不让

任何人发现他的秘密……
从淘气中懂事，从顽皮中

长大，就如主人公格雷，他从淘
气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交
朋友的方法，和家人相处的方
法……该系列图书中，格雷展
现的是一种积极、乐观和向上
的精神。当然，在成长的过程当
中，格雷也会有一些迷惘，但这
才是真正的成长。在一直奔跑
向前的路上乘风破浪地长大，
格雷精神给在成长路上的中国
少年许多启发……这种带有正
能量的精神就像是一股涓涓细
流，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

《小屁孩日记（15）——— 我
和我的小伙伴们》简介：

格雷与死党罗利的友谊有

史以来第一次触礁，格雷决定
开始另寻出路，老妈也为他寻
觅新友情倾注了无限支持。然
而，死党真的那么容易能找到
吗？格雷跟罗利的关系真的无
法挽回了吗？格雷又结识了哪
些新的小伙伴呢？

《小屁孩日记（16）——— 冤
家宜解不宜结》简介：

格雷的姨妈各有特点也给
格雷他们家带来一些麻烦事。
格雷意外发现了罗德里克的魔
力球，甚至靠魔力球获得了在
校刊社当摄影师的工作。他给
校刊照片中的人加了些“点
缀”，看起来坏坏的小动作却化
解了与罗利的友情危机。格雷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小屁孩日记》又出新书啦
小屁孩格雷会带给中国少年很多启发

几米绘/【英]希亚文·奥
拉姆著/新星出版社

近日，台湾著名绘本作
家几米推出最新儿童绘本

《乖乖小恶魔》。本书由英国
著名童书作家希亚文·奥拉
姆撰文、几米绘图，也是继
2008年几米转型创作儿童绘
本《吃掉黑暗的怪兽》《不睡
觉世界冠军》等作品以来，又
一次联手国际著名童书作家
的最新力作。

书中讲述的是一个乖
巧、友善的小恶魔飞波，他不
会欺负弱小，也不爱胡乱捣
蛋，他喜欢静静地坐在树下
听小鸟唱歌和帮助他人。可
身为一个恶魔，凶坏、调皮的
样子才是对的。飞波这种安
静的性格让爸爸妈妈发愁，
也让老师和同学讨厌。这个
不被大家接纳的小恶魔究竟
该如何融入这个圈子？如何
让孩子做最真实的自己、更

自信、更快乐？父母应该怎样
接纳调皮捣蛋却创造力不断
的孩子，头疼之外应该怎样
帮助孩子保持天性并激发创
造力？几米用细腻的笔触一
点一点地描绘出一个个天性
自然的鬼精灵形象和天下父
母的小小烦恼和浓浓的爱。

在新作《乖乖小恶魔》
里，几米用儿童的视角来表
现画面，看起来绚丽优美、温
暖灵性、极富意味。

金·伽塔丝著/中国友
谊出版公司

本书是希拉里继自传
《亲历历史》后唯一授权传
记，由BBC首席记者金·伽
塔丝历时四年亲随希拉里飞
行数万公里，独家专访数百
小时后撰文而成。书中独家
透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
幕，完整披露了希拉里四年
来台前幕后的工作和生活。

《见证》里透露：希拉
里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私
人关系之好要远远超过希拉

里和其他政府首脑。2010年
1 月，在巴黎爱丽舍宫大
门，希拉里在萨科齐面前磕
掉了鞋子，萨科齐立即弯腰
亲自帮她穿上了鞋子，有记
者抢拍到了这一刻——— 希拉
里后来要了一张照片副本寄
给萨科齐，题写赠言道：
“我也许不是灰姑娘，但您
永远是我的白马王子。”

除了这些花边内幕外，
《见证》更多透露的还是希
拉里的政治思维和权势欲
望。此前关于希拉里将参选

2016年美国大选的传闻屡见
不鲜，然而希拉里始终保持
着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姿态。
然而本书作者伽塔丝说，希
拉里私下曾向她透露，会参
加2016年美国大选。伽塔丝
强调希拉里可以称为美国最
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如果
希拉里参选2016年大选，她
将是美国历史上准备最充分
的总统候选人：她曾是第一
夫人，当过参议员，作为国
务卿又和大多数国家的领导
人打过交道。

杰西卡·费罗斯著/鲁南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唐顿庄园》是近年来最
受欢迎的英国电视剧之一。
它围绕着上世纪初英国一群
贵族及为他们服务的仆役们
的爱恨情仇，讲述了一段段
动人的故事。目前，《唐顿庄

园》第四季正在全球多个国
家热播中。而本书是由电视
剧延伸出来的，书中描写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
唐顿庄园中，格兰瑟姆伯爵
一家的悲欢离合，以及伯爵
家仆人们的命运。不仅介绍
了电视剧中的故事，也介绍

了许多与《唐顿庄园》有关的
英国贵族文化、庄园文化，令
人眼界开阔。

《唐顿庄园》从电视剧逆
袭回到图书，引来粉丝们的
热烈关注。《唐顿庄园》不是
美剧，是英剧，所以它在视觉
上，也就更加迷人。

《唐顿庄园》 展现大热英剧背后的英伦范儿

vigy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俄亥俄州：共同场合有

一只狂叫不止的狗，警察可
以上去咬那只狗一口，以此
来制止狗的狂叫。科罗拉多
州：不能在天黑之后邀请鬼
怪进入城镇。肯塔基州：不
能为了让自己的小鸡、小鸭

和小兔子卖萌而把它们染
色，不过如果它们的数量超
过6只，就不算违法了……本
书作者运用纪实手法，将自
己在美国留学的所见所闻，
对美国政治、经济、生活、文
化、时尚、娱乐等诸多方面作
了近距离观察，并在此基础

上将所见、所感、所悟整理
成了文字，力图将一个真实
的美国呈现给读者。

vigy，原名黄靖子，80
后，广东人。大学毕业后，
她单身赴美，来到波士顿大
学进修，并成功取得硕士学
位。

《别笑，这就是美国》 全方位解读美国的立体生活

书事快评

《乖乖小恶魔》 几米转型创作儿童绘本

《见证》 希拉里回忆录暗示竞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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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著/江苏文艺出版
社

焦虑是由紧张、焦虑、忧
虑、担心和恐惧等感受交织
而成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反
应。它可能在人遭受挫折时
出现，也可能没有明显的诱

因而发生，即在缺乏客观根
据的情况下出现某些情绪紊
乱。作者通过7年的深度调
查，从15万份真实的案例中
列举了一系列焦虑的基本类
型以及表现症状，并从多角
度分析了引发焦虑的原因。

他用有趣的案例，简洁精准
的语言，揭示了引发我们愈
加焦虑的核心因素，总结了
一系列方法，力求使我们减
轻焦虑，乃至避免焦虑。剖析
的这些原因以及调节方式正
是如今人们所急需的。

《你为什么总焦虑？》 大焦虑时代不焦虑的活法

□记者 彭茜

近几年，在图书市场受数字化冲击总体
下滑的情况下，童书市场却“风景这边独好”。
日前，据数据咨询公司开卷统计，2013年前三
季度，我国实体书店的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
下降了1 . 55%，但少儿图书销售额却实现了
5 . 52%的增长。而据2013年度全国图书出版选
题报告显示，全国有5 1 5家出版社报送了
47258种少儿图书。

从数据上看，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有那
么多书可看。但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这么
多的图书中，重复出版的有多少？同样题材同
样内容的又有多少？到网上一搜，《安徒生童
话》可以搜索出1100多条结果，有珍藏版、故
事集、精选本、绘本、学生版、注音版、拼音美
绘本等；《格林童话》可以搜出9 0 0多条结
果……这么多重样的，家长给孩子买书的时
候真是无所适从了。

据报道，当当网副总裁、童书频道主编王
悦说：“当当网上有947种《十万个为什么》，我
们要清除其中的80%。接下来，我们还要削减

《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的数量，我们不能
养活寄生虫。”王悦所说的“寄生虫”，其实就
是那些跟风出版的儿童读物，少儿图书市场
利润颇丰，不少出版商看到哪种书好卖，就盲
目跟风，低级克隆。不仅从形式上，比如包装、
封面等方面模仿畅销少儿图书，更从内容上
模仿，有的几乎就是“剪刀加糨糊”拼凑而成，
仅把书名、封面略作改动，内容掐头去尾，就
变成另外一本书。面对如此多的同质图书，家
长在选择的时候也就要更仔细，别让那些“金
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垃圾图书给蒙了。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在2013年前三季度
少儿图书百强畅销榜上，本土作家作品占到
89席，最受欢迎的是来自杨红樱的《笑猫日记
-寻找黑骑士》，雷欧幻像的《墨多多迷境冒
险系列》作为后起之秀，在今年童书市场表现
不俗。仅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就占据畅销书百
强中的50个席位。本土儿童读物，终于也能和
引进的国外经典读物一样受到孩子们关注
了，但比起成人文学创作大军，优秀的儿童文
学作家实在是太少了，被世界公认的中国儿
童文学经典名作更是少得可怜。中国有那么
深厚的文化传统，本土的儿童文学作家们，还
是多花点时间来挖掘这座富矿，让自己的作
品更像样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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