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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多数中国读者还不大了解阿部和重，但
48岁的他几乎获得过日本所有重要的纯文学奖
项，是当今日本文坛最具实力的纯文学作家之一，
有些评论家还认为他是继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
郎之后最重要的日本作家。

该书是一部典型的纯文学作品，内容简单，意
蕴丰富。小说讲述一个少年独自“解救”朱鹮的故
事：少年鸨谷春生从小对朱鹮怀有不同一般的感
情。他深居简出，沉溺于互联网，终日搜索朱鹮的
信息。渐渐地，春生开始怀疑中国产的朱鹮能否代
表日本，而世人对待朱鹮的态度也让他感到气愤
和难过。他制定了一个“朱鹮问题最终解决”计划，
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向佐渡岛朱鹮保护中心出
发了。

小说不到7万字，但其中蕴含的丰富意味，值
得读者一再回味。阿部和重说，“朱鹮”充满了隐
喻，而他创作《朱鹮》时，正值当时媒体对珍稀动物
朱鹮繁殖情况连篇累牍的报道，以及互联网出现、
日本出现大量逃避社会的宅男宅女，这些社会现
象都给了他创作的灵感。阿部还把这部小说称为

“对中国的还礼”。当年中国送给日本朱鹮，现在我
又拿《朱鹮》这部作品送还给中国。”

阿部和重《朱鹮》
推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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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天环游地球》是科幻巨匠凡尔
纳的名作，它的出现，被认为是全球旅行
时代真正的开端。

这是一部科幻小说，描写了主人公
福克先生和朋友打赌，自己要在八十天
内环游地球一周，朋友们都觉得这件事
荒谬绝伦。而且如果一旦输了，福克先生
将会倾家荡产。然而，就在这种压力下，
福克先生并没有退缩，以坚定的意志，克
服了种种自然和人为的困难，终于在八
十天内环游地球一周。作者匠心独具，以
生动传神的笔法，描写了一幕幕或诗情
画意或惊险刺激的场景，让人手不释卷。

[法]儒勒·凡尔纳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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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烟》是辛酉首部短篇小说集，收
录了包括《闻烟》《谎言识别器》《书香》在
内的16个短篇故事。

16个故事，或以温情动人、或以执念
撩人、或以灵异拟人，故事虽短，但尽显
平凡众生、世事百态。

医生、快递员、理发师、公司职员、同
学会、相亲现场……我们总是对身边的
事情熟视无睹，我们总以为激发内心恐
惧的那些存在还离我们很远。

你所经历过的未必是真实，你不曾
听闻的，也可能一直在发生。

其中《闻烟》被改编成电影，由第81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入殓师》导
演泷田洋二郎编剧、执导。

《闻烟》

加拿大总督插画奖得主新作。埃莉
斯·格拉韦尔是国际上炙手可热的新锐
插画师，除了在加拿大屡获大奖。

这是一个和所有的怪物一样，试图
吓唬小朋友的小怪物的故事，它得逞了
吗？孩子被吓到了吗？等一下，孩子只是
觉得它可爱，这个没有完成任务的可怜
的小怪物，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什么让一个怪物不再令人害怕？

当孩子说“妈妈爸爸，我害怕”的时
候，我们是怎么回答的呢？恐惧来自于哪
里？怎么去战胜自己的恐惧？用这个温暖
的小故事告诉孩子，勇气来自内心。

《我是怕怕》

埃莉斯·格拉韦尔著
后浪出版公司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美]玛丽莎·梅尔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是部科幻小说，还

是给青少年看的。充满未

来主义的故事赋予人们

一个全新的精神内核。

第四次世界大战结

束一百二十六周年的庆

典即将展开，人类和机器

人在东方联邦的首都新

京汇集，整个地球正走向

新的时代。然而，一场浩

大的瘟疫已经在人类中

间蔓延。月球上一群无情

的月族人，在拉维娜女王

的带领下，正做着入侵地

球的最后准备……欣黛，

一个生化赛博格，拥有着

谜一般的过去。当她和英

俊的东方联邦王子凯铎

邂逅之后，她的内心开始

有了巨大的变化，一场赛

博格与人类的禁忌之恋

一触即发。就在此时，守

护世界的使命悄然降临

在她的身上，在追寻自身

命运的过程中，一场责任

与自由、忠诚与背叛的较

量即将展开……

这样一个故事，你知

道有多火吗？《月族》尚未

出版之前，版权即已售予

18个国家；上市之后迅速

引爆市场，版权售出40多
个国家和地区。

《月族》：一部关于爱的科幻巨著

余秋雨著/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君子三讲》集合了
余秋雨近年的经典之作。

在《君子之道》中，余
秋雨独家解读了中华民
族的集体人格，“不了解
君子之道，就像一个中国
人 无 法 讲 清 楚 自 己是
谁！”如何复兴中华文化？
余秋雨给出了解答，就是
要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

集体人格。
《北大授课》是轰动

海峡两岸、最才思敏捷的
课堂讨论，最诚恳的生命
应答，最难以忘怀的47堂
课。马英九巡视台北书市
首购之书，值得每个华人
捧读的中华文化史定本。
全新增订，走进北大，跟
随余秋雨，开始激荡人心
的中华文化之旅。

《冰河》是余秋雨首
部长篇小说，具备惊人美
丽的女子孟河在一次“淑
女乡试”中拔得头魁，引
来大批追求者，然而她暗
中女扮男装，乘船踏上了
去京城寻找生父的路途。
途中，船只突遇冰雪，众
人遭遇生死攸关的求生
考验，引出一连串扑朔迷
离的意外和磨难，也留下
一段沉香般的爱情传说。

《君子三讲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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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是资深英国学者，专业是
美国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美国政治。
他在书中细致剖析了这位毁誉参半的美
国女性努力攀登美国权力之巅的奋斗历
程，解读了希拉里是如何从一个父母都
是保守的共和党人的家庭环境中逐步转
变为民主党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通过追
溯希拉里的生活道路——— 从共和党青少
年和学生积极分子，到美国第一夫人、参
议员和国务卿，介绍了她支持过的政策、
影响她毕生的个性特质以及那些在权力
之路上帮助或妨碍过她的政治因素。在
对希拉里以往经历的探索中，作者发现
了几个极其重要的核心原则，这也正是
她的职业生涯和政治理念的基石……

[英]詹姆斯·博伊斯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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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天环游地球》

《问鼎白宫漫漫路》

辛酉著
作家出版社

《长颈鹿先生，请上车!》

〔韩〕李恩定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长颈鹿先生，请上车！》是广西
师大出版社魔法象故事森林“大声读”
系列推出的作品之一。和睦村的长颈鹿
先生很想搭乘公交车，但是他的脖子太
长，正常的公交车根本无法满足他的需
求，而重新制造公交车又非常麻烦。为
此，和睦村的刺猬村长很烦恼。长颈鹿
先生的好朋友猪小弟，为了能让长颈鹿
先生搭乘公交车想了很多办法，也经历
了很多挫折。后来，在其他村民的支持
下，长颈鹿先生终于如愿以偿了。

要说最近网上最与时俱进、最幽默随和、最萌
最帅的中老年网红是谁？那就是“局座”张召忠了。
2016年10月24日，张召忠点击发送了第一条微博。
24小时，吸引百万粉丝，这是64岁的张召忠交出的
成绩。在网上，他还有另一个称呼更为网友津津乐
道———“局座”。

退休前，作为军事专家和国防大学教授的他，
曾因为一些言论备受争议，但网友们对他非常喜
欢，亲切地称他为“忽悠局局座”，也是为了反讽现
在有一些没节操的所谓的“专家”，为了迎合他人
而提出一些荒谬的、不靠谱的观点。

去年7月，结束了45年的军旅生涯后，这个白
羊座老干部开启了一段繁忙的网红之旅。开通微
信公号，很快收获百万粉丝，在B站直播，成为“站
宠”，高峰时在线观看人数一度达到75万。

事实上，“局座”本人的确是有真本事的人。据
介绍，张召忠非常勤奋好学，年轻时进入北京大学
东语系，为了学好阿拉伯语，他做了一个舌根手术
来保证自己能发出颤音。后来在工作之余还自学
了日语，两伊战争的时候曾经去伊拉克实地考察，
2001年从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国防管理进修班
结业，先后有8项成果获得国家部委和军队级科技
进步奖。他预言的美国大选会出现黑马，难民问题
可能会使欧盟分裂等等也都应验了。

近日，张召忠推出新书《进击的局座：悄悄
话》，书中他首次披露了自己求学、当兵、成为学者
的经历，并讲述了自己被网友称为“战略忽悠局
座”的经过，调侃、自黑，但清廉自勉。该书科普了
与国防、兵器、网络战等相关的军事问题，全书语
言通俗、轻松幽默、亲切生动。除了文字内容，还将

“局座”年轻时的经历以及国防军事等问题用漫画
的方式展现，本书堪称“战略忽悠局”新生手册。

《进击的局座：悄悄话》：“战略忽悠局座”养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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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路新华书店畅销书排行榜

书名 定价 出版社

光芒纪·微光 35.00 四川文艺出版社

《父与子全集》双语版 22.80 吉林美术出版社

小猪唏哩呼噜上 25.00 春风文艺出版社

好心眼儿巨人 17.00 明天出版社

夏洛的网（新） 26.00 上海译文出版社

鹰背上的小鸟 20.00 山东教育出版社

笑猫日记：转动时光的伞 15.00 明天出版社

飞鸟集：经典译林 18.50 译林出版社

昆虫记 25.00 湖北少儿出版社

解忧杂货店 39.50 南海出版社

泉城路新华书店本周6折特惠榜

书名 定价 6折价 版别

DK家庭医生 350.00 210.00 中国大百科社

盗墓笔记1 32.80 19.68 北京磨铁

和青年朋友谈书法 32.00 19.20 北京出版社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9.80 23.88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一个：我们从未陌生过 35.00 21.00 浙江文艺出版社

龙族IV奥丁之渊 32.00 19.20 长江出版社

何以笙箫默精装版 25.00 15.00 沈阳出版社

岛上书店 35.00 21.00 江苏文艺出版社

跟着部首去认字 49.00 29.40 济南出版社

女子安 天下安 38.00 22.80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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