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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荐榜中榜TOP300 4-16

17-51二 名人名家推荐十本书

目  录

陈保平  出版人
陈达凯  出版人
陈丹燕  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蔡    骏  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陈佳洱  北京大学前校长 著名物理学家
陈希我  作家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蔡    震  扬子晚报 文化产业部首席编辑
陈子善  作家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戴逸如  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傅    杰  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
干春松  北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高进水  经济研究参考杂志社 社长兼总编辑
顾文豪  知名青年书评人
郝铭鉴  出版人、著名语言学家
贺秋帆  著名乐评人 影评人
韩少功  知名作家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贺照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蒋    俭  《申江服务导报》专刊部主任、资深媒体人
蒋一谈  北京读图时代董事长 小说家 诗人 出版人
金宇澄  著名作家
绿    茶 （方绪晓）《东方历史评论》 执行主编
李长声  旅日作家 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
刘    东  清华大学教授
罗    岗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刘    禾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清华大学中文系双聘教授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 教授
李    静  文学评论家 作家
李庆西  作家
李天纲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伟长  上海作协《零》杂志负责人 书评人
李西闽  作家 中国新概念恐怖小说的领军人物
毛    尖  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毛时安  作家
毛晓雯  作家

聂震宁  韬奋基金会 理事长  出版人
邱震海  凤凰卫视评论员 《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

战略》节目主持人
苏    芩  知名作家
沈石溪  知名少儿作家
宋新宇  易中咨询董事长、国际著名企业战略专家
田艺苗  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
涂子沛 信息管理专家、科技作家
王大庆  光明日报 记者部副主任
王国伟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吴国盛  北京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王宏图  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 作家 文学评论家
吴建中  上海图书馆 馆长  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
汪    澜  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
王奇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晓东  北大中文系教授 
王小慧  旅德华人艺术家
王小鹰  作家 诗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王振羽  作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综合办主任
小    白  新锐小说作家
肖复兴  作家 《人民文学》副主编
羽    戈  青年学者、时评人
殷健灵  知名少儿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杨    葵  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恽    梅  《父母必读》杂志主编
叶    辛  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止    庵  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张冠生  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
张慧瑜  中国艺术研究院 副研究员
赵    珩  北京市文物局专家组学术委员
赵丽宏  作家、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    翎  旅加华人作家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城市发

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
朱晓剑  天涯读书周刊 主编
张颐武  北京大学教授
张怡微  上海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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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名出版人推荐十本书 52-135

包月阳  中国发展出版社 社长
巴音巴特尔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总编辑
陈建国  陕西出版集团  董事长
陈    玲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陈龙银  安徽美术出版社 总编辑
崔     明  兰州大学出版社 社长
陈明俊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常    青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长
陈    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董事长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公司 总编辑
陈效东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长
蔡    翔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长
陈    政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长
陈贤义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党委书记、董事长
窦瀚修  立信会计出版社 社长
杜金卿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董事长
邓晓益  重庆大学出版社 社长
方    平  湖北教育出版社 社长
范蔚文  格致出版社 社长
傅伟中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  总经理
郭纯生  上海大学出版社 董事长、社长
桂国强  文汇出版社 总经理
高继民  青岛出版集团 总编辑
高克勤  上海古籍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郭    力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总编辑
顾琳敏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顾爱彬   江苏译林出版社 社长 
管士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长
高锡瑞  测绘出版社 社长、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副总经理
葛笑政  作家出版社 社长
耿相新  中原大地传媒 总编辑
郭兆旭  经济科学出版社 社长
何成梁  浙江人民出版社 社长
韩敬群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总编辑
何    龙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长
何林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董事长
韩    敏  人民交通出版社 总编辑
黄    闽  法律出版社 社长
胡    鹏  明天出版社 社长
韩卫东  上海译文出版社 社长
胡小罕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胡宇红  四川教育出版社 总编辑
黄一九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胡正义  安徽人民出版社 社长

金国华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总经理
贾    杰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江    凌  中国法制出版社 社长
纪秀荣  天津出版集团 副总经理
郏宗培  上海文艺出版社 总编辑
季仲华  人民邮电出版社 社长
李炳华  中国纺织出版社 总编辑
陆彩荣  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副局长
刘丛星  吉林出版集团 董事长
刘大伟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长
刘国辉  天天出版社 社长
李广洁  山西人民出版社 社长
刘    红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总经理
李久军  黑龙江出版集团 董事长
林    杰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长
柳建尧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  董事长
刘九如  电子工业出版社 总编辑
刘凯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总编辑
刘明清  中央编译出版社 总编辑
刘明辉  大家出版传媒 社长
刘    庆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社长
刘清华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副总经理
陆三强  未来出版社 总编辑
李    维  云南出版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学谦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社长
李    新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李小山  湖南美术出版社 总经理
陆小新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社长
李昕  新经典文化 “爱心树童书”总编辑
李永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长
刘周远  四川人民出版社 总编
缪宏才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社长、总编
米加德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长
那大庆  阳光出版社 社长
聂政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总编辑
潘凯雄  中国出版集团 副总裁
潘    涛  金城出版社 总编辑
彭晓勇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董事长
潘    岳  中信出版社 总编辑
秦志华  中西书局 总经理
任耕耘  黄山书社 社长
所广一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长
尚红科  北京汉唐阳光文化  总经理
孙洪军  吉林摄影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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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4 中国好书榜 1-6月 136-167

小说类
财经类
人文类
少儿类

社科类
生活类
文艺类
新知类

沈浩波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总裁
孙    晶  复旦大学出版社 总编辑
孙    佳  湖南文艺出版社 总编辑
邵    敏  上海世纪文睿 总编辑
苏    青  科学普及出版社 社长
施    群  福建人民出版社 社长
邵若愚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沈元勤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社长
宋玉成   北方文艺出版社  社长
孙泽军  新世纪出版社 社长
童    健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董事长
田世忠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社长
谭学余  冶金工业出版社 社长
王斌  中信出版社 社长
吴宝安  青岛出版集团 总经理
王丹平  吉林美术出版社 总经理
王    锋  郑州大学出版社 社长
王光辉  甘肃教育出版社 社长
魏革军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长
王慧敏  上海采芹人文化司 总编辑
王    君  上海童石网络科技  CEO
王立翔  上海书画出版社 社长
王    蕾  北京世纪文景 总经理
吴培华  清华大学出版社 总编辑
温廷华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王为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总编辑
王文斌  机械工业出版社 社长
武卫东  图灵教育出版社 总经理
汪修荣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总编辑
王艺桦  西安荣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月霞  宁夏人民出版社 社长
王宇鸿  山西出版集团 董事长
王亚非  时代出版传媒  董事长
汪    忠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长
徐凤梅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徐根才  中国地图出版集团 总编辑
徐    海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长
徐    江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长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长

许仲毅  上海书店出版社 社长
杨崇新  国防工业出版社 社长
杨德宏  长春出版社 社长
于殿利  商务印书馆 总经理
杨    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董事长
杨    路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杨    杪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 总经理
杨西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社长
俞晓群  海豚出版社 社长
颜小鹂  蒲公英童书馆  总编辑
易言者  湖南岳麓书社 社长
闫智红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副总经理
殷忠民  人民教育出版社 社长
朱大平  北京时代华语  董事长
张德意  江西教育出版社 总编辑
翟德芳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总编辑
赵国强  吉林美术出版社 社长
张海鸥  新世界出版社 总编辑
宗俊峰  清华大学出版社  社长
赵剑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长
张克文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长
赵    力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社长
张莉琴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社长
张黎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总编辑
张梦欣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
张晓林  中国人口出版社
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 社长
张秋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社长
周    晴  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曾庆宇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长
赵    莳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总编辑
赵    彤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张天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总编辑
支文军  同济大学出版社 总经理
张卫国  石油工业出版社 总经理、党委书记
支旭中  三秦出版社 社长
周艺平  长江出版传媒 总经理
郑重  浙江文艺出版社 社长
钟制宪  北京出版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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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定  价 

繁花 金宇澄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68.00

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 李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6.00

给孩子的诗 北岛 选编 张祈 协助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0.00

亲爱的生活 艾丽丝 门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9.50

逃离 (加) 艾丽丝·门罗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9.50

庆祝无意义 (法)米兰·昆德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7-01 30.00

六个字母的解法 刘禾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5.00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仿
皮封面软精装) 阿城 中华书局 2014-06-01 136.00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张新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59.00

在西方目光下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01 45.00

反抗“平庸之恶”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杰罗
姆·科恩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9.00

少年与海 张炜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5.00

看不见的森林：林中自然笔记 (美)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46.00

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 (美)埃德蒙·威尔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9.80

耶路撒冷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9.80

文明史 (法)布罗代尔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68.00

童年河 赵丽宏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25.00

我的旅行哲学 陈丹燕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8.00

提堂 (英) 希拉里·曼特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6-01 53.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
阅读笔记 茅海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3-01 68.00

解密 麦家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5.00

甲午殇思 刘亚洲  丁一平  金一南  罗援 等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4-05-01 68.00

推荐榜中榜TO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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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传 (美)艾伦·艾伯斯坦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65.00

相遇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曹文轩画本：草房子套装(全9册) 曹文轩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8 180.00

蟠虺 刘醒龙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5.00

美洲纳粹文学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45.00

国家的选择：华盛顿与他的时代
(上下册)

(美)罗恩 彻尔诺 (Ron 
Chernow)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4-01 79.8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
“自改革” 解玺璋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布谷鸟的呼唤 (英) J.K.罗琳(罗伯特·加尔
布雷思)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4-01 49.00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共十卷) (日)宫本一夫 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568.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文字版
(第一辑套装全9册)

(奥地利)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
格  方卫平 等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50.00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58.00

教父(全新完整译本) (美)马里奥·普佐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45.00

蚂蚁帝国三部曲 (套装共3册) (法)贝尔纳·韦伯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5-01 99.00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
术与文物 沈从文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149.00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李光耀 口述   (美)格雷厄姆·艾
利森(Graham Allison)   罗伯
特·D·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    阿里·温尼(Ali 
Wyne)  编

中信出版社 2013-10-01 39.00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
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上中下册)

沈弘　编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
限公司 2014-03-01 198.00

中国艺术史 (英)迈克尔·苏立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79.00

一九八四 (译文名著精选)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董乐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23.00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美) 大卫·哈维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01 48.00

女红 程小莹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29.00

南京1937 周宗凯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39.90

自由的未来 (美)法里德·扎卡里亚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58.00

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张定浩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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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 (加)简·雅各布斯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5.00

甲午战争史 戚其章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75.00

中国哲学简史(软精) 冯友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02-01 38.00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
的大变革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01-01 49.90

脚注趣史 (美)安东尼·格拉夫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著 新蕾出版社 2014-01-01 18.00

飘窗 刘心武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5-01 29.50

聽水讀钞 陆灏 著 海豚出版社 2014-02-01 48.00

陆犯焉识(新版) 严歌苓 作家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 (美) 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60.00

爸爸树(套装共3册) 刘海栖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48.00

独裁者手册
(美) 布鲁斯·布鲁诺·德·梅
斯奎塔  (美) 阿拉斯泰尔·史密
斯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42.00

失明症漫记 (葡)若泽·萨拉马戈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3-01 32.00

大地上的事情 苇岸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7.00

那一张旧书单 俞晓群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3.00

纸牌屋 (英)迈克尔·道布斯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9.80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饶平如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4-01 39.80

论妥协 (英)约翰·莫雷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2014-07-01 42.00

解忧杂货店 (日)东野圭吾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9.50

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 (美) 明恩溥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29.80

文学回忆录：(1989-1994)(上下
册) 木心 讲述  陈丹青 笔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1-01 98.00

致未来的你：给女孩的十五封信
(软精) 殷健灵 著 青岛出版社 2013-07-30 26.00

刀疤豺母：动物小说大王沈石
溪·品藏书系 沈石溪 著 胡志明 绘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22.00

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
历史(上下)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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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边民的摆--当代中国人类学民
族学文库 田汝康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10-01 28.00

软实力：权力  从硬实力到软实力 (美)约瑟夫·奈 中信出版社 2013-05-01 39.00

曼德拉传 (美)查伦·史密斯(Charlene 
Smith)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2.00

圣俗之间——西双版纳傣族赕佛
世俗化的人类学研究 龚锐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06-01 38.00

我与岩波书店 (日) 大冢信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3-01 38.00

大清相国 王跃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07-01 38.00

自由的进化 (美)丹尼尔·丹内特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58.00

中国人的民生 高连奎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3-15 45.00

花湾传奇 唐池子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2-01 18.00

导盲犬迪克：动物小说大王沈石
溪·品藏书系 沈石溪 著 胡志明 绘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24.00

山本耀司：我投下一枚炸弹 (日) 山本耀司  满田爱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68.00

迟到的文明 袁伟时 著 线装书局 2014-03-01 38.00

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 孙歌 著 冯金红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1-12-01 40.00

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森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6-01 42.00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 (英) 萨达卡特·卡德里 新星出版社 2014-05-01 49.50

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 许倬云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32.80

向太阳 向光明：朱厚泽文存
(1949-2010) 朱厚泽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3-01 68.00

象征与思维-新平傣族的植物世
界－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崔明昆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07-01 38.00

第七天 余华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06-01 29.50

不老泉 (美)娜塔莉·巴比特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3-01-01 14.00

石渠宝笈(检索版) 梁诗正 等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12-01 18000.00

武士政治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 著 丁力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32.00

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
下的传播变革 (美国)曼纽尔·卡斯特尔 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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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册) 赵致真  王俊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20 96.00

黄雀记 苏童 著 作家出版社 2013-08-01 37.00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全28册) 沈石溪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515.00

十万个为什么( 第六版套装共18册) 韩启德 主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680.00

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夏晓虹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2-01 39.80

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
创业历程(1900-2013)

(美)阿伦 拉奥、皮埃罗 斯加鲁
菲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4-01 99.00

杂记赵家 杨步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6.00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2 (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上
海浦睿文化传播公司 2014-02-01 30.00

匈奴王复活 赵华 阳光出版社 2014-06-01 16.00

一个人的朝圣 (英)蕾秋·乔伊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09-01 32.80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美)彼得·海斯勒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40.00

逝去的武林 徐皓峰　等撰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4-01 38.00

航海图的世界史 宫崎正胜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38.00

薰衣草在等待/辫子姐姐成长物语 
郁雨君 郁雨君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2014-05-01 19.80

缥缈的峰 孙颙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7.00

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
战争动机 (美) 理查德·内德·勒博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2.00

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笔供 中国档案馆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08-01 4980.00

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
与全球监控 (美)格伦·格林沃尔德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42.00

雪山之书 郭净 著 尹绍亭  夏代忠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05-01 68.00

沉默之门 宁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48.00

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 (美) 丹尼尔·查莫维茨
(Daniel Chamovitz)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5.00

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玛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11-01 39.80

乾隆帝 (美)欧立德(Mark C. Elliott)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49.00

我的家庭回忆录 钱理群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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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书馆：特工徐向璧 小白 海豚出版社 2014-05-01 13.80

里尔克：一个诗人 拉尔夫·弗里德曼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138.00

忠诚的流浪狗(典藏版) 杨红樱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16.00

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  刘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9.00

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修订版) 罗志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 路易·阿尔都塞 著 蔡鸿滨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05-01 59.00

凤凰 欧阳江河著  吴晓东注释评论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26.00

翻转世界：互联网思维与新技术
如何改变未来 (美)比尔顿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49.90

量子、猫与罗曼史：薛定谔传 (英)约翰·格里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40.00

马尔克斯评传 (英) 史蒂芬·哈特(Stephen 
M．Hart) 著 王虹 译 漓江出版社 2014-05-01 29.80

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上下册) (俄)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
斯、叶卡捷琳娜·雷巴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168.00

美学意识形态(修订版) (英)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3-01 78.00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
主义的传奇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3-01 88.00

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  它是如
何进化的 (美)布莱恩·阿瑟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62.90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
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陈怀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6-01 68.00

我的简史(MY BRIEF HISTORY) (英) 史蒂芬·霍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2014-07-01 42.00

安瑟十三系列 孙以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5-01 30.00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美) 艾伦·德肖维茨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9.80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
的书生与政治 杨奎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5-01 48.00

爱历元年 王跃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8-01 35.00

美国十讲 资中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6.00

读懂中国改革：新一轮改革的战
略和路线图 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等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45.00

瓦尔登湖的反光：梭罗日记(增订版) 亨利·戴维·梭罗 金城出版社 2014-06-01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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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若莲花  爱如菩提——李叔同作
品精选 李叔同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28.00

五位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杂忆 (美) 约翰·保罗·斯蒂文斯 上海三联书店 2014-03-01 35.00

希腊的回声(精装本) 依迪丝·汉密尔顿 
(Hamilton) 华夏出版社 2014-01-01 35.00

中国在梁庄 梁鸿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38.00

出梁庄记 梁鸿 花城出版社 2013-03-01 39.80

情种起源 海伦·费舍尔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2014-07-01 36.00

博尔赫斯的面孔  格非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寻找家园(增订版) 高尔泰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06-01 36.00

滇西边区考察记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12-01 38.00

看里面系列大合集(全套13册)
(英)埃里克斯·弗利斯等 
科林·金等 荣信文化/编译

未来出版社 2012-06-01 608.40

奥登诗选：1927-1947 (英)W. H. 奥登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88.00

童心百说 刘再复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18.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图画书)
(第二辑套装全八册)

(希) 布洛迪斯 著 方卫平 编
(希) 安德里科普洛斯图 
(挪威) 厄伊温·图谢特尔 绘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216.80

大唐帝国东亚战记 柯胜雨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36.00

族长的秋天 加西亚·马尔克斯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39.50

如何成为一个妖孽 胡紫微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9.00

为奴十二载 (美)所罗门·诺瑟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26.00

北大回忆 张曼菱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1-01 46.00

中国  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
的抗日战争全史 (英)拉纳·米特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6-01 49.80

大国博弈(上下册) (美)约翰·托兰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5-01 68.00

白纸的传奇 王鼎钧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5.00

我们不懂电影 毛尖 海豚出版社 2014-05-01 52.00

科学外史 江晓原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09-01 48.00

庆山：得未曾有 庆山(安妮宝贝)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49.00

1966年 王小妮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1-01 35.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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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说 高毅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上中下) 尼尔·麦格雷戈 新星出版社 2014-01-01 108.00

1944：腾冲之围 余戈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5-01 96.00

日夜书 韩少功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03-01 32.00

饶议科学Ⅱ 饶毅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4-08-01 55.00

大河湾 (英) V. S. 奈保尔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8-10 39.50

傅科摆 (意) 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69.00

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
“我对你错 (美)乔纳森·海特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79.90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中国典籍中
的“上帝”信仰 杨　鹏 著 书海出版社 2014-07-01 36.00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 (美)罗杰．克劳利 (Roger 
Crowle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49.00

贾里贾梅大系 男生贾里全传 秦文君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24.00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平装)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人民出版社 2013-08-01 66.00

儿童健康科普指南 关宏岩  曹彬 著 关宏岩  曹彬 
编 北京出版社 2014-01-01 39.80

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 叶笃庄 著 孟繁之 整理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7-01 68.00

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6.00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
涯揭秘 史景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46.00

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当
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杨福泉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12-01 38.00

驼庵传诗录：顾随讲中国古典诗
词(上下)

叶嘉莹 笔记  高献红 顾之京 整
理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4-02-01 88.00

一匹倔脾气的马(儿童文学经典版) 常新港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15.00

奈保尔：看  这个世界 (英) V.S.奈保尔 著 孙仲旭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32.00

古刻新韵四辑：植物名实图考 (全
8册) (清) 吴其濬　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498.00

思考的艺术(原书第10版) 文森特·赖安·拉吉罗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01-01 39.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图画书)
(第一辑套装全七册)

(瑞士) 保利  (意) 罗大里 著 
方卫平 编  (瑞士) 谢尔勒  
(德) 康斯坦丁诺夫图 绘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1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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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请带上这封信 张泉灵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6-01 36.00

聂鲁达情诗全集：二十首情诗和
一首绝望的歌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39.50

未完的对话
(英)以赛亚·伯林  (波兰)贝
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
斯卡

译林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小狗钱钱 (德)舍费尔 著  王景楠  余茜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22.00

春华秋实 梁文蔷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28.00

甲午海战 陈悦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68.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文字版
(第二辑套装全9册) (英)依列娜．法吉恩 等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54.00

现代社会想象 (加拿大) 查尔斯·泰勒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3-01 25.00

人海微澜 潘伯鹰 著 文汇出版社 2014-06-01 32.00

骑兵军 (苏)巴别尔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22.00

我为什么离开高盛 格雷格·史密斯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2014-07-01 48.00

野狐岭 雪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7-01 46.00

枫林渡 曹文轩 明天出版社 2014-06-01 20.00

灰屋顶的巴黎(第2版) 扫舍 著 扫舍 摄 金城出版社 2014-04-01 39.80

每个人的政治(典藏版)  赵汀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39.00

爱  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
(精装珍藏本) (法)蕾蒂西娅 塞纳克 著  黄荭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78.00

美国文明读本：缔造美利坚的40
篇经典文献 钱满素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5-01 68.00

十八大后经济改革与转型 张卓元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2.00

莎士比亚书店 (美)西尔维娅·毕奇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3-01 38.00

回家 海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2.00

阵痛 张翎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3-01 29.80

作家妈妈讲故事(共4册) 梅子涵 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68.00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
(1821-1849) (美) 约瑟夫·弗兰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68.00

王明年谱 郭德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2-01 98.00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美) 托尼·朱特 商务印书馆 2013-05-01 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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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典 (布脊精装)(一函四册) 李零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1-01 198.00

天上的船 殷健灵 云南晨光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2014-06-01 24.80

敦煌 井上靖 著  刘慕沙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25.00

书  儿童与成人 (法)保罗 阿扎尔 著  梅思繁 
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28.00

春尽江南 格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08-01 35.00

黄永玉全集·文学编(普及本)(套
装共6册) 黄永玉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11-01 400.00

想生金蛋的母鸡
(瑞士)汉娜·约翰森 文
(瑞士)凯蒂·班德 图

漓江出版社 2014-08-01 25.00

一战中的华工 徐国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7-01 48.00

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 蒋蓝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58.00

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58.00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68.00

安迪·沃霍尔自传及其私生活 (美) 约翰·威尔科克(John Wilcock) 
著  克里斯托弗·特雷拉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148.00

改革开放口述史 欧阳淞 高永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88.00

人类的敦煌 冯骥才 阳光出版社 2012-05-01 78.00

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
大起底 顾伯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01-01 35.00

自然观察：我的第一本观鸟日记 廖晓东、马学军 编 新世纪出版社 2013-06-01 25.0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
研究 袁志刚 主编 格致出版社 2013-12-01 38.00

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套装全20册)
(典藏版) 杨红樱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4-01 320.00

“有价值悦读”丛书 史铁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11-01 228.00

最好的女子(增订本) 黄佟佟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11-01 32.80

安徒生童话全集：经典珍藏版：
全三册 (丹)安徒生 著 叶君健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96.0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指引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00-01-01 29.00

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马幼垣 杨国强 姜鸣 艾尔曼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5-20 32.00

费玛 (以)奥兹　著 译林出版社 2012-06-01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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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
族主义想象力 程巍 著 漓江出版社 2013-11-01 39.80

鱼羊野史(第1卷)：晓松说历史上
的今天 高晓松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9.80

老鼠记者新译本 (1-50) (意)杰罗尼摩 斯蒂顿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4-01 700.00

新编剑桥印度史：葡萄牙人在印
度  皮尔森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9.00

看不见的神奇自然 (英) 莫伊拉·巴特菲尔德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39.80

洪业传 (美) 陈毓贤 商务印书馆 2013-02-01 42.00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
术语的形成 金观涛  刘青峰 法律出版社 2010-01-01 69.00

剑桥东南亚史(共两卷)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格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01-01 180.00

中国文人画史(上、下册) 卢辅圣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12-10-01 980.00

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
的光荣与梦想 张维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8-01 36.00

黑科学白科学——风是一个坏小孩 何腾江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3-01-01 24.80

假面吟 王小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08-01 25.00

做衣服：破坏时尚 山本耀司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48.00

世界30年：全球政治、权力和繁
荣的演变 (英)拉赫曼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01-01 49.00

美法革命比较 (德)弗雷德里希·根茨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2014-07-01 29.80

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 (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等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1-01-01 38.00

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
史(1787～1868) (澳)罗伯特·休斯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68.00

边锋：文化偶像的创意人生 (澳)布伦特·D.泰勒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5-01 39.00

三生三世 (美)聂华苓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01-01 22.00

浴缸里的惊叹：256道让你恍然大
悟的趣题 顾森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7-01 49.00

裂舌 (日)金原瞳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04-01 18.00

别人的生活 刘汀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3-01 35.00

蒲公英科学绘本系列(全15册) (韩)张基华 编  (韩)金熙映　绘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3-01-01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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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两个  三个……蘑菇下躲雨 小微/改编 冯莺、赖振辉/图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05-01 29.80

苏联军队的瓦解 (美)威廉·奥多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7-01 89.00

海豚王子历险记：海王子诞生 杨鹏 著 大连出版社 2013-05-01 16.00

能源重塑世界(套装上下册) (美)丹尼尔·耶金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2-08-14 120.00

古刻新韵丛书 (全12册)
(清)陈洪绶   (清)萧云从  
 (清)门应北   等 著 
雍琦   洪奔   屈笃仕   等 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04-01 445.00

法国中尉的女人 约翰·福尔斯 著  陈安全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7-01 49.50

全球拍卖 菲利普·朗(Phillip Brown) 
休·劳德(Hugh Lauder)等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35.00

跨文化视角下的北美与中国文化 (加)李盈  (加)王健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00-01-01 48.00

小小科学家百科丛书(礼盒) 美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08-01 768.00

丁丁历险记(套装共22册)(精巧阅
读本) (比)埃尔热 等编绘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12-01 264.00

政治的细节(第10版) (美)罗伯特·J·阿特、罗伯
特·杰维斯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3-01 68.00

科学改变人类生活的119个伟大瞬
间 路甬样　主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11-01 36.00

经典作家十五讲 曹文轩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39.00

钱理群文选：拒绝遗忘 钱理群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2009-08-01 42.00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史景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48.00

大人孩子都能懂的时间简史 泡爸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28.00

中国不一样 (美)方绍伟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04-01 42.00

战国策派文存(套装上下册) 张昌山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02-01 96.00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1999-04-01 9.80

之江新语 习近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2-04 36.00

管子解读：领袖需要的智慧 魏承思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7-01 45.00

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日)小泽征尔、村上春树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9.50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红与黑 (法) 司汤达 著 罗新璋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2-01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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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印) 阿马蒂亚·森 著 李风华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35.00

奇妙洞洞书第一辑(全6册) (意)曼泰加扎　著 未来出版社 2012-04-01 220.80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
的历史论述 葛兆光 著 中华书局 2011-02-01 68.00

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 孙立群 商务印书馆 2014-07-01 36.00

莎士比亚：时代的灵魂 (英) 弗兰克·克蒙德 著 韦玫
竹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6.80

俄罗斯史(第8版)
(美)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马克·斯坦伯格 著 杨烨  卿
文辉  王毅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0-01 88.00

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全4册)(彩
色图文版/附光盘) 邢涛 总策划  纪江红 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7-01-01 168.00

奈保尔：信徒的国度 (Among 
the believers) (英) V.S.奈保尔 著 秦於理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8-01 59.50

野马之舞 戴江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1-01 25.00

及格主义 方柏林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6-01 29.80

经典怀旧：小哥儿俩 凌淑华 海豚出版社 2013-01-01 32.00

希望的源泉 (英)威廉斯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45.00

大师教你做父母——对话苏霍姆
林斯基之一 朱永新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07-01 31.80

盛世繁星：甜草莓的秘密 汤素兰 云南晨光出版社  云
南出版集团 2014-03-01 24.80

大国海权(得海权者得天下  大国
崛起的海上必经之路) (美)马汉 著  熊显华 编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9-01 39.00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插图修订第4版) 王力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8-01 35.00

我有友情要出租 方素珍 著  郝洛玟 绘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3-02-01 15.00

移动互联网商规28条：思维重构
与生存新法则 王吉斌  彭盾  程成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7-01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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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凯
出版人

陈保平  

出版人

《历史研究：插图本——开放人文》  
（英）汤因比 著  刘北成  郭小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04-01  88.00

《乡土中国》
费孝通 著  
北京出版社  2011-02-01  18.00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李光耀 口述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
阿里·温尼（Ali Wyne） 编
中信出版社  2013-10-01  39.00

《如何研究中国》  
曹锦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04-01  38.00

《观念的水位》  
刘瑜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01-01  36.00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杨奎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5-01  48.00

《饥饿的灵魂》  
（英）查尔斯·汉迪 著  刘海明 张建新 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99-09-01  14.80

《大数据时代：生活 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01-01  49.90

《为普鲁斯特哭泣》  
林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08-01  28.00

《逝者如渡渡》  
申赋渔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45.00

《文明史》  
（法）布罗代尔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68.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3-01  68.00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
史景迁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46.00

《迟到的文明》  
袁伟时 著  
线装书局  2014-03-01  38.00

《国家的选择：华盛顿与他的时代》（上下册）
（美）罗恩 彻尔诺 （Ron Chernow)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4-01  79.80

《航海图的世界史》  
宫崎正胜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
（美）科特金 著  王旭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49.00

《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
（美）阿米蒂奇 著   孙岳 译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28.00

《大国博弈》（上下册）
（美）约翰·托兰 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5-01  68.00

《莎士比亚：时代的灵魂》  
（英）弗兰克·克蒙德 著  韦玫竹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6.80

名人名家推荐十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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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
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
（美）丹尼尔·查莫维茨（Daniel Chamovitz）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5.00

《莎士比亚书店》  
（美）西尔维娅·毕奇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3-01  38.00

《爱  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精装珍藏本）》
（法）蕾蒂西娅 塞纳克 著  黄荭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78.00

《浮世绘 武士道与大奥：日本江户时代的大众文化》
张博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4-04-01  33.00

《先觉者：在民国生逢其时与生不逢时》  
伍立杨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2-01  35.00

《心经·金刚经》  
饶宗颐 编  净因法师 译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6.00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奥）茨威格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05-01  32.00

《空谷幽兰》  
（美）比尔·波特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36.00

《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  
孙立群  
商务印书馆  2014-07-01  36.00

《马可波罗行纪》  
（法）沙海昂 注  冯承钧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3-01  46.00

蔡骏    

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教父》（全新完整译本）
（美)马里奥·普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45.00

《为奴十二载》  
（美）所罗门·诺瑟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26.00

《骑兵军》
（苏）巴别尔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22.00

《古典音乐的巨匠时代（1685—1897）》
田艺苗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32.00

《逝去的武林 》
徐皓峰 等撰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4-01  38.00

《敦煌》
（日）井上靖 著  刘慕沙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25.00

《蚂蚁帝国三部曲》（套装共3册)
（法）贝尔纳·韦伯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5-01  99.00

《繁花》
金宇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68.00

《绿里》  
（美）斯蒂芬.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8-01  32.00

《航海图的世界史》  
（日）宫崎正胜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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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

陈佳洱
北京大学前校长 

著名物理学家

《美洲纳粹文学》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45.00

《睡美人》  
（日）川端康成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1  35.00

《人间失格·斜阳》 
（日）太宰治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01  35.00

《卡夫卡小说全集（1-3卷）》  
（奥）弗兰茨·卡夫卡 著  高年生 韩瑞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1-01  88.00

《盲目物语（谷崎润一郎作品系列）》
（日）谷崎润一郎 著 赖明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22.00

《萨德我的邻居》  
（法)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5-01  28.00

《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阿·谢·多利宁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82.00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
杨鹏 著  
书海出版社  2014-07-01  36.00

《女巫》  
（法）儒勒·米什莱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5-01  38.00

《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日）黑川雅之 著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29.80

《十万个为什么（ 第六版套装共18册）》  
韩启德 主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680.00

《曹文轩画本：草房子套装》（全9册）  
曹文轩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8  180.00

《小鸟公主系列：被宠坏的公主》  
秦文君 著  
接力出版社  2014-01-01  16.80

《安徒生童话全集：经典珍藏版：全三册》  
（丹）安徒生 著  叶君健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96.00

《贾里贾梅大系 男生贾里全传》  
秦文君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24.00

《西游记》  
（明）吴承恩 著  唐川森 改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4-02-01  15.80

《宇宙简史（插图精装版）》  
（英）斯蒂芬·霍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38.00

《三国演义》  
文心 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14-06-01  19.90

《贾里贾梅大系 花彩少女的事儿》  
秦文君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20.00

《小学生必读名家-一只想飞的猫》  
陈伯吹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2-07-01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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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逃离》  
（加）艾丽丝·门罗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9.50

《陆犯焉识（新版）》  
严歌苓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失明症漫记》  
（葡）若泽·萨拉马戈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3-01 32.00

《耶路撒冷》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9.80

《傅科摆》  
（意）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69.00

《黑白阎连科·中篇四书》（全四册）  
阎连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3-01  92.00

《野狐岭》  
雪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7-01  46.00

《美丽新世界》
（英）赫胥黎 著  黄津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25.00

《致理想读者》  
李敬泽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03-01  40.00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  
陈晓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09-01  69.00

陈子善  

作家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修订版）  
周作人 俞平伯 著 孙玉蓉（编注）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88.00

《书信里的辛丰年》  
辛丰年 李章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8-20  35.00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夏志清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7-01  39.80

《人海微澜》  
潘伯鹰 著 
文汇出版社  2014-06-01  32.00

《六个字母的解法》
刘禾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5.00

《无尽藏》  
庞贝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2-01  36.00

《也无风雨也无晴》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2-05-21  152.00

《给孩子的诗》  
北岛 选编 张祈 协助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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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震  

扬子晚报  文化产业部

首席编辑

《飘窗》  
刘心武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5-01  29.50

《透明》  
蒋一谈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28.00

《英国农民工小像》  
（英）玛琳娜·柳薇卡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6-01  39.80

《大地上的事情》  
苇岸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7.00

《繁花（全本珍藏版）》  
金宇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03-01  48.00

《守住中国人的底线》  
王蒙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2-01  39.80

《美丽汉字》  
徐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52.00

《感谢自己的不完美》  
武志红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04-01  32.80

《少年与海 》  
张炜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5.00

《看不见的森林：林中自然笔记》
（美）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46.00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2 》  
（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公司  2014-02-01  30.00

《中国艺术史 》  
（英）迈克尔·苏立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79.00

《山本耀司：我投下一枚炸弹》  
（日）山本耀司  满田爱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68.00

《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西尔维娅·普拉斯诗全集 》  
西尔维娅·普拉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58.00

《文学报·新批评（第一卷 全5册）》  
《文学报》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3-01  128.00

《视听：幻觉的构建》
（法）米歇尔·希翁（Michel Chion)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7-01  36.00

《邂逅人与书籍：茨威格读书随笔》  
（美）斯蒂芬·茨威格 著  
金城出版社  2014-06-01  39.80

《创作大师：从乔 叟·丢勒到毕加索和迪士尼》
（英）保罗·约翰逊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40.00

《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
（加）简·雅各布斯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5.00

《藏书票的故事》  
（英）马丁·霍普金森 著  马幸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2014-03-01  48.00

傅杰  
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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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  

北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 博

士生导师

《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  
李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6.00

《徐复观全集——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徐复观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3-01  65.00

《钱穆先生全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新校本） 
钱穆 著  
九州出版社  2013-01-01  60.00

《论语译注（简体字本)》  
杨伯峻 译注  中华书局  2006-12-01  23.00

《〈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说》  
高毅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中国哲学简史（软精）》  
冯友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02-01  38.00

《道德的理想主义》  
牟宗三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07-01  35.00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昆德拉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07-01  23.00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06-01  35.00

《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6-01  36.00

高进水  

经济研究参考杂志社  

社长兼总编辑

《动荡的世界：风险  人性与未来的前景》
（美）艾伦·格林斯潘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65.00

《中国2014：改革升挡》  
吴敬琏 秦晖 葛剑雄 于建嵘 等著  胡舒立 张剑荆 主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03-01  39.80

《孤独的领导力：朴槿惠的60年》  
（韩）千荣植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3-01  35.00

《十八大后经济改革与转型 》 
张卓元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2.00

《美国金融泡沫史》  
（美）加雷·加勒特 著  
海峡书局  2014-04-01  65.00

《改革是最大政策》  
吴敬琏  张维迎 等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1-01  37.00

《公共问题经济学（第17版）》
罗杰·勒罗伊·米勒（Roger,LeRoy,Miller）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9.00

《大水荒：水资源大战与动荡未来》
（美）查尔斯·费什曼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3-01  45.00

《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上下）》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98.00

《白岩松：行走在爱与恨之间》  
白岩松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5-01  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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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文豪    

知名青年书评人

《逃避之路 》  
（英）格雷厄姆·格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2-01  51.00

《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6.00

《奈保尔：看  这个世界》  
（英）V.S.奈保尔 著 孙仲旭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32.00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上中下）》  
尼尔·麦格雷戈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1-01  108.00

《奈保尔：信徒的国度 （Among the believers）》  
（英）V.S.奈保尔 著 秦於理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8-01  59.50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共十卷）》 
（日）宫本一夫 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568.00

《未完的对话》
（英）以赛亚·伯林 
（波兰）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4-01  38.00

《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1868）》  
（澳）罗伯特·休斯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68.00

《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精装第2版）》  
（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36.00

《狄金森全集（全四卷）》  
（美）艾米莉·狄金森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297.00

郝铭鉴    

出版人 

著名语言学家

《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  
史正富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05-16  35.00

《甲午殇思》  
刘亚洲 丁一平 金一南 罗援 等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4-05-01  68.00

《缥缈的峰》  
孙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7.00

《群山回唱》  
（美）卡勒德·胡赛尼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08-01  36.00

《平生六记》  
曾彦修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6-01  35.00

《烟云过眼（插图布面精装本）》  
张伯驹 著  
中华书局  2014-03-01  56.00

《杂记赵家》  
杨步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6.00

《监狱里的图书馆》  
（美）阿维·施泰因贝格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4-04-20  36.00

《历史不规矩：张鸣最新力作》  
张鸣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6.80

《刘青弋文集（1）》  
刘青弋 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10-01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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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秋帆    
著名乐评人 

影评人

《向太阳 向光明：朱厚泽文存（1949-2010）》 
朱厚泽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3-01  68.00

《洗耳恭听：读懂音乐大师》  
贺秋帆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5.00

《一日一谈 》  
马相伯 口述 王瑞霖 等校注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30.00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  
（美）罗杰．克劳利 （Roger Crowley)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49.00

《五位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杂忆》
（美）约翰·保罗·斯蒂文斯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4-03-01  35.00

《正义课：从电影故事看美国法律文化》  
（美）保罗·伯格曼  迈克尔·艾斯默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49.80

《希腊的回声（精装本） 》  
依迪丝·汉密尔顿 （Hamilton) 著
华夏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日本电影大师》  
（美）奥蒂·波克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看不见的森林：林中自然笔记》  
（美）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46.00

《老梁说天下》  
梁宏达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4-03-01  35.00

贺小勇  

华东政法大学  教授

《正义的成本：当法律遇上经济学》  
熊秉元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3-01  45.00

《甲午殇思》  
刘亚洲 丁一平 金一南 罗援 等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4-05-01  68.00

《哈耶克传》  
（美）艾伦·艾伯斯坦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65.00

《法律的理念》  
（英）罗伊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38.00

《曼德拉传》  
（美）查伦·史密斯（Charlene Smith）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2.00

《何为道德：一本哲学导论》
（德）诺博托·霍尔斯特（Norbert Hoerster）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18.00

《论美国的民主》  
（法）托克维尔 著  吉家乐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03-01  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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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30年：全球政治 权力和繁荣的演变》  
（英）拉赫曼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01-01  49.00

《新亚洲半球》  
 （新加坡）马凯硕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02-01  38.00
《软实力：权力  从硬实力到软实力》  
（美）约瑟夫·奈  
中信出版社  2013-05-01  39.00

《新经济的进程》  
（美）戴维·科顿（David Korte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01-01  32.00

《漫长的革命》  
（英）雷蒙德·威廉斯 著 倪伟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01-01  52.00

《中国的思维世界 》  
（日）沟口雄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4-01  45.00

《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  
孙歌 著 冯金红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12-01  40.00

《热风·研究坊·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 
张炼红 著 王晓明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08-01  62.00

《培文·学术精品·“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
十年的反思之旅》  
杨念群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07-01  42.00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方方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05-01  25.00

韩少功    

知名作家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人性论（套装全2册)》  
（英）休谟 著  贾广来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01-01  68.00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挪威）乔根·兰德斯 （Jorgen Randers）
译林出版社  2013-09-01  58.00

《理论之后》  
（英）伊格尔顿　著  
商务印书馆  2009-07-01  16.00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美）艾恺 采访  梁漱溟 口述  一耽学堂 整理
东方出版中心  2006-01-01  35.00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上 中 下）  
黄永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07-01  138.00

《春尽江南》  
格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08-01  35.00

《凤凰》  
欧阳江河 著  吴晓东 注释评论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26.00

《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  
李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6.00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02-01  15.00

《最年轻的科学:一个医学观察者的手记》  
刘易斯·托马斯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10-01  48.00

贺照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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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俭    

解放日报编委 文化专题

部主任

《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58.00

《中国艺术史 》  
（英）迈克尔·苏立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79.00

《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  
（英）柯瑞思 著  陶然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09-01  42.00

《美国十讲》  
资中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6.00

《书店时光：世界最美书店巡礼》 
（日）X-knowledge 编  
新星出版社  2014-03-01  69.50

《我与岩波书店》  
（日）大冢信一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3-01  38.00

《书店风景》  
钟芳玲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4-01  98.00

《我是你的男人：莱昂纳德·科恩传记》 
（美）西尔维·西蒙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68.00

《羊毛战记》  
（美）休·豪伊 著  陈宗琛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09-01  58.00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04-01  9.80

蒋一谈  

北京读图时代董事长  

小说家 诗人 出版人

《给孩子的诗》  
北岛 选编 张祈 协助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0.00

《亲爱的生活》  
艾丽丝 门罗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9.50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张新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59.00

《繁花（全本珍藏版）》  
金宇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03-01  48.00

《美国》  
（法）波德里亚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0-01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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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    

著名作家

《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  
（美）明恩溥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29.80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软精装）  
阿城  
中华书局  2014-06-01  136.00

《鲜花帝国：鲜花育种 栽培与售卖的秘密 》
（美）艾米 斯图尔特  
商务印书馆  2014-04-01  40.00

《盲眼钟表匠》  
理查德·道金斯  
中信出版社  2014-06-01  68.00

《国文趣味》  
姜建邦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04-01  30.00

《纸牌屋》  
（英）迈克尔·道布斯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9.80

《教父》（全新完整译本） 
 （美)马里奥·普佐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45.00

《百岁追忆》  
马士弘 口述 张建安 采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6-01  32.00

《汉字百话》  
（日）白川静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38.00

《一九八四 》 （译文名著精选）
（英）乔治·奥威尔 著 董乐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23.00

李长声  

 旅日作家 

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

《我与岩波书店》  
（日）大冢信一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3-01  38.00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软精装）  
阿城 著  
中华书局  2014-06-01  136.00

《洪业传》  
（美）陈毓贤 著  
商务印书馆  2013-02-01  42.00

《相遇》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蒋方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0-01  32.00

《海豚文存：八十溯往》  
沈昌文 著  
海豚出版社  2011-08-01  26.00

《黄昏清兵卫》 （新版精装）
（日）藤泽周平 著  李长声 译  
新星出版社  2013-01-01  28.00

《听水读钞》 
陆灏 著  
海豚出版社  2014-02-01  48.00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
沈从文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149.00

《中日之间》  
刘柠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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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方绪晓）  

《东方历史评论》 

 执行主编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58.00

《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  
（美）埃德蒙·威尔逊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9.80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
录的晚清1842～1873》  （上中下册）
沈弘　编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2014-03-01  198.00

《王明年谱》  
郭德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2-01  98.00

《脚注趣史》 
 （美）安东尼·格拉夫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荣光之路》  
（美）伍迪·格斯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8.00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张新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59.00

《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全2册）》 
王道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75.00

《大地上的事情》  
苇岸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7.00

《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张晖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03-01  29.00

刘东    

清华大学教授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 权力
与社会网络》  
（美）张鹂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25.00

《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 》  
刘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9.00

《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  
（德）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3-01  58.00

《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 
（美）埃里克·克里纳伯格 著 徐家良  孙龙  王彦玮 译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48.00

《现代社会想象》 
 （加拿大） 查尔斯·泰勒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3-01  25.00

《图绘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
 （美）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4-01  49.00

《法国思想家译丛：精神疾病与心理学》  
（法）米歇尔·福柯 著 王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20.00

《脚注趣史》 
（美）安东尼·格拉夫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未完的对话》  
（英）以赛亚·伯林 （波兰）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译林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  
清华国学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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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甲午战争史》  
戚其章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75.00

《甲午海战》  
陈悦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68.00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美）大卫·哈维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01  48.00

《日夜书》  
韩少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03-01  32.00

《中国的历史脉动》  
沟口雄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4-01  45.00
《在西方目光下》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01  45.00

《六个字母的解法》  
刘禾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5.00

《繁花》  
金宇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68.00

《统治史》（精装全三卷）  
塞缪尔·E·芬纳著  王震 马百亮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348.00

《杜尚之后的康德》  
（比）蒂埃利·德·迪弗 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14-05-01  78.00

刘禾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清华大学中文系双聘教授

《债：第一个5000年》
 （美）大卫·格雷伯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10-01  69.00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  
程巍 著
漓江出版社  2013-11-01  39.80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1-01  39.80

《新视觉：包豪斯设计 绘画 雕塑与建筑基础 》
拉兹洛·莫霍利-纳吉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6.00

《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
李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6.00

《凤凰》  
欧阳江河 著  吴晓东 注释评论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26.00

《博尔赫斯的面孔 》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39.00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  
张承志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01-01  29.80

《莎士比亚书店》  
（美）西尔维亚·比奇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2-01  36.00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
1849）》 
（美）约瑟夫·弗兰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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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看不见的森林：林中自然笔记》 
 （美）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46.00

《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上中下）  
刘华杰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7-01  258.00

《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  
约翰雷 熊姣 译  
商务印书馆  2013-11-01  30.00

《一个人的草木诗经》  
子梵梅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5.00

《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上 下）
  （新西兰）博伊德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05-01  80.00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
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
（美)詹姆斯·C.斯科特  王晓毅 译  胡搏 校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01-01  59.00

《警惕科学》  
田松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03-01  28.00

《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生态农场纪实》  
蒋高明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5-30  46.00

《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  
（美）萨顿 著  李若虹 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12-01  66.00

《钦州的白海豚》  
潘文石 龙玉 陆宏毅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08-01  220.00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 

教授

《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
（英）A.V.戴雪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 
（美）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60.00

《每个人的政治》 （典藏版） 
赵汀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39.00

《自由主义批判史》  
（意）多米尼克·洛苏尔多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3-01  69.00

《论妥协》  
（英）约翰·莫雷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07-01  42.00

《希望的源泉》  
（英）威廉斯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45.00

《现代社会想象》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3-01  25.00

《伦理学与经济学》
（印度）森 著  王宇 王文玉 译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20.00

《教育的目的》（第二版）  
（英）怀特海 著  冯金红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4-01  25.00

《亲爱的生活》  
艾丽丝 门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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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    

文学评论家 作家

《文学回忆录：（1989-1994）》（上下册）
木心 讲述  陈丹青 笔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1-01  98.00

《文学纪念碑：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9-01  5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03-01  78.00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美）托尼·朱特 著 
商务印书馆  2013-05-01  59.00

《1966年》  
王小妮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1-01  35.00

《共同的底线》  
秦晖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03-01  48.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
造侧影》  
陈徒手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05-01  32.00

《身边的江湖》  
郑世平（野夫）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09-01  32.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8.00

《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  
张定浩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9.80

李庆西    

作家

《我的家庭回忆录》  
钱理群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28.00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58.00

《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夏晓虹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2-01  39.80

《穷途  墨路》  
（美）保罗·奥斯特 著 于是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18.00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葛兆光 著  
中华书局  2011-02-01  68.00

《大都会》（精装)  
（美）德里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35.00

《你改变不了中国  中国改变你：一个荷兰建
筑师的中国工作手记》  
 （荷）约翰•范德沃特（John van de Water） 著 蒋晓飞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06-01  43.00

《新人文丛书：无边界阅读》  
许志强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07-01  45.00

《细节阅读：古物新知》  
尚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09-01  58.00

《论〈恶之花〉》 
郭宏安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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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明史》  
（法）布罗代尔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68.00

《朝闻道集（增订版）：周有光109岁前的启
蒙思想代表作》  
周有光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3-01  32.00

《瞩望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1-01  120.00

《杂记赵家》  
杨步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6.00

《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  
（意）利玛窦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100.00

《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  
张隆溪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1-01  30.00

《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
余英时 著 
中华书局  2014-07-01  58.00

《资中筠谈美国与中国》（2册）
资中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92.00

《中国哲学之精神》  
冯友兰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49.80

《国家与社会》  
（加）卜正民 傅尧乐 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4-01  49.00

李伟长    

上海作协《零》杂志负责人 

书评人

《路内"追随"三部曲》  
路内 著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7-01  108.00

《女红》  
程小莹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29.00

《陈丹燕阅历三部曲》  
陈丹燕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05-01  78.00

《从《雪庐》到《漂移者》：孙颙创作评论
研究集》 
来颖燕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48.00

《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  
张定浩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9.80

《逃离》 
 （加）艾丽丝·门罗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9.50

《美洲纳粹文学》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45.00

《相遇》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35.00

《庆祝无意义》 
 （法）米兰·昆德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7-01  30.00



名人名家推荐十本书

33

李西闽    

作家、中国新概念恐怖

小说的领军人物

《到大地尽头》  
（以色列）大卫·格罗斯曼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03-28  68.00

《骑兵军》  
（苏）巴别尔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22.00

《一九八四 》 （译文名著精选） 
（英）乔治·奥威尔 著 董乐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23.00

《酸》  
李西闽 著  
重庆出版社  2014-01-01  29.80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  
（美）约瑟夫·弗兰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68.00

《黑塞诗选》  
（德）黑塞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5.00

《生命的故事》（全10册）
（日）安田守 山口进 等摄影 （日）小杉美野里 文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128.00

《纳尼亚传奇》 （7册）
（英）C.S.路易斯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98.00

《沉默之门》  
宁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48.00

《泰忒斯诞生》  
（英）马尔文·皮克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6-01  50.00

毛尖    

作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世事如斯：奈保尔传》
（英）弗伦奇 著  周成林 译  
中信出版社  2012-09-01  68.00

《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美）麦迪逊（MadisonJ.）
译林出版社  2014-07-01  128.00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
阿城  
中华书局  2014-06-01  136.00

《给孩子的诗》  
北岛 选编 张祈 协助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0.00

《中国艺术史 》 
 （英）迈克尔·苏立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79.00

《海豚书馆：特工徐向璧 》  
小白  
海豚出版社  2014-05-01  13.80

《一战中的华工》  
徐国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7-01  48.00

《为什么要读孙甘露》  
郭春林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8-20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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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安    

作家

《教父（全新完整译本）》 
 （美）马里奥·普佐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45.00

《解密》  
麦家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5.00

《一九八四 》 （译文名著精选） 
（英）乔治·奥威尔 著  董乐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23.00

《尘封岁月》  
施燕平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78.00

《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美）理查德·波斯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9.00

《曹文轩画本：草房子套装》 （全9册） 
曹文轩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8  180.00

《提堂》  
（英）希拉里·曼特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6-01  53.00

《女红》  
程小莹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29.00

《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  
袁进  丁云亮  王有富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04-01  28.00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  
徐中玉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08-01  580.00

毛晓雯    

作家

《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  
熊逸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8.00

《井原西鹤选集》  
井原西鹤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09-01  22.00

《艺术与观念》 （上） 
（美）威廉·弗莱明  玛丽·马里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09-01  136.00

《少有人看见的美》  
苏缨 著  
中信出版社  2013-08-01  39.00

《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  
熊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01-01  32.80

《夫妇善哉》  
织田作之助 著 于婧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02-01  25.00

《古代艺术品中的神话形象》  
（英）伍德福德 著  贾磊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01-01  45.00

《城市之光》 
 （日）北村薰 著  吴冬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07-01  23.00

《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  
（美）杨晓山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08-01  25.00

《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  
（美）伊沛霞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07-01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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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震宁  
韬奋基金会  理事长

出版人

《解密》  
麦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5.00

《蟠虺》  
刘醒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5.00

《野狐岭》  
雪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7-01  46.00

《上海女人》  
程乃珊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48.00

《上庄记》  
季栋梁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6.00

《北大回忆》  
张曼菱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1-01  46.00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 
 （英）萨达卡特·卡德里  
新星出版社  2014-05-01  49.50

《曼德拉传》  
（美）查伦·史密斯（Charlene Smith）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2.00

《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  
陈勋武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5-01  49.00

《1944：腾冲之围》  
余戈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5-01  96.00

邱震海    

凤凰卫视评论员 《震海听
风录》和《寰宇大战略》
节目主持人

《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  
邱震海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4-01  39.00

《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  
邱震海 著 
东方出版社  2013-07-01  38.00

《一个真实的英格丽·褒曼》  
书河 编  
东方出版社  2005-11-01  46.80

《悲愤琉球》  
唐淳风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4-01  59.00

《我的回忆》（全3册）  
张国焘 著  
东方出版社  1998-01-01  50.00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著  
东方出版社  2008-02-01  56.00

《迟到的文明》  
袁伟时 著  
线装书局  2014-03-01  38.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8.00

《中国哲学小史》
冯友兰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04-01  30.00

《晚清大变局》  
袁伟时  著
线装书局  2014-06-01  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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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芩    

知名作家

《煮字为药》  
徐国能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1-01  29.80

《男人的菜市场》  
刘克襄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5.00

《大家都有病2：跟笨蛋一起谈恋爱》  
朱德庸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1-01  48.00

《出梁庄记》  
梁鸿 著 
花城出版社  2013-03-01  39.80

《忐忑的中国人》  
梁晓声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06-01  39.80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饶平如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4-01  39.80

《第七天》  
余华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06-01  29.50

《无比美妙的痛苦》  
（美）约翰·格林 著  卢宁　译  
接力出版社  2013-09-01  29.80

《世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苏芩 著  
中信出版社  2013-08-01  32.00

《一个人的朝圣》  
（英）蕾秋·乔伊斯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09-01  32.80

沈石溪    

知名少儿作家

《刀疤豺母：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沈石溪 著 胡志明 绘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22.00

《小鸟公主系列：逃往千鸟国》  
秦文君 著  
接力出版社  2014-01-01  16.80

《盛世繁星：甜草莓的秘密 》  
汤素兰  
云南晨光出版社 云南出版集团  2014-03-01  24.80

《牧铃动物文学系列：② 血燕》 
牧铃 著  林冬 绘  
接力出版社  2014-01-01  19.80

《一匹倔脾气的马》  （儿童文学经典版）
常新港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15.00

《黑兔和白兔》 （2013年版） 
彭懿 译 （法）加思·威廉斯 绘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1  39.80

《花湾传奇》  
唐池子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2-01  18.00

《伍美珍经典作品悦读﹒美好季》（套装共5册）
伍美珍　著  
同心出版社  2013-07-01  89.00

《薰衣草在等待/辫子姐姐成长物语 郁雨君》 
 郁雨君 著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2014-05-01  19.80

《沈石溪：我的小时候》  
沈石溪  
新蕾出版社  2014-06-0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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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新宇  
易中咨询董事长 

国际著名企业战略专家

《让管理回归简单（升级版）：宋新宇博士帮
你抓住管理的要害》  
宋新宇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11-01  40.00

《森林里的一棵树》 
（泰）阿姜查·须跋多　著  法园编译群　编译  
商务印书馆  2013-12-01  33.00

《稻盛和夫的实学：创造高收益》 
 （日）稻盛和夫 著 喻海翔 译  
东方出版社  2013-08-01  32.00

《海底捞你学不会》  
黄铁鹰 著  
中信出版社  2011-03-01  39.00

《幸福的方法》 
（美）泰勒•本-沙哈尔 （Tal Ben-Shahar）  
中信出版社  2013-01-01  28.00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李光耀 口述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  
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  阿里·温尼   编 
中信出版社  2013-10-01  39.00

《为奴十二载》  
（美）所罗门·诺瑟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26.00

《青铜一梦》  
余光中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2.00

《思考的艺术》（原书第10版）
文森特·赖安·拉吉罗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01-01  39.00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平装）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人民出版社  2013-08-01  66.00

田艺苗    

作曲家 

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

《诺顿音乐断代史丛书：古典音乐·海顿 莫扎
特与贝多芬的时代》  
菲利普·唐斯 著 孙国忠 沈旋 伍维曦 等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04-01  128.00

《亲爱的生活》  
艾丽丝 门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9.50

《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9.50

《相遇》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35.00

《解忧杂货店》  
（日）东野圭吾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9.50

《老师好美 》  
严歌苓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07-01  39.00

《猫桌》  
（加）迈克尔·翁达杰 著 张芸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08-01  32.00

《做衣服：破坏时尚》  
山本耀司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48.00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
  阿城  
中华书局  2014-06-01  136.00

《我的旅行哲学》  
陈丹燕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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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子沛    

信息管理专家 科技作家

《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 现实与未来 》
涂子沛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65.00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许倬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06-01  33.00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06-01  20.00

《及格主义》  
方柏林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6-01  29.80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王巍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3-06-01  36.00

《龙应台“人生三书”之三：目送》（彩插新版）
龙应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3.00

《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2﹒0升级版）》 
涂子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4-01  49.90

《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
（1900-2013）》  
（美）阿伦 拉奥 皮埃罗 斯加鲁菲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4-01  99.00

《政治的细节》 （第10版）
（美）罗伯特·J·阿特 罗伯特·杰维斯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3-01  68.00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李承鹏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01-01  29.00

王大庆  

光明日报  记者部副主任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
（美）本·斯泰尔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4-01  69.00

《巨流河》 
齐邦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10-01  39.00

《中国在梁庄》  
梁鸿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38.00

《寻找家园》（增订版）  
高尔泰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06-01  36.00

《欧洲与中国》  
陈乐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1-01  48.00

《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  
（美）明恩溥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29.80

《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  
李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6.00

《出梁庄记》  
梁鸿 著 
花城出版社  2013-03-01  39.80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
  （美）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60.00

《美国十讲》
资中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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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  
北京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

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
（英）杰克·查罗纳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6-01  228.00

《文明史》  
（法）布罗代尔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68.00

《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森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6-01  42.00

《铁路改变世界》  
（英）沃尔玛尔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50.00

《科学源流译丛：无限与视角》 
（美）卡斯滕·哈里斯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2-01  68.00

《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
（美）兰登·温纳 Langdon Winn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5.00

《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 
（加）麦克卢汉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58.00

《牛津通识读本：科学革命》
（美）劳伦斯·普林西比 著 张卜天 译  
译林出版社  2013-12-01  25.00

《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上下）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98.00

《量子 猫与罗曼史：薛定谔传》  
（英）约翰·格里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40.00

王国伟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 》
（英）阿德里安·福蒂  
译林出版社  2014-05-01  48.00

《城市》  
（德）马克斯·韦伯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4-06-01  48.00

《反抗“平庸之恶”》  
（美）汉娜·阿伦特 著  杰罗姆·科恩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9.00

《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 
 李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6.00

《情种起源》  
海伦·费舍尔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7-01  36.00

《哈耶克传》  
（美）艾伦·艾伯斯坦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65.00

《向太阳 向光明：朱厚泽文存（1949-2010）》  
朱厚泽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3-01  68.00

《六个字母的解法）》  
刘禾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5.00

《天使的品味：艺术收藏的历史》  
弗朗西斯·亨利·泰勒  
华夏出版社  2014-05-01  68.00

《论妥协》 
 （英）约翰·莫雷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07-01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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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图  

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 

作家 文学评论家

《中国在梁庄》  
梁鸿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38.00

《黄雀记》  
苏童 著  
作家出版社  2013-08-01  37.00

《女红》  
程小莹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29.00

《荒芜城》  
周嘉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08-01  32.00

《慢读译丛：品格论》（上下册）  
（法）拉布吕耶尔  
花城出版社  2013-07-01  49.50

《庆祝无意义》  
（法）米兰·昆德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7-01  30.00

《双生》  
（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  
作家出版社  2014-02-01  36.00

《奥兹作品:费玛》  
（以）奥兹　著  
译林出版社  2012-06-01  32.00

《在西方目光下》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01  45.00

《都是遗风在醉人》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08-19  32.00

吴建中  

上海图书馆  馆长

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

《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 
 （英）里德利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11-01  45.00

《拉动力：变推动为拉动 解放个人与企业潜力
的全新商业模式》
 （美） 约翰·哈格尔三世    约翰·布朗    
朗·戴维森 著  刘国红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04-01  49.00

《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美）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 著 余江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09-10  26.00

《新数字秩序的革命》 
 （美）温伯格　著  
中信出版社  2008-11-01  39.00

《Too Big to Know: Rethinking 
Knowledge Now That the Facts Aren't 
the Facts, Experts are Everywhere, 
and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 
is the Room》  
David Weinberger  Basic Books  
2014-01-30  103.90

《恢复力》 
 （美）安德鲁•佐利 , 安•玛丽•赫利 著  鞠玮婕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03-01  59.00

《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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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68.00

《反抗“平庸之恶”》  
（美）汉娜·阿伦特 著  杰罗姆·科恩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9.00

《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  
（加）简·雅各布斯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我的家庭回忆录》  
钱理群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28.00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 
史景迁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46.00

《毛泽东阅读史》  
陈晋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1-01  39.00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插图本）  
杨天石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6-01  48.00

《中华学人丛书：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修订版） 
罗志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独裁者手册》  
（美）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42.00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周振鹤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48.00

王小慧    

旅德华人艺术家

《周国平人文演讲录：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幸福的
哲学》（套装2册） 
周国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64.0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荣念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07-01  68.00

《创意意见》  
荣念曾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9-12-01  48.50

《灰屋顶的巴黎》 （第2版） 
扫舍 著 扫舍 摄  
金城出版社  2014-04-01  39.80

《让我在路上遇见你》  
曾敏儿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6-01  38.00

《最好的女子》（增订本）  
黄佟佟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11-01  32.80

《林风眠谈艺录》  
林风眠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01-01  45.00

《林风眠长短录》  
林风眠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00-01-01  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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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东    

北大教授

《悦经典系列（09）：一九八四》  
（英）乔治·奥威尔 著 苏福忠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06-01  28.00

《美丽新世界 重返美丽新世界》 
 （英）阿道司·赫胥黎 著 陈亚萍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32.00

《博尔赫斯的面孔》  
格非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39.00

《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6.00

《六个字母的解法》 
刘禾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5.00

《给孩子的诗》 
 北岛 选编 张祈 协助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0.00

《经典作家十五讲》  
曹文轩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39.00

《江湖外史》  
王怜花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36.00

《《野草》二十四讲：鲁迅的精神世界》 
 孙玉石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39.00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张新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59.00

王小鹰    

作家 诗人  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布谷鸟的呼唤》  
（英）J.K.罗琳（罗伯特·加尔布雷思）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4-01  49.00

《逃离》
  （加）艾丽丝·门罗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9.50

《解密》  
麦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5.00

《蟠虺》 
 刘醒龙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5.00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上中下）  
尼尔·麦格雷戈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1-01  108.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道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01-01  29.00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
的晚清1842～1873》 （上中下册） 
沈弘　编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2014-03-01  198.00

《伤残的树》  
韩素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8-01  49.80

《蒙娜丽莎的微笑》  
格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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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羽    

作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综合办主任

《百家小集系列：有事生非》  
王彬彬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28.00

《包容与民主》  
（美)艾丽斯·M.杨（Young,I.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36.00

《白纸的传奇》  
王鼎钧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5.00

《被贬低的思想》  
景凯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0-01  38.00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史景迁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48.00

《我的名字叫王村》  
范小青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7-01  36.00

《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全5册）  
（英国）温斯顿·丘吉尔 著  
译林出版社  2013-09-01  188.00

《性暴力史》  
（英）乔安娜·伯克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45.00

《甲午殇思》  
刘亚洲 丁一平 金一南 罗援 等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4-05-01  68.00

《金陵旧颜》  
丁 帆 编 
南京出版社  2014-07-01  58.00

小白    

新锐小说作家

《奥登诗选：1927-1947》  
（英）W. H. 奥登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88.00

《听水读钞》  
陆灏 著  
海豚出版社  2014-02-01  48.00

《繁花》（全本珍藏版）  
金宇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03-01  48.00

《中国国民党大陆工作组织研究（1950-1990）》
杨瑞春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2-01  68.00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  
路易·阿尔都塞 著 蔡鸿滨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05-01  59.00

《脚注趣史》  
（美）安东尼·格拉夫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提堂》  
（英）希拉里·曼特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6-01  53.00

《在西方目光下》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01  45.00

《奥威尔日记》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00-01-01  78.00

《骂观众》  
（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01-01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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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作家 《人民文学》副主编

《幸福过了头》  
（加）艾丽丝·门罗 著 张小意 译  
译林出版社  2013-11-01  35.00

《童年河》  
赵丽宏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25.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05-01  32.00

《流浪的老狗》  
张洁 著  
译林出版社  2013-08-01  38.80

《诗经现场》（繁体） 
流沙河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05-01  36.00

《地之子——文学史研究丛书》  
赵园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01-01  28.00

《吴小如讲杜诗》  
吴小如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09-01  36.00

《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58.00

《大拇指无字故事书-小红鱼》  
（法)吉百尔 著    2009-01-01  9.80

《读杜心解——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
下册）  
（清）浦起龙 著  
中华书局  1961-10-01  96.00

羽戈    

青年学者 时评人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3-01  68.00

《反抗“平庸之恶”》 
 （美）汉娜·阿伦特 著  杰罗姆·科恩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9.00

《王明年谱》  
郭德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2-01  98.00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共10卷） 
 （日）宫本一夫 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568.00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  
徐贲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9.00

《独裁者手册》 
 （美）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42.00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美）艾伦·德肖维茨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9.80

《五位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杂忆》 
 （美）约翰·保罗·斯蒂文斯  
上海三联书店  2014-03-01  35.00

《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夏晓虹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2-01  39.80

《公共人的衰落 》 
 （美）理查德·桑内特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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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健灵    

知名少儿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童年河》  
赵丽宏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25.00

《经典怀旧：小哥儿俩》  
凌淑华  
海豚出版社  2013-01-01  32.00

《书  儿童与成人》  
［法］保罗 阿扎尔 著  梅思繁 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28.00

《爱德华的奇妙之旅》 
 （美）迪卡米洛 著  伊巴图林 绘  
新蕾出版社  2014-02-01  36.00

《柳林风声》  
（英）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大卫·罗伯茨 绘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08-01  83.80

《女巫》 
 （英）达尔 
 明天出版社  2009-03-01  16.00

《少年人文读本——不要怕》 
 刘旭源  明天出版社  2014-01-01  20.00

《童年的消逝》 
 （美）尼尔·波兹曼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06-01  29.80

《发现之旅——历史上最伟大的十次自然探险》  
托尼·赖斯　编著  
商务印书馆  2012-01-01  75.00

《不适之地》 
 （美）茱帕·拉希里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03-01  27.00

杨葵    

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佛教的见地与修道》
 （不丹）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著  
新星出版社  2010-10-01  28.00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插图修订第4版） 
王力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8-01  35.00

《花出青嶂》 
赵跃辰  释传明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05-01  38.00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张新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59.00

《观待与割裂——用现代认识论与现代逻辑论诠
释《七十空性论》《解深密经》《心经》》  
赵跃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06-01  35.00

《危险》  
陈幻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12-01  30.00

《家师逸事》  
张梅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3-12-01  32.00

《护生画集》（全7册）
丰子恺 著
新星出版社  2012-09-01  420.00

《大家小书﹒ 中国古代衣食住行》  
许嘉璐 著  
北京出版社  2002-01-01  11.00

《驼庵传诗录：顾随讲中国古典诗词》（上下）  
叶嘉莹 笔记  高献红 顾之京 整理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4-02-01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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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梅    

《父母必读》杂志主编

《拜厄特：孩子们的书》 
 （英）A.S.拜厄特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1  49.80

《无限的清单》
 （意大利）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10-01  198.00

《向前一步：女性 工作及领导意志》 
 （美）谢丽尔·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  
中信出版社  2013-06-24  39.00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饶平如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4-01  39.80

《李银河：我的生命哲学》  
李银河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3-07-01  29.00

《新世界:灵性的觉醒 》 
 德国)艾克哈特·托尔  
南方出版社  2008-10-01  28.00

《童心百说》  
刘再复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18.00

《思考的艺术》（原书第10版）  
文森特·赖安·拉吉罗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01-01  39.00

《绝望创造希望：朴槿惠的传奇人生》  
（韩） 金炳完 著  
人民出版社  2013-03-01  39.80

《儿童健康科普指南》  
关宏岩  曹彬 著 关宏岩  曹彬 编  
北京出版社  2014-01-01  39.80

叶辛    

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第四辑——大自然
的日历》
  （俄）普里什文 著  王田 译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4-04-01  29.80

《裂舌》 
 （日）金原瞳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04-01  18.00

《吃鸟的女孩》 
 （阿根廷）萨曼塔·施维伯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10-01  18.00

《桤木王（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法）图尔尼埃 著  许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04-01  48.00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红与黑》  
（法）司汤达 著 罗新璋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2-01  28.80

《经典译林：安娜·卡列尼娜》 （草婴译本  
又译《安娜·卡列宁娜》）
 （俄）列夫 尼古拉耶维奇 托尔斯泰  
译林出版社  2014-04-01  49.00

《红高粱》  
莫言 著  
花城出版社  2011-08-01  15.00

《沉船》  
泰戈尔 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05-01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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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亲爱的生活》  
艾丽丝·门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9.50

《失明症漫记》  
（葡）若泽·萨拉马戈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3-01  32.00

《族长的秋天》  
加西亚·马尔克斯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39.50

《美洲纳粹文学》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45.00

《解忧杂货店》  
（日）东野圭吾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9.50

《敦煌》  
井上靖 著  刘慕沙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25.00

《在西方目光下》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01  45.00

《大河湾》 
 （英）V. S. 奈保尔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8-10  39.50

《里尔克：一个诗人》  
拉尔夫·弗里德曼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138.00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美）彼得·海斯勒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40.00

张冠生    

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58.00

《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9.80

《莎士比亚书店》  
（美）西尔维娅·毕奇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3-01  38.00

《那一张旧书单》 
 俞晓群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3.00

《难忘的书与人 》  
汪家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1-01  31.00

《一字之徒：汉字的家常味道》  
宋文京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5-01  39.00

《书天堂》  
钟芳玲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4-01  88.00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四卷八册） 
刘树屏 编  
新星出版社  2014-01-01  880.00

《图书馆的故事 》  
（美）弗雷德·勒纳（Fred Lerner）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2014-06-01  48.00

《反抗“平庸之恶”》  
（美）汉娜·阿伦特 著  杰罗姆·科恩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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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瑜     

中国艺术研究院 副研究员

《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  
汪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28.00

《声之善恶》 
汪晖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01-01  35.00

《社会经济在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潘毅 严海蓉 古学斌 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55.00

《蒙面骑士：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 
 （墨）马科斯 著  戴锦华 等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06-01  45.00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
辩》（修订版）  
晋永权 著  
金城出版社  2014-02-01  54.00
《舞台上的新中国中国当代剧场研究 高音 著作》      
1900-01-01  42.00

《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  
邱林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9-01  39.80

《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  
孙歌 著 冯金红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12-01  40.00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
（1949-1966)》  
蔡翔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08-01  42.00

《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  
李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6.00

赵珩
北京市文物局专家组

学术委员

《那一张旧书单》  
俞晓群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3.00

《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  
章玉政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5.80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美）托尼·朱特  
商务印书馆  2013-05-01  59.00

《国家的选择：华盛顿与他的时代》（上下册）
（美）罗恩 彻尔诺 （Ron Chernow)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4-01  79.80

《棔柿楼集·卷四 宋代花瓶》
杨之水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2-01  99.00

《童心百说》  
刘再复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18.00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  
沈从文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149.00

《守望麦田：塞林格传》 
 （美）坎尼斯·斯拉文斯基 著  
现代出版社  2014-03-01  40.80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
学与西学背景》  
陈怀宇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6-01  68.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05-01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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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  

旅加华人作家

《逃离》  
（加）艾丽丝·门罗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9.50

《陆犯焉识》（新版）
严歌苓  
作家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02-01  38.00

《与大师对话》
班．納帕斯堤克 （Ben Naparstek)
允晨文化  2012-01-01  350.00

《波伏娃：激荡的一生》  
（法）弗朗西斯  （法）贡蒂埃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07-01  38.00

《托尔金的袍子——大作家与珍本书的故事》
（美）杰寇斯基 著  王青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05-01  29.00

《海明威：不固定的盛节》
（美）海明威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2013-10-01  25.00

《凶年纪事》
（南非）J.M.库切 著  文敏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04-01  28.00

《安吉拉的骨灰》  
（美）弗朗克·麦科特林  
昆仑出版社  1998-03-01  22.00

《三生三世》  
（美）聂华苓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01-01  22.00

赵丽宏
作家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随想录》  
巴金 著  赵萍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3-01  166.00

《给孩子的诗》  
北岛 选编  张祈 协助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0.00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著  
新蕾出版社  2014-01-01  18.00

《希腊的回声》  
依迪丝·汉密尔顿 （Hamilton)  
华夏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梵高生活》  
丰子恺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12-01  35.00

《瓦尔登湖的反光：梭罗日记》（增订版）  
亨利·戴维·梭罗 著  
金城出版社  2014-06-01  58.00

《法国中尉的女人 》  
约翰·福尔斯 著  陈安全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7-01  49.50

《羞耻与必然性》  
（英）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3.00

《巴尔扎克传》  
（奥）茨威格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3-01  35.00

《文学之美：〈上海文学〉插图精粹》  
《上海文学》杂志社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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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副所长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

《纸牌屋》  
（英）迈克尔·道布斯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9.80

《哈耶克传》
（美）艾伦·艾伯斯坦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65.00

《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
（美）明恩溥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29.80

《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1-06-01  39.50

《读懂中国改革：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线图》
厉以宁  林毅夫  周其仁等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45.00

《中国哲学简史》（软精）  
冯友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02-01  38.00

《鲁迅全集》（经典珍藏本）（套装共6卷）
鲁迅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3-01-01  368.00

《激荡三十年》（套装上下册)
吴晓波 著  
中信出版社  2008-01-01  77.00

《读懂世界的第一本经济学书》
梁小民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3-01  36.80

朱晓剑
天涯读书周刊  主编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  
（英）萨达卡特·卡德里  
新星出版社  2014-05-01  49.50

《里尔克：一个诗人》  
拉尔夫·弗里德曼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138.00

《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  
蒋蓝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58.00

《给孩子的诗》  
北岛 选编 张祈 协助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0.00

《薛定谔之猫》  
（法）菲力普·福雷斯特  
海天出版社  2014-04-01  35.00

《庆祝无意义》  
（法）米兰·昆德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7-01  30.00

《阿特米斯全集》  
（爱尔兰）欧因 科弗  林说俐 吴孟儒 孙甜 等译  
天地出版社  2014-06-01  252.00

《边锋：文化偶像的创意人生》  
（澳）布伦特·D.泰勒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5-01  39.00

《五四事件回忆》  
陈占彪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6-01  59.00

《自由的未来》  
（美）法里德·扎卡里亚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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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怡微  

上海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  
蒋晓云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1-01  32.00

《今夜星光灿烂》  
王安忆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11-01  32.00

《奈保尔：看  这个世界》  
（英）V.S.奈保尔 著 孙仲旭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32.00

《永不拓宽的街道》  
陈丹燕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08-08-01  20.00

《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  
张定浩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9.80

《井上靖中国历史小说集》  
（日）井上靖 著  刘慕沙  赵峻  谢鲜声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107.00

张颐武  

北京大学教授

《飘窗》  
刘心武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5-01  29.50

《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  
许倬云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32.80

《起火的世界 》  
蔡美儿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39.00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李光耀 口述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  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
阿里·温尼 编  
中信出版社  2013-10-01  39.00

《翻转世界：互联网思维与新技术如何改变未来》  
（美）比尔顿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49.90

《软实力：权力  从硬实力到软实力》  
（美）约瑟夫·奈 著  
中信出版社  2013-05-01  39.00

《繁花（全本珍藏版）》  
金宇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03-01  48.00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3-01  88.00

《自由的未来》  
（美）法里德·扎卡里亚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58.00

《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  
杜维明 著  高专诚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08-01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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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音巴特尔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总编辑

包月阳  

中国发展出版社  社长

《原野文库第二辑·足迹大师》
内蒙古教育出版  1900-01-01  28.50

《原野文库第二辑·思想的翅膀》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00-01-01  25.50

《原野文库第二辑·隔着玻璃亲嘴》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00-01-01  15.00

《原野文库第二辑·头发记》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00-01-01  24.00

《原野文库第二辑·歌颂我们睡觉的地方》  
内蒙古教育出版  1900-01-01  25.50

《原野文库第二辑·在西瓦窑看二人转》
内蒙古教育出版  1900-01-01  19.50

《原野文库·情感卷——泪水是眼睛的语言》  
鲍尔吉·原野　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2-03-01  18.00

《原野文库·动物卷——月光下的白马》  
鲍尔吉·原野　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2-03-01  16.00

《原野文库·励志卷——活在珍贵的人间》  
鲍尔吉·原野　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2-03-01  18.00

《原野文库·自然卷——譬如朝露》  
鲍尔吉·原野　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2-03-01  18.00

《中国经济转型》  
魏杰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1-05-01  40.00

《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
（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等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1-01-01  38.00

《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易富贤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02-01  55.00

《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冉云飞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02-01  28.00

《不与流行为伍：对中国社会流行谬误的批判》  
曹林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05-01  39.80

《人生如登山》  
托马斯·布本多尔夫  唐文平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1-08-04  90.00

《从大寨到大邱庄》  
范银怀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10-01  58.00

《庄子我说》  
冉云飞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4-01-01  32.80

《直面中国土地问题》  
刘守英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4-06-01  55.0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改革攻坚
（下）：推进经济体制重点领域改革研究》
“推进经济体制重点领域改革研究”课题组 著 李伟 编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06-01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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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银  
安徽美术出版社  总编辑

陈建国  
陕西出版集团  董事长

《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张雅文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11-01  56.00

《鼎立南极：昆仑站建站纪实》  
张锐锋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12-01  29.80

《一号文件》  
莫伸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12-01  58.00

《统万城》  
高建群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01-01  35.00

《高岗传》  
戴茂林  赵晓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04-01  59.00

《天路之魂》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07-11  58.00

《西安城墙》  
秦建明 等著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12-01  798.00

《儿童文学的多维思考》  
谭旭东  
未来出版社  2013-10-01  56.00

《寻找美丽小镇Ⅰ》  
格桑美朵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14-04-18  49.80

《西北经典文化—剪纸的身世》  
郭庆丰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10-01  56.00

《瑞应永乐(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  
杨晓阳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2-08-01  73.00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 与时代同行 中国美术馆建
馆50周年藏品大展作品集》  
范迪安 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3-07-01  180.00

《赖少其版画文献集》  
于在海　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3-11-01  450.00

《海上灵光》  
许嵩 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3-08-01  49.00

《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中国国家博物
馆国际交流系列丛书》  
吕章申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2-11-01  160.00

《赖少其作品集·赖少其艺术馆藏品》  
于在海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2-09-01  600.00

《中国古代瓷器艺术》  
吕章申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1-04-01    12800.00

《画坛名师大讲堂：罗寒蕾讲工笔人物·等待》（第2版）  
罗寒蕾 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4-07-01  135.00

《源泉徽文化民俗博物馆馆藏匾额楹联》  
宜繁秋　等主编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4-04-01   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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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玲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陈明俊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曹文轩画本：草房子套装》  
曹文轩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8  180.00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第二辑） 
陈伯吹 等著  
湖北少儿出版社  1900-01-01  410.00

《最励志校园小说第1辑+第2辑》
 （韩）李惠镇、韩昌旭 等著  （韩）金鹉妍、明水晶 等绘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4-09  182.40

《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精选套装》
梁衡　著  
湖北少儿出版社  2009-01-01  147.00

《世界历史大冒险套装》
（英）鲁珀特·马修斯、吉姆·帕普、杰奎琳·莫利 等著  
（英）大卫·安契姆 绘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372.00

《杨红樱画本·纯美童话系列套装》 
杨红樱　著  起点插画　绘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5-21  481.00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书系·咫尺天堂》  
李学斌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18.00

《中国原创科学童话大系（第四辑） B-2隐形飞虫》  
迟叔昌  迟方  迟迅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9.50

《神奇树屋典藏版有声书》  
（美）奥斯本　著  蓝葆春  蓝纯　译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11-11  488.00

《彩图版李毓佩数学故事系列》  
李毓佩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03-01  103.60

《族长的秋天[精装] 》  
加西亚·马尔克斯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39.50

《大河湾》  
（英）V. S. 奈保尔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8-10  39.50

《失明症漫记》  
（葡）若泽·萨拉马戈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3-01  32.00

《聂鲁达情诗全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39.50

《亲爱的生活》  
艾丽丝 门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9.50

《古都（全新精装版）》  
（日）川端康成 著  叶渭渠 唐月梅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1  39.50

《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日）小泽征尔、村上春树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9.50

《庆山：得未曾有》  
庆山（安妮宝贝）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49.00

《解忧杂货店》
（日）东野圭吾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9.50

《编辑人的世界》  
（美）杰拉尔德·格罗斯 著 齐若兰 译  
新星出版社  2014-04-01  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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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长

崔明
兰州大学出版社  社长

《大爱无垠：提灯女神黎秀芳 》  
雷波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10-01  35.00

《阴山鸣镝——匈奴在北方草原上的兴衰》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1-04-01  48.00

《花儿》  
王维胜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45.00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  
雷达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9-09-01  38.00

《人生悟理：透过物理看人生》  
王铁山  南燕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9-06-01  27.50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可萨突厥》  
桂宝丽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01-01  30.00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胡僧东来——汉唐时期
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  
尚永琪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12-01  52.00

《世界文学名著：刀锋》  
W.S.毛姆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3.00

《世界文学名著：曼斯菲尔德庄园》
[英] 珍·奥斯汀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9.00

《世界文学名著：傲慢与偏见》
[英] 珍·奥斯汀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8.00

《小狗钱钱》  
（德）舍费尔 著  王景楠  余茜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22.00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套装全3册）  
（德）于尔克·舒比格 著   
罗特劳特·苏珊娜·贝尔纳  尤塔·鲍尔  薇布克·厄泽尔 绘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6-01  57.60

《小兔丝丝》（套装7册）  
曼迪·斯坦利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26.00

《王坪往事》  
张品成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6.00

《鼠小弟爱数学》（全9册）  
（美）埃莉诺 梅 著    狄波拉·麦尔蒙 绘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106.20

《米小圈上学记第二辑》（套装4本）  
北猫 著  手指金鹿  老布鲁 绘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5-01  66.00

《我的自然观察日记》（全4册）
金智喜 著  金映坤 绘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7-01  96.00

《 父与子》(袖珍本礼盒装)  
卜劳恩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6-01  48.00

《南京1937 》  
周宗凯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39.90

《富爸爸穷爸爸少儿彩图版》  
（美）罗伯特·清崎    莎伦·莱希特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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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公司  总编辑

蔡翔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长

《驼峰空运:第2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维系中国
抗日战争而实施的战略》  
约翰·D·普雷廷 (Plating John D.)  著  张兵一  译  
重庆出版社  2013-12-01  47.50

《最寒冷的冬天3：血战长津湖》  
何楚舞  凤鸣、陆宏宇 著  
重庆出版社  2014-01-01  45.00

《开车去柏林 一趟旅行和一次人生经历的区别  
第一本“开车去柏林”自驾攻略&nbsp》  
涂源  
重庆出版社  2014-05-01  49.80

《香蕉哲学》  
杨昌溢  @飞机的坏品位 著  
重庆出版社  2012-11-01  48.00

《樱桃之书》  
杨昌溢  
重庆出版社  2014-01-01  59.00

《挺进报的故事》  
梁子高 编 申宁涛 绘  
重庆出版社  2014-06-01  10.00

《追捕渣滓洞刽子手》  
李久强  
重庆出版社  2013-08-01  47.00

《躁动的帝国：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 （上、下册） 
﹝美﹞奥利弗 斯通（Oliver Stone）  彼得 库茨尼克（Peter 
Kuznick）　著  潘丽君  张波  王祖宁　译  
重庆出版社  2014-02-01  98.00

《中国远征军》(上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2007-04-01 68.00

《妙手"偶"得——中国定格动画》  
曹迪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78.00

《世界动画电影大师（第二版）》  
薛燕平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05-01  58.00

《当代法国电影史（1959-1980）》  
祝虹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12-01  58.00

《广告·观丛书：中国城市居民广告观研究》  
黄升民  陈素白  康瑾 编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56.00

《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赵月枝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08-01  58.00

《网络传播消费主义现象批判》  
高永亮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9.00

《电视访谈节目主持艺术》  
鲁健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5.00

《动漫创意丛书·解码外国动漫：源流·创作·观
念·营销》  
宋磊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04-01  45.00

《舆论的结晶》  
爱德华·伯内斯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39.00

《取悦公众——公关之父 艾维·李和美国公关发展史》  
艾维·李 Ray·Hiebert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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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效东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长

陈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董事长

《甲午殇思》  
刘亚洲  丁一平  金一南 罗援 等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4-05-01  68.00

《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
（美）理查德·内德·勒博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2.00

《蟠虺》
刘醒龙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5.00

《提堂》
（英）希拉里·曼特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6-01  53.00

《中国艺术史》
（英）迈克尔·苏立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79.00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美）大卫·哈维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01  48.00

《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精选）（校园版）
韩启德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00.0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 》
袁志刚 主编  
格致出版社   2013-12-01  38.00

《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张维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8-01    36.00

《饶议科学Ⅱ》  
饶毅 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4-08-01  55.00

《鲁冰花——台湾儿童文学馆·精品小说》  
钟肇政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19.00

《亲亲自然》 （第1-4辑合集  共40册） 
台湾亲亲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编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392.00

《童年河》  
赵丽宏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25.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文字版》（第一辑
套装全9册）  
【奥地利】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  方卫平 等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50.00

《蚂蚁帝国三部曲 》(套装共3册)  
（法）贝尔纳·韦伯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5-01  99.00

《枫林渡》  
曹文轩  
明天出版社  2014-06-01  20.00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全28册）
沈石溪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515.00

《天上的船》  
殷健灵  
云南晨光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6-01 24.80

《台湾童话列车》（全9册）  
林世仁、管家琪、王淑芬　等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09-01  218.90

《牧笛奖精品童话》  
方素珍  王淑芬  周锐  林世仁  陈素宜 等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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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政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长

陈贤义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党委书记、

董事长

《听体检说：健康都去哪了》  
曾强  武强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08-01  38.00

《小病小痛小妙招》  
张宝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06-01  25.00

《家庭合理用药丛书：药用对了才治病·家庭合理用
药问答》
张淑芳 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05-01  32.00

《孩子营养午餐100问》  
胡承康　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05-01  25.00

《新手妈妈喂养必备手册》  
沈文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05-08  49.00

《默克家庭医学手册》(第3版/翻译版)  
胡大一  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10-01  360.00

《老年痴呆早期防治手册:远离痴呆，幸福一生》 
张允岭 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杂粮营养健康》  
赵和  赵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08-01  26.00

《吃对了孩子才健康：为孩子选择最适合的食物》  
万力生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08-01  23.00

《中国人该怎么吃——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赵霖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12-01  28.00

《石渠宝笈》（检索版）
梁诗正 等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12-01  18000.00

《八大山人全集》(共5册)
八大山人 清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0-12-01   3000.00

《收藏的江湖》
西风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1-01 39.00

《余秋雨书法 第一卷 重大碑书 》
余秋雨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06-01  60.00

《余秋雨书法 第二卷 遗迹题额 》
余秋雨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05-01  58.00

《余秋雨书法 第五卷 苏轼译写》
余秋雨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05-01  58.00

《余秋雨书法 第六卷 心经译写》
余秋雨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05-01  68.00

《梅里的雪山怪兽》
景绍宗  江西美术出版社  1900-01-01  24.80

《余秋雨书法 第四卷 屈原译写 》
余秋雨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05-01   68.00

《余秋雨书法 第三卷 庄子译写 签名本 》
余秋雨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05-01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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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金卿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董事长

《可爱的河北》  
艾文礼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104.00

《“河北四侠”集结号：夜是怎样黑下来的》  
张楚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0.00

《驼庵传诗录：顾随讲中国古典诗词》（上下）
叶嘉莹 笔记  高献红 顾之京 整理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4-02-01  88.00

《艺术巨匠 关良 》  
柯文辉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11-01  98.00

《马克思﹒贝克曼-大师的手稿》  
孙建平 康泓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13-05-01  24.40

《负重的脚步》  
张玉清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2-01  19.00

《狼群的覆灭》  
袁博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18.00

《血地》  
李西岳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01-01  39.00

《对镜贴花黄》  
李婍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8.00

《家庭按摩速查手册》  
土一康 林静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3-01  32.80

窦瀚修
立信会计出版社  社长

《计学撮要——013会计审计实务前言专题研究》
立信会计出版社  79.00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讲解》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编审委员会 编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4-03-01  48.00

《（2014年版)小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小企业会计准则编审委员会 编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4-03-01   50.00

《工业企业会计实账演练》 
洪从凤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4-06-01 35.00

《最受欢迎的哈佛管理课》（去梯言系列） 
乔布云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4-06-01   36.00

《最受欢迎的哈佛营销课》（去梯言系列）
崔小西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4-06-01  36.00

《再忙也要会理财》 
乔布云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4-06-01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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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妈妈  懂比爱更重要》  
徐承芸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3-10-01  29.80

《大师教你做父母——对话叶圣陶》  
朱永新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07-01  33.80

《大师教你做父母2——对话陶行知》  
陶行知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07-01  24.80

《大师教你做父母——对话苏霍姆林斯基之一》
朱永新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07-01  31.80

《大师教你做父母——对话苏霍姆林斯基之二》
朱永新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07-01  31.80

《家校之间有个娃——低年级的娃儿这样教》
蓝玫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07-01  29.80

《喜阅读出好孩子：中国孩子的阅读问题》
童喜喜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06-01  32.80

《新教育文库：这一群有种的教师》  
童喜喜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07-01  34.70

《丁丁上学记（全彩悦读版）》  
刘蕾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03-01  70.00

《影响孩子一生的哲学阅读》（第一辑共10册）
常莉 韩国琴 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07-01  159.00

邓晓益  
重庆大学出版社  社长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  
沈从文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149.00

《山本耀司：我投下一枚炸弹》  
（日）山本耀司  满田爱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68.00

《寻味中国》  
（美）林留清怡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8.00

《大自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  
托尼·朱尼珀 著 晏向阳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07-01  36.00

《大熊猫 生．存》  
张志和 等著  魏玲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58.00

《关灯就睡觉：这样治疗失眠更有效》  
格雷格·D.贾克布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32.00

《昆虫家谱》  
张巍巍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7-11  168.00

《奢侈的》  
（美）黛娜·托马斯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12-01  45.00

《东京日和》  
荒木阳子 (作者), 荒木经惟 (作者), 罗嘉 (译者)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01-01  68.00

《奖励出好孩子：适合正面家教的即用图表与活动》  
（美）维吉尼亚M.希勒  梅格F.施耐德　著  代雪曦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26.00

方平
湖北教育出版社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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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伟中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  总经理

《天宝往事》  
刘建华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39.80

《不老泉 》  
（美）娜塔莉·巴比特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3-01-01  14.00

《蚂蚁帝国三部曲 (套装共3册) 》  
（法）贝尔纳·韦伯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5-01  99.00

《安瑟十三系列 》  
孙以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5-01  30.00

《应许之日 》  
辛夷坞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32.00

《阅读的危险：大师的读书经验》  
安悱 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3-01-01  39.80

《黄帝内经：徐文兵、梁冬对话《金匮真言》》
徐文兵、梁冬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7-01  69.90

《石渠宝笈（检索版）》  
梁诗正 等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12-01  18000.00

《大国海权》  
（美）马汉 著  熊显华 编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9-01  39.00

《纵横中国梦——一个学者的独特视野》
石毓智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38.00

范蔚文
格致出版社  社长

《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  
（美）布赖恩·莱瓦克  爱德华·缪尔  
迈克尔·马斯  梅雷迪斯·威尔德曼   
格致出版社  2013-11-01  128.0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150问》 
（第二版）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格致出版社  2014-08-01  32.00

《全球文明史——人类自古至今的历程》
[美] 坎迪斯·古切尔（Candice Goucher）  [美] 琳
达·沃尔顿（Linda Walton）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06-01  65.00

《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  
（美）罗伯特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04-01  52.00

《营销管理》(第14版)  
（美）菲利普·科特勒  （美）凯文·莱恩·凯勒 著  
格致出版社  2012-08-01  85.00

《近代中国史纲》（第3版）  
郭廷以　著  
格致出版社  2012-01-01  68.00

《僵尸经济学：借尸还魂的谬误经济思想及其成因》  
（澳）奎金　著  苏丽文　译  
格致出版社  2012-08-01  49.00

《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
（美）伯格鲁恩  （美）加德尔斯　著  朱新伟　等译  
格致出版社  2013-08-01  32.00

《加图决策者手册：美国智库如何影响政府
决策？》（第7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译 加图研究所 编  
格致出版社  2011-10-24  66.00

《三种文化》  
(美)杰罗姆·凯根  王加丰  宋严萍 译
上海世纪格致  2011-03-01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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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爱彬  
江苏译林出版社 社长

郭纯生
上海大学出版社董事长、

社长

《九十三年》  
（法）雨果  曾朴 译   王仲远 校注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26.00

《天方夜谭》  
奚若 译  叶绍钧 校注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46.00

《中国原生艺术手记》  
郭海平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68.00

《中国清代玻璃艺术》  
薛吕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80.00

《中国海洋产业报告（2012-2013）》  
陈秋玲  李骏阳  聂永有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98.00

《当代边缘艺术20家》  
[法] 吉·达勒维  洛翰  让·弗朗索瓦·赫尔 编
曲晓蕊  陈曦 译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8.00

《与天下人同亲：我的父亲南怀瑾》  
南一鹏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36.00

《肚兜寄情文化史》  
潘键华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158.00

《燕京大学：1919—1952》 
陈远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08-01  39.80

《法政科学丛书：印度民主的成功》 
（美）阿图尔·科利 著 牟效波，等 译 效波 绘 
译林出版社  2013-09-01  42.00

《最初的体验》 
（俄罗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译林出版社  2014-07-01  39.80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杨奎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5-01  48.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08-01  128.00

《戴季陶与日本》 
张玉萍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6-25   45.00

《风景与记忆》 
（英）西蒙·沙玛 著 
译林出版社 2013-11-01  78.00

《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美）麦迪逊（MadisonJ.） 
译林出版社 2014-07-01  128.00

《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格非 
译林出版社 2014-08-01  45.00

《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 
（意大利）翁贝托·艾柯 Umberto Eco 
译林出版社 2014-08-01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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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国强  

文汇出版社  总经理

《巨子的诞生》  
薛尔康 著  
文汇出版社  2013-07-01  58.00

《中国传媒业的观察家与思想者》  
《新闻记者》 选编  
文汇出版社  2013-08-01  48.00

《黎明即起——2013“笔会”文粹》  
文汇报“笔会”编辑部 著  
文汇出版社  2014-05-01  40.00

《白桦诗 抗卫画》  
白桦  赵抗卫 著  
文汇出版社  2014-06-01  58.00

《人海微澜》  
潘伯鹰 著  
文汇出版社  2014-06-01  32.00

《错位的人杰》  
陈云发  
文汇出版社  2014-06-01  36.00

《马化腾——未来如此艰难  你要尽力而为》  
方诚意 著  
文汇出版社  2014-07-01  36.00

《马云——我可以没有对手》  
李子楠 著  
文汇出版社  2014-07-01  36.00

《上海吃货·海派文化典藏》  
沈嘉禄 著  
文汇出版社  2014-05-01  30.00

《上海女人·海派文化典藏》  
马尚龙 著  
文汇出版社  2014-05-01  28.00

高继民  

青岛出版集团  总编辑

《林译经典：雪国》  
[日] 川端康成 著 林少华 译  
青岛出版社  2014-04-01  32.00

《一城一味》  
《一城一味》栏目组 著  
青岛出版社  2014-05-01  38.00

《致未来的你：给女孩的十五封信》
殷健灵 著  
青岛出版社  2013-07-30  26.00

《细数那些叫思念的羊》  
张晓风 著  
青岛出版社  2013-04-01  29.80

《学会爱自己》（3册）
（美）克雷文 著  （美）柏斯玛 绘  刘敏 译  
青岛出版社  2011-01-01  36.00

《动物解放：生命伦理学的世界经典素食主义
宣言》（全新译本）  
（美）彼得·辛格 著  
青岛出版社  2004-09-01  32.00

《常新港心灵成长系列：幻想季-天才街》  
常新港 著  
青岛出版社  2013-09-01  19.80

《世界名酒名庄品鉴-中国  葡萄酒新贵》
（美）詹尼斯·米格拉维斯（Jānis Miglavs）
青岛出版社  2014-06-01  298.00

《真实的日本 》  
（日）大前研一 著
青岛出版社  2014-06-01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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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克勤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3-01  68.00

《九云梦》  
金万重 著 陈庆浩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3-01  24.00

《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学者张晖别传》  
张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2-01  38.00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洪业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2-01  72.00

《张宗祥文集》（全3册）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  曹锦炎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11-01  188.00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郭静云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11-01  148.00

《人间词话》  
王国维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1-01  22.00

《勾阑醉：戏话·戏画》  
沐斋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2-01  48.00

《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严耕望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12-01  29.00

《茶经译注》  
陆羽 等撰  宋一明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4-01  22.00

顾琳敏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回家》  
魏捷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05-01  29.80

《学生经典文库·导读版：彼得·潘》（新版）
（英）詹姆斯·巴里 著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02-01  15.00

《我有一盏小灯笼》  
甘大勇 文/图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05-01  29.80

《大闹天宫》  
梁川工作室 文/图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05-01  32.80

《昙花》  
陈裕华 文  戴层霖 图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05-01  29.80

《一个  两个  三个……蘑菇下躲雨》  
小微  改编 冯莺  赖振辉 图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05-01  29.80

《牙齿  牙齿  扔屋顶》  
刘洵 文/图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05-01  32.80

《学生经典文库·导读版：伊索寓言》（新版）
（古希腊）伊索等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04-01  15.00

《学生经典文库·导读版：奥兹国历险记》 （新版） 
（美）鲍姆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07-01  15.00

《学生经典文库·导读版：安徒生童话》  （新版）
（丹）安徒生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4-07-01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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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力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总编辑

《人类的破坏性剖析》  
[美] 埃里希．弗洛姆 著  李穆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6-01  88.00

《自我与自性》
荣格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4-01  58.00

《性史1926》  
张竞生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2-01  38.00

《V字仇杀队》  
阿兰·摩尔  史蒂夫·惠特克  西沃恩·道茨 著  
大卫·劳埃德 绘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12-01  75.00

《谍海迷情：二战英国第一女特工的传奇一生》
（英）马利 著  刘勇军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6-01  58.00

《最长的一天：我见证了诺曼底登陆》  
（英）彼得·利德尔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3-01  58.00

《温斯顿特效 》  
（美] 乔迪·邓肯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7-01  320.00

《观照电影：艺术、评论和产业的观察》
（美）大卫·波德维尔 克里斯汀·汤普森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7-01  46.00

《优雅地老去：678位修女揭开阿尔茨海默病之谜》  
（美）大卫·斯诺登 著  李淑珺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4-28  32.00

《守望者》（上）  
（英）阿兰·摩尔 [英] 戴夫·吉本斯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7-01  68.00

管士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长

《杨绛文集》(共8卷)  
杨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05-01  300.00

《洗澡》  
杨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01-01  36.00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黄永玉 著  
作家出版社  2006-11-01  38.00

《成长  请带上这封信》  
张泉灵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6-01  36.00

《杜甫全集校注》（全12册）
萧涤非  廖仲安  张忠纲 等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1-01  850.00

《“有价值悦读”丛书》  
史铁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11-01  228.00

《道士下山》（癸巳年修订本）  
徐皓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6-01  38.00

《武士会》  
徐皓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01-01  33.00

《刀背藏身：徐皓峰武侠短篇集》  
徐皓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07-01  39.00

《逝去的武林》  
徐皓峰 等撰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4-01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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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相新  

中原大地传媒  总编辑

《人民记者穆青传记》  
张惠芳  王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11-01  60.00

《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  
周长安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4-04-01  25.00

《华夏文库儒学系列·魏晋风度：竹林七贤》
申祖胜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4-05-01  20.00

《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 毛泽东作品》
张海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14-05-01  32.00

《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美] 顾立雅  
大象出版社  2014-03-01  48.00

《王立群智解成语1 》  
王立群 著  
大象出版社  2014-05-01  25.00

《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升级版)  
郭灿金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2.00

《佛陀传：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佛陀传记》
一行禅师 著 何蕙仪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48.00

《航空大都市：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美）约翰·卡萨达、格雷格·林赛 著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6-01  58.00

《爱之阅读图画书》（第四辑）
（比）布里哥特 米娜 文  （比）皮特 范恩诺格 图
海燕出版社  2014-01-01  75.00

高锡瑞  

测绘出版社社长

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副总经理

《我也要懂点心理学》  
凌微　编著  
测绘出版社  2010-03-01  19.00

《国家版图知识读本》  
《国家版图知识读本》编纂委员会　编  
测绘出版社  2012-07-01  14.00

《地图宝贝拼拼乐：立体中国地形图拼图套装》
测绘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编  
测绘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3-09-01  17.00

《90元走中国》(电子书)  
陈超波,子非鱼工作室整理  
测绘出版社  2013-01-01  34.00

《长头—寻找藏地密码》  
关山飞渡  
测绘出版社  2013-07-23  48.00

《穿越香格里拉秘境》  
陈冬雷  
测绘出版社  2013-10-01  34.00

《智慧旅行：行走40国的旅行妙招》  
行走40国 著  
测绘出版社  2014-01-01  36.00

《中国地图学史》  
喻沧　等著  
测绘出版社  2010-03-01  280.00

《中国公民出游宝典:澳大利亚》  
《中国公民出游宝典》编委会  
测绘出版社  2014-01-01  46.00

《梦之旅：泰国》  
英国Footprint Handbooks公司 编 缪琳  刘婷  等 译  
测绘出版社  2014-01-01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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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笑政  

作家出版社  社长

《陆犯焉识》（新版）  
严歌苓  
作家出版社  2014-04-01  38.00

《黄雀记》  
苏童 著  
作家出版社  2013-08-01  37.00

《活着》  
余华 著  
作家出版社  2013-11-01  25.00

《贾大山小说精选集》  
贾大山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2-01  33.00

《阵痛》  
张翎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3-01  29.80

《杨红樱校园小说系列》（全5册）  
杨红樱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4-01  99.00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套装共2册） 
尹建莉 著  
作家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版社  1900-01-01  60.00

《世界美文观止》 
张守仁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3-01  48.00

《逍遥游：庄子传》  
王充闾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2-01  65.00

《千秋词主：李煜传》  
郭启宏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1-01  65.00

郭兆旭  

经济科学出版社  社长

《财政热点面对面》  
余丽生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1-01  32.00

《“认识保险”丛书：拿什么留住你  我的员工》  
王国军  贯钰琼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1-01  18.00

《金融市场全球化下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曹凤岐 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10-01  81.00

《京津冀都市圈的崛起与中国经济发展》
周立群 等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08-01  63.00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赵曼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11-01  86.00

《技术经济学》  
徐寿波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02-01  88.00

《养老基金投资管理》  
熊军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4-01  88.00

《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  
邵宁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4-01  110.00

《彩妆背后的艺术 》  
董刚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5-01  98.00

《珠光宝气 》  
董刚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5-01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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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梁  

浙江人民出版社  社长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01-01  49.90

《决胜移动终端：移动互联时代影响消费者决
策的6大关键》  
[美] 查克·马丁 著  张伟晶 编 向坤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52.90

《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
（美）乔纳森·海特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79.90

《翻转世界：互联网思维与新技术如何改变未来》  
（美）比尔顿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49.90

《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  
（美）彼得·戴曼迪斯、史蒂芬·科特勒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79.90

《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  它是如何进化的》
（美）布莱恩·阿瑟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62.90

《跑步圣经：我跑故我在（35周年纪念版）》
（美）乔治·希恩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59.90

《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  
许倬云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32.80

《大数据云图：如何在大数据时代寻找下一个大机遇》  
（美）大卫·芬雷布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5.90

《决战大数据：驾驭未来商业的利器》  
车品觉 著  安烨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45.90

韩敬群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总编辑

《耶路撒冷》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9.80

《亲爱的生活》  
艾丽丝 门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9.50

《瓦尔登湖》  
（美）梭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01-01  28.00

《平凡的世界》(套装共3册)  
路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01-01  68.00

《逃离》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07-01  28.00

《寻找家园》（增订版）  
高尔泰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06-01  36.00

《状元媒》  
叶广芩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04-01  39.50

《穆斯林的葬礼（限量纪念版）》
霍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06-01  39.80

《小王子》（珍藏版）  
（法）圣-埃克絮佩里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02-01  28.00

《路遥全集：平凡的世界》
路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05-01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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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龙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长

《中国人的民生》  
高连奎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3-15  45.00

《你不是一个人世界杯》  
黄健翔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6-01  39.00

《地平线未来丛书（第1辑）：未来的101张面孔》  
杨书卷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3-01  31.80

《生态花园实用手册》  
（法） 霍普斯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4-01  68.00

《壁面园艺》  
FG武蔵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6-01  35.00

《清雅素食》  
名师文化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4-01  23.50

《皮肤病性病实用彩色图谱》  
李家文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8-10  300.00

《中国年节菜肴实战秘方》  
潘东潮  眭红卫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4-01  39.80

《花园视觉隔断设计》  
曼纽尔 桑尔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4-01  68.00

《花布置——居家蔬果花饰创意》  
杨雅婷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3-01  38.00

何林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董事长

《文学回忆录：（1989-1994）》 （上下册） 
木心 讲述  陈丹青 笔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1-01  98.00

《被禁锢的头脑》  
（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 乌兰  易丽君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3-01  35.00

《大唐李白·少年游》  
张大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9.00

《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吴稼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1-01  43.00

《大地上的事情》  
苇岸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7.00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共10卷）
（日）宫本一夫 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568.00

《新民说：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
刘仲敬 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6-30  28.00

《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  
（美）埃德蒙·威尔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9.80

《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  
程浩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0-01  35.00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饶平如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4-01  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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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敏  

人民交通出版社  总编辑

《自驾中国·甲午夏》  
马明 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4-06-01  66.00

《安全驾驶从这里开始》（第2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3-01-01  40.00

《中国路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9-07-01  680.00

《中国高速铁路桥梁画册I》  
郑健 主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2-09-01  300.00

《守护平安：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要点集》
中华人共和国交通部 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6-06-01  25.00

《最迷人乡村TOP50》  
《旅游圣经》编辑部 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4-04-01  39.00

《“中国特色旅行地”丛书：背包客珍藏地TOP50》  
《旅游圣经》编辑部 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4-02-01  39.00

《“中国特色旅行地”丛书：最神秘探险地TOP50》  
《旅游圣经》编辑部 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4-03-01  39.00

《“中国特色旅行地”丛书：最爱古城镇TOP50》  
《旅游圣经》编辑部 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4-03-01  39.00

《中国港谱 [精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编者)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7-12-01  480.00

黄闽  

法律出版社  社长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  
江平 口述  
法律出版社  2010-09-01  48.00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金观涛  刘青峰  
法律出版社  2010-01-01  69.00

《斑马线上的中国：法治十年观察》  
邓子滨 著  
法律出版社  2013-08-01  29.00

《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  
陈夏红 著  
法律出版社  2013-01-01  45.00

《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  
胡适 著  潘光哲 编  
法律出版社  2011-06-30  34.00

《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  
（美）斯蒂芬·布雷耶 著  
法律出版社  2012-06-01  45.00

《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刘哲昕 著  
法律出版社  2014-01-01  39.00

《精英与平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
刘哲昕  
法律出版社  2014-01-01  41.00

《言论的边界》  
（美）刘易斯 著  
法律出版社  2010-05-01  25.00

《错案》  
（法）勒内·佛洛里奥著  
法律出版社  2013-02-01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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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零一个愿望》 
郁雨君 
明天出版社  2013-12-01  16.00

《曹文轩说故事——第五只轮子 》  
曹文轩  
明天出版社  2014-05-15  18.00

《绝佳拍档12：两个人的梦想秀》  
商晓娜  
明天出版社  2013-12-01  16.00

《姆咪谷的夏天》  
(芬兰)托芙·扬松 著  
明天出版社  2010-04-01  14.00

《从外星球来的孩子》  
杨红樱 著  
明天出版社  2014-01-01  15.00

《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  
（英）罗尔德．达尔 著  
明天出版社  2014-04-01  20.00

《最佳中国少年文学读本——生命的诗情 》  
方卫平  
明天出版社  2014-06-01  20.00

《阳光姐姐小书房》  
伍美珍 (作者)  
明天出版社  2013-06-04  16.00

《飞翔的教室》
1900-01-01  16.00

《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克里斯蒂娜·涅斯玲
格作品：神秘的爷爷》  
克里斯蒂安娜·涅斯玲格  
明天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05-31  16.00

《庆祝无意义》  
（法）米兰·昆德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7-01  30.00

《自由的未来》  
（美）法里德·扎卡里亚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58.00

《提堂》  
（英）希拉里·曼特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6-01  53.00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美）彼得·海斯勒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40.00

《傅科摆》  
（意）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69.00

《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  
（日）野岛刚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无缘社会》  
（日）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38.00

《莎士比亚全集》（10卷本）  
（英）威廉·莎士比亚 著 洛克威尔·肯特 (Rockwell 
Kent) （插图）方平 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11  880.00

《革命之路》  
理查德·耶茨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36.00

《安迪·沃霍尔自传及其私生活》
（美）约翰·威尔科克（John Wilcock） 著  
克里斯托弗·特雷拉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148.00

胡鹏  

明天出版社  社长

韩卫东  

上海译文出版社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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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谱、续书谱》  
(唐) 孙过庭   (宋) 姜夔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12-01  20.00

《古刻新韵丛书》 （全12册） 
（清）陈洪绶   （清）萧云从   （清）门应北   等 著 
雍琦   洪奔   屈笃仕   等 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04-01  445.00

《古刻新韵丛书 第二辑》（全8册）
(清) 上官周 等撰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08-01  497.00

《古刻新韵丛书 第三辑》（全11册）
（明）汪氏  等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10-01  593.00

《古刻新韵四辑：植物名实图考》（全8册）  
(清) 吴其濬  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498.00

《头脑开发丛书：我能我会 贴纸手册 4岁》
（日）学研 主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6-01  10.80

《爸妈怎么有了我？——最适合中国孩子看的
性启蒙绘本》  
盛诗澜  施欢华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05-01  18.00

《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欧美卷）》(10册)
江健文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01-01  480.00

《历代名家册页 宋人花鸟草虫》  
《历代名家册页丛书》编委会 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01-01  35.00

《书画书录解题》  （套装上中下册）
戴家妙  石连坤 译 余绍宋 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12-01  198.00

《冰海荣光：雪龙号南极救援脱困全纪录》
盖广生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4-04-01  68.00

《中国儿童全效成长攻略 0-1岁 健康成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芝兰玉树教育研究　等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4-05-01  42.00

《中国儿童全效成长攻略 4-5岁 快乐成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芝兰玉树教育研究院  
《中国（0-6岁）儿童成长指标体系》科研项目组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4-05-01  43.00

《中国儿童全效成长攻略 1-2岁 茁壮成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芝兰玉树教育研究院  
《中国（0-6岁）儿童成长指标体系》科研项目组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4-05-01  43.00

《中国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手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芝兰玉树教育研究院
《中国（0-6岁）儿童成长指标体系》科研项目组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4-05-01  67.00

《中国儿童全效成长攻略 5-6岁 智慧成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芝兰玉树教育研究院  
《中国（0-6岁）儿童成长指标体系》科研项目组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4-05-01  45.00

《雪山并蒂莲——记“感动中国人物”胡忠和谢晓君夫妇》  
覃贤茂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3-12-01  49.00

《汽车的社会性费用——东亚人文100丛书》
(日)宇泽弘文　著  郑剑　译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3-04-01  18.00

《东亚人文100丛书：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日） 鹤见俊辅 著 邱振瑞 译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3-04-01  22.00

《韩国人的神话：那对面  那里面  那深渊—东亚人文100丛书》  
（韩）金烈圭　著  朴春燮  王福栋　译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3-04-01  23.00

胡小罕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胡宇红  

四川教育出版社  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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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九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情种起源》  
海伦·费舍尔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7-01  36.00

《全球拍卖》  
菲利普·朗    休·劳德  等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35.00

《大人孩子都能懂的时间简史》  
泡爸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28.00

《时间简史》（插图本）  
（英）史蒂芬·霍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04-01  45.00

《科学的历程》  
吴国盛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9-01  198.00

《我为什么离开高盛》  
格雷格·史密斯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7-01  48.00

《我的简史》
[英] 史蒂芬·霍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7-01  42.00

《共情时代》  
弗朗斯·德瓦尔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7-01  36.00

《重塑能源：新能源世纪的商业解决方案》
卢安武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6-01  98.00

《马琳的点心书 超爱做饼干》  
马琳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6-01  38.00

胡正义
安徽人民出版社  社长

《安徽通史》  
陆勤毅　等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1-09-01  1200.00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上  中  下）  
瞿林东　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1-01-01  296.00

《淡定:现代人的必修课》  
朱荣智  
安徽人民出版社,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06-30  
18.00

《知止:中国人的大智慧》  
朱荣智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4-06-30  18.00

《放下:幸福人生的法则》  
朱荣智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4-06-30  18.00

《领导干部演讲必用的经典名言》  
翟杰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33.00

《秦亡汉兴三十年》  
戴文杰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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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华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总经理

贾杰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财经大辞典》（第二版）  
编委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07-01  980.00

《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  
楼继伟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01-01  58.00

《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
顾伯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01-01  35.00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化和谐有创造力
的社会》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联合课题组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03-01  120.00

《中国经典经济学：对中国本土经济学关于自
然、人生和财富的本质及其关系的贯通式总结》
钟永圣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01-01  58.00

《纵横捭阖——中国财税文化透视》
翁礼华 著/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08-01  48.00

《互联网金融》  
罗明雄、唐颖、刘勇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10-01  68.00

《漫画我们的经济社会》  
李炜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07-01  30.00

《日本军情》  
石宏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07-01  98.00

《小心！软瘾》  
邓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03-01  10.00

《跟掌门学养生：做一世健康暖美人》 
刘绥滨 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6-01 36.00

《庆祝无意义》 
（法）米兰·昆德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7-01  30.00

《蟠虺》 
刘醒龙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5.00

《中国大时局2014：问题、困境与必然抉择》 
高连奎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45.00

《认识艺术》（全彩插图 第八版） 
（美）马克·盖特雷恩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5-01  99.80

《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 
（日）野岛刚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35.00

《小食材大功效（凤凰生活）：要想活得好，
就要吃得好》 
杨力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29.90

《怀孕大百科（汉竹）》 
王琪　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59.80

《Latte Art 咖啡拉花的无限可能》 
林东源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7-01  49.80

《十万个为什么》(2013年下半年套装） 
王伟海，洪星范　主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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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凌  

中国法制出版社  社长

《法律的故事：最新最全译本》（增订版）
（美）赞恩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01-01  39.80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任东来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01-01  35.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3卷本）
（套装上中下册）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01-01  880.00

《新世纪学术文库：公共领导者的战略领导力研究》  
吴涛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07-01  36.00

《针对大众媒体侵害人格权的保护：各种制度与实践
5——欧洲侵权法与保险法译丛》  
（奥）考茨欧  （奥）瓦齐莱克　主编  匡敦校等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12-01  68.00

《解析领导力——“道”“学”“技”——新
世纪学术文库》  
于洪生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08-01  45.00

《阿提卡之夜》  
奥卢斯·格利乌斯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06-13  48.00

《法治国家的制度逻辑与理性构建·十八大与
法治国家建设》  
江必新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05-01  47.00

《法治政府的制度逻辑与理性构建·十八大与
法治国家建设》  
江必新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06-01  57.00

纪秀荣  

天津出版集团  副总经理

《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
的十大疑问》  
陈学明, 黄力之 ,吴新文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01-01  39.00

《中国曲艺史》  
蔡源莉  吴文科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01-01  11.80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著  
新蕾出版社  2014-01-01  18.00

《中国灾害救援医学》  
李宗浩　总主编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8-01  870.00

《凯特迪卡米洛作品典藏套装》（共6册）
凯特·迪卡米洛  
新蕾出版社  2014-07-01  0.00

《晏阳初全集》(共4册)
宋恩荣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3-12-01  580.00

《徐渭书画全集》  
(明)徐渭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800.00

《元典章》（套装共4册）  
陈高华  等 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03-01  480.00

《字源》 （套装上中下册） 
李学勤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等  2012-12-01  
1500.00

《病毒性肝炎》（第3版）  
（英）托马斯  （美）莱蒙  （英）朱克曼　主编  牛俊奇　等译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13-11-01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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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仲华  

人民邮电出版社  社长

《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
（1900-2013）》  
（美）阿伦 拉奥、皮埃罗 斯加鲁菲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4-01  99.00

《文明之光（全2册）》  
吴军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5-01  118.00

《MacTalk·人生元编程》  
池建强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2-01  45.00

《经济思想史》（第4版）  
[美] 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3-01  99.00

《中国 [精装]》  
[英]迈克尔·肯纳 摄影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4-01  289.00

《算法谜题 》  
（美）Anany Levitin、Maria Levitin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3-01  49.00

《大数据分析：用互联网思维创造惊人价值》
[美]Jean Paul Isson　Jesse S. Harriott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7-01  79.00

《俺心中有一头骆驼 》  
原老未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5-01  39.80

《新型网络体系结构》  
邬江兴 兰巨龙 程东年 吴春明 王伟明 胡宇翔 庄雷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3-01  78.00

《小人鱼童书馆（名家拼音美绘版）》（全6册）  
冰波  王一梅　著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3-01  108.00

郏宗培  

上海文艺出版社  总编辑

《蟠虺》  
刘醒龙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5.00

《繁花》（全本珍藏版）  
金宇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03-01  48.00

《春尽江南》  
格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08-01  35.00

《日夜书》  
韩少功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03-01  32.00

《羊道三部曲》（全3册）  
李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10-26  70.00

《问世间情》  
叶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25.00

《清代宫廷服饰》  
陈正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400.00

《我在哪里  我是谁——赵丽宏诗选》  
赵丽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25.00

《缥缈的峰》  
孙颙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7.00

《世界文学史》（总8卷16册）
［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12-01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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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华  

中国纺织出版社  

总编辑

《百姓家常菜系列：家常菜一本就够》  
尚锦文化 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01-01  19.80

《孙子兵法全鉴》（第2版）（典藏版）  
[春秋]孙武 著 东篱子 编 东篱子 译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01-01  38.00

《不可不知的经济学常识·热点知识篇》
（韩）郑载学 著 ；林今淑、崔文哲 译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05-01  48.80

《一本书读懂经济学常识》  
常宇 编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04-01  36.80

《有关梦  请问弗洛伊德》  
张伊宁 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04-01  28.00

《药食合一使用手册》  
畅洪昇　编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05-01  29.80

《越玩越聪明的印度数学全集》  
孙瑾筱 编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05-01  25.00

《美丽从养瘦开始》  
常宇 编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07-01  32.80

《中国时尚：对话中国服装设计师》  
冷芸 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03-01  88.00

刘丛星  

吉林出版集团  

董事长

《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
庄严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04-01  190.00

《理想信念的理论支撑》  
孙正聿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26.00

《女子中队》  
李春良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0.00

《英国史（Ⅰ+Ⅱ套装）》  
[英]大卫·休谟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01-01  170.00

《养肾就是养命》  
章友康   吴华   张晔 编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8-01  29.90

《赛尔号大电影3战神联盟四格漫画——爆笑
宇宙(4)塞尔的高科技》  
上海淘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4-02-01  12.00

《警犬拉拉》  
沈石溪 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0-04-01  18.00

《我就是一个笑话》  
喻舟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4-05-01  39.98

《成语接龙/微型书 苑景临》  
苑景临  孙硕夫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11-01  6.00

《碑帖珍品临摹本》  
孙宝文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09-01  1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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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彩荣  

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

版集团）副局长

《大国博弈（上下册）》  
（美）约翰·托兰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5-01  68.00

《中国  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
争全史》  
〔英〕拉纳·米特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6-01  49.80

《第七天》  
余华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06-01  29.50

《我们这30年：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
刘卫兵 著  
外文出版社  2013-11-01  38.00

《中国人的修养》  
蔡元培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4-05-01  32.00

《“美丽成长”生命科普绘本系列》（套装共
4册）  
(美) 阿斯顿 文；（美）西尔维亚朗 绘  
海豚出版社  2014-01-01  119.20

《百城赋  上编》  
余海波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03-01  39.00

《跨文化视角下的北美与中国文化》  
（加）李盈  （加）王健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00-01-01  48.00

《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
（美）格伦·格林沃尔德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42.00

《大学之道》  
（美）乔纳森·科尔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5-01  66.00

刘大伟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长

《新编剑桥印度史：莫卧儿帝国》  
约翰·F.理查兹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72.00

《新编剑桥印度史：葡萄牙人在印度》
皮尔森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9.00

《新编剑桥印度史：1600—1818年的
马拉塔》  
（美）斯图尔特·戈登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52.00

《新编剑桥印度史：德干社会史1300——
1761——八个印度人的生活》  
理查德·M.伊顿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62.00

《剑桥东南亚史》（共两卷）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格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01-01  180.00

《东南亚文化发展史》  
贺圣达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01-01  62.00

《战国策派文存》（套装上下册）  
张昌山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02-01  96.00

《一眼集》  
金理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1-01  38.00

《现场的角力》  
杨庆祥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1-01  25.00

《浮游的守夜人》  
何同彬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1-01  30.00



出版人推荐十本书

79

刘国辉  

天天出版社  

社长

《国际获奖大作家系列》  
卡罗琳•科曼 著  
天天出版社  2013-05-01  102.00

《沈石溪精华爱读本》（全5册）  
沈石溪 著  
天天出版社  2013-05-01  68.00

《红城王国之〈獾主的城堡〉》（共3册）
布赖恩·雅克　著  
天天出版社  2012-12-01  48.00

《辫子姐姐星座物语签名本》（共六册）
郁雨君 著  
天天出版社  2014-06-01  120.00

《我所生长的地方》  
沈从文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4-01  19.00

《雅舍》  
梁实秋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4-01  19.00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林语堂　著  李斌　导读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4-01  19.00

《爱的礼物·大奖作家新童话三部曲》（共3册）
张秋生  孙幼军  汤汤 著  
天天出版社  2014-04-01  54.00

《小淘气尼古拉最新版》（共3册）  
（法）戈西尼 著  （法）桑贝 绘  
天天出版社  2011-05-01  42.00

《蓝皮鼠和大脸猫》  
葛冰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3-01  20.00

李广洁  

山西人民出版社

社长

《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  
叶笃庄 著 孟繁之 整理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7-01  68.00

《自由的进化》  
（美）丹尼尔·丹内特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58.00

《宝贝  你们好吗：梁启超给孩子们的400余封
家书》  
梁启超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04-01  42.00

《武士政治》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 著 丁力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32.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8.00

《下一个乔布斯是谁》  
贾琦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32.00

《自由的款式》  
刘刚  李冬君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12-01  35.00

《大唐帝国东亚战记》  
柯胜雨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36.00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雷颐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08-01  48.00

《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
（澳）雪珥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1-06-01  28.00



80

刘红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总经理

《中药应用禁忌速查》（附光盘）  
周幸来  陈新华主编 著 周幸来  陈新华 编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7-01  40.00

《新编防盗手册》  
罗永正 编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7-01  29.80

《暖暖心儿童成长关怀小说——春风吹倒了毛地黄》  
李丽萍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7-01  27.00

《中国科幻名家获奖佳作选》（全6册）
江波　等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153.80

《芝麻官系列：芝麻官感言》  
王敬瑞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29.00

《小猪唏哩呼噜：唏哩呼噜和猪八戒》（注音版）  
孙幼军 著 裘兆明 绘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18.00

《一匹倔脾气的马》（儿童文学经典版）
常新港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15.00

《与癌磨  不与癌搏：开启无毒抗癌治疗》
谢文纬 著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6-01  42.00

《阳台种菜》  
姜璇　编著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2-01  32.00

《阶梯围棋星级题库：从入门到业务初段》
黄希文 著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5-01  35.00

林杰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长

《滚蛋吧  肿瘤君》  
熊顿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09-01  29.80

《BBC科普三部曲：地球、生命、海洋》 
（全3册） 
（英）斯图尔特  （英）林奇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10-01  264.00

《国学治要》（全本3册  典藏版）  
张文治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168.00

《群书治要》（全本）  
（唐）魏征 等编撰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01-01  48.00

《哈默手稿》  
（意大利）达·芬奇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05-01  88.00

《辜鸿铭讲论语》  
辜鸿铭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01-01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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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九如  

电子工业出版社  总编辑

《创新之力：将创意变为现实》（全彩）
[英] 马特·金登（Matt Kingdon）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8-01  78.00

《移动的力量》  
吕延杰  李易  周军 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7-01  49.00

《车联网：决战第四屏 》  
车云网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4-01  58.00

《颠覆医疗：大数据时代的个人健康革命》
埃里克·托普 著 张南  魏巍  何雨师  等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55.00

《1024·人与机器共同进化》（创刊号）
李婷 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55.00

《线上幽灵：世界头号黑客米特尼克自传》
（美）凯文·米特尼克  威廉·L·西蒙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69.00

《互联网黑洞：史无前例的互联网忧虑》
仲昭川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4-01  50.00

《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Evgeny  Morozov（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68.00

《淘宝技术这十年》  
子柳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05-01  45.00

《微信终极秘籍：精通公众号商业运营》
青龙老贼  赵黎  方雨  刘琪  潘越飞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65.00

柳建尧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  

董事长

《通向宇宙的三级阶梯：从太阳到黑洞  再到
神秘的暗物质》  
（美）戴维·加芬克尔   理查德·加芬克尔 著 庚君伟 译  
科学出版社  2014-07-01  39.00

《航天》（第2版） 
金邦领  金荣励 编  
科学出版社  2014-08-01  38.00

《博物馆的一天》  
王小娟　等著  
科学出版社  2014-06-01  29.80

《优秀大学生成长手册》（第15版）  
（美）戴夫·埃利斯 著 毛乐  等 译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5-01  48.00

《从碳关税和碳税视角分析低碳经济对中国的
影响》  
成思危 等著  
科学出版社  2014-05-01  52.00

《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大师：7位华人诺贝尔
科学奖得主的成功法则》  
李凤岐 著  
科学出版社  2014-03-01  36.00

《林兰英传》  
何春藩  王占国 著  
科学出版社  2014-03-01  59.00

《数学开心辞典》（第2版）  
王青建 编  
科学出版社  2013-12-01  49.00

《核电造福你我他》  
李宗明  张家利　等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13-12-01  25.00

《奇妙的物理学》  
（俄）A.瓦尔拉莫夫 〔俄〕L.阿斯拉马卓夫 著
科学出版社  2014-01-01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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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

司  总编辑

《中国经济史 》  
钱穆　讲述  叶龙　记录整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1-01  39.80

《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玛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11-01  39.80

《闷与狂》  
王蒙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6-01  38.00

《西藏百科全——拉萨卷》  
《西藏百科全书 拉萨卷》编委会 编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3-09-01  620.00

《耶鲁大学公开课：死亡》  
（美）谢利·卡根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4-01  48.00

《国家的选择：华盛顿与他的时代》（上下册）
（美）罗恩 彻尔诺 （Ron Chernow)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4-01  79.80

《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版）  
袁珂 校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4-01  128.00

《一个人的朝圣》  
（英）蕾秋·乔伊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09-01  32.80

《社交红利》  
徐志斌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09-01  42.00

《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  
（美）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6-01  42.00

李久军  

黑龙江出版集团  董事长

《教育第三眼》  
李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02-01  35.00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清代中越关系研究
(1644-1885)》  
孙宏年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02-01  70.00

《把雨街叫醒》（童话第一卷）  
安武林　主编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5-01  22.80

《欲罢不能——北大著名教授学问与人生系列丛书》  
叶朗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01-01  17.00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隋唐演义》 （上下册） 
（清）褚人获 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3-11-01  58.00

《九种体质吃什么？禁什么？》  
柴瑞震 著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4-01  29.80

《春华秋实》  
梁文蔷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28.00

《雷锋》（朝文版）  
李伟著  崔文燮 著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14-02-01  12.00

《江湖岁月飞 不胜一场醉：金庸传》
端木先生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06-01  36.00

《让书香润泽童心》  
谭旭东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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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清
中央编译出版社  

总编辑

《剑桥·公共安全管理译丛：暴力与民主》
（英）约翰·基恩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6-01  45.00

《三纲与秩序重建》  
方朝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5-01  75.00

《让电影陪伴孩子成长》  
曹保印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6-01  38.80

《美国通史》  
林立树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5-01  98.00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4-01  35.00

《美国文明读本：缔造美利坚的40篇经典文献》
钱满素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5-01  68.00

《渡：书的信仰（思想卷）》  
新京报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4-01  29.80

《婚姻史：婚姻制度的精细描绘与多角度解读》
（加）伊丽莎白·阿伯特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4-01  49.80

《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  
[美国] 杰里 施瓦茨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4-01  48.00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3-01  88.00

刘明辉  
大家出版传媒  社长

《校园三剑客》 (套装共10册) 
杨鹏    2014-07-01  160.00

《白鲸传奇：锐舞王子》  
周志勇 著  
大连出版社  2013-09-01  15.00

《“大白鲸计划”保冬妮绘本海洋馆·第一季 
白鲸小久》  
保冬妮著  卢瑞娜绘  
大连出版社  2013-06-01  29.80

《海豚王子历险记：海王子诞生》  
杨鹏 著  
大连出版社  2013-05-01  16.00

《海洋动物小说系列：海豹闯危途》  
张剑彬 著  
大连出版社  2013-05-01  18.00

《大白鲸计划海洋科普馆》（套装共5册）
凌晨漫游工作室 编  
大连出版社  2013-10-01  130.00

《“大白鲸”小说坊：幽灵水母系列》（套装
共5册）  
紫龙晴川 著  
HarperCollins UK  2014-06-01  90.00

《金牌三小侠：毒宫斗蛇大会》  
周锐 著  
大连出版社  2014-04-01  15.00

《少年冒险王第四季》（套装共4本）  
彭绪洛　著    
2014-04-01  64.00

《其实我很棒儿童成长童话系列》（共5种）
（韩）朴成镐　著  
大连出版社  2011-05-01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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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华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副总经理

《黄永玉全集·文学编》（普及本）（套装共6册）
黄永玉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11-01  400.00

《爱历元年 》  
王跃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8-01  35.00

《大清相国》  
王跃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07-01  38.00

《我的简史（MY BRIEF HISTORY）》
[英] 史蒂芬·霍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7-01  42.00

《我为什么离开高盛》  
格雷格·史密斯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7-01  48.00

《让我留在你身边》  
张嘉佳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08-01  38.00

《岁时歌》  
夏小鲟 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4-04-01  42.0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张嘉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68.00

《斗罗大陆第二部绝世唐门20》  
唐家三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26.00

《笨狼的故事 20周年精装纪念版》（共6册）
汤素兰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114.00

刘庆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

公司  社长

《美国原版青少年核心能力拓展：好玩的数学》（1级）  
（美）莎拉·约翰逊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14-04-01  25.00

《美国原版青少年核心能力拓展：好玩的数学》（2级）  
（美）莎拉·约翰逊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14-04-01  25.00

《美国原版青少年核心能力拓展：好玩的数学》（3级）  
（美）莎拉·约翰逊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14-04-01  25.00

《美国原版青少年核心能力拓展：好玩的数学》（4级） 
（美）莎拉 约翰逊著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14-04-01  25.00

《美国原版青少年核心能力拓展：好玩的数学》（5级） 
（美）莎拉 约翰逊著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14-04-01  25.00

《美国原版青少年核心能力拓展：好玩的数学》（6级）  
（美）莎拉 约翰逊著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14-04-01  25.00

《美国原版青少年核心能力拓展：好玩的数学》（7级） 
（美）莎拉 约翰逊著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14-04-01  25.00

《美国原版青少年核心能力拓展：好玩的数学》（8级）  
（美）莎拉 约翰逊著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14-04-01  25.00

《美国原版青少年核心能力拓展：好玩的数
学》 （学前阶段） 
（美）莎拉·约翰逊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14-04-01  25.00

《手工基础入门：中国结基本结法》  
犀文图书 编著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14-01-01  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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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三强  

未来出版社  

总编辑

《国际大奖小说系列——雪橇犬之歌》  
（美）伯森　著  潘艳梅　译  
未来出版社  2013-03-19  14.90

《看里面系列大合集》（全套13册）  
[英]埃里克斯·弗利斯等 [英]科林·金等 荣信文化/编译  
未来出版社  2012-06-01  608.40

《国际大奖小说系列——冬天的小木屋》  
（美）伯森　著  李海颖　编译  
未来出版社  2013-03-01  12.90

《各种各样系列-典藏版》  
[英]艾玛·戴蒙 等   荣信文化 编译  
未来出版社  2013-03-01  256.80

《十万个为什么》 （套装共10册） 
《十万个为什么》编写组　编著  
未来出版社  2012-09-01  198.00

《微童话好成长丛书：谭旭东微童话》  
谭旭东　著  
未来出版社  2014-01-01  26.00

《鲸武士》  
(美)玛吉·普罗伊斯  
未来出版社  2013-05-01  22.90

《儿童文学的多维思考》  
谭旭东  
未来出版社  2013-10-01  56.00

《我最喜欢的情境翻翻书》 (套装4册）   
未来出版社  2013-09-25  112.00

《动物嘉年华》（第一辑共6册）  
巨英　著   贠扬　绘  
未来出版社  2014-03-01  118.80

李维  

云南出版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一眼集》  
金理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1-01  38.00

《现场的角力》  
杨庆祥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1-01  25.00

《隐藏的锋芒》  
周明全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1-01  35.00

《象征与思维-新平傣族的植物世界——当代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崔明昆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07-01  38.00

《现代民族学（上、下卷全四册）——当代中
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周光大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02-01  196.00

《民族考古学探索——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
文库》  
汪宁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10-01  58.00

《芒市边民的摆——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田汝康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10-01  28.00

《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当代中国人类学
民族学文库》（上、下）  
瞿明安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12-01  116.00

《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
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尹绍亭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10-01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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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山  

湖南美术出版社  

总经理

《黄永玉全集（美术编+文学编)》 （套装共
14册） 
黄永玉 著 刘晓纯   李小山 编 黄永玉 绘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08-01  13800.00

《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苏联版画卷（及附录卷）、
欧美版画卷（上、下）、日本版画卷（上、下）》  
李允经、李小山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4-02-01  4000.00

《百年中国艺术史（1900—2000）（美术史、
电影史、戏剧史、音乐史、舞蹈史共5卷）》
邹跃进、邹建林、尹鸿、居其宏、邹红、冯双白等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4-05-01  7200.00

《加德纳艺术通史》  
[美]弗雷德·S. 克莱纳、克里斯廷·J. 马米亚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01-01  298.00

《中国道教美术史：第1卷》  
李淞 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03-01  800.00

《黄永玉全集·文学编》（普及本）（套装共6册）  
黄永玉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11-01  400.00

《中国当代艺术30年（1978-2008）》  
鲁虹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08-01  398.00

《吴哥之美 》  
蒋勋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4-07-01  48.00

《美的沉思》  
蒋勋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4-09-01  58.00

《伯里曼人体绘画教程全集》  
乔治•B•伯里曼 著    2011-01-01  143.00

李昕  

新经典文化  

“爱心树童书”总编辑

《第一次上街买东西》  
（日）筒井赖子、林明子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4-01  29.8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共4册）  
（日）加古里子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5-01  128.00

《奇妙国》（套装3册）  
（日）安野光雅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1-01  48.00

《一条街道的100年》  
（德）克里斯塔·霍尔泰 著  （德）格达·赖特 绘  
新星出版社  2013-10-01  39.80

《小真的长头发》  
（日）高楼方子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4-01  29.80

《梦书之城》  
瓦尔特 莫尔斯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4-01  39.50

《天才少年维克多》  
〔美〕乔辛．迪．波沙达  〔美〕雷蒙德．乔伊 著  〔韩〕
全芝恩 编    李玉景 译  〔韩〕元有美 绘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28.00

《父子电影俱乐部：陪孩子走出叛逆青春期 》
大卫·吉尔莫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8-01  32.00

《关注孩子的目光》  
[日] 佐佐木正美 著 傅玉娟 译 山胁百合子 绘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4  32.00

《会做饭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能活下去》  
[日] 安武信吾、安武千惠、安武花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3-01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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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装订道场：28位设计师的我是猫》
Graphic社编辑部  何金凤 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78.00

《生命的慧灯》  
洪丕谟 编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12-01  58.00

《光辉的历程——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
年年画宣传画集》  
谢之光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12-02  360.00

《最美的书——国际设计师作品集》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11-01  330.00

《二十世纪中国画史 》  
刘曦林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05-01  280.00

《素描的诀窍(15周年畅销版)西方经典美术技
法译丛W》  
【美】伯特多德森 编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5-01  28.00

《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  
沈榆、张国新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6-01  98.00

《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  
王明贤、严善錞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7-01  260.00

《永远的经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优秀连
环画选集》 （40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7-01  460.00

《戴敦邦画说一百零八将》  
戴敦邦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7-01  680.00

李学谦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社长

《中国通史故事》（全4卷）  
朱仲玉　等编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04-01  228.00

《世界通史故事》（全4卷）  
段启增 王乃耀 刘文涛 高乐才等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1-15  218.00

《中华人物故事全书 第二辑》（共4册）  
冯广裕等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98.00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珍藏版）
林汉达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02-01  49.00

《羽毛》  
曹文轩 著  罗杰·米罗 绘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9-01  97.00

《快乐小猪波波飞》（全24册）  
高洪波 著  李蓉 绘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4-01  216.00

《丁丁当当》（全7册）
曹文轩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6-01  124.60

《丁丁历险记》(套装共22册)(精巧阅读本)
（比）埃尔热 等编绘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12-01  264.00

《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全集》  （14册）
（瑞典）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1-01  286.00

《木棉流年》  
李秋沅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09-01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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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新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社长

《前列腺疾病100问》（第3版）  
孙颖浩  高旭　主编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13-11-01  28.00

《前列腺癌家庭防治手册》（第2版）  
叶定伟　主编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12-05-01  28.00

《雾霾与健康100问》  
马文领  刘玉龙  程传苗  朱江　著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13-12-01  12.00

《你能战胜糖尿病》  
邹大进 编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11-10-01  20.00

《战胜甲状腺疾病的锦囊妙计》  
邹大进 编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19.80

《脊柱侧凸100问》      
2012-01-01  28.00

《临床检验报告速查手册》  
陆金春  李春德  黄宇烽　主编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09-04-01  15.00

《主动脉瓣狭窄》  
景在平  陆清声　主编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13-08-01  15.00

《漫话中药》  
王怡超 张慧卿 苏永华  
第二军医大出版社  2014-08-01  29.80

《五行健骨操》  
史晓 刘玉超  
第二军医大出版社  2014-06-01  28.00

李永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长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厉以宁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11-04  48.00

《十八大后经济改革与转型 》  
张卓元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2.00

《改革开放口述史》  
欧阳淞 高永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88.00

《爱国四章》  
梁衡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9.80

《中国大视野：国际热点问题透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6.00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印] 阿马蒂亚·森 著 李风华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35.00

《人文社科悦读坊：政治学与生活》（第12版）
（美）迈克尔·G·罗斯金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58.00

《生死故乡》  
杨献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5.00

《在民国》（修订版）  
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5.00

《互联网思维》  
罗恩·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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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健  

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社长兼总编辑

《影响力》（经典版） 
（美）西奥迪尼 著  
万卷出版公司  2010-09-01  45.00

刘周远  

四川人民出版社  总编

《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  
郑光路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03-01  42.00

《巴山红旗：红四方面军川陕纪实》  
欧阳敏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05-01  48.00

《第二次握手》  
张扬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09-01  38.00

《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
何怀宏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07-01  36.00

《雪域长歌——西藏 1949—1960》  
张小康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58.00

《中国近代边界史》（上下）  
吕一燃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05-01  188.00

《毛泽东诗词大观》（第5版）  
蔡清富  黄辉映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01-01  48.00

《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笔供》  
中国档案馆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08-01  4980.00

《血酬定律》  
吴思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48.00

《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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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宏才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社长、总编

《论妥协》  
（英）约翰·莫雷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07-01  42.00

《艺术通史：文艺复兴以前的艺术——世界历
史文化丛书》  
朱龙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01-01  69.50

《艺术通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  
朱龙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01-01  98.00

《美法革命比较》  
[德]弗雷德里希·根茨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07-01  29.80

《大决策：大数据时代的预测分析和决策管理》
（美）拉里·罗森伯格、约翰·纳什、安·格雷厄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05-01  38.00

《法国现当代史》  
金重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01-01  75.00

《歌声中的文学:文学视野中的流行歌词》
王丽慧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3-11-01  35.00

《性学入门：人类在性学领域的探索》  
李银河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05-01  26.80

《隋唐佛学研究》  
夏金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12-01  44.80

《孩子提问题 大师来回答》  
杰玛· 埃尔文· 哈里斯 著  杜冰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09-01  36.80

米加德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长

《留守儿童心理励志丛书：留守的青春不迷
茫》
唐远琼   唐春林 著 李红   高雪梅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6-01  24.00

《好歌大家唱：中外名歌400首（1）》  
雷维模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7-01  45.00

《我的情绪我做主》  
郭成  钟歆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8-01  22.00

《青歌赛歌曲精选(好歌大家唱)》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36.00

《生活与数学 小学数学文化丛书》  
宋乃庆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0.00

《50年教学和研究之经验》  
查有梁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35.00

《数学家与数学》  
宋乃庆  康世刚 著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04-01  30.00

《游戏与数学》  
宋乃庆  于波 著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04-01  30.00

《历史与数学》  
宋乃庆  张健 著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04-01  30.00

《中国历史上的廉政》  
王石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7-01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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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大庆  

阳光出版社  社长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忠恕 谦逊）》  
主编 许嘉璐 副主编 郑宜  
阳光出版社  2012-06-01  12.00

《中国古典艺术精品图解》（5种）  
萧尧 康琳  
阳光出版社  2012-05-01  90.00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礼让 操守）》  
主编 许嘉璐 副主编 郑宜  
阳光出版社  2012-06-01  12.00

《季羡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上下册）
王邦维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2011-12-01  88.00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勤俭 孝敬）》  
主编 许嘉璐 副主编 郑宜  
阳光出版社  2012-06-01  0.00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仁爱 坚毅）》  
主编 许嘉璐 副主编 郑宜  
阳光出版社  2012-06-01  12.00

《匈奴王复活》  
赵华  
阳光出版社  2014-06-01  16.00

《彗星公主》  
赵华  
阳光出版社  2014-06-01  16.00

《爱因斯坦切片》  
赵华  
阳光出版社  2014-06-01  8.00

《末世危机》  
赵华  
阳光出版社  2014-06-01  18.00

聂政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总编辑

《开心超人大电影2启源星之战电影小说》  
广东明星创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7-01  21.80

《迪士尼动画美绘典藏书系：冰雪奇缘》
美国迪士尼公司 著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1-01  28.00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o感悟生命书系》  
沈石溪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7-01  118.00

《同桌冤家走天下 欢乐畅游装》  
伍美珍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7-01  121.00

《变形金刚：威震天本纪（第1卷·01）（官
方中文版）》  
美国孩之宝公司 编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6-01  29.80

《小公主苏菲亚梦想与成长故事系列——1﹒非
凡小公主传奇著作》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7-09  16.00

《薰衣草在等待/辫子姐姐成长物语 郁雨君》
郁雨君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2014-05-01  19.80

《淘气的笠笠：小偷寄来诅咒信 》  
秦文君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2014-05-01  18.00

《迪士尼公主经典故事拼音爱藏本》（全10册）  
美国迪士尼公司 著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4-01  168.00

《小马宝莉让你做更完美的女孩：疯狂求票记 
[3~8] 》  
孩之宝 著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编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7-01  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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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凯雄  

中国出版集团  副总裁

《布谷鸟的呼唤》  
（英）J.K.罗琳（罗伯特·加尔布雷思）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4-01  49.00

《逃离》  
（加）艾丽丝·门罗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9.50

《1966年》  
王小妮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1-01  35.00

《庆祝无意义》  
（法）米兰·昆德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7-01  30.00

《北大回忆》  
张曼菱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1-01  46.00

《庆山：得未曾有》  
庆山（安妮宝贝）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49.00

《成长  请带上这封信》  
张泉灵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6-01  36.00

《王蒙文集》（1-45卷）  
王蒙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2-01  2180.00

《关键词》  
梁文道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6-20  36.00

潘涛  

金城出版社  总编辑

《谁来监管泄密者：国家安全与新闻自
由的冲突》  
（美）盖里·罗斯 （Gary Ross） 著 巩丽娟 译
金城出版社  2013-10-01  49.80

《肯特传：肯特与他的藏书票艺术》  
（美）唐·罗伯茨 著  
金城出版社  2014-03-01  45.00

《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
冯学荣　著  
金城出版社  2014-01-01  39.80

《斯诺登档案：世界最大泄密事件内幕揭秘》
（英）卢克·哈丁（Luke Harding） 著  
金城出版社  2014-04-01  35.00

《气候改变历史》  
（美）狄·约翰（John Didier）  王笑然 编译
金城出版社  2014-03-01  35.00

《灰屋顶的巴黎》（第2版）  
扫舍 著 扫舍 摄  
金城出版社  2014-04-01  39.80

《书店之美》（典藏版）  
田原　著  
金城出版社  2014-03-01  98.00

《彩图学生知识百科》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 著  
金城出版社  2014-07-01  198.00

《西洋聊斋》  
钱定平 编  
金城出版社  2014-05-01  49.80

《瓦尔登湖的反光：梭罗日记》（增订版）
亨利·戴维·梭罗  
金城出版社  2014-06-01  58.00



出版人推荐十本书

93

彭晓勇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董事长

《中国散文年度佳作（2013）》  
耿立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38.00

《斯凯瑞的365故事》  
（美）理查德斯凯瑞　图    [美]凯瑟琳杰克逊　文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68.00

《跟随南怀瑾 品读百家诸子》  
李世强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29.80

《中国优秀图画书典藏系列第二辑贰 》  
俞理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03-02  46.00

《领袖少年丛书:毛泽东——恰同学少年》
刘金田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09-01  15.00

《地图（人文版）》  
（波）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卡 丹尼尔米热林斯基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08-01  98.00

《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精粹·刺绣》  
贵州人民出版社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37.00

《王阳明的五百年：中国与世界的王阳明》
余怀彦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9-12-01  26.00

《小小牛顿幼儿馆》（全60册)  
台湾牛顿出版公司　编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0-10-01  1200.00

《中国天机》  
王蒙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10-01  49.80

潘岳  

中信出版社  总编辑

《昨日之前的世界》  
【美】贾雷德·戴蒙德  
中信出版社  2014-08-01  60.00

《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
（美）格伦·格林沃尔德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42.00

《西方将主宰多久》  
（美）伊恩·莫里斯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69.00

《如何成为一个妖孽》  
胡紫微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9.00

《小顾聊绘画》  
顾孟劼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38.00

《自然笔记》  
芮东莉 著  
中信出版社  2013-05-01  39.80

《六个字母的解法》  
刘禾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5.00

《睡不着：Tango一日一画》  
Tango 绘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2.00

《文明史》  
（法）布罗代尔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68.00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英）玛琳娜·柳薇卡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38.00



94

秦志华  
中西书局  总经理

《琴道》  
高罗佩　著  宋慧文　等译  
中西书局  2013-09-01  45.00

《楚帛书研究(十一种)》    
中西书局  1900-01-01  90.00

《于阗·佛教·古卷》  
段晴 著  
中西书局  2013-12-01  68.00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文字编》  
李学勤 主编 沈建华 贾连翔  
中西书局  2014-05-01  160.00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  
王赓武  
中西书局  2014-04-01  35.00

《尚书集释》  
屈万里  
中西书局  2014-08-01  40.00

《中西学术名篇精读——陈寅恪卷》  
蔡鸿生、荣新江、孟宪实  
中西书局  2014-08-01  18.00

《文明的垂顾——汪涌豪人文演讲录》  
汪涌豪  
中西书局  2014-08-01  48.00

《巴利语读本》  
黄宝生  
中西书局  2014-08-01  150.00

任耕耘  

黄山书社  社长

《非流影 微思考》  
王亚非 著  
黄山书社  2014-03-01  46.00

《中法建交始末：20世纪40-60年代中法关系》
黄庆华 著 江汇 编  
黄山书社  2014-04-01  138.00

《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潮落金陵·南京》
常亚红 著  
黄山书社  2013-01-01  28.00

《一个总裁的微思考》  
金浩 编著  
黄山书社  2012-01-01  36.00

《晚清名人睿语·精装函套·笔记本》  
本社　编  
黄山书社  2011-01-01  360.00

《中国红 四大名著》  
徐刚　编著  
黄山书社  2013-04-01  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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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广一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长

《学府之魂：美国著名大学校长演讲录》
眭依凡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12-01  59.00

《和平之桥——畅谈“人间教育”》  
（日）池田大作  顾明远 著  高益民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学校转型：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的探索》  
李希贵　等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02-01  39.80

《 就业 创业 从美国教改的迷失看世界教育的趋势》  
赵勇 著   周珊珊   王艺璇 译   王安琳 校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01-01  39.80

《当学校改革走入误区 》  
（美）内尔·诺丁斯 (Nel Noddings)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12-01  20.00

《回到常识：探寻课堂教学之真》  
都玉茹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05-01  32.00

《教育现代化的路径:现代教育导论》(第2版)
褚宏启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11-01  69.00

《小小科学家百科丛书》（礼盒）  
美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08-01  768.00

《留一块黑板 与顾明远先生对话现代学校发展》
郭华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05-01  39.80

《面向个体的教育》  
李希贵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02-01  29.80

尚红科  

北京汉唐阳光文化  总经理

《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  
叶笃庄 著 孟繁之 整理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7-01  68.00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著 史金金  孟繁之  朱
琳菲 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7-01  58.00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中国典籍中的“上
帝”信仰》  
杨　鹏 著  
书海出版社  2014-07-01  36.00

《大唐帝国东亚战记》  
柯胜雨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36.00

《武士政治》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 著 丁力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32.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8.00

《观念的水位》  
刘瑜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45.00

《东方风暴：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  挑动欧亚
大陆》  
罗伯特·马歇尔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2.00

《自由的进化》  
（美）丹尼尔·丹内特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58.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3-01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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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浩波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总裁

《成人之美》  
暖小团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32.80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  经济大趋势（未来篇） 》  
时寒冰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59.80

《眼眶会红的人  一辈子都不会老》  
夏奈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05-01  32.80

《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  
廖信忠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29.80

《疯了！桂宝12（吉祥卷）》  
阿桂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6-01  39.80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郭斯特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5-01  39.80

《我喜欢你 要不要告诉你》  
慕容引刀 著  中
国华侨出版社  2014-06-01  39.80

《硬糖手册》  
杨昌溢@飞机的坏品位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06-01  48.00

《浪漫四季星空灯》  
日本学研教育出版 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12-01  188.00

《韩寒：告白与告别 》  
韩寒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8-01  32.80

孙洪军  

吉林摄影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父与子全集》  
（德）卜劳恩　绘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2-09-01  25.80

《小小姐四周年特制主题书——现在是女生时
代 包含此书的书单加入书单》
《意林 小小姐》编辑部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4-01-01  28.80

《七寻记(穿越时空的少女)》  
沧海镜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1-01-01  18.80

《意林·小小姐·淑女文学馆·浪漫古风系
列：七寻记2》  
沧海·镜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2-12-01  19.90

《意林-顶级名校课文大公开》  
《意林》编辑部　编  谢素军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2-11-01  25.90

《顶级名校毕业演讲大公开》  
《意林》编辑部 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3-03-01  25.90

《致青春忆梦锦年/意林励志系列》  
《意林》编辑部　主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4-01-01  19.90

《意林2013年度励志卷》  
《意林》编辑部 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4-01-01  24.90

《意林2013年度·感动卷》  
《意林》编辑部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4-02-01  24.90

《意林少年励志馆17卷：少年人生当志奇》  
《意林》编辑部 编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3-03-01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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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晶  

复旦大学出版社  总编辑

《科学外史》  
江晓原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09-01  48.00

《科学外史2》  
江晓原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48.00

《通往哈佛的家庭教育传奇:门萨女孩张安琪成
长之路》  
王飞,张安琪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30.00

《权力掮客：玩转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格林斯潘》
（美）弗雷德里克·希恩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9.00

《微笑曲线：缔造永续企业的王道》  
施振荣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40.00

《博雅教育》  
杨福家　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5.00

《饮食革命》  
【美】小考德威尔 埃塞斯廷 著  朱金武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49.00

《上海自贸区解读》  
周汉民 王其明 任新建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28.00

《卿云馆·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
[美] 詹姆斯·乌登 著 黄文杰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38.00

《钓鱼岛历史真相》  
韩结根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39.00

孙佳  

湖南文艺出版社  总编辑

《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第2版）
（套装全29卷）  
斯坦利·萨迪（Stanley Sadie） 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06-01  6980.00

《儿童钢琴起步教程》（第1册）  
黄因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48.00

《弹儿歌学钢琴》 （附MP3光盘1张） 
李妍冰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05-01  45.00

《奥伊伦堡CD+总谱 49：莫扎特D大调第
三十五交响曲K385"哈夫纳"》 （附光盘） 
（奥）莫扎特（Mozart  W.A.）　作曲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01-01  34.00

《爱历元年 》  
王跃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8-01  35.00

《英雄地》  
刘克中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9.80

《大清相国》  
王跃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07-01  38.00

《历代辞赋总汇》（全26册）  
马积高 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7980.00

《杨开慧》  
余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11-01  38.00

《贝克特选集3：等待戈多》  
萨缪尔·贝克特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06-01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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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敏  

上海世纪文睿  总编辑

《忠诚》  
[瑞典] 谢尔·埃斯普马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20.00

《贤者之书》  
（日）喜多川泰 著  徐臻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0.00

《迷失的人》  
（法）阿敏·马卢夫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32.00

《鱼羊野史（第1卷）：晓松说历史上的今天》
高晓松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9.80

《蒋经国自述》  
蒋经国 著  
台海出版社  2014-05-01  39.80

《欠改革的中国大学：一位哲学学者的教育理
念与实践》  
孙周兴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20.00

《上帝的方程式：爱因斯坦、相对论和膨胀的宇宙》  
（美）阿米尔·D·阿克塞尔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45.00

苏青  

科学普及出版社  社长

《航母来了：从珍珠港到东京湾》  
甘本祓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4-01-01  45.00

《有趣的科学》（全8册）  
（英）温斯顿　著  金蓉　译  黄小敏　校订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1-05-01  239.20

《黑科学白科学——风是一个坏小孩》  
何腾江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3-01-01  24.80

《魔力门票 去身体里转一圈》  
中国科学技术馆组　编  柠檬夸克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3-08-01  18.00

《老科学家成长采集工程丛书》（第二辑）
（10册）  
葛能全 张剑 段炼 周桂发等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4-01-01  541.00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系列丛书——纳米》
姜山  鞠思婷  等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3-09-01  46.00

《有趣的生物法庭》（套装共10册）
（[韩]）郑玩相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3-01-01  159.40

《宝葫芦丛书——亮亮的密码》  
张冲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4-01-01  24.00

《DK超级大折页：翻开大动物大恐龙》（2册）  
[英]玛丽·格林伍德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4-06-01  196.00

《私家百草园 》  
李琳 魏胜利 高雪岩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4-06-01  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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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群  

福建人民出版社  社长

《四下基层与群众路线》  
李新生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25.0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套装上下册）
谢春涛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198.00

《中国道路：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  
贺新元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35.00

《筑梦中国》  
本书编写组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28.00

《中国的历史（全七卷）》  
陈舜臣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278.60

《邮票上的福建(谨以此书献给：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成立六十五周年！）》  
福建省邮政公司　等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118.00

《严复大传》  
皮后锋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150.00

《严复年谱》  
孙应祥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150.00

《福：中国传统的福文化》  
殷伟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50.00

《科学儿童诗绘本系列（套装共4册）》
何腾江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60.00

邵若愚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导盲犬迪克：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沈石溪 著 胡志明 绘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24.00

《刀疤豺母：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沈石溪 著 胡志明 绘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22.00

《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  任溶溶系列：我成
了个隐身人》  
任溶溶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04-01  18.00

《超级好玩小豆子：上过学的狗 眼泪奖状 被鳄鱼
咬伤了 不能太聪明》（套装共4册）（7~10岁）
肖定丽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8-01  48.00

《作家妈妈讲故事》（共4册）  
梅子涵 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68.00

《微小说爱读本 一刹那的经典》（共8册）  
陈永林主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112.00

《杨红樱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典藏版）（共
21册）  
杨红樱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336.00

《老鼠养了1只猫 》  
萧袤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0-01  12.50

《童话作家周锐·英语菜鸟世界行：拜访南半
球的老树王》  
周锐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6.00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注音版共5册）  
杨鹏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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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元勤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社长

《建筑院士访谈录：张锦秋》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30.00

《建筑与诗》  
曲汝铎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04-01  48.00

《50天自驾环游美国——建筑师眼中的美国》
华宁  华炜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05-01  88.00

《生态风尚·灯具设计》  
度本图书　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09-01  68.00

《生态风尚 家居设计》  
度本图书　编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06-01  68.00

《魅力室内空间设计160例——服装专卖店》
徐宾宾　著    
2014-04-01  48.00

《魅力室内空间设计160例——小办公室》
  48.00

宋玉成  

北方文艺出版社  社长

《三国演义·地图珍藏本》（全2册）  
（明）罗贯中著,许盘清绘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118.00

《文墨风华：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  
罗久芳　编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07-01  48.00

《张学良幽禁秘史》  
王爰飞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68.00

《春华秋实》  
梁文蔷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28.00

《人在江湖：经典黑帮电影大纪录》  
赵丽娜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08-01  38.00

《兵家》  
北极苍狼  王艳良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09-01  39.80

《未带地图的旅人》  
萧乾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39.80

《忆旧》  
高艳华　等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12-01  48.00

《心若莲花  爱如菩提——李叔同作品精选》
李叔同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28.00

《枕边的波西米亚》  
米娅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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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泽军  
新世纪出版社  社长

《早安！我的植物邻居 》  
颜展敏  
新世纪出版社  2014-07-15  26.00

《岩羊在等狼回来——走进自然保护区寻珍》  
新世纪出版社  1900-01-01  26.00

《自然观察：我的第一本观鸟日记》  
廖晓东、马学军 编  
新世纪出版社  2013-06-01  25.00

《慢慢教  养出好小孩》  
章红  
新世纪出版社  2014-03-01  32.00

《别把老爸当家长：写给女儿的46封情书》
李鲆 著  
新世纪出版社  2014-01-01  28.00

《铅笔潘妮①文具开学总动员》  
新世纪出版社  1900-01-01  16.80

《放慢脚步去长大（全新升级版）：杨等等的
顽皮时光》  
章红 著  
新世纪出版社  2014-05-01  16.00

《曹操的秘密日记5:梦想号五(1)班》  
段立欣 (作者), 赵红阳 (插图作者)  
新世纪出版社  2013-08-01  15.80

《小屁孩日记16：冤家宜解不宜结》  
[美] 杰夫·金尼 著 朱力安 译  
新世纪出版社  2013-11-01  16.80

《纳尼亚传奇：最后一站》 （中英双语手绘插
图配音朗读） 
[英] C.S.刘易斯  
新世纪出版社  2014-05-01  19.80

童健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董事长

《之江新语》  
习近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2-04  36.00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01-01  49.90

《中国绘画史图鉴（缩印本）》  
编委会 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6-01  168.00

《古刻新韵四辑：植物名实图考》（全8册）  
(清) 吴其濬　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498.00

《hello  早餐》  
子瑜妈妈 著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7-01  39.80

《美食达人秀：孔瑶 幸福的面条》  
孔瑶 著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3-01  38.00

《回家》  
海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2.00

《我的旅行哲学》  
陈丹燕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8.00

《忠诚的流浪狗》（典藏版）  
杨红樱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16.00

《导盲犬迪克：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沈石溪 著 胡志明 绘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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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  

中信出版社  社长

《数字时代的大学》  
威廉·G.鲍恩（William G. Bowen）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6.00

《大学：过去  现在与未来》  
[美] 安德鲁·德尔班科 著； 范伟 译  
中信出版社  2014-08-01  36.00

《甲午海战》  
陈悦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68.00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
（日）盐野七生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6-01  88.00

《美利坚沉思录：伟大国家的自白与自省》
（美）本·卡森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42.00

《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  
雷吉斯·德布雷、赵汀阳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6-01  36.00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杰拉德·马丁（Gerald Martin）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68.00

《中信国学大典：古文观止》  
饶宗颐  李焯芬  陈万雄  等 编 黄坤尧 注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40.00

《失衡 》  
[美]史蒂芬·罗奇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59.00

《改革新启蒙  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张维迎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45.00

谭学余  

冶金工业出版社  社长

《探访中国最美古村落》  
孙克勤  孙博　著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3-10-01  36.00

《中华文化——学与行》  
苏峰　主编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6-09-01  18.00

《国家的选择：华盛顿与他的时代》（上下册）
（美）罗恩 彻尔诺 （Ron Chernow)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4-01  79.80

《甲午战争史》  
戚其章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75.00

《耶路撒冷》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9.80

《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  它是如何进化的》
（美）布莱恩·阿瑟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62.90

《我的旅行哲学》  
陈丹燕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8.00

《平常心》  
星云大师  圣严法师  学诚法师  等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6.00

《活着不是给别人看的》  
廖之坤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4-06-01  39.80

《把信送给加西亚》  
（美）哈伯德　著  关力　译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4-02-01  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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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宝安  

青岛出版集团  总经理

《许友彬温情悬疑系列》(套装全10册)  
许友彬  
青岛出版社  2011-06-30  229.70

《常新港心灵成长系列》（全8册）  
常新港  
青岛出版社  2012-01-01  158.40

《致未来的你：给女孩的十五封信》
殷健灵 著  
青岛出版社  2013-07-30  26.00

《"驯龙高手"系列》（1-6册）  
【英】克蕾西达·考威尔  
青岛出版社  2014-04-01  108.00

《爸爸去哪儿第二季①：天坑大冒险》  
爸爸去哪儿》栏目组  
青岛出版社  2014-07-01  29.80

《学会爱自己》（第1辑+第2辑  全7册）
（美）克雷文　著  （美）柏斯玛　绘  刘敏　译  
青岛出版社  2013-01-01  94.00

《巧厨娘美食系列》（共2册）  
圆猪猪　著  
青岛出版社  2013-03-01  59.60

《巧厨娘家常菜·主食·烘焙一本全》  
圆猪猪 著  
HarperCollins UK  2014-05-01  39.80

《现代育儿大百科》  
(韩) 金吉英 主编  
青岛出版社  2014-05-01  49.80

《中国人跟着24节气吃好不生病》  
陈潮宗  太鲁阁晶英酒店  兰城晶英酒店 著  
HarperCollins UK  2014-04-01  35.00

王丹平  

吉林美术出版社  总经理

《魔法树的故事——魔法树上的居民》  
（英）伊妮德 布莱顿　著  臧红岩　译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3-05-01  18.00

《杨筱艳作品——这小子真懒》  
杨筱艳　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3-05-01  16.80

《丹尼斯和爸爸、爷爷》  
（奥）米库拉　编文  （罗）甘德阿　绘  王星　译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4-05-04  60.00

《马小跳爱科学:秋天丰收忙》  
吉林出版集团,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3-07-01  16.80

《马小跳爱科学 自然课·冬》  
杨红樱　主编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3-05-01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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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锋  

郑州大学出版社  社长

《专家教你解读体检表》  
刘晓峰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09-01  36.60

《新英汉药物大词典》  
赵国兴  孟庆荣  伏晓  孙慧悦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60.00

《丹桂满庭芳：无锡钱氏家族文化评传》
孔庆茂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12-01  36.00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花落春仍在：德清
俞氏家族文化评传》  
李风宇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12-01  46.00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风雨饮冰室：新会
梁氏家族文化评传》  
黄轶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12-01  39.00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倚树听流泉：唐河
冯氏家族文化评传》  
赵金钟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12-01  42.00

《超硬材料制造与应用技术》  
王光祖　主编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09-01  198.00

《幼儿文学》  
蒋风 编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08-01  30.00

《工作压力——健康危害与对策》  
（美）施纳尔  （美）多布森  （美）罗斯金　主编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05-01  59.00

《育儿必读》  
彭晓兰　等主编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06-01  22.00

魏革军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长

《狂人、知识分子和学术涂鸦人 》  
韦恩 .A. 雷顿（Wayne A. Leighton）,爱德华. J. 洛佩斯
（Edward J. Lopez）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06-01  38.00

《重塑金融服务业》  
雷吉 德 范尼克斯   罗杰 佩弗雷里 著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
融研究所 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04-01  58.00

《互联网挑战银行:谁是21世纪的恐龙》  
樊志刚 黄旭 胡婕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06-01  45.00

《巴塞尔协议III:全球银行业的大挑战》  
[美] 迪米特里斯·肖拉法（Dimitris N.Chorafas） 著 游春 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04-01  60.00

《社会融资规模理论与实践》  
盛松成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04-01  46.00

《价格指数理论与实务》  
杜金富　等编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03-01  55.00

《政府债务机制研究 [Government Debt 
Mechanism Research]》  
罗林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06-01  25.00

《信托化第三次金融革命：复杂性科学
视角下的金融进化》  
徐光磊  张继胜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05-01  32.00

《金融服务营销》（第二版）  
吉莉恩·道兹·法夸尔、亚瑟·梅丹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06-01  58.00

《金融知识普及读本》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07-01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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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辉  

甘肃教育出版社  社长

《把阳光梳进牛毛里》  
胡亚权 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04-01  15.00

《总有一些事情在等着唤醒》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04-01  15.00

《外婆的戒指在天堂》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04-01  15.00

《白衬衫 月牙印》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04-01  15.00

《年的味道和声音》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04-01  15.00

《古代祭文精华》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1-01-01  32.00

《古代家书精华》 （文白对照增订本） 
王人恩 编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9-09-01  24.00

《古代家训精华》  
王人恩　编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1-08-02  21.00

王慧敏  

上海采芹人文化  总编辑

《书  儿童与成人》  
［法］保罗 阿扎尔 著  梅思繁 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28.00

《霸王甲龙家族传奇+中华龙鸟家族传奇》
沈石溪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6-01  39.60

《小狐狸阿权》  
（日）  新美南吉 著 梅子涵   周龙梅   彭懿 译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7-01  12.00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获奖作品：保姆蟒》
沈石溪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06-01  18.00

《花湾传奇》  
唐池子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2-01  18.00

《梅子涵讲故事系列——快递的故事》  
梅子涵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8-01  16.00

《嗨  幽默大侠！》  
周锐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1-01  20.00

《神笔马良（60周年双语美绘典藏版）》
洪汛涛 著  张光宇 插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8-28  25.00

《乘风降落的公主/庞婕蕾快乐校园悦读坊 》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2-01  16.00

《王一梅儿童文学获奖作品·有爱心的小蓝鸟》
王一梅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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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蕾  

北京世纪文景  总经理

《民国吃家》  
二毛　著；袁小真 插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29.00

《美洲纳粹文学》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45.00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  
朱天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08-01  26.00

《一瞬之光 》  
[日]白石一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7-01  36.00

《惜别》  
止庵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7-01  45.00

《梁漱溟日记》（上下）  
梁漱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9-01  108.00

《日本味道》  
[日]北大路鲁山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7-01  35.00

《不妥》  
聂永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8-01  0.00

王君  

上海童石网络科技  CEO

《梦幻小公主第4季 9猫铃铛餐厅》  
毕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7-01  13.80

《梦幻小公主第4季 10冥神宫神话》  
毕罗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7-01  13.80

《神探福尔摩斯 1波希米亚丑闻案》  
（美）柯森　改编  Alex　译  
文汇出版社  2013-04-01  10.00

《神探福尔摩斯 2格兰奇庄园案》  
（美）柯森　改编  陈晨　译  
文汇出版社  2013-04-01  10.00

《潘宫的秘密(7迷宫与幻境)》  
司徒平安  
长江少儿  2014-02-01  15.00

《潘宫的秘密8 黑森林的死亡列车》  
司徒平安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15.00

《星纪元 1 谜之初旅》  
金寻者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0.00

《星纪元2 星之少年》  
金寻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20.00

《星纪元3：魔机骑士》  
金寻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20.00

《星纪元 4 拯救超脑》  
金寻者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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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翔  

上海书画出版社  社长

《董其昌全集》（全8册）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00-01-01  1280.00

《中国文人画史》（上、下册）  
卢辅圣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12-10-01  980.00

《白蕉墨迹集萃》（盒装6册）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13-02-04  328.00

《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  
鲁虹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13-10-01  288.00

《书法创作十讲》  
刘小晴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13-08-01  50.00

《艺术与鉴藏 正仓院考古记》  
傅芸子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14-04-01  68.00

《中国书法大事年表》  
张天弓 (作者)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12-12-01  88.00

《寰宇读碑书系 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00-01-01  98.00

《芥子园画传》（盒装珍藏版）  
王蓍  王臬  等 编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12-07-01  330.00

《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  
查尔斯·兰·弗利尔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14-08-01  58.00

吴培华  

清华大学出版社  总编辑

《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分析——政策、理
论、案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38.00

《中国文化企业报告2014》  
陈少峰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58.00

《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司法更给力：行政诉讼法
修改问题研究及专家建议稿》  
莫于川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48.00

《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  
[美国]曼纽尔·卡斯特尔 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38.00

《工伤  伤不起：工伤法律维权自助教程》
王学堂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25.00

《走向世界的中国电视——国际文化贸易的视角》  
张梓轩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48.00

《中国汽车产业成长战略》  
路跃兵 蒋学伟 任荣伟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65.00

《天下事 中国说——《今日关注》十周年 》
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组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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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廷华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原创书系》（第二季全4册)  
沈石溪  汤素兰  薛卫民  葛竞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9-03  0.00

《动物小说王子袁博旷野系列》(套装共4册）  
袁博    2014-01-01  76.00

《课外侦探组系列1-7》  
谢鑫 著    2014-05-01  103.60

《魔法酷族》 (全册共4册） 
马永佳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60.00

《幼儿彩绘曼陀罗》（套装共10册）
[韩] 郑丽珠 著 李小晨 译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80.00

《超级好朋友系列卡纸书》(套装共4册)  
[荷]费欧娜·莱姆特    2014-07-01  60.00

《超级恐龙系列：恐龙挖掘队》  
[英] 潘妮·黛尔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32.00

《超级恐龙系列：恐龙救援队》  
[英] 潘妮·黛尔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32.00

《超级恐龙系列：恐龙冲锋队》  
[英] 潘妮·黛尔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32.00

《开动脑筋绘本系列》（套装共10册）  
金廷信　等著    2014-02-01  118.00

王文斌  

机械工业出版社  社长

《移动互联网商规28条：思维重构与生存新法则》  
王吉斌  彭盾  程成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7-01  49.00

《玩转众筹 》  
魏来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49.00

《众筹：传统融资模式颠覆与创新》  
盛佳  柯斌  杨倩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5-01  49.00

《日进3万3：微店这样开才赚钱》  
哈爸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7-01  39.80

《教训：互联网创业必须避免的八大误区》
腾讯科技频道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8-01  39.00

《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
【德】乌尔里希·森德勒（Ulrich Sendler）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7-01  45.00

《O2O：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革命》  
张波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02-01  49.00

《领导者的资质》  
（日）稻盛和夫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7-01  49.00

《营销的16个关键词》  
叶茂中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98.00

《从“熊孩子”到男子汉：养育男孩的艺术》
Stephen Janes  David Tomas 著 桑文娟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7-01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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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卫东  

图灵教育出版社  总经理

《算法帝国 》  
[美]克里斯托弗·斯坦纳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6-01  49.00

《互联网思维的企业》  
Dave Gray   Thomas Vander Wal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5-01  59.00

《软件故事：谁发明了那些经典的编程语言 》
[美]史蒂夫·洛尔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7-01  49.00

《写给大家看的设计书》（第3版）  
（美）Robin Williams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6-01  69.00

《图解化学元素：探秘我们宇宙的构成单元》  
（英）杰克查洛纳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4-01  69.00

《谷歌和亚马逊如何做产品》  
[美] Chris,Vander  Mey 著 刘亦舟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6-01  49.00

《不脑残科学 》  
PanSci泛科学网专栏作者群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5-01  39.00

《黑客与设计：剖析设计之美的秘密》
[美]David Kadavy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4-01  79.00

《科学的历史：改变世界的100个重大发现》
[英] Paul Parsons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4-01  99.00

《浴缸里的惊叹：256道让你恍然大悟的趣题 》
顾森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7-01  49.00

王为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总编辑

《甲午战争史》  
戚其章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75.00

《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 《訄书》重订本 检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  朱维铮 点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118.00

《康德传》  
[美]曼弗雷德 库恩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22  63.00

《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上下册） 
（俄）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叶卡捷琳娜·雷巴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168.00

《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
[美] 理查德·内德·勒博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2.00

《〈简·爱〉的光影转世》  
戴锦华  滕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1-28  25.00

《俄罗斯史》（第8版）  
[美]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马克·斯坦伯格 著 杨烨  卿文
辉  王毅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0-01  88.00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平装）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人民出版社  2013-08-01  66.00

《宁静无价》  
程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01-01  26.00

《一战中的华工》  
徐国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7-01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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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修荣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总编辑

《亲历画坛八十年：石谷风口述历史》  
石谷风　口述  鲍义来　等整理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2.00

《我也叫萨朗波》  
虹影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湮没的辉煌》  
夏坚勇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0.00

《密码》  
麦家  
江苏文艺出版社,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14-03-01  28.00

《驰向黑夜的女人》  
叶兆言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8.00

《父亲的力量》  
郭涛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8.00

《反调：音乐随笔集》  
廖伟棠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0.00

《冈底斯遗书 》  
陈庆港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2.00

《未来中国的变与不变：新秩序如何影响我们
的生活？》  
郑永年 等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9.80

《白纸的传奇》  
王鼎钧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5.00

王宇鸿  

山西出版集团  董事长

《阎锡山日记全编》  
阎锡山　著  
三晋出版社  2012-01-01  55.00

《中医是无形的科学：我对中医的实践与思考》
郭博信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2-01  
37.00

《丘陵之雕：野夫诗集》  
野夫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9.80

《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  
王开岭  
书海出版社  2010-10-01  35.00

《少年的荣耀》  
李东华  
希望出版社  2014-03-01  29.80

《历代书法珍本集成：清代民国》（全套22函 
163册 4箱装）  
山西人民出版社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09-01  21800.00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自选集》（5册）
林毅夫等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3-06-01  155.00

《中华佛教史》（11卷）  
季羡林、汤一介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4-07-01  794.00

《朱永新教育之旅》（套装上下册）  
朱永新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3-08-01  63.00

《“中国”风儿童文学名作绘本书系》（共40册） 
保冬妮 梅子涵等  
希望出版社  2014-06-01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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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月霞  

宁夏人民出版社  社长

《中华民族认同论》  
徐杰舜 刘冰清 罗树杰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58.00

《岁月留痕 朱威烈译作选 史地卷》  
朱威烈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01-01  70.00

《岁月留痕 朱威烈译作选 社科艺术卷》  
朱威烈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01-01  66.00

《岁月留痕 朱威烈译作选 文学卷二》  
朱威烈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01-01  78.00

《风声雨声》  
张建伟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11-01  58.00

《伊斯兰经济百科全书：伊斯兰经济观》
[印度] 穆罕默德·穆丁因·汗  赛义德 著 闫丽君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30.00

《《古兰经》与伊斯兰文化 》  
王新生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09-01  38.00

《回族民俗学》（全5册）  
王正伟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04-01  49.00

《回族清真美食文化》  
洪梅香  刘伟　编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09-01  58.00

《回族释读》  
赵杰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04-01  32.00

王亚非  

时代出版传媒  董事长

《哈佛家庭医学全书》（上下册） 
（美）安东尼·L· 科马罗夫 主编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176.00

《少年与海 》  
张炜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5.00

《潘晓婷：停在最好的时光里》  
潘晓婷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2014-06-01  42.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理论资料书套装全4册）  
（德）杰拉·莱普曼  （澳大利亚）苏珊娜·格维 等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105.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图画书）（第一辑套装全7册） 
（瑞士）保利 （意）罗大里 著 方卫平 编（瑞士）谢尔勒  
（德）康斯坦丁诺夫图 绘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183.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图画书）（第二辑套装全8册） 
（希）布洛迪斯 著 方卫平 编 （希）安德里科普洛斯图
（挪威）厄伊温·图谢特尔 绘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216.8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图画书）（第三辑套装全8册）  
（法）米歇尔·贝斯涅 著 方卫平 编（法） 亨利·加勒隆 绘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8-01  214.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文字版》（第二辑套装全9册） 
（英）依列娜．法吉恩 等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54.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文字版》（第一辑套装全9册）  
（奥地利）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  方卫平 等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50.00

《茅盾全集》（全42卷）  
茅盾 著  
黄山书社  2014-06-01  6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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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桦  

西安荣信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总经理

《毛毛虫嘉年华益智游戏书》  
徐芳  闫军  贠杨  李婷  刘于佳  孙肇志  方圆 著  
未来出版社  2010-05-01  103.00

《长大我最棒系列》（全15册）  
（美）谢利·J·梅纳斯 文  梅瑞迪斯·约翰逊 图  
未来出版社  2011-08-01  180.00

《看里面系列大合集》（全套13册）  
（英）埃里克斯·弗利斯等   科林·金等  荣信文化 编译  
未来出版社  2012-06-01  608.40

《奇妙洞洞书第一辑》（全6册）  
[意]曼泰加扎　著  
未来出版社  2012-04-01  220.80

《趣味科普立体书大合集》（全10册）
（英）帕特·雅各布斯  汤姆·亚当斯 等著  荣信文化 编译  
未来出版社  2013-05-01  818.00

《豪华立体版百科全书系列》  
（法）李德维纳 斯代凡尼·莫尔万等 文    
伯努瓦·夏尔等 图  荣信文化 编译  
未来出版社  2012-07-16  418.80

《我的第一本英语发声词典-迪士尼英语家庭版》  
迪士尼艺术组 绘 , 鱼改燕 文  
阳光出版社  2012-11-01  168.00

《米莉的帽子变变变》  
（日）喜多村惠 文图    方素珍  荣信文化 编译  
未来出版社  2011-06-01  23.80

《米歇尔：一只倒霉的羊》  
（法）西尔万·维克多 著  
未来出版社  2010-02-01  18.80

《我们的身体》  
（法）艾德兰 编文  巴尔博里尼 绘   荣信文化 编译  
未来出版社  2012-06-01  138.00

汪忠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长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全28册）
沈石溪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515.00

《忠诚的流浪狗（典藏版）》  
杨红樱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16.00

《周锐幽默系列：中国兔子德国草》（套装共
6册）  
周锐  周双宁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1-01  91.00

《没头脑和不高兴 任溶溶注音系列》（全3册）
任溶溶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04-01  34.00

《开心卜卜：八月的圣诞节》  
萧萍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14.00

《作家妈妈讲故事》（共4册）  
梅子涵 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68.00

《淘气包马小跳系列》 （套装全20册）（典藏版） 
杨红樱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4-01  320.00

《小学生名家文学读本》（典藏版）（套装共
10册）  
王小庆  等 著 钱理群 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09-01  190.00

《科学改变人类生活的119个伟大瞬间》  
路甬样　主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11-01  36.00

《同桌冤家插画本典藏》（共8册）  
伍美珍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10-01  123.00



出版人推荐十本书

113

徐凤梅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文字版》（第二辑
套装全9册）  
（英）依列娜．法吉恩 等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54.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文字版》（第一辑
套装全9册）  
（奥地利）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  方卫平 等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50.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图画书）》（第一
辑套装全8册）  
（希）布洛迪斯 著 方卫平 编 
（希）安德里科普洛斯图    （挪威）厄伊温·图谢特尔 绘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216.8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图画书）》（第一
辑套装全7册）  
（瑞士）保利  （意）罗大里 著 方卫平 编 （瑞士）谢尔勒  
[德] 康斯坦丁诺夫图 绘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183.00

《少年与海 》  
张炜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5.00

《爸爸树》（套装共3册）  
刘海栖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48.00

《罗布泊的孩子》  
徐鲁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28.00

《大侠周锐写中国》（全4册）  
周锐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8-01  71.00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抓帧版）》  
央视动画有限公司 著 安韶 编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12.80

《淘气包马小跳漫画升级版》（第一辑套装全十册） 
杨红樱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30  180.00

徐根才  

中国地图出版集团  总编辑

《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  
席会东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3-12-01  580.00

《Lonely Planet：云南》  澳大利
LonelyPlanet公司 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3-06-01  65.00

《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系列：美国》  
澳大利亚Lonely Planet公司 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4-01-01  128.00

《在高处遇见自己：我的山水十年》  
青衣佐刀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4-06-01  49.00

《最美中国·国家地理旅游地图+最美世界·国家
地理旅游地图》  
中图北斗 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4-01-01  156.00

《最美世界-国家地理旅游地图》
中图北斗 著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3-09-01  78.00

《看版图学中国历史》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00-01-01  48.00

《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系列：欧洲》  
澳大利亚Lonely Planet公司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4-06-01  168.00

《世界百科系列地图﹒海洋》
中国地图出版社 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3-01-01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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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长

《农耕年华》  
沈成嵩 王喜根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28.00

《中国美学通史》（共8册）（精）
叶朗 朱良志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680.00

《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精装纪念版）
张维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45.00

《文学回忆录：（1989-1994）》（上下册）  
木心 讲述  陈丹青 笔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1-01  98.00

《如何是好（继《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后知
后觉》后自我审视反省之作）》  
任彦申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09-01  28.00

《更快 更好 更省？》  
[美] 达尔·W.福赛斯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52.00

《凤凰文库：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1卷
（总论）》  
杨栋梁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09-01  37.00

《拉贝日记》  
（德）拉贝　著  《拉贝日记》翻译组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04-01  40.00

《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01-01  88.00

《历程·简史：拥抱传统文化》  
李哲厚  冯友兰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06-01  39.80

徐江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长

《动物亲朋》  
戴江南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3-05-01  24.00

《别惊动鸟儿》  
戴江南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3-05-01  32.00

《野马之舞》  
戴江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1-01  25.00

《我的小羊驼蜜糖》  
小七著  大绵羊绘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7-01  28.00

《洛克的写作课》  
（美）泰德·希尔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2-01  32.00

《福尔摩斯探案集1:经典长篇探案故事》
（原版插图纪念版）  
（英）柯南·道尔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6-01  22.00

《福尔摩斯探案集3:经典短篇探案故事》
（原版插图纪念版）  
（英）柯南·道尔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6-01  24.00

《福尔摩斯探案集2:经典短篇探案故事》
（原版插图纪念版）  
（英）柯南·道尔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6-01  22.00

《好好照顾我的花》  
郝广才 文  （意大利）吉恩卢卡 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2-01  38.00

《我有友情要出租》  
方素珍 著  郝洛玟 绘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1-01  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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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长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曼  
乔治·德鲁贵恩  克雷格·卡尔霍恩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4-01  49.00

《乾隆帝》  
（美）欧立德（Mark C. Elliott）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49.00

《就业蓝皮书：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麦可思研究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98.00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  
（美）罗杰．克劳利 (Roger Crowle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49.00

《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 》
（美）吉原恒淑 (Toshi Yoshihara)
（美）詹斯.霍姆斯 (James R. Holm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49.00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  
俞可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45.00

《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  
吴翎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59.00

《苏联军队的瓦解》  
（美）威廉·奥多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7-01  89.00

《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  
（英）罗杰·克劳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7-01  55.00

《技术改变世界 》  
保罗·马利 马克·特里布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79.00

许仲毅  

上海书店出版社  社长

《歌德情感录》  
袁志英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4-01  38.00

《音乐的容器》  
马慧元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3-01  35.00

《为什么是上海》  
马尚龙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9-01  45.00

《上海魅力》  
《上海航空》编辑部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9-01  100.00

《中国侠文化史》  
曹正文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9-01  40.00

《打量鸡缸杯》  
沈嘉禄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9-01  25.00

《请教鲁智深》  
沈嘉禄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9-01  25.00

《戴敦邦神缘造像谱》  
戴敦邦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9-01  58.00

《戴敦邦缘画红楼录》  
戴敦邦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9-01  68.00

《茅盾晚年谈话录》  
金韵琴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9-01  28.00



116

杨崇新  

国防工业出版社  社长

《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第2版）  
李德毅  杜鹢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05-01  126.00

《波科学与超光速物理》  
黄志洵 著作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05-01  159.00

《机床数字控制技术手册-技术基础卷》  
王先逵　主编  刘强　分册主编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10-01  168.00

《机床数字控制技术手册-机床及系统卷》
易红  唐小琦　分册主编  王先逵　主编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10-01  168.00

《机床数字控制技术手册-操作和应用卷》
王先逵 追按  王爱玲 分册主编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10-01  188.00

《微波工程技术》（第2版）  
王文祥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86.00

《可视化模式识别》  
洪文学、王金甲、李昕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07-01  88.00

《数学分析选讲》（第2版）  
郝涌　等编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04-01  35.00

《翻译识途：学赏用》  
周领顺  周怡珂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04-01  39.00

《翻译经济学》  
许建忠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03-01  32.00

杨德宏  

长春出版社  社长

《大哉中华》(全套28卷)    
长春出版社  2008-01-01  1380.00

《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 中国民俗学》  
乌丙安　著  
长春出版社  2014-01-01  36.00

《夏道平文集》  
何卓恩 夏明 编  
长春出版社  2013-01-01  88.00

《沧桑河山－古都寻访》  
赵永复　著  
长春出版社  2012-07-01  18.00

《中国历代文化艺术丛书 通赏中国书法》
沈文凡  李莹  沈文雪　著  
长春出版社  2014-01-01  27.50

《胡适文集（6卷）》  
胡适著 何卓恩编  
长春出版社  2013-01-01  240.00

《无障碍读经典论语》    
长春出版社  2013-01-01  20.00

《荣格文集》  
荣格 著  
长春出版社  2014-01-01  360.00

《数学阅读》（适用于小学中年段）（B）
（套装共16册）  
（美）洛克耶    努南    海兰德   等 著 施银燕 译  
长春出版社  2014-01-01  136.00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共4册)  
杜菲  
长春出版社  2011-01-01  1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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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殿利  

商务印书馆  总经理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 》  
（英）A S Hornby（霍恩比）原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6-01  138.00

《牛津英语同义词学习词典（英汉双解版 标准本）》  
（英）Diana Lea 编  
商务印书馆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109.90

《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5-01  119.90

《新华词典 第4版》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　修订  
商务印书馆  2014-01-06  85.00

《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全3册）  
钱锺书  
商务印书馆  2014-06-01  1350.00

《经济学》(第19版·中文本·典藏版)  
（美）萨缪尔森  诺德豪斯　著  萧琛　译
商务印书馆  2014-06-01  268.00

《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 》  
（法）雷吉斯·迪布瓦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7-01  32.00

《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8版）
（美）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马可夫斯基
商务印书馆  2014-07-01  39.00

《时蔬小话》  
阿蒙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5-01  32.00

《看不见的森林：林中自然笔记》  
（美）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46.00

杨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董事长

《静水深流：哲学遐思与文化断想》  
杨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1-01  45.00

《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
罗志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笔迹心理学》  
郑日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6.00

《爱的教育》（插图本）
（意）亚米契斯 著  田时纲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38.00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
学与西学背景》  
陈怀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6-01  68.00

《〈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说》  
高毅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爱的秩序》  
（德）舍勒  刘小枫 著  孙周兴  林克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8.00

《莎士比亚传》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 著 覃学岚  等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80.00

《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纪指南》（第2版）  
（美）保罗﹒莱文森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48.00

《新王室家庭》  
（英）乔布森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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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路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小狗钱钱》  
（德）舍费尔 著  王景楠  余茜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22.00

《南京1937 》  
周宗凯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39.90

《小花仙抓帧漫画系列：2灵验的许愿树》
上海陶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著  北京华图宏阳图书有限公
司　编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16.00

《小花仙抓帧漫画系列：6王子的承诺》  
上海淘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著  北京图宏阳图书有限公司
　编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16.00

《小花仙抓帧漫画系列：4美丽的代课老师》
上海淘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16.00

《小花仙抓帧漫画系列套装》（全6册）
北京华图宏阳图书有限公司　编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96.00

杨杪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  总经理

《瞻对》  
阿来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8.00

《雪域长歌——西藏 1949—1960》  
张小康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58.00

《开国第一战》（全2册）  
双石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05-01  98.00

《冰海荣光：雪龙号南极救援脱困全纪录》
盖广生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4-04-01  68.00

《南京1937 》  
周宗凯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39.90

《华图少儿·熊出没之丛林总动员：要回家喽
（最新动画抓帧版）》  
深圳华强数字动漫有限公司 著 北京华图宏阳图书有限公司 
编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9-01  16.00

《四川方言词典》  
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38.00

《三国志：繁体横排版》（全12册）  
（晋）陈寿 撰 杨耀坤 揭克伦 校注  
巴蜀书社  2013-09-01  580.00

《梁书：繁体横排版》（全7册）  
（唐）姚思廉 撰 熊清元 校注  
巴蜀书社  2013-09-01  340.00

《王坪往事》  
张品成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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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西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社长

《吃出最强大脑》  
贾宏晓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04-01  29.80

《学点心理学 三岁养成好习惯》  
柏燕谊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04-01  29.80

《幸福  私厨定制：潘潘猫的私房菜谱合辑》
潘潘猫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38.00

《大食医》  
文泉杰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01-10  45.00

《生活是最好的修行－办公室里的修行课》
喻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32.80

《怀孕百科》  
雅克·朗萨科  尼古拉·艾维拉尔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158.00

《南红玛瑙投资购买指南》  
韩龙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58.00

《果蔬汁  每天只需一小杯》  
陈禹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39.80

《“美食小情书”第2季：取暖季》（全3册）
蜜思 编著  袁小真 绘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04-01  84.00

《钱家鸣教你养肠胃就该这样》  
钱家鸣 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03-01  29.90

俞晓群  

海豚出版社  社长

《听水读钞》  
陆灏 著  
海豚出版社  2014-02-01  48.00

《也无风雨也无晴》  
沈昌文  
海豚出版社  2014-08-01  52.00

《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  
张冠生 著  
海豚出版社  2013-12-01  52.00

《书中日月长》  
胡洪侠  
海豚出版社  2013-12-01  52.00

《抱婴集》  
杨小洲  
海豚出版社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2014-01-01  42.00

《拾遗小笺》  
陈子善  
海豚出版社  2014-06-01  46.00

《我们不懂电影》  
毛尖  
海豚出版社  2014-05-01  52.00

《书生言》  
汪涌豪  
海豚出版社  2014-07-01  48.00

《或许有用的思想》  
陈冠中  
海豚出版社  2014-04-01  39.00

《海豚书馆：特工徐向璧》  
小白  
海豚出版社  2014-05-01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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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小鹂  

蒲公英童书馆  总编辑

《童年河》  
赵丽宏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25.00

《我的第一本艺术启蒙书》  
贝亚特丽斯·丰塔内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88.00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著  
新蕾出版社  2014-01-01  18.00

《野兽国》  
（美）莫里斯·桑达克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36.00

《汉声数学图画书》（全41册+妈妈手册）
（美）乔治·帕比 等著  
（美） 汤米·狄波拉、唐纳德·克鲁斯 等绘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11-01  1080.00

《给孩子的诗》  
北岛 选编 张祈 协助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0.00

《爸爸树》（套装共3册）  
刘海栖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48.00

《花木兰》  
北朝民歌  蔡皋 图  
明天出版社  2013-12-21  32.80

《小水的除夕》  
祁智 著 姚红 绘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18.00

《枫林渡》  
曹文轩  
明天出版社  2014-06-01  20.00

易言者  

湖南岳麓书社  社长

《中国国家地理图文版〈行者无疆〉》  
余秋雨  
岳麓书社  2013-01-01  39.80

《朱镕基讲话实录》（线装本·四函共16册）
朱镕基 著  
岳麓书社  2012-09-01  3980.00

《曾国藩注释本》（共3册）  
唐浩明 著  
岳麓书社  2012-03-01  128.00

《星云日记》(全44册)  
星云大师  
岳麓书社  2013-05-28  780.00

《能静居日记》  
（清）赵烈文　撰  
岳麓书社  2013-07-01  450.00

《张之洞》  
唐浩明　著  
岳麓书社  2014-02-01  148.00

《中国文脉》（图文版）  
余秋雨  
岳麓书社  2013-10-01  49.80

《京华烟云》(上下)  
林语堂 著  
岳麓书社  2014-06-01  49.00

《啼笑因缘》  
张恨水 著  
岳麓书社  2014-06-01  26.00

《金粉世家》 （上下册） 
张恨水 著  
岳麓书社  2014-06-01  68.00



出版人推荐十本书

121

殷忠民  

人民教育出版社  社长

《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探索：李铁映论教育》
李铁映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108.00

《倪萍画日子》  
倪萍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07-20  98.00

《温家宝谈教育》  
《温家宝谈教育》编辑组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10-01  95.00

《植物的识别》  
汪劲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01-01  49.00

《困境与超越:教育问题分析 》  
朱永新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08-01  27.50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幼儿
园的教师指导》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04-08  35.00

《熊猫桐桐绘本丛书 你好  桐桐》  
吕丽娜　编文  原锐芳  孙以伟　绘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03-01  15.80

《人教版语文同步阅读课文作家作品系列 去年的树 
新美南吉儿童文学集 》（适合小学三、四年级）  
（日）新美南吉 著  周龙梅  彭懿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13.50

《坏小孩》  
莉娅·格尔德伯格 (作者), 丹尼·克莱蒙 (插图作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10-01  0.00

《中国心理学史新编》  
汪凤炎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01-13  44.20

闫智红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副总经理

《菊花醉》  
古越 (作者), 羽萱 (作者)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04-26  39.00

《中国汉族通史》（第一卷）  
徐杰舜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05-01  45.00

《中国汉族通史》（第二卷）  
徐杰舜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05-01  55.00

《人类的敦煌》  
冯骥才  
阳光出版社  2012-05-01  78.00

《70后印象诗系（共40册）》    
阳光出版社  2011-12-01  0.00

《美军生存手册（国内唯一授权完整版）》
美国陆军部 著 小小冰人 译
阳光出版社  2011-10-10  39.80

《阳光书系》（共10册）    
阳光出版社  2012-05-01  0.00

《匈奴王复活》  
赵华  
阳光出版社  2014-06-01  16.00

《中华民族认同论》  
徐杰舜 刘冰清 罗树杰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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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德芳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总编辑

《我们的经典》 （一函四册） 
李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1-01  198.00

《盛唐诗——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美）宇文所安 著  贾晋华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12-01  22.00

《邓小平时代 》  
（美）傅高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01-01  128.00

《图说中国绘画史》  
（美）高居翰（James Cahill）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5-01  88.00

《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田家青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5-01  48.00

《1944：腾冲之围》  
余戈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5-01  96.00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增订本）  
姜鸣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09-01  52.00

《太宰治的脸》  
李长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8-01  38.00

《佛陀》  
（英）凯伦·阿姆斯特朗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4-01  38.00

《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 》  
万国报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2014-08-01  68.00

张德意  

江西教育出版社  总编辑

《巴尔扎克传: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法）凯姆  （法）吕梅　著  高岩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03-01  16.80

《雪莱传:天才不只是瞬间完美》  
（英）西蒙兹　著  岳玉庆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05-01  23.80

《结不结婚都幸福》  
（美）劳伦·麦克勒 著 杨笑婷  杨晓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06-01  26.00

《爱情不设防》  
（美） 杰特·莎莉  [美] 马莱娜·里昂 著 杨笑婷  晏卿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05-01  26.00

《米开朗基罗传:在上帝的圣光上爱与生活》
（英）西蒙兹　著  阿念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03-01  39.80

《雨果回忆录:敢于冲撞命运才是天才》  
（法）雨果　著  高岩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03-01  35.80

《纵横中国梦——一个学者的独特视野》
石毓智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38.00

《中国超级畅销书大解密·2013》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07-01  26.00

《我和老伴甘祖昌》  
龚全珍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20.00

《文化遗产在江西》  
孙刚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05-01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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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平  

北京时代华语  董事长

《文化苦旅》（新版）  
余秋雨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8.00

《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  
毕淑敏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07-01  36.80

《罗辑思维2》  
罗振宇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42.00

《货币战争5：山雨欲来》  
宋鸿兵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2-01  46.00

《且以永日》  
安妮宝贝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08-01  36.00

《美联储》  
（美） 威廉·格雷德 著 耿丹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3-04-01  99.00

《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  
（美）丹尼尔·查莫维茨（Daniel Chamovitz）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我就是一个笑话》  
喻舟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4-05-01  39.98

《本色》  
乐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1-01  38.00

《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玛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11-01  39.80

赵国强  
吉林美术出版社  社长

《马小跳玩数学·1年级》  
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2-01  19.80

《马小跳玩数学·2年级》
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2-01  19.80

《马小跳玩数学·3年级》  
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2-01  19.80

《马小跳玩数学·4年级》  
吉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2-01  19.80

《马小跳玩数学·5年级》  
杨红樱　主编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4-02-01  19.80

《马小跳玩数学·6年级》
杨红樱　主编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4-02-01  19.80

《恐龙时代-恐龙帝国的秘密》  
（英）道格尔 狄克逊　著  董孝绿　译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28.00

《恐龙时代-恐龙问答》  
[英]道格尔  狄克逊　著  陈虹余　等译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22.00

《恐龙时代-恐龙时代的故事》  
（英）道格尔 狄克逊　著  杨杰　译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25.00

《父与子全集》(彩图注音版)  
（德）埃·奥·卜劳恩 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4-05-0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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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鸥  

新世界出版社  总编辑

《中国  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  
（英）拉纳·米特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6-01  49.80

《如何阅读一本书》  
石涛 编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2-01  36.00

《巴萨：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是这样炼成的》
（英）格拉汉姆·亨特 著 陶冶 译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5-01  69.80

《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 》  
（美）弗兰克·萨克雷  约翰·芬德林 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8-01  59.80

《别人的生活》  
刘汀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3-01  35.00

《神秘日志·海底100天——“鹦鹉螺号”海底
大冒险》  
（英）艾米莉•霍金斯（Emily Hawkins）  A.J.伍德（A.J. 
Wood）  
新世界出版社  2013-01-01  168.00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盒装  青少版  共15册）  
（台湾）吴涵碧　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12-12-01  398.00

《1688年  当中国走向世界》  
（美）威尔斯 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13-12-01  38.00

《时光里的文明史：从宇宙大爆炸到二十世纪》
（全2册）  
（德）麦克斯•科卢泽 著  何珊  郭颖杰　译
新世界出版社  2013-04-01  68.00

《中华史表》  
栾贵明 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7-01  88.00

宗俊峰
清华大学出版社  社长

《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分析——政策、理
论、案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38.00

《中国文化企业报告2014》  
陈少峰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58.00

《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司法更给力：行政诉讼法
修改问题研究及专家建议稿》  
莫于川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48.00

《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
传播变革》  
[美国]曼纽尔·卡斯特尔 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38.00

《工伤  伤不起：工伤法律维权自助教程》
王学堂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25.00

《走向世界的中国电视——国际文化贸易的视角》  
张梓轩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48.00

《中国汽车产业成长战略》  
路跃兵 蒋学伟 任荣伟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65.00

《天下事 中国说——《今日关注》十周年 》
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组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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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长

《剑桥中国史-全十册》  
费正清  中国社科  2012-05-01  999.00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07-01  66.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国家地图集编纂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01-01  4980.00

《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  
张卓元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08-01  90.00

《民主的中国经验》  
房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12-01  49.00

《失衡与再平衡 塑造全球治理新框架》
李扬   张晓晶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12-01  49.00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  
李扬 著  张晓晶  常欣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12-01  68.00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  
李培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05-01  59.00

《隋唐佛教史》  
杨曾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02-01  86.00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哲学宗教研究系列：
简明西方美学史读本》  
汝信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05-01  135.00

张克文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长

《给孩子的诗》  
北岛 选编 张祈 协助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0.00

《少年与海 》  
张炜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5.00

《母熊大白掌》  
沈石溪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18.00

《哲学家与儿童对话 》  
（德）里夏德·达维德·普雷希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2-01  37.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小书房之玻璃孔雀》
（英国）依列娜·法吉恩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8.00

《洋葱头历险记》  
（意大利）贾尼 罗大里 著  任溶溶 译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9.00

《爸爸树》（套装共3册）  
刘海栖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48.00

《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 （共7本） 
丰子恺 著  
海豚出版社  2014-03-01  92.00

《中华原创绘本大系》（全5册）  
金波 文  蚁玉笋  颜青  贵图子  王祖名  高晴图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149.00

《DK儿童穿越时空百科全书》（全4册）
英国DK公司　编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4-01-01  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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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琴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社长

《量子、猫与罗曼史：薛定谔传》  
（英）约翰·格里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40.00

《夏日的世界：恩赐的季节》  
（美）贝恩德·海因里希 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3-12-01  40.00

《物质神话——挑战人类宇宙观的大发现》
（英）戴维斯  （英）格里宾　著  李泳　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3-12-01  38.00

《怎样让蚊子吃素：261个想象不到的科学趣闻》  
（英）克里斯·史密斯 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36.00

《软物质：构筑梦幻的材料》  
罗伯托·皮亚扎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3-12-01  56.00

《为什么斑马有条纹——68个古怪问题的另类
解答》  
（法）让-巴普蒂斯特·吉罗　著  陈丽娟　等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20.00

《像贝克汉姆那样踢球——100件你不知道的
关于体育的事》  
（英）巴罗　著  周启琼  靖润洁　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30.00

《饶议科学Ⅰ》  
饶毅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4-08-01  52.00

《饶议科学Ⅱ》  
饶毅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4-08-01  55.00

赵力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社长

《美国枪支文化：一部用枪支写成的国家历史》
孙昂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02-01  40.00

《声音的力量》  
瞿泽仁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03-01  33.00

《星期六玩转心理学》  
（韩）金瑞允 著 金玉 译   （韩）金多明 绘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09-01  30.00

《无敌·林肯一生的演说》  
（美）亚伯拉罕·林肯 著  张爱民 译  J.B.麦克卢尔 整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10-01  42.00

《黑猩猩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类》  
（日）松泽哲郎 著  崔庆哲  葛晓昱 绘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07-01  32.00

《过好每一天》  
（美）安妮 考尔/著 佘卓桓/译 孔谧/校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36.00

《民族精神与文化主题书系：从“人”到“好
人”——公共生活与青少年品德养成》  
孙抱弘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03-01  38.00

《民族精神与文化主题书系：现时代的
精神境遇》  
孙伟平 周丹 等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12-01  38.00

《红旗热血黑土——100位抗联英雄的故事》  
姜雅君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2-10-01  49.80

《仰望星空：这个星球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英）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3-01-01  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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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总编辑

《解读中国经济》  
林毅夫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09-01  39.00

《南画十六观》  
朱良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09-01  298.00

《中国生存启示录 》  
梁晓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9.00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02-01  38.00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  
（美）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60.00

《庄子哲学》(第2版)  
王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07-01  29.00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美）艾伦·德肖维茨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9.80

《人间词话七讲》  
（加拿大）叶嘉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9.00

《赢在自贸区：寻找改革红利时代的财富与机遇》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9.00

《博弈与社会》  
张维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01-01  49.00

张梦欣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出版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

《国外就业理论、实践和启示》  
莫荣　主编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4-02-01  76.00

《社会保障前沿论丛·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生参
考文丛：现代社会福利》  
周沛  李静  梁德友 著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4-01-01  36.00

《现代西方社会福利思想——流派与名家》
林闽钢　著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2-08-01  30.00

《养老金改革：理论精要》  
尼古拉斯·巴尔（Nicholas Barr） 
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 著 郑秉文  等 译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3-09-01  58.00

《2013年中国职业观察报告（高校毕业生卷）》
陈宇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4-08-01  28.00

《聚焦中国就业（2013-2014）》  
中国就业促进会 编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4-02-01  34.00

《苏州工匠文化》  
赵坚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4-02-01  18.0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职业指导师 [Parent's Guide to 
College and Careers: How to Help, Not Hover]》  
（美）Barbara Cooke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4-04-01  22.00

《心理学：从专业到职业》（第四版）  
（美）Tara L.Kuther  [美] Robert D.Morgan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基金会管理译丛：慈善的意义与使命》
罗伯特·L·佩顿（RobertL.Payton） 
迈克尔·P·穆迪（Michael P.Moody） 著  郭烁 译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3-08-01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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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  社长

《飘窗》  
刘心武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5-01  29.50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  
（俄）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  
漓江出版社  2014-08-01  25.00

《尼采诗选》  
（德）尼采　著  钱春绮　译  
漓江出版社  2012-10-01  20.00

《亲近文学大师的七十二堂课》  
邱华栋  
漓江出版社  2014-05-01  95.00

《潜能》  
（意）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49.50

《慢半拍的小鹅》  
（瑞士）汉娜·约翰森 著 王晓晓 译   （瑞士） 凯蒂·班德 绘  
漓江出版社  2014-07-01  22.80

《马尔克斯评传》  
（英）史蒂芬·哈特（Stephen M．Hart） 著  王虹 译  
漓江出版社  2014-05-01  29.80

《守护者联盟1：诺斯大战夜魔》
（美）威廉·乔伊斯 文·图   罗拉·吉林格 文   邱菀苓 译  
漓江出版社  2014-07-01  15.00

《落花寻僧去：禅者林谷芳的行脚记录》
林谷芳  
漓江出版社  2014-06-01  48.00

《想生金蛋的母鸡》  
（瑞士）汉娜·约翰森 文    凯蒂·班德 图
漓江出版社  2014-08-01  25.00

周晴  

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十万个为什么（校园版）：生活大爆炸》
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5.00

《贾里贾梅大系 男生贾里全传》  
秦文君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24.00

《三毛流浪记全集(彩图注音读物) 》  
张乐平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0-01  30.00

《麦田精选图画书：我出生的那一天系列》
（日）长野英子 著  陈怿懿 译  ［日］长野英子 绘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53.60

《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套装共18册）
韩启德 主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680.00

《十万个为什么（校园版）：生物全联盟》
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5.00

《十万个为什么（校园版）：科技也疯狂》
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5.00

《十万个为什么（校园版）：人体酷探险》
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5.00

《奇妙学校》（拼音版）(10本套装)  
郑春华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120.00

《贾里贾梅大系 女生贾梅全传》  
秦文君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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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宇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长

《跟着君之学烘焙》  
君之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01-01  29.80

《彼得·科恩木工基础》  
彼得·科恩 著 王来  马菲 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1-01  49.80

《德国精选科学图画书：肚子里有个火车站 》  
（德）鲁斯曼·安娜 著 张振 译 [德] 舒尔茨·史蒂芬 绘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3-22  24.80

《遮月亮的人》  
（法）埃里克·皮巴雷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09-01  29.80

《穿越时空》(全12册)  
（英）哈里斯 编文  （英）丹尼斯 绘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01-01  168.00

《我会保护自己》（套装共4册)》  
（韩）苹果树编辑部 编  金海英 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01-01  60.00

《我会表达自己 》第1辑+第2辑（全9册）
（韩）李赞圭 著  （韩）崔娜美 绘 王筝 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3-01  135.00

《美国金宝贝早教婴儿游戏+幼儿游戏 》  
（美）玛斯  （美）莱德曼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11-04  90.00

《100层的房子》  
（日）岩井俊雄　著  刘洋　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01-01  56.00

《拉伸》  
（美）安德森　著  （美）安德森　绘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10-01  32.00

张秋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社长

《不老泉 》  
（美）娜塔莉·巴比特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3-01-01  14.00

《淑女之家 鬼马星作品 》  
鬼马星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6-01  28.00

《新版 超级笑笑鼠系列礼盒装》（全11册）  
晓玲叮当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6-01  176.00

《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  
胡平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5-01  49.80

《安瑟十三系列 》  
孙以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5-01  30.00

《郑渊洁四大名传系列》(套装共4册)
郑渊洁 (作者)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3-04-01  100.00

《不一样的卡梅拉》（1-12册）  
（法） 克利斯提昂·约里波瓦 著 郑迪蔚 译 
（法）克利斯提昂·艾利施 绘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3-06-01  120.00

《老鼠记者新译本》 (1-50) 
（意）杰罗尼摩 斯蒂顿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4-01  700.00

《浮桥边的汤木》  
彭学军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8-01  18.00

《普鲁士勒作品典藏》 (彩色版大盗贼三册)
（德）奥德弗雷德·普鲁士勒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7-01  54.00



130

赵莳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总编辑

《健康生活方式新概念-享受美好人生》  
杜国光  顾文霞　编著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2-11-01  19.50

《解码健康睡眠系列丛书：睡眠的奥秘与调控技巧》  
赵忠新 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03-01  39.80

《认识你自己——大学生心理健康珍藏》  
胡佩诚 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06-01  39.00

《癌症离你有多远 肿瘤是可以预防的》  
李萍萍　主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2-02-01  25.00

《一氧化氮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病》  
伊格纳若 美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02-01  20.00

《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前必读》  
吕厚山 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4-01-01  39.00

《怎样才能不肥胖——快乐运动  健康饮食
（分：男孩、女孩）》  
王海俊  马军 主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3-03-01  20.00

《话说血管疾病》  
王宏宇 主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0-05-01  19.00

《唐朝诗人伴您轻松治疗糖尿病》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900-01-01  31.00

《解码健康睡眠系列丛书·打鼾：夜间的神秘杀手》  
何权瀛  殷大奎 编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2-06-01  20.00

张天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总编辑

《钱学森》  
叶永烈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12-01  68.00

《从复旦到诺丁汉》  
杨福家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03-01  49.00

《大英博物馆珍品之旅》  
（英）希尔　主编  陈超群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10-01  68.00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国科学院
院士传记·肝胆相照：吴孟超传》  
方鸿辉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12-01  79.00

《另类日本文化史》  
姜建强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06-12  49.80

《周末读完希腊史》  
[英] 蒂姆·博特威尼  科林·尼科尔森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01-01  35.0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指引》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00-01-01  29.00

《周末读完俄罗斯史》  
（英）彼得·奈维尔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06-01  45.00

《公司变革——21世纪成功企业的经营之道》
（美）孔恩睿 (Andreas C. Kramvis)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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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彤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可怕的科学：鏖战飞行》  
（英）尼克·阿诺德 著 那晓丹 译 （英）托尼·德·索雷斯 绘  
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1-01  19.50

《哈尔罗杰历险记：闯入食人国》  
(美）普赖斯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01-01  15.80

《神奇科学》(全套2册)  
赵致真  王俊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20  96.00

《看不见的神奇自然》  
[英] 莫伊拉·巴特菲尔德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39.80

《作家的第一本书读——云雾中的古堡》  
曹文轩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6-01  18.50

《动物远征队》  
（英）柯林·丹 著,（英）杰奎琳·泰特莫 绘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07-01  28.00

《阳刚男孩——男孩不说谎》  
曹文轩  钱万成  安武林　主编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06-01  19.80

《宝贝计划(我能行)》全20册/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8-02  136.00

《“怦怦跳”科学图画书 》（第二辑）（全十册）  
（韩）赵壬生　等文；（韩）郑洙延　等绘；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05-01  139.00

《萨茹拉成长励志书系：奇迹等待盛开的
你·自信故事 （13-16岁青少年）》  
萨茹拉 编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7-01  21.80

张卫国
石油工业出版社  

总经理、党委书记

《财富轮转：俄罗斯石油、经济和国家的重塑》  
（美）塞恩·古斯塔夫森　著  王青　等译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98.00

《能源重塑世界》（套装上下册）  
（美）丹尼尔·耶金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2-08-14  120.00

《拒绝光滑》  
张俊东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2-11-20  59.00

《美丽中国的能源之战》  
韩晓平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03-01  39.00

《微信营销实战案例大观：教你短时间从零做
到数万粉丝》  
霜晨月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38.00

《斑斓旧事秦淮河》  
李会诗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03-01  32.80

《时间去哪儿了：最实用的时间规划管理书》
周兮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05-01  32.00

《传家宝——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的利器》
孙林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07-01  29.80

《巴西经济——增长与发展》(第7版）  
维尔纳·贝尔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07-01  98.00

《黄金时代：萧红与萧军的乱世情缘》  
朱云乔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05-01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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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文军  

同济大学出版社  总经理

《大上海都市计划》（2册）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960.00

《绘本非常建筑》  
张永和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98.00

《一点儿北京》（全3册）
李涵、胡妍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09-01  148.00

《收缩的城市》  
(德)奥斯瓦尔特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09-01  199.00

《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 明代 下册》  
程国政　编注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05-01  78.00

《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 先秦-五代》  
程国政　编注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05-01  86.00

《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 清代 上册》  
程国政　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05-01  62.00

《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 宋辽金元 上册》
程国政　编注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05-01  74.00

《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 宋辽金元 下册》
程国政 编注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05-01  72.00

《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 明代 上册》  
程国政　编注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05-01  76.00

张晓林  

中国人口出版社  总经理

《4周练成瑜美人》  
王韵 著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4-08-01  35.00

《谁的青春没囧事：解密青春期女生30个困惑》
张超 刘意 著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4-07-01  18.80

《谁的青春没囧事——解密青春期男生39个困惑》  
张超 刘意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4-07-01  22.80

《戴淑凤说怀孕那些事》  
戴淑凤 著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3-01-01  34.80

《弟子规》  
文景 编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11-01  35.90

《千字文》  
文景　编著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3-01-01  35.90

《百家姓》  
文景 编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11-01  35.90

《三字经》  
文景　编著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3-01-01  35.90

《戴淑凤说育儿那些事》  
戴淑凤 著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4-08-01  34.80

《家的故事》  
宋健 著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12-01  13.00



出版人推荐十本书

133

支旭中  

三秦出版社  社长

《一个2：去你家玩好吗》  
韩寒 著  
三秦出版社  2014-01-01  29.00

《老子注译》  
老子  校注  丹头野老   
三秦出版社  2012-08-01  36.00

《毛泽东书法》（线装宣纸函装） 
张志高　等编  
三秦出版社  2013-12-01  1200.00

《长安志·长安志图》  
（宋）宋敏求 撰  （元）李好文 编绘  阎琦 等校点  
三秦出版社  2013-12-01  230.00

《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补遗》  
韩理洲 等辑校编年  
三秦出版社  2013-03-01  96.00

《全唐五代笔记》 （全4册） 
陶敏 主编  
三秦出版社  2012-12-01  980.00

《武则天(女白领的职场胜经)/创业者读史系列》
黄慧婷  张洪  著
三秦出版社  2012-12-01  22.80

《史记评注》  
（清）牛运震 著  
三秦出版社  2011-08-01  68.00

《宋本史记注译》(共10册)
  霍松林  赵望秦　主编  
三秦出版社  2011-04-01  480.00

《创业者读史·历史人物经管励志书系·刘
邦：半文盲的金领之路》  
方炜  王冠辉  著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12-12-01  22.80

周艺平  

长江出版传媒  总经理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梁相斌  祝捷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5.00

《益往直前》  
水均益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幸福的哲学》  
周国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32.00

《半句实话》  
六六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2.00

《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释讲 》
沈壮海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00-01-01  28.00

《曹文轩画本：草房子套装》 （全9册） 
曹文轩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8  180.00

《棚车少年》(套装共4册·中英双语)  
（美）钱德勒·华娜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05-20  100.00

《中国人的民生》  
高连奎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3-15  45.00

《Nala猫的彩铅国》  
文静  著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4-07-01  49.00

《林徽因精选集：人间四月》  
林徽因 著  
崇文书局  2013-03-01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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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制宪
北京出版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到坦桑》  
陈见星 著  
北京出版社  2014-05-01  58.00

《雅鲁藏布的眼睛：大峡谷生物多样性观测手册》  
西藏户外协会 编著
北京出版社  2013-10-01  199.00

《神奇科学》(全套2册)  
赵致真  王俊 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20  96.00

《可怕的科学》（全63本）  
（英）阿诺备　原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04-23  1039.00

《崔玉涛：宝贝健康公开课》  
崔玉涛 著  
北京出版社  2013-01-01  48.00

《毛泽东手迹》  
毛泽东 著 中国中央档案馆 编  
北京出版集团  2014-01-01  6980.00

《大家小书》（盒装共18册）  
北京出版社 编  
北京出版社  2011-02-01  410.00

《逃离》  
（加）艾丽丝·门罗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9.50

《耶路撒冷》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9.80

《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套装共4册）
左宪民 等 著  
北京出版社  2012-04-01  226.00

郑重  

浙江文艺出版社  社长

《我的旅行哲学》  
陈丹燕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8.00

《咖啡苦不苦》  
陈丹燕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9.00

《后宫·甄嬛传》（修订典藏套装全6册）
流潋紫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01-01  168.00

《明太祖朱元璋》 （上下两册  附光盘  ） 
商传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04-01  59.00

《放慢·快乐——微笑的力量》  
朱丹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06-01  49.80

《妊娠日历》  
小川洋子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25.00

《肯特家史》（盒装  共8册）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880.00

《耶稣的童年》  
（南非）J.M.库切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03-01  36.00

《马洛丽成长记》（14册）  
（美）劳丽·弗里德曼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04-01  210.00

《回家》  
海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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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定价 

提堂 （英）希拉里·曼特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6-01 53.00

闷与狂 王蒙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6-01 38.00

秀拉 （美）托妮·莫里森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32.00

第一人称单数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4-01 36.80

生命之书 （美）罗宾·斯隆 重庆出版社 2014-05-01 32.80

英国农民工小像 （英）玛琳娜·柳薇卡 中信出版社 2014-06-01 39.80

世纪病人 李晓桦 作家出版社 2014-06-01 29.00

一只祭祀用的蛋 钦努阿·阿契贝 著  常文祺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25.00

然而 （法）菲利浦·福莱斯特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7-01 29.00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奥）托马斯·伯恩哈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45.00

周期表 （意）普里莫·莱维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28.00

美丽之星 （日）三岛由纪夫 新星出版社 2014-05-01 29.00

野狐岭 雪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7-01 46.00

柏油娃娃 （美）托妮·莫里森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39.50

西洋聊斋 钱定平 编 金城出版社 2014-05-01 49.80

剧院情史 米·布尔加科夫 漓江出版社 2014-06-01 22.00

局外人（精装版） （法）阿尔贝·加缪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22.80

摇篮曲 （美）恰克·帕拉尼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36.00

独立文丛：石码头 徐则臣 海豚出版社 2014-05-01 25.00

最后的完美世界 （美）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6-30 39.00

明月构想 刘家琨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5.00

飘窗 刘心武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5-01 29.50

世纪旅人 （阿根廷）安德烈斯·纽曼 译林出版社 2014-05-01 46.00

亲爱的生活 艾丽丝 门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9.50

父辈书（软精装） （匈牙利）瓦莫什·米克罗什 著 花城出版社 2014-04-01 42.00

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
论什么 （美）内森·英格兰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25.00

小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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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长的秋天 加西亚·马尔克斯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39.50

美洲纳粹文学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45.00

革命之路 理查德·耶茨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36.00

他方世界 （美）约翰·克劳利 译林出版社 2014-05-20 68.00

格兰塔2：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 彭伦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8.00

青年狗艺术家的画像 狄兰·托马斯 漓江出版社 2014-06-01 19.50

生命不息 （英）凯特·阿特金森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6.00

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 （美）西尔维娅·普拉斯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5-01 32.00

凤尾香罗 高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4-05-01 38.00

在西方目光下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01 45.00

大路千条 于东田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3-01 28.00

十二月十日 （美）乔治·桑德斯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29.80

十个离奇而真实的故事 （英）阿拉斯代尔·格雷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6-01 29.80

企鹅经典：人间天堂 （美）菲茨杰拉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35.00

天使坠落在哪里 路内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6.00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英）玛琳娜·柳薇卡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38.00

调查 （法）菲利普·克洛代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28.00

布谷鸟的呼唤 （英）J.K.罗琳（罗伯特·加尔布雷思）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4-01 49.00

蟠虺 刘醒龙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5.00

梦书之城 瓦尔特 莫尔斯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4-01 39.50

我疼 陈希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4-01 36.00

去往第九王国 （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48.00

杜洛兹的虚荣：杰克·杜洛兹历险
教育记（1935-1946） 杰克·凯鲁亚克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39.00

驰向黑夜的女人 叶兆言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8.00

绿皮车 南翔 花城出版社 2014-03-01 32.00

到大地尽头 （以色列）大卫·格罗斯曼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03-28 68.00

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 （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2.00

剩下的都属于你 徐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2.00

忠诚 （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20.00

一缕秀发 （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20.00

中毒 洁尘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36.00

肯特家史（盒装  共8册）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880.00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原乡 陈文贵  叶子 著 郑咏枫 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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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的第九条命 （英）莉兹·延森（Liz Jensen）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03-01 32.80

解密 麦家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5.00

爱与黑暗的故事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译林出版社 2014-04-01 48.00

阵痛 张翎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3-01 29.80

长玻璃脚的女孩 （爱尔兰）亚利·肖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03-01 28.00

全息玫瑰碎片：威廉·吉布森短篇
杰作选 （加）威廉·吉布森 新星出版社 2014-03-01 29.00

透明 蒋一谈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28.00

复明症漫记 （葡）若泽·萨拉马戈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3-01 32.00

爱孩子的男人 （澳）克莉斯蒂娜 斯 台德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2-01 39.80

时光静止的小城 （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25.00

一封未寄的信：胡适译短篇小说集 胡适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30.00

布鲁克林的荒唐事 （美）保罗·奥斯特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2.00

梦想之城 （美）贝弗利·斯沃林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45.00

教父（全新完整译本） （美）马里奥·普佐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45.00

奔跑 （美）安帕切特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8.00

马丁·苏特小说选：小世界 （瑞士）马丁·苏特 著 陈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42.00

骑马课 （美）莎拉·格鲁恩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2.00

空中骑兵：毕尔斯短篇小说选 （美）安布鲁斯·毕尔斯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28.00

王家大道 （法）安德烈·马尔罗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24.00

在乡下 博比·安·梅森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35.00

最佳欧洲小说（2012） （波黑）黑蒙(HemonA. )编 译林出版社 2014-02-01 98.00

失明症漫记 （葡）若泽·萨拉马戈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3-01 32.00

相遇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沉默之门 宁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48.00

耶路撒冷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9.80

1966年 王小妮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1-01 35.00

佩雷拉的证词 （意大利）安东尼奥·塔布齐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20.00

情侣手记 残雪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25.00

迷局 田冲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4-01-01 29.80

乡村夜话（插图珍藏版） （俄）果戈理 著 乔振绪 译 漓江出版社 2014-02-01 28.00

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 （瑞典）谢尔 埃斯普马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20.00

遗忘 （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9.80

芬克勒问题 （英）霍华德·雅各布森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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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屑山 伊丽娜戈罗霍娃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32.00

永远的菲利普 （巴西）克里斯托旺·泰扎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3-01 28.00

心兽 赫塔 米勒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42.00

纸牌屋 （英）迈克尔·道布斯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9.80

突然  响起一阵敲门声 （以色列）凯雷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11-01 25.00

去吧  摩西 （美）福克纳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01-01 27.00

丫头儿 赵赵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6.00

为奴十二载 （美）所罗门·诺瑟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26.00

大唐李白·少年游 张大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9.00

傅科摆 （意）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69.00

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 阿来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8.00

拜厄特：孩子们的书 （英）A.S.拜厄特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1 49.80

哈里发的神殿：卡萨布兰卡的365天 （英）塔希尔·沙阿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35.00

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 蒋晓云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1-01 32.00

逃离 （加）艾丽丝·门罗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9.50

裸颜 （英）C.S.路易斯 著 曾珍珍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无尽藏 庞贝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2-01 36.00

佩里戈尔的媒人 （英）朱莉娅·斯图亚特 著 高勤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29.00

睡美人 （日）川端康成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1 35.00

骑兵军 （苏）巴别尔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22.00

华生探案记 （美）斯蒂芬·金 著 张晓雪  倪诗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1-01 29.50

总统先生 （危地马拉）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48.00

诱惑者日记 （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25.80

孤独的梦中人 马西莫·格拉梅利尼 (Massimo Gramellini)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
南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26.00

平静的骚动 （意大利）桑德罗·韦罗内奇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8.00

钟罩 （美）西尔维娅·普拉斯 著 朱世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35.00

舞者 （爱尔兰）麦凯恩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5.00

双生 （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 作家出版社 2014-02-01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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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定价

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郑永年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6-01 49.00

理解公司：产权、激励与治理（精装纪念
版） 张维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59.00

日航重生：稻盛和夫如何将破产企业打造为
世界一流公司 引头麻实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8.00

十八大后经济改革与转型 张卓元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2.00

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现实
篇） 时寒冰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9.80

改革现场 李德林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6-01 88.00

经济危机与规则重构 陈德铭 等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5-01 69.90

引爆点：如何引发流行（新版） （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36.00

达尔文经济学：自由竞争和公共利益如何兼
得 （美） 罗伯特·H.弗兰克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5-01 46.00

管理至简：以实践为根基实现简单、自然、有
效的管理 （加）亨利·明茨伯格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6-30 39.00

重读哈耶克 韦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6-01 32.00

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
义的诞生 （美）琼斯　 华夏出版社 2014-03-01 78.00

玩转众筹 魏来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49.00

狂人、知识分子和学术涂鸦人
韦恩 .A. 雷顿（Wayne A. 
Leighton）  爱德华. J. 洛佩斯
（Edward J. Lopez）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06-01 38.00

谁是创新的杀手？
Andrew Grant（安德鲁.格兰特）  
Gaia Grant（盖亚.格兰特）  Jason 
Gallate（杰森.盖雷特）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38.00

一日一课 松下幸之助 新星出版社 2014-05-01 45.00

上海自贸区解读 周汉民 王其明 任新建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28.00

公司进化论：伟大的企业如何持续创新（珍
藏版） （美）杰弗里摩尔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39.00

金融守护人：监管机构如何捍卫公众利益 （美） 詹姆斯·R·巴斯、小杰勒
德·卡普里奥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2-01 35.00

经济运行的逻辑 高善文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68.00

游戏化思维：改变未来商业的新力量
（美） 凯文 韦巴赫（Kevin 
Werbach）  丹 亨特（Dan 
Hunter）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6.90

解释的工具：生活中的经济学原理 熊秉元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5-01 45.00

经济学与生活 （德）哈林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48.00

重启：互联网思维行动路线图 米奇·乔尔 中信出版社 2014-06-01 45.00

财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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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创新者的世界 （美）戴维·罗伯逊、比尔·布林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49.00

直面大转型时代：吴敬琏谈全面深化改革 吴敬琏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5-01 42.00

卖什么都是卖体验：互联网时代必学的39条
客户体验法则 （美） 李·科克雷尔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3-01 36.00

星巴克：关于咖啡、商业和文化的传奇 （美） 泰勒．克拉克（Taylor Clark）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49.00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新模式 （澳） 郜若素（Ross Garnaut） 蔡
昉  宋立刚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3-01 69.00

勇者激扬：褚时健传 张奕、江南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4-01 38.00

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让工匠精神
回归

（美）马修．克劳福德（Matthew 
B. Crawford）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45.90

创新的天梯 （以）亚里·拉登伯格  （加）夏罗
默·迈特尔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45.00

海上囚徒：奴隶贸易四百年 （美） 丽莎·A·琳赛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28.00

互联网思维的企业 Dave Gray ，Thomas Vander Wal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5-01 59.00

西方管理思想史（插图修订第4版） 郭咸纲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1-01 68.00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中外经济学名家演讲
实录 卢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65.00

伟大的说服：哈耶克、弗里德曼与重塑大萧
条之后的自由市场 （美）伯金　 华夏出版社 2014-03-01 68.00

帝国创建者的十堂战略课：CEO伊丽莎白
一世（新版） （美）艾伦·阿克塞尔罗德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

公司 2014-04-01 35.00

管理者箴言 （美）帕特里克·阿兰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03-01 28.00

邹至庄论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 邹至庄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5.00

经济解释卷四：制度的选择 张五常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 （美）彼得·戴曼迪斯、史蒂芬·科
特勒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79.90

不流于美好愿望：新经济学如何帮助解决全
球贫困问题

（美）迪恩·卡尔兰   雅各布·阿佩
尔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4-01 49.00

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 洪振快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3-01 42.00

摩根财团：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
（1838-1990） （美）罗恩·彻诺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198.00

孤独的领导力：朴槿惠的60年 （韩）千荣植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3-01 35.00

宜家真相：藏在沙发、蜡烛与马桶刷背后的
秘密 （瑞典）约翰 斯特内博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5-01 29.80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若干问题 吴敬琏 等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02-01 58.00

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 （美）盖瑞·J. 米勒 著 格致出版社 2014-03-01 39.00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
于社会进步 （美）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等 著 新华出版社 2014-03-01 38.00

中国企业改变世界 （美）聂东平、威廉·道尔  亚伯拉
罕·鲁 著 红旗出版社 2014-04-01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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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曲线：缔造永续企业的王道 施振荣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40.00

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应用（第二版） （美）赫尔曼·E·戴利、乔舒
亚·法利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66.00

管理的艺术：如何成为下一个十年的高效管
理者 （英） 菲利普·德尔夫斯·布劳顿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4-01 49.00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 （美）罗斯托 商务印书馆 2014-03-01 27.00

从大到伟大：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 刘俏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3-01 58.00

蓝血十杰（20年经典版） （美）约翰 伯恩 著 海南出版社 2014-04-01 88.00

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理解中国开放宏观
经济（2003-2013）（上下册） 卢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4-19 168.00

社会经济学：社会环境中的市场行为 （美）加里·贝克尔、凯文·墨菲 著 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29.00

每天一堂生活经济课(精美金装版) 梁小民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6-01 36.80

互联网金融手册 谢平、邹传伟、刘海二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68.00

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 华杉、华楠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6.00

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 何帆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8.00

微创新：5种微小改变创造伟大产品 （美）德鲁·博迪、雅各布·戈登堡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42.00

死于技术：索尼衰亡启示 （日）立石泰则 中信出版社 2014-03-01 39.00

你就是艇长 （美）大卫·马凯特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42.00

重返繁荣：美国如何收复经济霸权 （美）阿瑟·拉弗、斯蒂芬·摩尔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4-01 42.00

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蔡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01-01 39.00

互联网思维独孤九剑：移动商业时代的思维
革命 赵大伟 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3-20 49.00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 （美）本·斯泰尔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4-01 69.00

美国金融泡沫史 （美） 加雷·加勒特 著 海峡书局 2014-04-01 65.00
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
（1900-2013） （美）阿伦 拉奥、皮埃罗 斯加鲁菲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4-01 99.00

体验为王：伟大产品与公司的创生逻辑 （美）哈雷·曼宁、凯丽·博丁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42.00

读懂世界的第一本经济学书 梁小民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3-01 36.80

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庞忠甲，陈思进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4-01-01 36.00

真北：125位全球顶尖领袖的领导力告白 （美） 比尔·乔治（Bill George） 
彼得·西蒙斯（Peter Sims）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4-03-01 58.00

读懂华尔街的50个经济指标
（美）Simon Constable西蒙.康斯
特勃,Robert E. Wright罗伯特.E.怀特  
白天惠 译

南方出版社 2014-02-01 58.00

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 陈雨露  杨忠恕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3-01 39.80

经济学与实在 （英）劳森　著，龚威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64.00

一个告密者的自白 （英）迈克尔· 伍德福德 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3-01 38.00

移动风暴：苹果与谷歌的科技之战 （美）弗雷德·沃格尔斯坦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大道当然：我与万科（2000-2013） 王石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49.00

文明的代价：回归繁荣之路 （美）杰弗里·萨克斯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52.00

中国经济再廿年 张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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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住市场的手：如何驯服利己主义 （美）斯蒂夫·G·梅德玛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2-01 39.00
网飞传奇：从电影租赁店到在线视频新巨头
的历程揭秘 （美）吉娜·基廷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42.00

咨询的奥秘：寻求和提出建议的智慧 （美） Gerald M.Weinberg 著 劳
佳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美）魏德安（Andrew 
Wedeman）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华为没有秘密：华为如何探索和坚守常识 吴春波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49.00

無印良品的改革：無印良品缘何复苏 （日）渡边米英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38.00

市场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大考 迟福林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02-01 58.00

德鲁克日志：366天的洞察力和灵感 （美）德鲁克，（美）马恰列洛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68.00

自由人 程苓峰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55.00

营销的16个关键词 叶茂中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98.00
他们都在看：中国企业家基础阅读书目·导
赏手册 朱永新 赵民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6.00

谁拯救了农场 （美） 维贾伊·戈文达拉扬    克里
斯·特林布尔 著 吴果锦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03-01 38.00

市场波动 希勒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69.00

杜老师的目标管理 詹文明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1-01 36.00

中国2014：改革升挡 吴敬琏  秦晖  葛剑雄  于建嵘 等著  
胡舒立  张剑荆 主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03-01 39.80

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
入侵

（美）乔纳·伯杰（Jonah 
Berger）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48.00

张瑞敏思考实录 胡泳、郝亚洲　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79.00

重新发现市场：一部市场的自然史 （美） 约翰·麦克米兰（John 
McMillan）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49.00

中国经济史 钱穆　讲述，叶龙　记录整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1-01 39.80

非理性繁荣（第二版） （美）罗伯特·J·希勒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改革：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 王尔德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5.00

优雅的理性 熊秉元 　 东方出版社 2014-01-01 42.00

一网打尽：贝佐斯与亚马逊时代 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 中信出版社 2014-01-15 49.00
老二非死不可：关于投资、商业、互联网的
碎片化思考 方三文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39.00

谁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 苏小和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69.00
决胜移动终端：移动互联时代影响消费者决
策的6大关键

（美） 查克·马丁 著，张伟晶 编 向
坤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52.90

大数据云图：如何在大数据时代寻找下一个
大机遇 （美）大卫·芬雷布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5.90

读懂中国改革：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线图 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等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45.00

动荡的世界：风险，人性与未来的前景 （美）艾伦·格林斯潘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65.00

移动的帝国：日本移动互联网兴衰启示录 曾航，刘羽，陶旭骏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喜好与信任：魅力经济学的奥秘 （美） 罗希特·巴尔加瓦(Rohit 
Bhargava) 著 廉凯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1-01 45.00

拐点下的困惑：陶冬预言中国经济的危与机 陶冬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2.80

创新者的窘境（全新修订版）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48.00

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 （英）罗内·帕兰、理查德·墨菲、
（法）克里斯蒂安·肖瓦尼奥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28.00

经济学百科 英国DK出版社 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128.00

哈佛经济学笔记3：中国挑战 陈晋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4-01-01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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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定价 

文明史 （法） 布罗代尔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68.00

华盛顿的起床号（1860-1865） 玛格丽特·利奇 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2014-06-01 58.00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美）伊恩·莫里斯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59.00

文明之光（全2册） 吴军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5-01 118.00

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
（1787～1868） （澳）罗伯特·休斯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68.00

我们与他人：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法兰西思考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8.00

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马幼垣 杨国强 姜鸣 艾尔曼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5-20 32.00

杂记赵家 杨步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6.00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插图本） 杨天石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6-01 48.00

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 雷吉斯·德布雷、赵汀阳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6-01 36.00

五四事件回忆 陈占彪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6-01 59.00

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精装插图本) （英）瑞·蒙克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168.00

新民说：余英时文集·第十二卷·国学与中国人文 余英时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6.00

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 施爱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6-01 45.00

1913：革命的反革命 张晓波，周绍纲 主编 中华书局 2014-06-01 25.00

汉字树2：身体里的汉字地图（首创最精美装帧
形式） （台）廖文豪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5-01 49.90

国学的天空（修订版） 傅佩荣 著 岳麓书社 2014-05-01 39.80

新编剑桥印度史：德干社会史1300--1761---八个
印度人的生活 理查德·M.伊顿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62.00

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 （法）雅克·勒高夫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6-01 42.00

来世之旅：古埃及死者之书 （英）约翰·泰勒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03-01 148.00

东成西就 罗元旭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5-01 58.00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仿皮封面软精装） 阿城 中华书局 2014-06-01 136.00

西方将主宰多久 （美）伊恩·莫里斯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69.00

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 《泰晤士报》 重庆出版集团 2014-03-01 42.00

乾隆帝 （美）欧立德（Mark C. 
Elliott）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49.00

回应桑德尔及其他 李泽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4-01 35.00

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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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回声（精装本） 依迪丝·汉密尔顿 (Hamilton) 华夏出版社 2014-01-01 35.00

苏格拉底或政治哲学的诞生 （美）彼得·特拉夫尼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29.80

女巫 （法）儒勒·米什莱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5-01 38.00

剑桥日本史（第5卷）：19世纪 （美）马里乌斯·B.詹森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138.00

清朝开国史（上下册）（布脊精装） 阎崇年 著 中华书局 2014-05-01 168.00

四川方言词典 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38.00

我们忏悔 王克明、宋小明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48.00

美国文明读本：缔造美利坚的40篇经典文献 钱满素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5-01 68.00

再见甲午：蓝色视角下的中日战争 许华 著 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8.00

甲午战争史 戚其章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75.00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 （美）罗杰．克劳利 (Roger 
Crowle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49.00

罗马人的故事精编体验本：与盐野七生同走罗马路 （日）新潮社 编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39.80

清日战争 宗泽亚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6-01 68.00

面具之道 （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68.00

反抗“平庸之恶” （美） 汉娜·阿伦特 著，杰
罗姆·科恩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9.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美）彼得·海斯勒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40.00

未完的对话
（英）以赛亚·伯林、（波
兰）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
古尔斯卡

译林出版社 2014-04-01 38.00

聽水讀钞 陆灏 著 海豚出版社 2014-02-01 48.00

异端人物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32.00

巴黎的重生 （美）柯克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4-08 39.80

东方风暴：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挑动欧亚大陆 罗伯特·马歇尔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
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2.00

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 蒋蓝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58.00

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版） 袁珂 校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4-01 128.00

重寻近代中国 马勇 著 线装书局 2014-03-01 39.80

故宫藏美（彩图布面精装本） 朱家溍 中华书局 2014-02-01 49.00

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 （美）拉卡普拉　等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48.00

旅津八十年 来新夏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56.00

麦考莱英国史：从历史的黎明到詹姆斯二世权力
的顶峰（1865-1702年） （英） 托马斯·麦考莱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014-04-01 48.00

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美） 顾立雅 大象出版社 2014-03-01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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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上姑苏：漂泊在光阴中的丝绸印记 宋执群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158.00

佛陀 （英）凯伦·阿姆斯特朗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4-04-01 38.00

性与宗教：世界信仰史上的信条与禁忌 达格（Dag istein Endsj） 
著，周云水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04-01 49.00

重庆往事：一个犹太人的晚年回忆（1940—
1951） （以） 沃尔夫岗·卡佛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

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28.00

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 （德）弗洛里安·伊利斯 译林出版社 2014-03-01 32.00

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 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5.00

别扭的声音 朱又可 东方出版社 2014-01-01 49.80

法国大革命史 （法） 路易·马德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58.00

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美）查尔斯·曼恩
（Charles C. Mann）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3-01 79.00

脚注趣史 （美）安东尼·格拉夫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迟到的文明 袁伟时 著 线装书局 2014-03-01 38.00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法） 阿里·玛扎海里 著 耿
昇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01-01 78.00

我与岩波书店 （日） 大冢信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3-01 38.00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葛兆光 著 中华书局 2014-01-01 68.00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史景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48.00

方立天讲谈录 方立天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1-01 48.00

求古编 许倬云 商务印书馆 2014-02-01 59.00

逍遥游：庄子传 王充闾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2-01 65.00

上海故境：1842-1952上海发现之旅 彭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5.00

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全2册） 王道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75.00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修订版） 晋永权 著 金城出版社 2014-02-01 54.00

游牧民的世界史 （日）杉山正明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4-03-01 42.00

哈佛日本文明简史（插图修订版） （美）阿尔伯特·克雷格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1-01 29.80

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 （美）埃德蒙·威尔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9.8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3-01 68.00

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小岛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6.00

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 （加）简·雅各布斯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5.00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
晚清1842～1873（上中下册） 沈弘　编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

司 2014-03-01 198.00

圣战与文明 张锡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4-01-01 36.00

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 李雪涛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1-01 46.00

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上下册） （俄）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
斯、叶卡捷琳娜·雷巴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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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04：结社与雅集 左靖　主编 金城出版社 2014-03-01 49.00

白鱼解字（手稿本） 流沙河　著 现代出版社 2014-01-01 48.00

王明年谱 郭德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2-01 98.00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梁鹤年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4-03-01 65.00

讲台上的民国 刘超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36.00

明德·大师传记馆：德里达传 （法） 伯努瓦·皮特斯（Benoit 
Peeters） 著 魏柯玲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88.00

自我颠覆的倾向 （美） 阿尔伯特·赫希曼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49.00

欧洲风化史：资产阶级时代 （德） 爱德华·傅克斯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5.00

难忘的书与人 汪家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4-01-01 31.00

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 席会东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3-12-01 580.00

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 李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6.00

走出历史的烟尘 李菁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1-01 36.00

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9.80

眼泪与圣徒 （法） E. M. 齐奥朗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48.00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美）罗威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69.00

我的家庭回忆录 钱理群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28.00

博尔赫斯大传 （英） 埃德温·威廉森 著 邓
中良，李菁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59.00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上中下） 尼尔·麦格雷戈 新星出版社 2014-01-01 108.00

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 （日）野岛刚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35.00

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 许倬云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2-01 32.80

那一张旧书单 俞晓群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3.00

我们的经典 （布脊精装）（一函四册） 李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4-01-01 198.00

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 （法）卡特琳娜·加缪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128.00

瞩望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1-01 120.00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58.00

毛泽东阅读史 陈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4-01-01 39.00

在不确定中游走：本雅明传 （德）毛姆·布罗德森 著 金城出版社 2014-01-01 48.00

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 陈乐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4-01-01 48.00

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 陈达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36.00

中国历史的侧面 马勇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01-01 32.00

忆己怀人 周策纵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1-01 32.00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四卷八册） 刘树屏 编 新星出版社 2014-01-01 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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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定价

给孩子的诗 北岛 选编 张祈 协助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0.00

天才少年维克多

（美）乔辛．迪．波沙达 （美）
雷蒙德．乔伊 著 
（韩）全芝恩 编  李玉景 译 
（韩）元有美 绘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28.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小书房之玻璃孔雀 （英国）依列娜·法吉恩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8.00

摩天大战 （瑞士） 杰曼诺（Germano 
Zullo）  阿贝婷（Albertine） 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7-01 58.00

莫娜创意绘画 莫娜·布鲁克斯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7-01 49.00

其实这才是我想做的事 （法）乔治·佩雷克 （Georges 
Perec）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6.00

蚂蚁帝国 (法)贝尔纳·韦伯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5-01 25.00

小水的除夕 祁智 著 姚红 绘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18.00

跟着姥姥去遛弯儿（精装珍藏版） 保冬妮　著，李萌　绘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1-31 28.00

“荒野求生少年生存小说系列”第一辑
（全3册） （英）贝尔·格里尔斯 著 接力出版社 2014-06-01 66.00

爸爸树（套装共3册） 刘海栖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48.00

火烈马 袁博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20.00

书香童年：雪幕的后面 常新港 明天出版社 2014-06-01 20.00

一头非常粗鲁的犀牛
（英） 珍妮·威利斯 著 
（英） 托尼·罗斯 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6-01 30.00

菲利猫的世界
（瑞士） 汉娜·约翰森 
 （瑞士）凯蒂·班德 绘

漓江出版社 2014-04-01 18.00

蝴蝶的眼睛：关于草地的16个谜题 （美）乔伊斯 西德曼 著  （美）
贝斯 克罗姆斯 绘 新星出版社 2014-05-01 39.80

儿童艺术博物馆：和孩子一起欣赏世界名画 克莱尔·德·阿尔古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6-01 158.00

猫和鱼 （精装） （澳大利亚）琼·格兰特文 （澳
大利亚）尼尔·柯蒂兹 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1-01 28.00

鸽子带你游建筑 （日）关奈津子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05-01 68.00

经典怀旧：天鹅 郑振铎, 高君箴译述 海豚出版社 2014-06-01 20.00

野兽国 （美）莫里斯·桑达克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36.00

少年的荣耀 李东华 希望出版社 2014-03-01 29.80

戴帽子的猫科普图书馆 （美）蒂什·拉贝　等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4-01-01 297.00

我有友情要出租 方素珍 著，郝洛玟 绘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1-01 29.80

九月的冰河 薛涛 著 新蕾出版社 2014-04-01 24.00

载入史册的哲学家 小柏拉图书系（共10册) （法）严 马尔尚 等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160.00

少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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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为什么？ （日）谷川俊太郎 诗  （日）中村
悦子 绘 连环画出版社 2014-04-01 32.00

第一次上街买东西 （日）筒井赖子、林明子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4-01 29.80

洋葱头历险记 （意大利）贾尼 罗大里 著，任溶
溶 译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9.00

十四张奇画的十四个故事 （美）斯蒂芬 ，（美）克里斯 范 
奥尔斯伯格 接力出版社 2014-05-01 88.00

美慧树原创绘本精选：生活大发现 王晓明 等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98.00

“美丽成长”生命科普绘本系列（套装共
4册）

(美) 阿斯顿 文；（美）西尔维亚
朗 绘 海豚出版社 2014-01-01 119.20

没有鱼的世界 （美）马克·库兰斯基 著，弗兰
克·斯托克顿 绘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58.00

中国儿童动物百科 《中国儿童动物百科》编委会 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4-05-01 138.00

Key Words（1-6级） W.默瑞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298.00

周末与米兰聊天(套装共5册) 程玮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2-01 110.00

有魔力的手指·规则 韩国琴 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05-15 16.00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大象的主人 （法国）勒内·吉约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5-01 17.00

我的儿子皮卡10：大地神 曹文轩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4-01 15.00

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 （英）罗尔德．达尔 著 明天出版社 2014-04-01 20.00

少年与狮子：雅库巴 （法）蒂埃里 德迪厄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4-01 39.80

木箱上的小男孩 （美）利昂·雷森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9.80

《儿童文学》伴侣：夜色玛奇莲（全10册） 顾抒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92.00

洛克的写作课 （美）泰德·希尔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2-01 32.00

忠诚的流浪狗（典藏版） 杨红樱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16.00

十万个为什么（ 第六版套装共18册） 韩启德 主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680.00

朋友 （美）萨拉·斯图尔特 文，
（美）戴维·斯莫尔 绘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3-01 29.80

美丽的螺旋 （美）乔伊斯·西德曼 著，
（美）贝斯·克罗姆斯 绘 新星出版社 2014-04-01 32.00

鼠小弟爱数学（全9册） （美）埃莉诺 梅 著  （美）狄波
拉 麦尔蒙 绘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106.20

罗布泊的孩子 徐鲁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28.00

艾丽丝和艾萨克 （英）凯瑟琳·雷纳 文/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29.80

想象力创意大师：奇幻动物 大东沟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3-01 13.80

戴红袖标的大象 刘海栖 麻三斤 明天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04-01 18.00

盛世繁星：甜草莓的秘密 汤素兰 云南晨光出版社,云南出版
集团 2014-03-01 24.80

奥莉芙的海洋
（美） 凯文·汉克斯 著
（美）雷·布朗 绘

新蕾出版社 2014-04-01 18.00

棒棒仔分享阅读系列图画书：艾迪，说到
做到 （德）西碧尓瑞克霍夫 著 海燕出版社 2014-04-01 22.00

我的第一本互动阅读笔记书——狼蝙蝠 冰波 现代出版社 2014-04-01 19.80

大峡谷探索之旅：寻觅雪线上的生命 李渤生，黄复生，卯晓岚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04-01 35.00

山田家的气象报告 （日）长谷川义史 著  李瑾伦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4-03-01 31.80

让书香润泽童心 谭旭东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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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与海 张炜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25.00

林良童心绘本（第一辑·全四册） 林良 著  郑明进  张化玮  何云姿 绘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2-01 120.00

绒毛小兔
（美） 玛格莉·威廉姆斯 著 
林可欣 译 威廉·尼克尔森 绘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03-01 22.00

怪兽山 娜塔利巴比特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1-01 14.00

折耳兔瑞奇成长绘本系列（共12册） （比）吉多·范·西纳顿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2-01 144.00

一个孩子的诗园 （英）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
森 著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4-02-01 78.00

彼得兔的童话世界（120周年经典纪念 限
量版） （英）毕翠克丝·波特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880.00

一片叶子落下来：关于生命的故事 利奥·巴斯卡利亚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4-01 28.00

生命的故事（全10册）
（日）安田守 山口进 等摄影
（日）小杉美野里 文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1 128.00

关注孩子的目光
（日） 佐佐木正美 著
 傅玉娟 译 山胁百合子 绘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4 32.00

百兽越狱：动物们脱逃的故事 萨苏　 同心出版社 2014-01-01 48.00

穿毛衣的小镇
（美） 麦克·巴内特 著
（加） 乔恩·克拉森 绘

接力出版社 2014-03-01 32.00

黑米走丢了 弯弯 明天出版社 2014-01-01 32.80

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共7本） 丰子恺 著 海豚出版社 2014-03-01 92.00

天上的云彩在开会
黄宇　著  
以木为友＆奇卡同通　编绘

现代出版社 2014-01-01 16.80

纽扣男孩
阿里克斯·巴泽勒  珍妮·乌
曼  瓦莱里奥·维达利 文  瓦莱里
奥·维达利  珍妮·乌曼 图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2014-03-13 29.80

曹文轩画本：草房子套装（全9册） 曹文轩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4-08 180.00

纽扣战争 （法） 路易·佩尔戈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01 28.00

野猫的首领 张之路　著 新蕾出版社 2014-01-01 17.00

石头底下藏着什么? (德)凯塔琳娜 哈格纳 著，(德)斯
蒂芬妮 克莱门 绘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03-01 14.90

美丽心灵 于立极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18.00

童年河（平装） 赵丽宏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25.00

她只是个孩子 桃丽·海顿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1 32.00

爱德华的奇妙之旅
（美）迪卡米洛 著
（美）伊巴图林 绘

新蕾出版社 2014-02-01 36.00

会做饭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能活下去 （日） 安武信吾  安武千惠  安武
花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3-01 32.00

宇宙最后一本书 （美）罗德曼·菲尔布里克 著 晨光出版社 2014-01-01 16.80

好饿的毛毛虫 立体洞洞书 （精装） （美）艾瑞·卡尔 文 图 明天出版社 2014-02-01 188.00

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精装） 苗德岁 编著 接力出版社 2014-01-01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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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本艺术启蒙书 贝亚特丽斯·丰塔内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88.00

做最棒的自己（共10本） （美）巴巴拉·本尼斯 文（美）
弗兰克·里奥 绘 海豚出版社 2014-01-01 138.00

创意儿童插画1000例 （美）朱莉亚·斯考劳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68.00

阿贝的荒岛 (美)威廉·史塔克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1-01 16.00

小狗钱钱
（德）舍费尔 著
王景楠，余茜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22.00

张之路儿童文学自选精品集（套装全3册） 张之路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2-01 48.00

黄昏海的故事 （日）安房直子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03-01 17.00

安德的影子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郭
卫文 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32.00

托芙扬松经典漫画：姆咪谷故事全集（全
5册·珍藏版） （芬兰）托芙·扬松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122.00

本吉的礼物 （日）市川里美　文/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26.80

从小爱艺术（全3册） （英）迪金斯 等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2-01 188.00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理解贝茜 （美）费希尔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19.80

关于《纳尼亚传奇》的那些事：给孩子们
的信 C.S.路易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2-01 28.00

安琪拉的灰烬 （美）弗兰克·迈考特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1 39.50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著 新蕾出版社 2014-01-01 18.00

哲学家与儿童对话 （德）里夏德·达维德·普雷希
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3-12-01 37.00

黑骑士的秘密 邹凡凡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20.00

奇妙国（套装3册） （日）安野光雅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1-01 48.00

汉声数学图画书（全41册+妈妈手册）
（美）乔治·帕比 等著，（美） 
汤米·狄波拉、唐纳德·克鲁斯 
等绘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11-01 1080.00

眼 （波） 奇米勒斯卡 著 接力出版社 2013-11-26 39.80

勇敢布布的奇妙世界 爱丽丝·B·麦克金提 文，玛嘉
莉·吕什 文 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4-01-01 60.00

谢尔·希尔弗斯坦：什么都要有 （美） 谢尔·希尔弗斯坦 著 范晓
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1 39.00

花木兰 北朝民歌，蔡皋 图 明天出版社 2013-12-21 32.80

365个艺术创意Ⅲ （英）菲欧娜·伟特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02-01 78.80

如何做一本书 阿丽奇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31.80

好好照顾我的花 郝广才 文，（意大利）吉恩卢卡 
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2-01 38.00

跟着大师玩创意（共6册） （德） 苏珊娜·霍夫曼、布丽吉
特·波勒 等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2-01 156.00

我的错都是大人的错 几米 著 现代出版社 2014-01-01 33.00

海豚绘本花园：爱是什么？
（丹麦） 金·弗珀兹·艾克松 著 
李晓琼 译 （瑞典） 爱娃·艾瑞克
松 绘

长江出版传媒，湖北少年
儿童出版社 2013-12-01 29.00

DK儿童动物大百科 英国DK公司 编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128.00

小女孩的优雅书 （英）罗斯玛丽·戴维森、萨
拉·瓦因 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11-01 35.00

周岁 （美） 玛·金·罗琳斯 著 张睿君 
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5.00



151

我的第一本艺术启蒙书 贝亚特丽斯·丰塔内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88.00

做最棒的自己（共10本） （美）巴巴拉·本尼斯 文（美）
弗兰克·里奥 绘 海豚出版社 2014-01-01 138.00

创意儿童插画1000例 （美）朱莉亚·斯考劳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68.00

阿贝的荒岛 (美)威廉·史塔克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01-01 16.00

小狗钱钱
（德）舍费尔 著
王景楠，余茜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3-01 22.00

张之路儿童文学自选精品集（套装全3册） 张之路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2-01 48.00

黄昏海的故事 （日）安房直子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03-01 17.00

安德的影子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郭
卫文 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32.00

托芙扬松经典漫画：姆咪谷故事全集（全
5册·珍藏版） （芬兰）托芙·扬松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122.00

本吉的礼物 （日）市川里美　文/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26.80

从小爱艺术（全3册） （英）迪金斯 等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2-01 188.00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理解贝茜 （美）费希尔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19.80

关于《纳尼亚传奇》的那些事：给孩子们
的信 C.S.路易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2-01 28.00

安琪拉的灰烬 （美）弗兰克·迈考特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1 39.50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著 新蕾出版社 2014-01-01 18.00

哲学家与儿童对话 （德）里夏德·达维德·普雷希
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3-12-01 37.00

黑骑士的秘密 邹凡凡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1-01 20.00

奇妙国（套装3册） （日）安野光雅 著 新星出版社 2014-01-01 48.00

汉声数学图画书（全41册+妈妈手册）
（美）乔治·帕比 等著，（美） 
汤米·狄波拉、唐纳德·克鲁斯 
等绘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11-01 1080.00

眼 （波） 奇米勒斯卡 著 接力出版社 2013-11-26 39.80

勇敢布布的奇妙世界 爱丽丝·B·麦克金提 文，玛嘉
莉·吕什 文 图 连环画出版社 2014-01-01 60.00

谢尔·希尔弗斯坦：什么都要有 （美） 谢尔·希尔弗斯坦 著 范晓
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1-01 39.00

花木兰 北朝民歌，蔡皋 图 明天出版社 2013-12-21 32.80

365个艺术创意Ⅲ （英）菲欧娜·伟特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02-01 78.80

如何做一本书 阿丽奇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31.80

好好照顾我的花 郝广才 文，（意大利）吉恩卢卡 
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4-02-01 38.00

跟着大师玩创意（共6册） （德） 苏珊娜·霍夫曼、布丽吉
特·波勒 等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2-01 156.00

我的错都是大人的错 几米 著 现代出版社 2014-01-01 33.00

海豚绘本花园：爱是什么？
（丹麦） 金·弗珀兹·艾克松 著 
李晓琼 译 （瑞典） 爱娃·艾瑞克
松 绘

长江出版传媒，湖北少年
儿童出版社 2013-12-01 29.00

DK儿童动物大百科 英国DK公司 编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128.00

小女孩的优雅书 （英）罗斯玛丽·戴维森、萨
拉·瓦因 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11-01 35.00

周岁 （美） 玛·金·罗琳斯 著 张睿君 
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5.00

社科类

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定价

大国博弈（上下册） （美）约翰·托兰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5-01 68.00

自由的未来 （美）法里德·扎卡里亚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5-01 58.00

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 （美）格伦·格林沃尔德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42.00

正义的成本：当法律遇上经济学 熊秉元 东方出版社 2014-03-01 45.00

大学之道 （美）乔纳森·科尔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5-01 66.00

大家01 中日之间：误解与错位 李长声 主编 贾葭 执行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7-01 39.00

社会学与生活（插图修订第11版·完整版） （美）理查德·谢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6-01 99.80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郑永年　 东方出版社 2014-06-01 35.00

耶路撒冷：伊斯兰激进派、西方及圣城的未来 （以色列）多尔·戈尔德（Dore 
Gold）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05-01 42.00

剑桥·公共安全管理译丛：暴力与民主 （英）约翰·基恩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6-01 45.00

电车难题 （美）托马斯·卡思卡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28.00

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美）麦迪逊（MadisonJ.） 译林出版社 2014-07-01 128.00

起火的世界 蔡美儿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39.00

中国大视野：国际热点问题透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6.00

论妥协 （英）约翰·莫雷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07-01 42.00

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八版） （美）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
尔·马可夫斯基 商务印书馆 2014-07-01 39.00

见证权利：美国总统的七门课 （美）戴维·葛根 上海三联书店 2014-04-01 46.00

新民说：《克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 吴征宇 编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35.00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 俞可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45.00

城市 （德）马克斯·韦伯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4-06-01 48.00

为什么？ （美）查尔斯·蒂利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
司 2014-05-01 39.80

独裁者手册
（美）布鲁斯·布鲁诺·德·梅
斯奎塔，（美）阿拉斯泰尔·史
密斯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42.00

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
（美）吉原恒淑 （Toshi 
Yoshihara）（美）詹姆斯.霍姆
斯 （James R. Holm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6-01 49.00

甲午殇思 刘亚洲、丁一平、金一南、罗援 
等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4-05-01 68.00

1944：腾冲之围 余戈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4-05-01 96.00

孩子是脚，教育是鞋：芭学园教育理念和经
典课程 李跃儿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42.00

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 （英）约翰·麦克莱兰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40.00

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 朱曾汶 商务印书馆 2014-05-01 25.00

新闻的历史（第三版） （美）米切尔．斯蒂芬斯
（Mitchell Stephens）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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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
（美）尼可拉斯·克里斯多夫  
雪莉·邓恩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39.80

婚姻史：婚姻制度的精细描绘与多角度解读 （加）伊丽莎白·阿伯特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4-01 49.80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巴 著 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35.00

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互联时代的教育革命 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49.90

法律的故事：最新最全译本（增订版） （美）赞恩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01-01 39.80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郑永年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5-01 42.00

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美）理查德·波斯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9.00

美国为什么完蛋了？：帝国衰败的根源 （美）莫里斯·伯曼（Morris 
Berman）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1-01 39.00

特权：哈佛与统治阶级的教育 （美）罗斯·格雷戈里·多塞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4-05-01 35.00

数字时代的图书 （英）约翰·B.汤普森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03-01 68.00

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 （美国）杰里 施瓦茨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4-01 48.00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 （英）萨达卡特·卡德里 新星出版社 2014-05-01 49.50

斯诺登档案：世界最大泄密事件内幕揭秘 （英）卢克·哈丁（Luke 
Harding） 著 金城出版社 2014-04-01 35.00

无缘社会 （日）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官僚主义的弊害 （法）阿兰·佩雷菲特 东方出版社 2014-03-01 68.00

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 （美）理查德·内德·勒博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2.00

法学院 朱伟一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28.00

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
安·伍尔德里奇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52.00

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
准秘史 （美）杰罗姆·卡拉贝尔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98.00

国家的选择：华盛顿与他的时代（上下册） （美）罗恩 彻尔诺 （Ron 
Chernow）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4-01 79.80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兰德尔 柯林
斯，迈克尔 曼，乔治 德鲁贵恩，
克雷格 卡尔霍恩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4-01 49.00

未来中国的变与不变：新秩序如何影响我们
的生活？ 郑永年 等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9.80

国家与社会 （加）卜正民、傅尧乐 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4-01 49.00

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 （法）伊波利特·泰纳 著 黄艳红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014-04-01 58.00

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 （美）埃里克·克里纳伯格 著 徐
家良，孙龙，王彦玮 译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48.00

死亡之手 （美）戴维·霍夫曼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59.00

希望之路：公民伦理的创建 （法） 斯特凡·埃塞勒、 （法） 
埃德加·莫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4-02-01 28.00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典藏版） （德）维尔纳 桑巴特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3-01 39.00

海权论 （美）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03-01 58.00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郑永年 著 邱道隆 译 东方出版社 2014-02-05 45.00

为将之道：美国名将指挥的艺术 （美）小埃德加·F·普里尔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2-01 39.80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3-01 88.00

哈耶克传 （美）艾伦·艾伯斯坦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65.00

一日一谈 马相伯 口述  王瑞霖 等校注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30.00

凯撒不爱我：追寻新闻人的自由传统与典范 王健壮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9.00



153

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吗？ Michael W. Appl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32.00

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69.00

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 （加）麦克卢汉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58.00

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
舆论 （英）A.V.戴雪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39.00

人权、国家与文明（第二版） （日）大沼保昭 著，舒炜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3-01 48.00

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夏晓虹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2-01 39.80

逆鳞集：中国专制史文集 薛国中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1-01 39.00

五位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杂忆 （美）约翰·保罗·斯蒂文斯 上海三联书店 2014-03-01 35.00

柏林1961：肯尼迪、赫鲁晓夫和世界上最危
险的地方

（美）弗雷德里克·肯普 著 武风
君，汪小英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01-01 55.00

中国政治二千年 张纯明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04-01 20.00

信息渴望自由 胡泳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5.00

人文社科悦读坊：政治学与生活（第12版） （美）迈克尔·G·罗斯金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58.00

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刘哲昕 著 法律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 （美）科特金 著，王旭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49.00

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 徐贲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2-01 55.00

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 （美）利昂·D.爱泼斯坦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2-01 41.00

明镜高悬：中国法律文化的多维观照 徐忠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向太阳 向光明：朱厚泽文存（1949-2010） 朱厚泽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3-01 68.00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韩毓海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3-01 49.00

政治的细节（第10版） （美）罗伯特·J·阿特、罗伯
特·杰维斯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3-01 68.00

中国在梁庄 梁鸿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38.00

公共人的衰落 （精装） （美）理查德·桑内特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65.00

法学的邀请 （英）布赖恩·辛普森（Brian 
Simpson）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7.00

监听大国 蒂姆·韦纳 著 海天出版社 2014-03-01 49.00

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 关晓红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1-01 65.00

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 张冠生 著 海豚出版社 2013-12-01 52.00

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
朴形式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49.00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
力与社会网络 （美）张鹂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25.00

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 （美）明恩溥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29.80

致年轻律师的信（珍藏本） （美）艾伦·德肖维茨 法律出版社 2014-02-01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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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枪支文化：一部用枪支写成的国家历史 孙昂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02-01 40.00

民主向何处去？：哈耶克政治学、法学论文集 哈耶克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
版社 2014-01-01 45.00

中国国民党大陆工作组织研究（1950-
1990） 杨瑞春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2-01 68.00

自由主义批判史 （意）多米尼克·洛苏尔多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3-01 69.00

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 （美）比尔·科瓦奇 汤姆·罗森斯
蒂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38.00

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 （美）琳·乔伊纳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01-01 49.00

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
美关系史

（美）埃里克·杰·多林（Eric Jay 
Dolin）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56.00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 徐贲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 章玉政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5.80

每个人的政治（典藏版） （精装） 赵汀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39.00

美国十讲 资中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6.00

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 （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 
（Emil Walter-Busch） 著 郭力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45.00

汉堡统治世界？！社会的麦当劳化（20周年
纪念版）

（美）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9.80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美）艾伦·德肖维茨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9.80

欧洲与中国 陈乐民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1-01 48.00

法律的理念 （英）罗伊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38.00

乌合之众（最新版） （法）勒庞著、何丽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01-01 29.80

改革开放口述史 欧阳淞 高永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88.00

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半永久性依存的
起源 （日）松田武　著，金琮轩　译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49.00

中华学人丛书：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
社会（修订版） 罗志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郑观应集（全八册） 夏东元编 中华书局 2014-01-01 280.00

反社会的人 （德）瓦尔特·伍伦韦伯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01-01 29.80

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 腾讯文化 编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6.00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 （美）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60.00

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
全战略 曾华锋，石海明 著 解放军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全球拍卖 菲利普·朗（Phillip Brown） 
休·劳德（Hugh Lauder）等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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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枪支文化：一部用枪支写成的国家历史 孙昂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02-01 40.00

民主向何处去？：哈耶克政治学、法学论文集 哈耶克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
版社 2014-01-01 45.00

中国国民党大陆工作组织研究（1950-
1990） 杨瑞春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2-01 68.00

自由主义批判史 （意）多米尼克·洛苏尔多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3-01 69.00

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 （美）比尔·科瓦奇 汤姆·罗森斯
蒂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38.00

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 （美）琳·乔伊纳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01-01 49.00

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
美关系史

（美）埃里克·杰·多林（Eric Jay 
Dolin）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56.00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 徐贲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 章玉政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5.80

每个人的政治（典藏版） （精装） 赵汀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39.00

美国十讲 资中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6.00

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 （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 
（Emil Walter-Busch） 著 郭力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45.00

汉堡统治世界？！社会的麦当劳化（20周年
纪念版）

（美）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9.80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美）艾伦·德肖维茨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9.80

欧洲与中国 陈乐民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1-01 48.00

法律的理念 （英）罗伊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38.00

乌合之众（最新版） （法）勒庞著、何丽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01-01 29.80

改革开放口述史 欧阳淞 高永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88.00

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半永久性依存的
起源 （日）松田武　著，金琮轩　译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49.00

中华学人丛书：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
社会（修订版） 罗志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8.00

郑观应集（全八册） 夏东元编 中华书局 2014-01-01 280.00

反社会的人 （德）瓦尔特·伍伦韦伯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01-01 29.80

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 腾讯文化 编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6.00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 （美）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60.00

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
全战略 曾华锋，石海明 著 解放军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全球拍卖 菲利普·朗（Phillip Brown） 
休·劳德（Hugh Lauder）等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35.00

生活类

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定价

寻味中国 （美） 林留清怡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8.00

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 （加）马尔科姆 格拉德威尔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36.00

跑步圣经：我跑故我在（35周年纪念版） （美）乔治·希恩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59.90

成长，请带上这封信 张泉灵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6-01 36.00

转山：边境流浪者 谢旺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48.00

我想你了，爸爸 平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39.00

男人道2 韩浩月 著 东方出版社 2014-05-01 32.00

采绿 涂昕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07-01 58.00

妈妈教我的人生课 钟郁君 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4-01 35.00

初心 江振诚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05-01 32.80

麦肯锡问题分析与解决技巧 （日）高杉尚孝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06-01 35.00

是真的吗？你所知道的健康常识往往是错误的 腾讯《今日话题》编辑部 著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6-01 35.00

中国人的修养 蔡元培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4-05-01 32.00

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 孙立群 商务印书馆 2014-07-01 36.00

我的花园、我的城市和我 （英）海伦·芭布丝 商务印书馆 2014-05-01 26.00

自然生物的水彩极致表现 （法）阿加特埃弗曼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5-01 38.00

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 （美） 克里斯汀·金柏尔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06-01 36.00

一个人的草木诗经 子梵梅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5.00

天使的品味：艺术收藏的历史 弗朗西斯·亨利·泰勒 华夏出版社 2014-05-01 68.00

13年2个月23天11个小时的环球旅行记 ：黑水
迷踪 （英）杰森·路易斯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6-01 36.00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俞敏洪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36.00

幸福的哲学 周国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32.00

优雅地老去：678位修女揭开阿尔茨海默病之
谜 （美） 大卫·斯诺登 著 李淑珺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4-28 32.00

钓客清话 （英）艾萨克·沃尔顿 新星出版社 2014-04-01 26.00

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精装第2版） （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36.00

托斯卡纳乡村生活 （美）玛琳娜．布雷西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6.00

英伦绅士淑女养成课 （英） E·佛利，B·科茨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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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生活小史 栗月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32.00

独立文丛：极端植物笔记 蒋蓝 海豚出版社 2014-03-01 38.00

好吃的哲学：萨瓦兰美食圣经 （法） 萨瓦兰 古吴轩出版社 2014-05-01 36.00

昔日的味道 池波正太郎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2.00

冥想 （法）克里斯托夫·安德烈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2-01 53.00

100个基本：松浦弥太郎的人生信条 松浦弥太郎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42.00

爸爸在这里：女儿，请允许我用这种方式陪伴
你 袁卫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4-05-01 29.80

内向者心理学：他们为什么比外向者更容易成功 （美）马蒂·O.兰尼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9.80

厨房里的双人舞 焦桐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4-01 28.00

脆弱的力量
（美）布琳·布朗
（Brene Brown Ph D）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39.90

信息节食 （美）Clay A. Johnson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4-01 39.00

怎样看到鹿：与自然相遇的50种方式 周玮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4-01 35.00

背包客手册(第4版) （美）克里斯·唐森德(Chris 
Townsend)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4-01 78.00

我的旅行哲学 陈丹燕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3-01 38.00

人体使用手册3:养生的逻辑 吴清忠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8.00

一只狗的生活意见 彼得 梅尔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4-01 28.00

下乡养儿 冯丽丽 新星出版社 2014-05-01 36.00

麦迪在路上：一只无所不立的狗与超级旅行 （美） 塞隆·汉弗莱 著 张本容 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4-04-01 59.00

老人这宝贝 （日） 渡边淳一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1-01 25.00

我的安全我做主：个人安全读本 李旭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0.00

声音的力量 瞿泽仁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03-01 33.00

花开，不败 张海彤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3-01 32.00

来世今生：台湾山居生活札记 朱天衣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3-01 36.00

透视谎言：跟牛津专家学超实用破谎术 （德） 雅克·纳斯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4-01 28.00

寻找莎士比亚：探访莎剧中的意大利 理查德·保罗·罗 (Richard Paul 
Roe)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38.00

尼采的锤子：哲学大师的25种思维工具 （英）尼古拉斯 费恩 著 新华出版社 2014-04-01 28.00

真的假的啊 幾米 著 海豚出版社，中国国
际出版集团 2014-01-01 32.00

百马人生，从55岁开始 田同生 著， 田十川 绘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8.90

每天一幅禅绕画 （美） 贝卡·克拉赫拉 著 金黎晅 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58.00

爱情哲学：西方世界广受欢迎的爱情课 （美）欧文·辛格（Irving Singer）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2-01 45.00

父母的习惯：培养孩子意志力的62个好点子 多湖辉 著，王燕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4-01 25.00

癌症只是慢性病：何裕民教授抗癌新视点（第
三版） 何裕民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4-01 29.80

生态花园实用手册 （法） 霍普斯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4-01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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侣行 张昕宇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39.00

祖父的六抽小柜 杨凯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45.00

快活馋 高军  徐路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32.80

控制焦虑：百年诞辰纪念版 （美）埃利斯 著  李卫娟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35.00

金色摩托帮
（美） 杰克·坎菲尔德
（美） 威廉·格莱斯顿 著 李丹 译

漓江出版社 2014-03-01 20.00

悉尼：帝国的绚烂余晖 简·莫里斯 东方出版中心 2014-01-01 35.00

爱的新发现 威廉·施密德 (Wilhelm Schmid)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2-01 35.00

多肉植物手绘日记 花农女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39.80

海蒂育儿大百科（1～3岁） （美）麦考夫 等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2-01 59.50

TED演讲的秘密：18分钟改变世界 （美）杰瑞米·多诺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6.90

一个人的幸福手作 （日） 高木直子 著 黄悦生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4-01 28.00

让我听见你的声音：一个家庭战胜孤独症的故
事 （美）凯瑟琳·莫里斯 华夏出版社 2014-04-02 29.00

恋上法式十字绣·童年的记忆 （法）安吉涅 著  刘梦星 译 华夏出版社 2014-03-01 59.80

菜单中的秘密：爱丽舍宫的飨宴 （日） 西川惠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3-01 29.00

星期五的心理咨询室 毕淑敏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2.00

击败癌症：与曾治愈过癌症的医生们访谈如何
防范于未然

（美） 苏珊娜·萨默斯（Suzanne 
Somers） 著 
郑瑞珍  邹亚芬  陈大元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69.00

情商4：决定你人生高度的领导情商
（美） 丹尼尔·戈尔曼   理查德·博
亚兹   安妮·麦基 著 任彦贺
覃文艳  李瑶 译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49.00

猫咪学问大：人类最想问的80个喵什么 （英） 德斯蒙德·莫里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1-01 39.80

我和狗狗一起活下来 （美） 特蕾莎·瑞恩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时代华
文化书局

2014-03-01 35.00

你会管理自己的健康吗：何裕民教授健康新宣
言 何裕民，倪红梅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38.00

哈佛家庭医学全书（上下册） （美）安东尼 L 科马罗夫 主编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176.00

40次机遇：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
（美） 霍华德·G·巴菲特
（美） 霍华德·W·巴菲特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42.00

托斯卡纳艳阳下 （美） 弗朗西斯·梅斯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3-01 32.00

与庄共舞：人生的自救之道 王蒙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1-01 38.00

菜篮：蔡澜食材全书·素之味 蔡澜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4-01-01 39.80

刁嘴 汪朗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4-01-01 35.00

战胜癌症从“心”开始：骆老师对话“癌政
委” 骆降喜 唐影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0.00

舌染红尘：人生就是由味道组成的日子 荆方 著 绘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36.00

最大的冒险：我的教养心笺 吴淡如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29.80

为了回家，所以旅行 （美）安德鲁·麦卡锡 Andrew 
McCarthy 重庆出版社 2014-01-01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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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博弈：建立信任、避免背叛与不忠
（美） 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娜恩·西尔弗（Nan 
Silver） 著 刘昱含 编 穆君  伏维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49.90

战胜拖延症 （加）皮切尔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02-01 36.80

被遗忘的动物们 （日）太田康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1-01 39.80

圈子·段子之职场金庸：金庸小说里的公司人
智慧 沈威风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28.00

拯救威利：一个父亲为自闭症儿子创造的多彩
人生 霍长和　 现代出版社 2013-12-01 36.00

世间的猫都是旅人 （韩）玛璃猫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39.00

麦肯锡教我的思考武器：从逻辑思考到真正解
决问题 （日）安宅和人 著  郭菀琪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2-01 29.80

断舍离（心灵篇） （日）山下英子 著，王珊 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32.00

提问的艺术：为什么你该这样问
（美） 安德鲁·索贝尔（Andrew 
Sobel）杰罗德·帕纳斯（Jerold 
Panas）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5.00

青春永不落：不怕老的理想生活指南 （美）玛丽·凯瑟琳·贝特森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36.00

无知的游历 陈丹青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58.00

男人的菜市场 刘克襄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5.00

参谋助手论 王怀志  郭政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1-01 45.00

超越孤独 （印）克里希那穆提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9.80

与柏拉图一起驰骋：我们如何不寻常地活着、
走着、相爱与再会 （英） 罗伯特·罗兰·史密斯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29.00

即兴的智慧
（美） Patricia Ryan Madson 著 
七印部落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9.00

性史1926 张竞生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2-01 38.00

家有小事儿 博琳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29.80

爱讲故事的爸爸是最好的爸爸 杨政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49.80

塔莎的传家宝 （美） 托娃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4-02-01 45.00

枪与玫瑰的使用方法 果壳guokr.com 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32.80

优雅 （法）热纳维耶芙·安托万·达里奥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36.80

民国吃家 二毛 著  袁小真 插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29.00

一日一花 （日）川濑敏郎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118.00

控制愤怒

（美） 阿尔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雷蒙德·奇普·塔夫瑞特
（Raymond Chip Tafrate） 著 
林旭文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拿铁，还是卡布奇诺：1天24小时的120个正
确选择

（英） 希利·简斯（Hilly Janes） 著 
石玉然，钱峰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1-01 29.00

最熟悉的陌生人：自我认知和潜能发现之旅 （美）提摩西·威尔逊(Timothy D. 
Wilson)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1-14 45.00

生命中最美好的事都是免费的 （加） 尼尔·帕斯理查 著 赵燕飞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6.00

住在我心里的猴子：焦虑那些事儿 （美） 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Smith）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35.00

年轻时：张颐武解读人生警语 张颐武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4-01-03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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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类

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定价

六个字母的解法 刘禾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5.00

庆山：得未曾有 庆山（安妮宝贝）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49.00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张新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59.00

生命物语 （比）莫里斯·梅特林克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04-01 32.00

白纸的传奇 王鼎钧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35.00

如何成为一个妖孽 胡紫微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7-01 39.00

儿子，你要活下去 （法） 品雅特海（Pin 
Yathay） 花城出版社 2014-01-01 36.00

中国散文小说史 陈平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39.00

老上海，旧时光 程乃珊 著 贺友直 绘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6-01 49.00

禅定荒野 （美）斯奈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35.00

少年书剑在津门 周汝昌 著  周伦玲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26.0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花城出版社 2014-06-01 34.80

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 （英）阿德里安·福蒂 译林出版社 2014-05-01 48.00

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珍藏本）
（法）蕾蒂西娅 塞纳克 著
黄荭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78.00

漂泊者萧红 林贤治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4-01 39.00

盛唐诗 （美）宇文所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3-01 45.00

自由的老虎 沈诞琦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04-01 32.80

荣光之路 （美）伍迪·格斯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8.00

神殿的基石：布拉加箴言录（软精装） （罗马尼亚）卢齐安·布拉加 花城出版社 2014-04-01 38.00

聂鲁达情诗全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01 39.50

图说中国绘画史 （美）高居翰（James 
Cahill）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5-01 88.00

大地上的事情 苇岸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7.00

人间词话七讲 （加拿大）叶嘉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9.00

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田家青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5-01 48.00

瓦尔登湖的反光：梭罗日记（增订版） 亨利·戴维·梭罗 金城出版社 2014-06-01 58.00

监狱里的图书馆 （美）阿维·施泰因贝格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4-04-20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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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自己的房间 弗吉尼亚·伍尔夫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25.00

悔晚斋臆语 陈传席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04-01 49.00

我生命中的街道：佛朗克的巴黎记忆 （法）贝尔纳·佛朗克 漓江出版社 2014-05-01 25.00

百家小集系列：读书太少 王跃文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32.00

地洞笔记 梁小斌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2014-05-01 36.00

桃花流水杳然去：王鼎钧散文别集 王鼎钧　 商务印书馆 2014-02-01 38.00

脸之书（全2册） 骆以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55.00

给伊夫的信 （法）贝尔热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22.00

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日）小泽征尔  村上春树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5-01 39.50

我是你的男人：莱昂纳德·科恩传记 （美）西尔维·西蒙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05-01 68.00

我是凤凰，只在烈火中歌唱：茨维塔耶娃诗选 （俄）玛丽娜·伊万诺夫
娜·茨维塔耶娃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4-01 45.00

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 （美）葛浩文 著 现代出版社 2014-04-01 35.00

中西风马牛（修订版） 启之（吴迪）著  微尘 供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3-01 39.80

烟云过眼（插图布面精装本） 张伯驹 著 中华书局 2014-03-01 56.00

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58.00

不安之书 （葡）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04-01 42.00

巫婆的红筷子：阎连科、梁鸿对谈录 阎连科  梁鸿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4-01 30.00

大叔（精装） 马家辉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04-01 36.00

从北山楼到潜学斋 施蛰存  孙康宜 著 沈建中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03-01 48.00

龙应台“人生三书”之三：目送（彩插新版） 龙应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3.00

余华随笔（全3册） 余华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1-01 56.00

留味行：重返祖母流亡之路 瞿筱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2.00

致理想读者 李敬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
司 2014-03-01 40.00

邹静之戏剧集 邹静之 作家出版社 2014-03-01 29.00

别人的生活 刘汀 新世界出版社 2014-03-01 35.00

上海制造 李翔宁  李丹锋  江嘉玮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52.00

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从喀布尔到巴格达的
战地报道

（美） 戴斯特·费尔金斯
(Dexter filkins）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39.80

逃避之路 （英）格雷厄姆·格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2-01 51.00

洗耳恭听：读懂音乐大师 贺秋帆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新视觉：包豪斯设计、绘画、雕塑与建筑基
础 拉兹洛·莫霍利-纳吉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6.00

跨界设计：建筑与书法 王昀 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4-04-01 48.00

导演小人书 林兆华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4-09 46.00



161

守望麦田：塞林格传 （美）坎尼斯·斯拉文斯基 著 现代出版社 2014-03-01 40.80

何处还乡 江飞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2.00

田园之秋 陈冠学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2-01 38.00

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2 （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公司

2014-02-01 30.00

中国艺术史 （英）迈克尔·苏立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79.00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洪业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2-01 72.00

媒体艺术网络
（德） 鲁道夫·弗利林 
迪特·丹尼尔斯 编 著 
潘自意 陈韵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49.00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 沈从文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149.00

安迪·沃霍尔自传及其私生活
（美） 约翰·威尔科克
（John Wilcock） 著  
克里斯托弗·特雷拉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148.00

莎士比亚全集（10卷本）
（英） 威廉·莎士比亚 著 
洛克威尔·肯特 (Rockwell 
Kent） （插图）方平 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3-11 880.00

依然如旧的月色 茅海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01-01 30.00

一次：图片和故事 （德）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3-01 88.00

唐诗风物志 毛晓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8.00

棔柿楼集·卷四 宋代花瓶 杨之水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2-01 99.00

尘封岁月 施燕平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78.00

青铜一梦 余光中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2.00

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 （日）野岛刚（Nojima 
Tsuyoshi）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45.00

纽约客随感录 董鼎山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4-01 36.00

世界美文观止（平） 张守仁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03-01 48.00

装订道场：28位设计师的我是猫 Graphic社编辑部  何金凤 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01-01 78.00

建筑的诗意 （英） 约翰·罗斯金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03-01 25.00

宽忍的灰色黎明 （法）福柯   德勒兹   朗西埃  
罗兰·巴特 等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2.00

陌生的中国人 杨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36.00

里尔克：一个诗人 拉尔夫·弗里德曼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138.00

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6.00

肥肉 朱赢椿 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56.00

煮字为药 徐国能 九州出版社 2014-01-01 29.80

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西尔维娅·普拉斯诗
全集 西尔维娅·普拉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58.00

《霍比特人》的艺术 
韦恩G. 哈蒙德  
克里斯蒂娜斯卡尔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148.00

我也叫萨朗波 虹影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5.00

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张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03-01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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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笔记 刘文飞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25.00

棕皮手记 于坚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有限公
司 2014-01-01 48.00

春华秋实 梁文蔷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28.00

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 王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2.00

螺君日记 毕树棠 海豚出版社 2014-01-01 15.80

迈尔斯·戴维斯自传：一代爵士大师的传奇
（美）迈尔斯·戴维斯
昆西·特鲁普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78.00

迷失的建筑帝国：现代主义建筑的辉煌与悲剧 （英） 迈尔斯·格伦迪宁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25.00

爸爸丰子恺 丰一吟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01-01 45.00

羊吃草 西西 著  何福仁 编选 中华书局 2014-01-01 43.00

藤田嗣治：巴黎画派中的黄皮肤 刘柠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01-01 45.00

绘本非常建筑 张永和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98.00

想见 看见 听见
阮义忠  著/摄影   
方大曾  摄影   吕楠  摄影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45.00

画语录：听王季迁谈中国书画的笔墨 徐小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84.00

草色连云 高尔泰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8.00

童心百说 刘再复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18.00

不留心，看不见 桑格格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6.00

荣荣的东村：中国实验艺术的瞬间 巫鸿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9.00

草草集 陈丹青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6.00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一生（1903--
1942）

（法）奥里维尔·菲利波纳
帕特里克·里耶纳尔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58.00

艺术谱系：名画密码与大师传承 （美） 大卫·加里夫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1-01 98.00

建筑的意境 萧默 著 中华书局 2014-01-01 49.00

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 邓飞 著 华文出版社 2014-01-01 35.00

博尔赫斯的面孔 （精装） 格非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39.00

风景与西方艺术 （英）马尔科姆·安德鲁斯 著 
张翔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89.00

我叫他，爷爷 王健壮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古典音乐的巨匠时代（1685—1897） 田艺苗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32.00

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 （美） 汤姆·沃尔夫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9.80

艺术通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 朱龙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01-01 98.00

中国名画研究 李霖灿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50.00

你所不知道的日本名词故事 （精装） （日） 新井一二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32.00

山本耀司：我投下一枚炸弹 （日） 山本耀司  满田爱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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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笔记 刘文飞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25.00

棕皮手记 于坚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有限公
司 2014-01-01 48.00

春华秋实 梁文蔷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02-01 28.00

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 王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2.00

螺君日记 毕树棠 海豚出版社 2014-01-01 15.80

迈尔斯·戴维斯自传：一代爵士大师的传奇
（美）迈尔斯·戴维斯
昆西·特鲁普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78.00

迷失的建筑帝国：现代主义建筑的辉煌与悲剧 （英） 迈尔斯·格伦迪宁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25.00

爸爸丰子恺 丰一吟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01-01 45.00

羊吃草 西西 著  何福仁 编选 中华书局 2014-01-01 43.00

藤田嗣治：巴黎画派中的黄皮肤 刘柠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01-01 45.00

绘本非常建筑 张永和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98.00

想见 看见 听见
阮义忠  著/摄影   
方大曾  摄影   吕楠  摄影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45.00

画语录：听王季迁谈中国书画的笔墨 徐小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84.00

草色连云 高尔泰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8.00

童心百说 刘再复 著 漓江出版社 2014-01-01 18.00

不留心，看不见 桑格格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6.00

荣荣的东村：中国实验艺术的瞬间 巫鸿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49.00

草草集 陈丹青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6.00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一生（1903--
1942）

（法）奥里维尔·菲利波纳
帕特里克·里耶纳尔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58.00

艺术谱系：名画密码与大师传承 （美） 大卫·加里夫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1-01 98.00

建筑的意境 萧默 著 中华书局 2014-01-01 49.00

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 邓飞 著 华文出版社 2014-01-01 35.00

博尔赫斯的面孔 （精装） 格非 译林出版社 2014-01-01 39.00

风景与西方艺术 （英）马尔科姆·安德鲁斯 著 
张翔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89.00

我叫他，爷爷 王健壮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古典音乐的巨匠时代（1685—1897） 田艺苗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32.00

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 （美） 汤姆·沃尔夫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9.80

艺术通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 朱龙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01-01 98.00

中国名画研究 李霖灿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50.00

你所不知道的日本名词故事 （精装） （日） 新井一二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32.00

山本耀司：我投下一枚炸弹 （日） 山本耀司  满田爱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68.00

新知类

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定价

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
（美）罗伯特·斯考伯
谢尔·伊斯雷尔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6-01 42.00

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上中下） 刘华杰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7-01 258.00

鲜花帝国：鲜花育种、栽培与售卖的秘
密 〔美〕艾米 斯图尔特 商务印书馆 2014-04-01 40.00

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
你错 （美）乔纳森·海特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5-01 79.90

不敢问希区柯克的，问S先生吧：论一部
电影的科学修养 科学松鼠会和它的朋友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32.80

如何移动富士山？ 威廉·庞德斯通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36.00

最伟大的医生：传记西方医学史 （美）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5.00

从北极到亚马孙（珍藏插图版 全二册） 张树义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5-01 120.00

盲眼钟表匠 理查德·道金斯 中信出版社 2014-06-01 68.00

世界第一好懂的科学课 （美）本米勒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7-01 39.90

全面回忆：改变未来的个人大数据 （美）戈登贝尔（Gordon Bell）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52.90

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 （英）杰克·查罗纳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6-01 228.00

情种起源 海伦·费舍尔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2014-07-01 36.00

大迁徙：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旅程 （英）本·霍尔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4-07-01 68.00

进化思维：达尔文对我们世界观的影响 克里斯·布斯克斯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28.00

在盒子里思考：11位人工智能科学家的
探索与发现 哈里·亨德森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05-01 28.00

寻找时间的边缘： 黑洞、白洞和虫洞 （英）约翰·格里宾 海南出版社 2014-06-01 32.00

猩猩和蚂蚁，我们更像谁：如何理解人
类的行为与想法 （英）理查德·罗宾逊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7-01 45.00

宇宙简史（插图精装版） （英）斯蒂芬·霍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06-01 38.00

黑猩猩悖论：控制非理性冲动 史蒂夫·彼得斯（Steve Peter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45.00

流动的权力：水如何塑造文明？ （英）史蒂文·米森、休·米森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5-01 42.00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 （美）戈登·汉普顿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4-01 63.00

互联网冲击：互联网思维与我们的未来 （美）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5-01 65.00

病毒来袭 （美）内森 沃尔夫（Nathan 
Wolfe）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49.90

嬉皮士救了物理学：读心、禅和量子 （美）戴维·凯泽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2014-04-01 38.00

看不见的森林：林中自然笔记 （美）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01-01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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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风景：我们为什么想起，又为什
么遗忘？ （荷）杜威·德拉埃斯马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7-01 42.00

气候创造历史 （瑞士）许靖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4-05-01 36.00

地平线未来丛书（第1辑）：未来的108
种可能 韩松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3-01 34.80

蚂蚁之美：进化的奇景 冉浩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6-01 49.00

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Evgeny,Morozov（叶夫根尼·莫
罗佐夫）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6-01 68.00

算法帝国 （美）克里斯托弗·斯坦纳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6-01 49.00

中华科学文明史（上下） （英）李约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160.00

神农架野人传奇 黄万波，魏光飚 科学出版社 2014-01-01 29.80

下一站，天堂：生死学大师谈死亡与临终 （美）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译林出版社 2014-06-01 29.80

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环球科学》杂志社 
 外研社科学出版工作室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05-01 39.80

巫婆上菜：动物行为学的另类观察 张东君 著 唐唐 绘 中信出版社 2014-06-01 39.80

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森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6-01 42.00

饮食革命
（美）小考德威尔 埃塞斯廷 著
朱金武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49.00

非是非非：世界经典趣味悖论 孟云剑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28.00

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
未来 涂子沛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65.00

航母来了：从珍珠港到东京湾 甘本祓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4-01-01 45.00

群体性孤独 （美）雪莉·特克尔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66.90

开膛史 苏上豪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30.00

话/镜：世界因语言而不同 （以） 盖伊·多伊彻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39.80

大脑总指挥：揭秘最具人性的大脑区域 （美）高德伯格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8.00

世界边缘的桥梁 （美）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5.00

数据之美：一本书学会可视化设计 （美）邱南森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89.00

上帝的方程式：爱因斯坦、相对论和膨
胀的宇宙 （美）阿米尔·D·阿克塞尔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45.00

自私的模因 （英）凯特 迪斯汀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4-01 48.00

铁路改变世界 （英）沃尔玛尔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50.00

灵光闪现天才是如何炼成的 （英）安德鲁·罗宾逊、曹燕 等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4-01 49.00

罗布泊档案：罗布泊腹地探险之旅揭秘 高建群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38.00

植物的智慧 马炜梁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4-03-01 128.00

和大脑谈天说地
（美）安德鲁·纽伯格  
马克·瓦德门

译林出版社 2014-02-01 29.80

人与海（附光盘）（精装）
（法）雅安·阿瑟斯-伯特兰
（美）布莱恩·斯凯利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298.00

天文望远镜400年探索之旅（精装修订版） （荷兰）霍弗特·席林  （丹麦）拉
尔斯·林伯格·克里斯滕森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社 2014-01-01 88.00

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
通信的科学（第2版） （美）N.维纳 著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4-02-01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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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
转变（第2版） J. Donald Hughes（J.唐纳德.休斯）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2-01 69.00

疯狂行为学：来自猩猩的你，为什么总
会失去理智 戴维·迪萨尔沃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4-05-01 39.80

科学的旅程 （美）雷·斯潘根贝格、戴安娜·莫泽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128.00

大水荒：水资源大战与动荡未来 （美）查尔斯·费什曼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3-01 45.00

死后的世界，生命不息 （美）雷蒙德·穆迪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2-01 28.00

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 〔美〕弗朗斯·德瓦尔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50.00

x的奇幻之旅 （美）史蒂夫·斯托加茨（Steven 
Strogatz）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4-01 42.00

翻转世界：互联网思维与新技术如何改
变未来 （美）比尔顿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49.90

猿猴的把戏：动物学家眼中的人类关系 达里奥·马埃斯特里皮埃里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3-01 49.00

神圣几何：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宇宙
法则

（英）约翰·米歇尔
（英）埃兰·布朗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4-03-01 48.00

生活中的毒理学 （美）史蒂芬·吉尔伯特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12-01 45.00

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
化的 （美）布莱恩·阿瑟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62.90

人类星球：自然界最伟大的生存故事

（英）戴尔·坦普勒（Dale 
Templar）  布赖恩·利思（Brian 
Leith）  等 著 人人影视 译   蒂莫
西·阿伦（Timothy Allen） 摄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2-01 78.00

科学源流译丛：无限与视角 （美）卡斯滕·哈里斯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2-01 68.00

复杂性思维：物质、精神和人类的计算
动力学

（德）克劳斯·迈克策尔 著 
普国屏  苏俊斌 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01-01 85.00

耶鲁大学公开课：死亡 （美）谢利·卡根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04-01 48.00

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
技术

（美）兰登·温纳 Langdon 
Winn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45.00

信号博弈学演化.学习与信息 （美）布莱恩·斯吉尔姆斯 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30.00

听莫扎特的鲤鱼：22个异想天开的科学
研究与发现 （德）马克·贝内克 著 新华出版社 2014-03-01 21.00

乌鸦的教科书 （日）松原始 著 海洋出版社 2014-02-01 39.00

生命的尺度：对人类患病心理和精神归
属的探索 （美）古柏曼 著  戎建荣 译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36.00

意识宇宙：心灵现象中的科学真相 （美）雷丁 著  何宏 译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01-01 38.00

自由的进化 （美）丹尼尔·丹内特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58.00

幻觉 奥利弗 萨克斯 中信出版社 2014-03-01 42.00

洛杉矶雾霾启示录 （美）奇普·雅各布斯 威廉·凯莉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3-01 38.00

飞行中的科学 （英）布莱恩·克雷格 （Brian 
Clegg） 著 杨洁羽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7.00

黑太阳·蒙陶克的纳粹：西藏连接 （美）彼得·穆恩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02-01 36.00

理性犯的错：日常生活中的6大思维谬误 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 著 刘昱含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3-01 46.90

灵长目与哲学家：道德是怎样演化出来的 （美）弗朗斯·德瓦尔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3-12-01 28.00

贪婪的大脑：为何人类会无止境地寻求
意义

（英）丹尼尔·博尔（Daniel 
Bor）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11-01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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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文斯悖论：技术进步能解决资源难题吗

（美）约翰·M·波利梅尼
（日）真弓浩三  
（西）马里奥·詹彼得罗  
（英）布莱克·奥尔科特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40.00

东西的故事：一件物品的生与死 （美）雷纳德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3-01 59.90

致命接触：全球大型传染病探秘之旅 （美）大卫·奎曼 著 刘颖 译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48.00

想象的世界
（英）保罗 哈里斯 著  
王宇琛  刘晓玲 译  杨广学 审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25.00

为什么你坚信不移的许多事其实是错的 （英）安德里亚·巴勒姆
（Andrea Barham） 著  王旸 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24.80

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
（上下）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01-01 98.00

牛津通识读本：科学革命 （美）劳伦斯·普林西比 著 张卜天 译 译林出版社 2013-12-01 25.00

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界：P/NP问题趣史 （美）Lance Fortnow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1-01 39.00

图解生命 （美）古德赛尔 著 王新国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11-01 56.00

数学的故事 （英国）理查德 曼凯维奇 著 海南出版社 2014-03-01 39.80

世界观：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第2版） （美）理查德·德威特（Richard 
DeWitt） 著   李跃乾  张新 绘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78.00

爱因斯坦的玩具：探寻宇宙和引力的秘密 （美）徐一鸿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42.00

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 （美）丹尼尔·查莫维茨（Daniel 
Chamovitz）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01-01 35.00

信息简史 （美）詹姆斯·格雷克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12-01 69.00

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68.00

医治心病：精神病治疗为什么失败？ （英）理查德 本托尔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01 39.80

如何创造思维：人类思想所揭示出的奥
秘

（美）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 著 盛杨燕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62.90

大人孩子都能懂的时间简史 泡爸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1-01 28.00

错不在我 （美）卡罗尔·塔夫里斯  艾略
特·阿伦森 著  邢占军  等 译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39.00

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 史军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12-01 45.00

浪潮之巅（第2版） 吴军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12-01 118.00

线上幽灵：世界头号黑客米特尼克自传 （美）凯文·米特尼克、威
廉·L·西蒙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69.00

非零和时代
（美）罗伯特·赖特 著
于华　译

中信出版社 2014-01-01 68.00

狗为什么改不了吃屎 (英）古德·哈维兰　 上海三联书店 2014-01-01 29.80

颠覆医疗：大数据时代的个人健康革命
埃里克·托普 著 
张南  魏巍  何雨师  等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55.00

1024·人与机器共同进化（创刊号） 李婷 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1-01 55.00

浪漫四季星空灯 日本学研教育出版 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12-01 188.00

量子、猫与罗曼史：薛定谔传 （英）约翰·格里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4-01-01 40.00

怪诞现象学：21世纪科学防骗指南（插
图第6版）

（美）小西奥多·席克，刘易
斯·沃恩 著 张志敏  武晓蓓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03-01 39.80

你不可不知的50个未来大预言 （英）Richard Watson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12-01 32.00

与大自然捉迷藏 徐仁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69.00

大脑的谎言：100个洞悉思维和情感的故事
（澳）萨伦德拉·弗马 著
 刘竞  余芬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11-01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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