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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科技与医学

Antifatigue : En 4 semaines, retrouvez
100 % de votre énergie grâce au sommeil

Buveurs de vent

文学

饮风者

对抗疲劳

四周內通国睡眠恢复
100％的精力

Pierre Philip
仅仅四周内，您就能通过睡
眠恢复100%的精力

皮埃尔．菲利普（Pierre Philip）教授是知
名的睡眠专家。他发表的许多学术文章都
论证了更好的睡眠能更有效地对抗疲劳。
三十年间，人类平均睡眠时间减少了
一个半小时。焦虑、压力、生活节奏紊
乱……都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充分
且优质的睡眠是对抗疲劳的关键，能给
我们带来难以置信的好处，与运动、维
他命或保健食品一样有效，也对我们的
身体器官和大脑至关重要。本书将成为
您的私人睡眠顾问，帮助您设计一份四周
睡眠调整计划，让您睡得更好，精力更
充沛！

Franck Bouysse
天外有天。

9782226454102 | 2020 | 240 pages
14x20,5 cm | 18.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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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丘位于群山之间，与世隔绝。四位兄弟姐
妹出生在此地，彼此相依为命。马克一直偷
偷看书，不顾爸爸的反对。马修拥有与树木
沟通的天赋。玛贝乐美得出奇，是野性和优
雅的混合体。吕克看起来是个可怜的笨蛋，
却拥有别样的智慧，能和青蛙、鹿以及鸟儿
说话，幻想自己成为动物世界的一员。他们
祖孙三代都在采石场和堤坝工作，为乔伊斯
这个冷血专横的冒险家卖命。这是一部杰出
的寓言式小说，书写大自然的力量与不屈服
的意志。

RIGHTS SOLD
英语

9782226452276 | 2020 | 400 pages
14x20,5 cm | 2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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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La clé de votre énergie : 22 protocoles
pour vous liberer émotionnellement

La planète des chats

文学

猫星球

能量的秘诀
释放情绪的22种方法

Natacha Calestrémé
一本充满启发性和实用
性的书，通过有趣的探索过
程让读者重建自我。

“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我们都经历过生活
的考验。我们都希望不要被这些苦难的影子
缠绕 。然而，每一次新的磨难都会再次淹
没我们，压垮我们，让我们前功尽废。怎样
才能真正解脱？如何让自己持续变好？在经
历过各种风浪后，怎样拾起破碎的自己，回
归喜悦与宁静？身为记者，我得以认识一些
人，他们对内心的伤痛来源于何处有一套独
特的观点。受到他们的启发，我的生命因此
转变，得到升华。这些人的身份是治疗师、
磁疗师和通灵师。他们教给我自我疗愈的技
巧，让我学着摆脱啃噬生命的有毒情绪。
是的，现在轮到我把这些方法分享给你们。”

Bernard Werber
《猫星球》是一本情节跌
宕起伏的小说，把人性的复
杂刻画得淋漓尽致。

RIGHTS SOLD

加泰罗尼亚语
9782226445605 | 2020 | 256 pages
14,5x22,5 cm |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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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崩溃之后，猫和人类以及其他几种
动物联盟，但都无法抵抗老鼠对欧洲的占
领。这只由人、猫和动物组成的团队由一只
名为芭丝特的母猫带领，一起前往纽约。然
而，踏入了这片应许之地之后，等待他们的
却是一场灾难：自由女神像爬满了老鼠，人
类也消失不见。幸好，还有一小队美国人撤
守到建筑物里，接纳了芭丝特和她的同伴。
在这个宝贵的庇护所里，虽然芭丝特通过身
上的USB接口连接入网，但必须想办法在这
里立足。究其原因，在这个奇怪的民主国家
里，猫并不处于统治地位，而外面蜂拥而至
的鼠群比从前更强大更有组织，更何况人类
一直以来都很难团结作战。那么，芭丝特能
成功号召大家一起反攻吗？
9782226455857 | 2020 | 432 pages
15,5x22,5 cm | 2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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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Les aérostats

文学

Les évasions particulières

文学

浮在空中

不一
样的假日

安吉是一个年轻的比利时女大学生，在布鲁
塞尔学习哲学，拥有与年龄不相符的严肃气
质。她应征了一则家教广告，给一位有阅读
障碍的16岁高中男生皮意上文学课。两个人
的相遇负负得正，帮助彼此跨越生活里的重
重难关，一起向前进。
9782226454089 | 2020 | 180 pages
13x20 cm | 17.90 €

Amélie Nothomb
青春是一种才华，需要多

Véronique Olmi
成为女人的三种人生。

年的时间才能够拥有。

1970年，11岁的海伦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
在上学期间，她在南部普罗旺斯的父母家，
周围充满虔诚的天主教氛围。到了假期，她
则借住在巴黎富人区的叔叔婶婶家，那儿的
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叔叔婶婶家人说话都用
敬语，彼此客气有礼。他们开帆船出海，骑
马，被仆人环绕，服饰多样......海伦接触了许
多人，见识了这个正在转变的世界： 表姐莎
冰娜怀抱着演员梦；灵气十足的表妹玛莉耶
特看透了女人的各种秘密；她俩的母亲阿涅
丝那么优雅却那么不幸。而男人们虽然士气
略减，仍顶着风头往前行。

RIGHTS SOLD
德语

9782226448071 | 2020 | 512 pages
14x20,5 cm | 21.90 €

3 4 5 6 7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 45种出版社书目

Albin Michel
L’Illusion

文学

幻影

Maxime Chattam
《幻影》讲述的故事发
生在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场，
悬疑的情节让读者身
临其境，心惊胆战。

On ne touche pas

文学

三十多岁的雨果来自大都会的巴黎，很想到
大自然里放松身心。有一天，他看到一则广
告：寻找滑雪场的夏季季节工。真是个好机
会，但瑟贡谷是个很小的地方，在阿尔卑斯
山的偏远角落，几乎没有游客。那里的气氛
也有点诡异。一切似乎都跟滑雪场老板有
关。传言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魔术师，
四十多年前却退隐江湖。然而，这个人从来
没有现身过，只有一个剪影隐藏在人群中。
有一天，雨果在巡视滑雪场的时候，竟发现
了一具尸体，而且留下了某种仪式的印记。
雨果越深入了解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就发
现了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秘密。其实，这不
是滑雪场的第一期谋杀案，也不是第一次有
人莫名消失……

请别乱摸

Ketty Rouf
我的夜生活比白天更精彩。

乔瑟芬在巴黎郊区德朗西一所高中教哲学。
她的教师办公室抽屉里常备治疗焦虑症和心
悸的药物。她实在受不了教育部那种飘在云
端的规定：“不能给学生造成困难。”她尝试给
学生减少困难，考试只出选择题，而且只有
三个选项，批改考卷时也只用绿色圆珠笔，
因为红色恐怕会伤害学生幼小的心灵……
就这样勉强应付，直到有一天，她推开了香
榭丽舍大道上一家脱衣舞俱乐部的门。在那
里，她学到了夜场的规矩，交到了朋友，
享受取悦男人的乐趣，从中获得了力量。
于是，乔瑟芬夜里变成了脱衣舞娘，白天则
继续在学校教书。然而，她好不容易得到的
平衡再次被打破，因为某天晚上她在夜店工
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自己的学生……

RIGHTS SOLD

9782226319500 | 2020 | 550 pages
15,5x22,5 cm | 2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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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in Michel
Sous le parapluie d’Adélaïde

文学

人文社科

阿德莱
德的雨伞
Romain Puertolas

《我在衣橱写作的日子》
作者侯曼．普耶多拉斯的
新作，绝无冷场的
悬疑小说。

Terra Incognita :
Une histoire de l’ignorance

未知之地
关于无知的历史

圣诞节当天，年轻貌美的罗丝・莉薇耶儿在
M城广场上被掐死。当时广场上正在举行圣
诞演出，台下500个人在观看，而她就死在
人群当中。然而，没有人察觉到任何异常。
唯一的目击证据是一张当地新闻记者拍下的
黑白照片。照片上，两只黑手正掐住罗丝的
脖子。当时M城里只有一名黑人，所以他很
快就被逮捕。然而，他的女律师坚信他是无
辜的，决定竭尽所能替他洗清罪名，因为很
可能唯一的目击证人，就隐藏在阿德莱德的
雨伞下。

Alain Corbin
这本书唤醒我们对知识的
渴望，并改变我们对世界
的看法。

9782226454171 | 2020 | 336 pages
14x20,5 cm | 19.00 €

在结束了一生的研究工作后，阿兰．柯宾
（Alain Corbin）回归本质，探讨关于无知的
历史。这部被我们千百年来忽略的历史围绕
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地球是什么。在这部
杰作中，作者揭示了历史上各种稀奇古怪的
理论。有些谬论很精彩，但大部分都不合常
理。比如1778年有位智者写了一本书，声称
地球的温度来自地心，而地球本身却持续冷
却。还有人写说在大洪水到来之前，地球上
曾生存着巨型动物和巨人，其残骸保存在石
灰岩中，清晰可见。无知可以刺激想象力。
不确定可能带来焦虑，也可能生成乐观却荒
诞的理论。总之不要无视无知，就让本书将
为科学家们上一堂学习谦虚的课。

RIGHTS SOLD

英语、西班牙语
9782226449313 | 2020 | 288 pages
14,5x22,5 cm | 2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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