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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ès la philosophie :
Histoire et épistémologie
de la sociologie européenne

人文社科

人文社科

哲学之后

迦太基

欧洲社会学历史及认识
论

Marc Joly
在结合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基
础上，社会学重新定义了
康德曾经给予哲学的功能。

本书意欲总结一项广泛的研究，阐明社会上
的诞生以及认识论的现况。本研究旨在强调
在社会学的多元研究方式（统计学、民族
学、长期过程分析等）之外，存在一个统一
的社会学范式。
9782271131935 | 2020 | 568 pages
15x23 cm | 27.00 €

Carthage : Histoire et archéologie
d’une métropole méditerranéenne
814 avant J.-C. – 1270 après J.-C.

公元前814年到
公元1270年的地
中海历史与考古
Samir Aounallah
一座与古罗马匹敌的大都邑

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城被罗马帝国军队摧
毁。一百多年之后，这些断垣残壁重新获得
生机，商贸再度兴荣。公元前914年，腓尼
基人建立了迦太基。公元1270年，圣路易出
征败北之后，它遭到哈夫斯王朝铲平。这座
千年古城是北非的首府，与亚历山大港和安
条克齐名，是罗马的劲敌。今日，突尼斯城
市扩张，覆盖了迦太基城的遗迹，却掩不住
这座古代大都会的光华。本书拥有迄今为止
最翔实的综合资料，从腓尼基公主艾莉莎建
城开始，经汪达尔王国到拜占庭时期，全面
展示迦太基这颗世界遗产之明珠。
9782271134714 | 2020 | 240 pages
17x23 cm | 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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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a Valbousquet
梵蒂冈公开了教皇庇护十
二世的档案，犹太大屠杀期
间的宗教争议有望进一步明
晰，亦是本书探讨的内容。

Catholique et antisémite

天主教
与反犹主义
本书深入研究天主教整合主义、教廷法西
斯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极右派民族
主义，描述拥护君主制的法兰西运动鹰派分
子，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在纽约、
伦敦、哥本哈根、罗马和柏林之间流亡的俄
国反共分子。这些天主教界的反犹主义不只
限于传统上的基督反犹传统，而是到处放
火，将反自由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反共
运动和种族主义全部拉拢在一起。
9782271116956 | 2020 | 326 pages
15x23 cm | 25.00 €

科技与医学

Combattre, sauver, soigner :
Une histoire de fourmis

奋战、
救援和治疗
蚂蚁的故事
Erik T. Frank
Camille Lavoix
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
叙述他在科特迪瓦的热带
草原上观察蚂蚁的故事。

科特迪瓦自2003年以来一直处于内战状态。
在其东北部的科莫埃国家公园，生物学家埃
里克．佛朗克（Erik Frank）不惧危险，每天
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细心观察蚂蚁。当地
的马塔贝勒蚁拥有神奇的组织能力，有时候
组成战队进攻，有时候组成医疗队疗伤，而
受它们攻击的白蚁群则奋勇抵抗，这些都让
他感到震撼。最吸引它的，是蚂蚁能很有效
地给受伤的同伴疗伤。也许，这种蚂蚁使用
的秘方能用来研发新的抗生素？
9782271125132 | 2020 | 200 pages
14x22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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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i de métaphysique animale :
Un même élan

人文社科

论动物的形
而上学

历史应该
“普遍化”
吗？

本是同根生
Charles-Martin Fréville
重新思考人类与动
物的关系，跨越人与非
人的绝对界限。

人类与动物在生理上的运作是相同的，但人
类基于有声语言以及思考能力的特殊性，而
否定了动物具备形而上能力的可能性。这本
关于动物形而上学的书，通过对照动物伦理
以及文化表征，邀请读者重新思考动物性的
概念，站在动物的立场上看问题，终结只以
人类为中心的意识，杜绝因此让动物受苦受
难的衍生行为。
9782271119858 | 2020 | 330 pages
15x23 cm | 23.00 €

Faut-il universaliser l'histoire ? :
Entre dérives nationalistes
et identitaires

Sanjay Subrahmanya
被誉为当代最伟大
历史学家的桑杰•萨
布拉曼洋（Sanjay
Subrahmanyam），
认为历史不应沦为民族自
我主张和自我满足的工具，
后果将会十分危险。

民族主义与身
份认同的滥用

事实证明，一部公正客观且兼顾各方意识的
世界史是不存在的。作者桑杰．萨布拉曼洋
认为，历史的“普遍化”是一个刻意排除异己的
过程。他更倾向于“关联的历史”而非“普遍的
历史”。他主张历史实践应当在交流中发展，
本着对其他经验和文化开放的精神，怀抱对
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好奇心，其出发点不
应基于身份诉求或民族和文化的自我满足。
9782271125101 | 2020 | 144 pages
14x20,5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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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ères d'Afrique :
Pour en finir avec un mythe

人文社科

非洲國
家的邊界
Michel Foucher
終結一個長久的迷思。

一九六四年非洲各國獨立時，決議原則上不
變更各國疆界，之後，各國沿用了這個殖民
時代的遺緒。是時候終結這個殖民傷痕的迷
思了。非洲地理的邊界已經變成非洲的邊
界，儘管有時候不太明確，或成為不安定的
來源，但是這些疆界也起著資源的功用，並
作為貿易網絡的介面，從底層進行全球化。
9782271133731 | 2020 | 80 pages
12x17 cm | 6.00 €

Inter-socialités :
Le monde n'est plus géo-politique

社会
阶级政治

地缘政治不再是王道
Bertrand Badie
国际关系必须进行调整

最新的国际冲突大多来自一些重大的社会问
题，如贫穷、污染、粮食短缺、族群之间的
竞争、灾难性的疫情等。人群之间的对立越
来越明显，并不一定是民众运动造成的。
背后，舆论操纵者、媒体、社交网络、吹哨
者、“假新闻”制造者或网络黑客都替某些人
提供他们的专业服务，从而塑造客户设想的
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已然变成阶级与阶级之
间的关系。本书的分析意欲表明出台新外交
政策与建立新型外交的紧迫性。
9782271134806 | 2020 | 232 pages
14x22 cm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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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cultisme nazi :
entre la SS et l'ésotérisme

科技与医学

纳粹秘术：
党卫军
与秘教论
Stéphane François
破解“图勒协会”的阴谋论。

《魔术师的早晨》（Le Matin des magiciens）
一书营造了“图勒协会”（Thule Society）是纳
粹主义的幕后大本营的说法。然而，这个社
团的影响力只存在于传说里。作者回溯这个
假信息的起源，形成以及炒作。这套阴谋
论结合了秘教和对纳粹主义以及党卫军的
迷恋，形成了一股激进而邪恶的反文化潮
流。本书还描述了几位推波助澜的煽动者，
如意大利神秘主义者尤里斯．艾佛拉（Julius
Evola），智利后纳粹分子雅克-玛丽．马修
（Jacques-Marie de Mahieu）以及法国作家
让-保罗．布赫（Jean-Paul Bourre）。

L'or vert : Quand les plantes
inspirent l'environnement

绿色黄金

源于植物的环保创新

Agnès Guillot
Jean-Arcady Meyer
植物既没有大脑也没
有肌肉，而且无法移动。
可是……

9782271131355 | 2020 | 232 pages
15x23 cm | 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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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图文并茂，汇集了工业、医学、建筑、
设计、机器人和信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人类从植物汲取灵感，学习如何造出粘合
剂，如何除去臭虫，如何保护水资源或储存
水，如何转化太阳能及风能，如何回收二氧
化碳，如何避免疫苗受到高温破坏，如何设
计没有“肌肉”也没有“大脑”的机器人，以及
如何发明出利用植物有机质作为回路的植
物电脑。
9782271126191 | 2020 | 224 pages
16x21 cm | 2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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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olonisation de l'espace

星际殖民

人文社科

主体的问题
笛卡尔与维特
根斯坦

从对金星和彗星的研究到登月竞赛，作者
西尔万．查提（Sylvain Chaty）带领读者回
顾太空探索的重大历程，外星生物的各种假
设，以及人类移居其他星球的可能性。本书
带着我们出发去太空遨游，而不用经历星际
旅行的风险！
9782271126276 | 2020 | 178 pages
17x21 cm | 19.90 €

Sylvain Chaty
Lili des Bellons

La question du sujet :
Descartes et Wittgenstein

Pascale Gillot
通过笛卡尔和维特根

太空长久以来就令人着迷。

斯坦之间的对话，重新思考

谁没梦想过登上月

主体性认同的问题。

球和火星，或移居其
他星球呢？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笛卡尔与维特根斯坦是两位传统上对立的哲
学家，但他们都同样重视主体性原则：不是
有，也不是无。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思考经验
围绕着一个不指定某个身体的现象经验（在
他人的身体里有痛苦的可能性）。笛卡尔的
“我”是形而上的我，指一个没有身体参照物
的主体。本书以此为起点，展开他们之间的
对话。
9782271119834 | 2020 | 208 pages
15x23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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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erre

人文社科

地球
本书由四位地质学家联合撰写，带领读者通
过图像来科学观察地球，认识地球的地质现
象与构成：源于地壳断层和板块碰撞的地
震，火山喷发把地下深埋的不同岩石带到地
表，以及大陆漂移等等。

我们对自己居住的星球，

群体灭
绝者的日常

揭秘恐袭分子背

针对巴黎2015年的恐怖袭击事件，作者理
查德．雷克曼（Richard Rechtman）认为，
杀人的，不是意识形态，是人，是那些有组
织杀人的人。他们做这件事就像上班一样自
然。作者潜入这些杀人者的群体里面，观察
他们的日常。这些人每天终结数十甚至数百
条人命，但他们脑子里想的不是杀人的动
作，而是精密的准备工作，目的是用最经济
的手段杀害最多的人。

后的屠杀推手

RIGHTS SOLD

9782271124326 | 2019 | 180 pages
17x21 cm | 18.00 €

Alexandre Schubnel
Donatien Mary

La vie ordinaire des génocidaires

Richard Rechtman

对它地下深藏的秘
密了解多少呢？

英语

9782271095077 | 2020 | 256 pages
15x20,5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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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ouvoir des liens faibles

弱连接
的影响力

人文社科

“弱连接”这个概念经常被伦理和政治理论忽
视，但却是当今我们信息社会里关注他人的
核心模式。无论在社交网络、文化圈、人与
城市与环境的关系，甚至在民主领域，“弱连
接”的影响力都不可小觑。

Alexandre Gefen
Sandra Laugier

9782271126221 | 2016 | 384 pages
15x23 cm | 25.00 €

Michel Foucher
如何看待国界的回归？

“弱连接”概念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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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retour des frontières

国界的回归
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发现国界的保护作用。
国界的回归，从实际意义和意识形态上，
都是有益的，前提是审慎地运用这个工具。
国境从没有消失过，只是在我们旅行者的心
理地图上模糊掉了而已。国界不是一条抽象
的线，而是整一套组织和制度。也许我们
能轻松出入国境，但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消除国与国之间的分界，就是让国家消失。
一个没有边境的世界是一个野蛮的世界，
近年来的恐怖事件就是佐证。
9782271133489 | 2020 | 64 pages
12x17 cm |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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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ommeil

人文社科

睡眠
人类基于生存，需要规律的睡眠。我们通过
睡眠得到了休息，以此避免了一系列烦恼。
我们的睡眠规律由体内生物钟调节，并根据
地球自转进行调整。我们对睡眠已经有了更
多的认识，但依然在探索它最主要的功能。
这个功能显然适用于所有物种。本书全面盘
点了这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主题。

Muriel Florin
Julie Légaré
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的

9782271130662 | 2020 | 176 pages
17x21 cm | 18.00 €

Catherine Jessus
Vincent Laudet
78幅解剖图示与70幅插图

人如何理解睡眠以及梦境？

Les vies minuscules d'Edouard Chatton

爱德华·
查顿的微
生物世界

单细胞生物微小至极，肉眼看不见，但在显
微镜下却美丽得令人着迷。一百年前，一位
杰出的法国生物学家爱德华．查顿（Édouard
Chatton）研究了这些原生生物，揭开了它们
的秘密，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概念，奠定了
当代生物学的框架。 本书汇集了爱德华．
查顿的科学插画。他一笔一画精确再现美
丽多彩的微生物，分享给我们他探索的迷你
世界。
9782271134035 | 2020 | 288 pages
21x24 cm | 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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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iens

人类
如何将人类的精神具像化？如何物化人类
对世界的认知？精神与认知是否能够单独
存在？作者带领我们进入史前时代，把自己
投射到那个时代的人的意识中去，解答了上
述问题。作者常常以幽默且近乎精神分析的
方法去分析人科动物，让读者了解智人的特
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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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ois Bon
Aurore Callias

简体中文

9782271124197 | 2019 | 168 pages
17x21 cm | 18.00 €

人科动物中，为何只有
人类存活繁衍至今，而其他
的人属都渐渐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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