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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ard
人文社科

Pierre Monnet
查理四世是名副其实的
欧洲之王，精通多种语言，
吸收多种文化，作为中世纪

Charles IV

查理四世
查理四世（1316-1378）在位期间的十四世
纪，正值欧洲最紧急的年代（黑死病暴发、
英法百年战争、罗马天主教会大分裂前）。
查理四世出身欧洲贵族世家卢森堡王朝，
出生于布拉格，在巴黎长大，年少时出征
意大利，在波希米亚称王，积极夺取德意
志地区，最后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他是欧洲通才，精通捷克语、法语、德语、
拉丁语与意大利语，并在1356年颁布《金玺
诏书》。这份宪政文件限制了教皇对政治的
干预，影响至今。
9782213699233 | 2020 | 404 pages
15,3x23,5 cm | 24.00 €

人文社科

Erik Orsenna
何为众生一体？
猪可以给我们答案。

Cochons. Voyage aux pays du vivant

一头猪
启发的生
物共同体

本书带我们了解动物的共通性。读者将首先
认识“猪”，它们和人类很相似，但也象征着
全球化的破坏力。读者还会遇到许多其他
动物，它们同样有趣，却有可能危及人类健
康，例如骆驼、鸭子、章鱼、蝙蝠以及穿山
甲等。读者最终会了解到，动物、人类和植
物是命运共同体，也是健康共同体。
9782213712871 | 2020 | 414 pages
13x20 cm | 22.00 €

晚期的国王却留下了
现代化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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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ard
Et puis mourir

文学

然后就
去死
Jean-Luc Bizien

紧贴法国现实的侦探小说。
社会诉求混杂着个人恩怨，
警官奋力找出真相。

Et que ne durent que les moments doux

文学

为了控制“黄马甲”示威活动，法国连续三周
调动全部警力。与此同时，巴黎的高级住宅
区却接连发生多起谋杀案。谁是凶手？动机
是不是因为仇恨社会不公，进而对富人展开
报复行动？然而，经验老到的让．伊夫．勒
关警官否定了这个推论。他和助手派提丘．
阿古斯丁尼肩并肩，火速展开调查。
9782213717272 | 2020 | 342 pages
13,6x21,6 cm | 18.00 €

愿世间唯
有甜美时光
Virginie Grimaldi

能够引发所有人共鸣的，
那些改变人生的瞬间，
那些改变命运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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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刚刚生下早产的女
婴，另一个刚送别成年离家的孩子。一个
得学习当全职妈妈，另一个得适应空荡荡
的家。作者维吉尼·格里玛尔迪（Virginie
Grimaldi）通过无比细腻而诙谐的笔触描绘
她们的生活，分享她们的喜悦与忧虑，以及
她们的回忆、梦想与希望。
9782213709840 | 2020 | 360 pages
15,3x23,5 cm | 18.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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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ard
人文社科

Hugo Clément
环保前线记者的全球
调查记录，呼吁大家
立即采取行动。

Journal de guerre écologique

环保
战争日志
雨果·克雷蒙（Hugo Clément）是环保记者，
经常奔赴环保最前线。他进行了许多深入调
查：从被塑料垃圾淹没的印尼乡村，到持续
融化着的北极冰川，以及过度捕捞导致鱼类
濒临灭绝的墨西哥。他不畏惧风险，坚持与
污染抗争。在我们规划未来世界之际，他的
文字犹如一记警钟。
9782213717036 | 2020 | 216 pages
13,5x21,5 cm | 18.00 €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L'Eco-anxiété : Vivre sereinement
dans un monde abimé

环境焦虑

世界坏了，
可是你要活得安然

Alice Desbiolles
在生态恶化的今日，
环境焦虑成为时代症候群。
如何自我治愈？如何
化瑕为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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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焦虑，也称“思念土地症”，是指因为熟悉
的环境被破坏而产生的心理伤痛。环境健康
医生爱丽丝·戴丝比欧勒（Alice Desbiolles）
在本书中揭示了“环境焦虑”背后的心理、社
会和文化机制，从全球范围盘点了这种文
明弊端。她指引读者如何摆脱“环境焦虑”，
以及如何正确行动，发挥正能量（包括个人
和整体）。
9782213717203 | 2020 | 240 pages
13,5x21,5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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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ard
人文社科

Jacques Attali
法国顶尖政治和经济学
家雅克．阿塔利分享对新冠

L'Economie de la vie

生命经济学
雅克．阿塔利擅长化解复杂的议题，通过清
晰的表述让大众理解世界运转的内核。本书
的主题与时俱进，饱受读者期待。他分享了
对新冠疫情的看法，并对未来提出了具体建
议。他认为世上所有事物都是彼此关联的，
而此次疫情恰恰证明，只要盔甲上出现一个
缺口，就足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我
们需要建立一套以环境、文化和学习为核心
的“生命经济学”。
9782213717524 | 2020 | 252 pages
13,5x21,5 cm | 18.00 €

人文社科

Serge Morand
是时候回归人类的本性了：
与大自然相互依存吧。

疫情的看法，并对未来
提出具体建议。

L'Homme, la faune sauvage et la peste

人类，
野生动
物和瘟疫

30年来，法国科学家塞尔日·莫朗（Serge
Morand）不断努力提醒我们：人与自然是
一体的。由于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莫朗移
居到了东南亚生活。但是，这片净土也被消
费主义污染了！为了满足西方社会的需求，
这些国家竞相砍伐森林，经营集约化的畜牧
业。就这样，人们终于自食恶果，患上了人
类自己创造的瘟疫：新冠病毒。
9782213706009 | 2020 | 352 pages
15,3x23,5 cm | 2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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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ard
L'Ile de Jacob

文学

人文社科

雅各岛
在不久的将来，书里的男主角将与少年时代
的女性友人再次相遇。这一切发生在圣诞
岛，当时澳大利亚在岛上设了一个难民拘留
所。这次重逢让主人翁陷入回忆中，想起和
一个名叫雅各的男子的情谊。当雅各和拘留
所里一位女性开始交往时，主人翁的人生开
始崩坏，永远告别了天真岁月。

Dorothée Janin

9782213713168 | 2020 | 208 pages
15,3x23,5 cm | 18.00 €

Barbara Cassin

强有力的预言小说，

作者为哲学注入生活的

与我们正在经历的世

氧气，为文字注入哲学的灵

界相呼应。

气，告诉我们：思想和
文字如何造就我们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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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Bonheur, sa dent douce à la mort

幸福是
嗜甜的死亡
芭芭拉·卡森（Barbara Cassin）是哲学家和
语言学家，2018年当选成为法兰西学院有
史以来第9名女性院士。本书是她撰写的哲
学自传，讲述她生活中的小故事，解释为
什么某些文字结合人生经历之后，就能够彻
底改变她的思想和成长。她回忆了自己的童
年，1968年的“五月风暴”群众运动，婚姻及
为人母的甘甜与苦辣。
9782213713090 | 2020 | 252 pages
13,5x21,5 cm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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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ard
人文社科

Jean-Christophe Brisard
在二战期间的柏林，
希特勒的支持者在想
些什么？

Le Livre d'or d'Hitler

希特
勒的访客
法国知名记者让-克里斯朵夫．布里萨（JeanChristophe Brisard）在调查希特勒的死因以
及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如何夺取相关证物期
间，意外发现希特勒的访客签名簿。于是，
他对比分析了这份独一无二的史料、苏联情
报机构的报告以及外交记录，找到了希特勒
访客的来历与去向，深入这些同谋的内心世
界，把他们的精彩命运串联在本书中。这些
人许多都不敢面对过去，但也有一些人勇敢
地站了出来。
9782213712802 | 2020 | 336 pages
15,4x23,5 cm | 22.50 €

人文社科

Pierre Singaravélou
Sylvain Venayre
通过各种商品来讲
述历史，90位历史学家
邀请你畅游全球百货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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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agasin du monde

全球
百货历史
自18世纪以来，工业化生产彻底改变了商品
的流通模式，无论服装、工具、配件还是器
械都走向全球化。然而，随着世界贸易越来
越频繁，人越来越依赖商品。回顾这300年
间的工业化历史，我们能从不同的生活、体
验和思考方式当中学到什么？本书邀请90位
历史学家发表观点，每个人都借由各种物品
来描绘世界历史。他们参照的物品汇集成一
座另类的百货公司，让读者了解过去人类生
活中最隐秘的角落，也了解全球化的优势与
局限。
9782213716787 | 2020 | 464 pages
15,3x23,5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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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ard
人文社科

Céline Cousteau
女探险家席琳．库斯托
带领我们从亚马逊一路南下
到巴塔哥尼亚，上山下海，

Le Monde après mon grand-père

重游亚马逊
席琳．库斯托（Céline Cousteau）的祖父是
大名鼎鼎的法国探险家雅克-伊夫·库斯托。
她继承了爷爷的衣钵，9岁就搭乘“卡吕普索”
号去亚马逊河探险。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的
人身上，她学会了重要的一课：不是每一个
人都是幸存者。长大成人之后，她又故地重
游，访问亚马逊丛林，一来为了自我充实，
二来为了警示森林持续灭绝的事实。本书通
过她的旅行记录，把人类社会再度置于中
心，希望修复支离破碎、与土地失去连结的
现代社会。
9782213717258 | 2020 | 192 pages
13,5x21,8 cm | 18.00 €

文学

Blanche de Richemont
卡蜜儿以为自己的
人生毁了，殊不知她因
此获得重生。

穿越原始丛林，参观三
文鱼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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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ourire de l'aube

黎明的微笑
卡蜜儿住在巴黎圣母院旁边一间顶楼小公寓
里。她和女儿阿珠曾经与死亡擦身而过。母
女俩从头开始拥抱生活，学会享受点点滴滴
的温暖，接受陌生人送来的鲜花，愿意慢慢
敞开芳心。住在楼下的老人也跟她们分享
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幸福可以简简单
单，学会留住每一寸快乐时光。献给喜欢巴
西文学大师保罗·柯艾略（Paulo Coelho）
的读者。
9782213717227 | 2020 | 208 pages
12,5x19,2 cm |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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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ard
Libres et égaux en voix

人文社科

自由平
等的发言权
Julia Cagé

重新设计法国民主
和选举制度。

法国经济政治学家朱莉娅·卡热 (Julia Cage)
在本书中发表了犀利的论述，认为当前的
政治代表制度需要彻底翻盘。她认为首先要
把话语权给予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弱势群体：
女性、穷人、工人和移民。然后，在代议
制民主和全民投票系统之间建立新平衡。
最后，给予民众重新控制党派、媒体和慈善
机构的工具。
9782213717500 | 2020 | 272 pages
13,5x21,5 cm | 19.00 €

Né sous une bonne étoile

文学

福星高照

Aurélie Valognes
一个人变好还是变坏，
往往只需要一份小小
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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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总是有“好学生”，还有古斯塔夫这样
的“差生”。他也想带张漂亮的成绩单给妈妈，
但拿到的总是家长约谈信，因为学校对他的
课业没信心。 古斯塔夫花在作业上的时间比
大多数同学都多，但就是学不会，不像他那
位烦人却总是考第一的姐姐。由于一直听到
别人说自己是不会读书的傻子，古斯塔夫也
相信自己是个傻子，殊不知贵人即将来临，
扭转他的命运。一本幽默而感染的小说，
能够引发所有人的共鸣。
Mazarine | 9782863744826 | 2020
342 pages | 13,7x21,5 cm | 18.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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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ard
Sauve-la

文学

Tout va me manquer

文学

救救她

我会
想念一切

亚历克斯．莱佩奇正在准备婚礼，手机却突
然响起。他的初恋情人克拉拉给他发来了一
则消息，央求他帮助自己寻找女儿。亚历克
斯不禁犹豫了起来，为什么克拉拉不愿直接
来见他呢？他陷入这段他放不下的旧情，
开始寻找一位他一无所知的女孩。这场调查
是他掉进地狱的开始。爱情只在一念之间，
噩梦也在一念之间。

Sylvain Forge

9782213717234 | 2020 | 400 pages
13,6x21,6 cm | 17.00 €

Juliette Adam

一部悬疑小说，讲述信息

让人头晕目眩的故事，

科技如何侵袭我们的生活，

谁说少年情怀总是诗？

影响我们对世界和死
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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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天才少女的第一本小说。故事发生在一
个平凡无奇的小镇上。 克萝伊和艾提安是
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总在路上不断
偶遇。艾提安在家里的玩具店工作，是个害
羞软弱的男孩。克萝伊则是个精力旺盛的叛
逆女孩，脾气暴躁，作天作地。这两个人的
相遇，将彻底颠覆对方的生活。
9782213717449 | 2020 | 270 pages
13,5x21,7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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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ard
人文社科

Frédéric Lenoir
活在当下是一门艺术，
让哲学家来教你吧。

Vivre ! dans un monde imprévisible

活在这
变幻莫测
的世界里

在这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知名哲学家弗
雷德里克·勒努瓦（Frédéric Lenoir）告诉你
如何快乐地生活。当前的新冠疫情让所有
事物都充满变数，让人们无所适从。如何找
回安全感，重拾内心的恶平静？可以求助历
史上的伟大哲学家。与其怀念过去，不如积
极发掘我们现在能做点什么，让自己更好，
也让世界更好。

文学

Yougoslave

南斯拉夫
本书涵盖了欧洲200年的历史。作者1958年
在法国出生。他的父辈从东欧移民到法国，
其过程缓慢而沉痛。由于父辈家族与前南斯
拉夫（书名来源）的命运关系密切，作者借
此分析历史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揭示小
人物不平凡的一面。
9782213717050 | 2020 | 560 pages
15,5x23,8 cm | 24.00 €

Thierry Beinstingel
什么是“欧洲”？
从家族迁徙历史带
来的反思。

9782213717609 | 2020 | 144 pages
12,5x19,2 cm | 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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