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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文学

Amrita

文学

2030

阿姆里塔·
谢吉尔

格雷格觉得自己被困在姐夫和侄女之间左右
为难。姐夫安东最近伪造了一项杀虫剂的研
究结果，而侄女露西则是环保斗士，两人势
不两立。当露西介绍薇拉给他认识后，格雷
格原本的世界秩序被打乱了。
9782081473317 | 2020 | 224 pages
13x21 cm | 20.00 €

Philippe Djian

Patricia Reznikov

一天早上，格雷格无意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印度绘

间看到一篇10年前的报

画大师当中，阿姆里塔·

道，也就是2019年的

谢吉尔（Amrita Sher-Gil）

《辫子少女》。

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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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里塔·谢吉尔是印度裔匈牙利女画家，
极具魅力和天赋。她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
布达佩斯，在巴黎、佛罗伦啥、拉合尔、
孟买和布达佩斯之间穿梭，过着忙碌的波西
米亚式生活。她频繁往返于欧洲和印度，逐
渐成长成杰出的画家，赢得了高度的美誉。
当她的创作正要扬名天下时，28岁的她却骤
然离世。作者帕特丽夏·雷兹尼可芙（Patricia
Reznikov）将目光投注在这位先驱女性
人物，追溯她非凡的一生。
9782081511767 | 2020 | 384 pages
14x22 cm | 2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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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marion
人文社科

Vincent Azoulay
Paulin Ismard
一个社会是如何被撕
裂甚至解体，然后再重
新建立起来的？

Athènes 403

公元前403
年的雅典
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伯罗
奔尼撒战争。雅典战败后，组成了三十人委
员会，终结了原先的民主体制。民主派立即
反击。双方大战了几个回合，在403年秋天
谈和。本书从十位“亲历者”的故事出发，推
翻传统的阶级观点（雅典的外国侨民，雅典
公民，奴隶），从全新视角论述这段历史。
作者还指出，围绕着当时几个关人物（苏格
拉底、女祭司利西马切等），雅典形成众多
流派和团体。
9782081334724 | 2020 | 464 pages
15x24 cm | 25.00 €

Comme un empire dans un empire

文学

帝国
里的帝国

安托万和L两人都是30岁的年龄，都决心为
政治奋斗。故事开始时，他们都觉得如履薄
冰。因为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安托万
遭受牵连 。L的男友因为黑客作案被捕后，
她受到了监视，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

Alice Zeniter
他叫安托万，是一名国
会助理。她叫“L”，是一
名网络黑客。他们的共
同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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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081515437 | 2020 | 400 pages
14x22 cm | 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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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énom Baudelaire !

文学

波德莱尔，
去你的！
Jean Teulé

作品虽是瑰宝，
人却是讨厌鬼。

这个人的个性令人不敢恭维。他不遵守任何
规则，藐视习俗，目中无人，唯一的野心就
是捕捉在自己脑袋里缠绕的美，然后用诗歌
传递出来。波德莱尔通过一百首诗把无耻和
崇高揉在一起，然后扔到人类的脸上。这一
百朵《恶之花》，彻底改变了法国诗歌的命
运。继兰波、魏尔伦、维庸之后，让．特
磊（Jean Teulé）义无反顾地潜入波德莱尔
的生命与创作。
Mialet et Barrault | 9782080208842 | 2020
432 pages | 13x20 cm | 21.00 €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Elke Faraone
一本完整的原创星座指南，
详细分析每个星座，
让你更加了解自己
和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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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avec les signes du zodiaque

与十二
星座对话

白羊座会怎么说话？巨蟹座和家人的关系如
何？什么事能让双子座感到幸福？狮子座容
易生什么病？如何吸引天平座的人？水瓶座
怎么看待友谊？最重要的的问题是，为什么
摩羯座是最完美的星座？作者艾可·法拉欧娜
（Elke Faraone）表示：“这本书里让不同的
星座出来说话，就像我在访问他们一样。通
过我的提问，读者可以走入他们的内心。”
Pygmalion | 9782756432779 | 2020
576 pages | 14x22 cm |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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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

Marc Fontecave
在我们向往的世界里，
人类社会有序稳定，
并且尊重脚下的地球。

Halte au catastrophisme !

制止
灾变论！
瑞典环保小将格蕾塔·通贝里以及一些非政
府组织把法国政府告上国际法庭，谴责法
国对气候变化的不作为。有鉴于此，我们有
必要科学地探讨一下法国的能源转型问题。
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末日崩溃论以及恶意的假
新闻，本书将用事实反击，以丰富的科技创
新为例，证明能源成功转型拥有理性基础，
且形势可期。《制止灾变论！》旨在为读者
提供最新最完整的信息，全面了解科学应对
全球变暖的可能性。

人文社科

Maxime Rovère
学校教导的是
人际互动的艺术。

9782080207371 | 2020 | 224 pages
13x21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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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cole de la vie

生活的学校
学校是人类身体和精神汇聚的地方。在学校
里，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彼此吸引，但这种吸
引与性无关。学校里围绕着这些吸引力的能
量，所以能让我们学习到各种东西。即使遇
到一个“不会教学”的老师，你也能学到东西。
学习本身是“没用”的，但上学至少能让你学
到一件事：如何与他人互动和交往。本书希
望激发你对获取知识的渴求，但是它描绘的
学校跟你以前看到的文章完全不一样。看完
之后，你只有一个念头：去上学！
9782081504295 | 2020 | 288 pages
13x21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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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

Guillaume Blanc
西方国家的大自然越
是消退，我们对非洲的
幻想就越多。我们越摧毁自
己的环境，就越希望拯救非
洲的环境。

L'Invention du colonialisme vert

绿色殖民
主义的诞生
说起非洲，我们就会想到各种奇幻的典型
“非洲画面”：原始森林、热带草原、绿洲、
狮子、大象、长颈鹿和犀牛。然而，这样的
非洲从来没有存在过。本书带领读者打开眼
界，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
会援助非洲的种种行动。非洲为了建立350
个国家公园，造成至少有100万人流离失所。
人民被迫迁徙、赔偿罚款、被拘禁、遭到
殴打强暴和谋杀，原本的部落和社会就此
瓦解。为了满足西方人对非洲的幻想，非洲
人民承受了灾难性的后果。
9782081504394 | 2020 | 352 pages
13x21 cm | 21.90 €

人文社科

Evelyne Heyer
法国生物学家伊芙琳．
海耶（Evelyne Heyer）
让人类的DNA开口说话，
带你认识自己祖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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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dyssée des gènes

基因的远征
人类的祖先在700万年前站了起来。最终，
他们的足迹遍布整个地球，但我们不知道他
们经历了怎样漫长的历程。人类的迁徙和混
血，都在我们的基因中留下了私密的记号。
本书带我们追溯祖先迁徙的路，过程激动人
心。我们将近距离观察已经消失的人种（尼
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与第一批农耕
者漫步在两河流域的新月沃土。从成吉思汗
到路易十四派去北美和亲的公主，从非洲黑
奴到阿什肯纳兹人，一起阅读我们近代祖先
的史诗。
9782081428225 | 2020 | 388 pages
16x22 cm | 2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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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医学

La science de la résurrection

复活的科学

科技与医学

临终的时候，我们大脑里会发生什么？“濒
死体验”是一种复活的形式吗？ 探索死亡的
边界，作者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并详述伽
伐尼（Galvani）、杜普特伦（Dupuytren）
甚至拿破仑的外科医生的拉雷（Larrey）
惊人的实践成果。作者还介绍了最新的医学
突破，包括他最新发表的神秘“复苏电波”。

Stéphane Charpier
如何定义死亡？

9782081503335 | 2020 | 368 pages
14x22 cm | 22.90 €

La science des rêves

梦的科学
一本实用的梦境指南，告诉你记住梦境的
所有技巧，教你借助最新神经科学来破译
梦境，还能指导你控制自己的梦境，做一个
“清醒梦”（在意识清醒的时候做的梦）。
9782081499621 | 2020 | 272 pages
15x21 cm | 19.90 €

Guillaume Jacquemont
记不住自己的梦？
如何科学破解梦境？
如何做梦时保持意识清醒？
答案就在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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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

Le bûcher des sorcières :
Les plus grands procès de sorcellerie
de l’histoire décryptés

人文社科

焚烧女巫

解析历史上最重大的猎
巫事件

Dominique Labarrière
历史上的大型女巫审判

本书解析了历史上因为巫术和魔鬼附身等造
成的大事件，从基尔肯尼（Kilkeny）的女
巫审判到萨勒姆（Salem）女巫镇，还有卢
丹（Loudon）的附身，特里夫（Trèves）
及维尔茨堡的女巫猎杀等。本书重现当年个
人和集体歇斯底里的猎巫氛围。在长达两三
个世纪的时间里，社会极度分化，一边蒙昧
主义盛行，一边思想界又取得历史性的进步
（蒙田、笛卡尔、伊拉斯谟等），于是诞生
了各种魔幻现象。

Christophe Guilluy
平凡的人走出阴影，
站到了被重视的光明之地。
与此同时，大众文化也
发展出一片天地。

Pygmalion | 9782756425801 | 2020
200 pages | 15x24 cm |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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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temps des gens ordinaires

属于平
凡人的时代
法国经历了政治和社会危机之后，进入了健
康危机的阶段。此次危机就像一面镜子，映
照出一个四分五裂的法国：中心重镇与边陲
地带，精英与普通人，全球化与产业回归，
年轻人与老年人，呈现分化的局面。危机过
后，我们能否吸取教训，构建一个更好的世
界呢？本书作者是时事评论员及地理学者，
关注工人阶级。今时今日，无产阶级重新引
起学术界关注，也成为选举营销的新目标。
9782081512290 | 2020 | 208 pages
13x21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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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医学

Le théorème du parapluie :
ou L'art d'observer le monde
dans le bon sens

Nature humaine

文学

人性

雨伞定律

1999年，法国被风暴吞没，宛如末日。亚历
山大躲在洛特省一个偏僻的农场里，正等着
宪兵来逮捕他。这是谁的错？是“全球化”吗？
因为它即将摧毁他田地。是时代的错吗？因
为政治使得人民极端对立，也造成了切尔诺
贝利和疯牛病这些灾害。还是亚历山大自己
的错？如果他听从美丽的康丝坦兹，也许不
会落入如此境地。

正确观察世界的方法

Mickael Launay
读完本书，你不会再以
同样的方式看世界了!

如果说跟纽约相比，巴黎的人口更接近一个
12人的村庄，这有什么意义？人们常常批
评数学太抽象，不够具体，甚至认为数学对
日常生活毫无用处。然而，正是这些乍看很
无聊的观察，才促使人类获得种种进步。世
界并不是靠有用和无用来划分的。想想看，
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有许多技能是在看
似无意义的操作中形成的呢？解决大问题的
不一定是更聪明或者更强大的人，别出心
裁者，往往出奇制胜。

Serge Joncour
农耕时代的结束，
人与自然彼此剥离。

9782081427525 | 2019 | 304 pages
15x24 cm |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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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OUT MORE

> 2020费米娜奖
9782081433489 | 2020 | 400 pages
14x22 cm | 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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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 bourge

文学

肮脏的
资产阶级
Nicolas Rodier

皮埃尔打了人，
就像他曾经被打那样。

皮埃尔在警察局待了整整一天，因为妻子控
告他家暴。实际上，皮埃尔出身于典型的“有
教养”阶层。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大家庭，是家
中的长子。在这个人丁兴旺的“特权家族”里，
为了确保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使出任何暴
力手段都不足为奇。皮埃尔也曾经试着反抗
别人的命令和拳头。那他是怎么走到今天这
一步的？
9782081511514 | 2020 | 224 pages
14x21 cm | 17.00 €

人文社科

Benoit Peeters
费伦齐是精神分析发展
初期最有魅力的先锋之一，
也是最多产的理论家。
他把自己的恋人送去同行
弗洛伊德那里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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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or Ferenczi

费伦齐
与弗洛伊德
作为精神分析专家，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陷入一段复杂的父子关系里，而这
位“父亲”是同为精神分析专家的弗洛伊德。然
而，他和情妇母女（吉泽拉、艾尔玛）之间
的三角关系才是矛盾的根源。费伦齐先是为
母女俩看病，后来他爱上了艾尔玛，把她送
去弗洛伊德那里接受治疗。本书既不是学术
论著，也不是普通的传记。这是一个关于一
段奇妙友情的动人故事。
9782081347274 | 2020 | 384 pages
15x21 cm | 2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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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le dire enfin

文学

终于
对自己说
Agnès Ledig

爱德华去大自然寻找自
己离家出走的原因，最终
他将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

爱德华站在瓦纳市火车站的站台上，准备远
行。年过半百的他一时兴起，决定抛下妻子
和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想效仿一位年迈的英
国女作家，隐居在柏切利安森林深处的民宿
里。爱德华重新接触大自然，也被孤独环绕
着。幸好民宿里还有其他邻居，他们古怪又
可爱，诚挚地帮助他理解自己为何想逃避安
稳的生活。在他们的影响下，爱德华也承认
自己对爱丽丝深藏30多年的爱……柏切利安
森林是布列塔尼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方。作者
阿涅丝．蕾蒂可（Agnès Ledig）选择这里作
为背景，完成这部精彩的小说，集情感探索
和文学技巧之大成。

Une chance sur un milliard

文学

十亿分之
一的机会
Gilles Legardinier

一生当中，我们永远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真正重要的事情。

9782081457966 | 2020 | 432 pages
14x22 cm | 2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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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满11岁的时候，就知道命运是什么。”
通过一个既欢乐又感人的故事，作者吉勒．
莱加迪尼耶（Gilles Legardinier）把每个读者
推到命运的门口，让大家认清自己生命中真
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时间不多了。不能再
迷路了。果断做出抉择吧。勇敢面对，说出
来，付诸行动，保持期待。去爱吧，去体会
前所未有的自由。
9782081495999 | 2020 | 432 pages
14,7x22,2 cm | 2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