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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é vivre : Chroniques en passant

生命咖啡馆
行旅札记
作者尚塔尔·托马（Chantal Thomas）借由
文学专栏的形式探索旅行中不论是旧地重
游或初访发现时那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混淆
之感。她重述那些咖啡馆的魔力，比如京都
的BonBonCafé咖啡馆，纽约的CaféOrlin和
CaféNerval咖啡馆，或者京都的CaféVivre
咖啡馆。她描写面对一片风景或一件艺术品
时，那种身在别处的感觉微微绕行在自己的
轨道上。
FIND OUT MORE
> 法国已售出17500册

9782021451740 | 2020 | 208 pages 
14x20,5 cm | 17.00 €

 Dans les yeux du ciel

天眼之中
努尔是一位妓女，跟她妈妈一样。所有的屈
辱，她都咽下去，静静地承受，就像她在窗
外和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人民一样。然而， 
人民不愿再沉默，阿拉伯之春的号角在街头
响起。这股怒气，努尔从她的客人的相互交
谈中也感受到了。如今，这个反倒异常了解
男人们心中真相的女人说话了，尽管被孤
立、被歧视，她却用尽全力来描绘这个正在
翻转的外部世界。

9782021433272 | 2020 | 176 pages 
14x20,5 cm | 17.00 €

文学文学

Rachid Benzine

这本强大的小说讲述在一 
个失去座标的世界里， 
那些过着微贱生活的人们，
如何原谅这个世界的卑鄙。

文学文学

Chantal Thomas

一本切合今时今日 
的必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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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 kilomètres à la ronde

方圆百里
这本小说讲述一名少女和父母度假别墅所在
村庄的一群少年们的友情。这段友情随着每
一次的假期而得到发展，少女还和其中一个
好朋友谱出一段恋情，然而一场悲剧却将青
春梦化为一场空。尽管在多年后叙说，但这
些记忆、交心、无所事事、纵情大笑和年少
愚昧的时光依然那么明亮动人。这本新人作
者的首部小说，给人的感觉既有年少轻狂的
感性，也有三五好友间的真挚情谊。

9782021461237 | 2020 | 240 pages 
14x20,5 cm | 18.00 €

 Histoire de la fatigue :  
Du Moyen Âge à nos jours

疲劳的历史
从中世纪到今日
关于疲劳的症状大家似乎都很清楚：生理不
适、精神不振、各种无力感。疲劳已然落户
人类生活中，而我们对于疲劳的认知也在不
断改变，随着对身体特征的重新描述，于是
出现了关于疲劳的新词汇（过劳、压力、奔
溃、心理负担），同时我们也发现了疲劳的
新症状以及关于它的新解释。疲劳的形式也
在与时俱进：从骑士备受赞扬的耐力，转为
银行家的劳碌感、劳动阶级的筋疲力尽……
而在当今的服务业和数码时代，疲劳的呈现
方式变得更为无声、更不易被察觉。人们梦
想着拥有更多的自主性，挫折感也伴随而
生，似乎让所有人都随时随地被垄罩在疲劳
的阴影下。

9782021291919 | 2020 | 480 pages 
15,3x24 cm | 25.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Georges Vigarello

疲劳的历史其实是多元而非
单一的，它反映出人类生活
或说生存方式的深层蜕变，
是人们如何感知并且赋 
予世界意义的方式演变。

文学文学

Vinca Van Eecke

哪一段初恋最终没 
有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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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Parisienne : Histoire d’un mythe.  
Du siècle des Lumières à nos jours

巴黎女人
从启蒙时代到今 
天的传奇
巴黎女人就像所有神话一样，可以抵挡流逝
的时间。这个女性形象建构在贵妇与民女、
巴黎与外省、女性解放与男性统治等种种对
立所产生的张力之上，巴黎女人拥有出奇的
再生能力与适应能力。书中作者不仅严肃讨
论关于巴黎女性的刻板印象，还追溯这种巴
黎女性形象的文化建构源起，借此分析其发
展、发现其用途并诠释其功能。本书让我们
了解到十九世纪之都”里的这个核心角色， 
也同时在探讨现代性。

9782021365375 | 2020 | 432 pages 
15,3x24 cm | 23.00 €

 Le corps et ses raisons

身体的逻辑
为何莫里哀要嘲笑医生这个行业？精液是
怎么产生的？紧张是一种病吗？让·斯塔罗
宾斯基在本书中用医学史调查的角度试图回
答如上述这类令人讶异的问题。事实上，和
大脑的理性逻辑不同，身体也有他自己的逻
辑。书中论述来自于这位自己既是医生，同
时也是伟大历史学家的作者。本书由马丁． 
吕夫（Martin Rueff）编辑并写序。

9782021238402 | 2020 | 544 pages 
14x20,5 cm | 26.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Jean Starobinski

身体有历史吗？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Emmanuelle Retaillaud

从古到今，巴黎女人始终
有着某种不可言喻的魅力， 
既大胆又不失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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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cœur synthétique

合成心脏
阿代拉伊德是一位刚经历分手，又旋即陷入
自我矛盾的四十来岁女性。虽然希望独立自
主，却也不想单身太久。她有社会历练却依
然天真，聪明却幼稚：她内心总是上演小剧
场，自导自演还自选配乐。任何擦身而过的
陌生男子都会变成她的剧中男主角。
FIND OUT MORE
> 法国已售出76000册

9782021425451 | 2020 | 208 pages 
14x20,5 cm | 18.00 €

 Le Manifeste Travail : Démocratiser, 
démarchandiser, dépolluer

劳动者宣言
民主化、去商品化、 
对抗污染
劳动者不能被降格为只是一种“资源”。在新
冠疫情封城期间，所有让我们的生活得以继
续运转的劳动者，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工作
本身不能被降格为只是一种商品。必须让受
雇者参与决策、保护某些领域不受到未经监
管的市场法则的侵袭、并参与到一起拯救地
球的活动中：重点是要民主化、去商品化、
对抗污染。

9782021470499 | 2020 | 216 pages 
13x18,5 cm | 13.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Isabelle Ferreras
Julie Battilana
Dominique Méda

一篇由女性发起， 
号召改革运动，并由超过 
六千位全球学者专家所 
支持的重要宣言。

文学文学

Chloé Delaume

带领读者进入一位女性 
逗趣又感人的生活中。 
体验纯粹的阅读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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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el Proust : Mélanges

普鲁斯特
随笔杂记
1918年2月，罗兰·巴特计划上课时将一些普
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人物原型的真人
照片投影出来。他得前往法兰西公学院，亲
自确认投影设备安装无误。然而就在途中，
巴特被一辆小货车撞倒，该场演讲就此打
住。四十年后，重新结合这堂专题讨论课的
笔记、罗兰·巴特关于普鲁斯特的讲稿和资
料，让遗憾得以平复：他对于普鲁斯特研究
的贡献终于见世，让读者对后者有了新的解
读，也让普鲁斯特著作的现代性被发现。

9782021449426 | 2020 | 400 pages 
14,5x22 cm | 24.00 €

 Mort d'un voyageur : Une contre-enquête

游居者之死
二次调查
一个属于“游居者社区”成员的男人死在法国国
家宪兵特勤队的枪下。然而死者家属和宪兵
对事发经过的说法却互相矛盾。最后检方决
定不起诉宪兵。作者迪迪埃．法尚注意到该
事件，并着手进行二次调查。书中，他发明
了一种既独特又吸引人的实验性叙事模式，
让悲剧发生的各种说法都能同时呈现出来。
如此一来让读者隐约看见这些游居者的悲情
生活，并且试图还给他们一点被社会夺走的
重要元素：尊严。

9782021450774 | 2020 | 176 pages 
14x20,5 cm | 17.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Didier Fassin

一个“游居者”死在法国 
国家宪兵特勤队（GIGN）
的枪下。为什么？

文学文学

Roland Barthes

关于普鲁斯特，罗兰·巴特
生前写得不多，却是他读得
最勤的作家。本书或许是罗
兰·巴特对普鲁斯特的盖 
棺论定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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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danse en Occident : 
De la Préhistoire à nos jours

西方世 
界舞蹈新史
从史前时代到今日
作者劳拉·卡佩在本书中集合了法国以至于全
世界所有最好的西方舞蹈专家，呈现出一种
前所未有的、从古到今的舞蹈全貌。这本“舞
之旅”尤其展示了舞蹈的技巧与实践上的丰富
性（从古典舞蹈到嘻哈的诞生）。书中的舞
蹈有古典美的，也有狂放不羁的，有富含政
治意义的，也有纯美学的，各种肢体技巧都
集中在这里，从高举到抓地，从极简风到 
炫技，从职业化到业余创意应有尽有。

9782021399899 | 2020 | 368 pages 
17x24 cm | 31.00 €

 Personne ne sort les fusils

不要掏枪！
现代社会中，我们害怕被标记，可种种隐私
侵犯都侵门踏户、我们深陷其中，被挖掘、
被掏空，还被追踪。因为害怕自己表现不
佳，我们往往攻击表现不佳者。2019年五
月到七月间法国电信的审判正如火如荼进行
着。七位高管涉嫌组织性霸凌员工，甚至造
成其中几人丧命。然而他们不觉得有什么问
题，甚至觉得行动开展得很成功，唯一的遗
憾是：“这些自杀性事件真恶劣，因为此事，
公司的气氛都被搞砸了。”

9782021456554 | 2020 | 156 pages 
13x18,5 cm | 15.00 €

文学文学

Sandra Lucbert

一本令人瞠目， 
愤怒控诉资本主义语 
言和逻辑的书。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Laura Cappelle
Collectif

一本舞蹈爱好者、 
职业舞者和舞蹈老 
师必读的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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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ro Heliczer : L’arme du rêve

皮耶罗 
•赫里克泽：
把梦当作武器
把梦当作武器
皮耶罗．赫力泽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美国重要
的诗人、印刷商、出版商，是文字的苦行
僧、主张废除大写字体，他同时和威廉·巴勒
斯、格雷戈里．柯尔索和艾伦．金斯堡的文
学同路人，也是阿道斯.赫胥黎姪女诗人奥莉
薇．德．豪乐的情人。他还拍摄实验电影，
启发了安迪·沃霍尔，是多媒体表演的发明
人、音乐人、甚至是“地下丝绒摇滚乐团”被
遗忘的共同创办人之一。最后，他是“垮掉的
一代文学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50年代巴黎
文坛的佼佼者，是天使般的流浪汉、异想天
开又精神分裂，更是纽约地下文化的支柱。

9782021087758 | 2020 | 432 pages 
14,5x22 cm | 21.00 €

 Qu'est-ce qu'une plante ? :  
Essai sur la vie végétale

什么 
是植物？
论植物生命
植物不会受苦。因为痛苦是一种有身体才有
的体验。植物的死亡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死
亡。而相对性的死亡其实并不能算是真正的
死亡，因为死亡是绝对的，不可逆的终结。
动物和人类要么活着，要么死了。然而种子
不一样，它们从果子中被取出、晒干后， 
却可以种到土里，获得重生。也就是说，种
子必须死去才能再活过来……这种为了重生
而逝去的生命，恰恰是悲剧的相反。

9782021414615 | 2020 | 208 pages 
14x20,5 cm | 20.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Florence Burgat

我们不是植物，动物 
也不是植物，但我们可以试
着了解植物的奥秘。

文学文学

Patrick Bard

皮耶罗•赫里克泽的一 
生都在创造现实。 
他的一生亦真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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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rne

土星
一九七七年，一名年轻男子悲惨地死去。他
的名字叫哈利，女儿才15个月大。2019年的
日内瓦，长大的女娃机缘巧合地遇到一位曾
经与哈利相识的女性。于是，这位往生父亲
的故事就此展开，原来他是犹太医生世家的
长子，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时被迫逃离。直到
有天，哈利的生命中突然出现一位倾国倾城
的美丽女子。在这段故事的另一端，有个仿
佛镜像的故事同时展开：是本书的作者诉说
着没有父亲的灰暗童年，以及出人意表的重
生过程。一部大师级的自传体小说。
FIND OUT MORE
> 法国已售出24 000册

9782021454901 | 2020 | 208 pages 
14x20,5 cm | 18.00 €

 Somb

悚
每一天维克多都得听犯人跟他说他们那些令
人作呕的罪行，然而职业保密原则对他来说
真是沉重的枷锁。某日，他心爱女子的尸体
在住的别墅不远处的砂石滩上被人发现，
而且脸部受到重创。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
利。这下维克多得和时间赛跑，抓到真正的 
罪犯。而他本来所坚信的一切全都处在濒临
崩溃的边缘。一本极其扣人心弦，高水准的
犯罪心理小说。

9782021445961 | 2020 | 304 pages 
14,5x22 cm | 18.50 €

文学文学

Max Monnehay

剧情紧凑，让人屏气 
凝神读完的悬疑小说。 
且看在监狱中服务的心理医
师，维克多．加蓝如何 
首次展开调查。

文学文学

Sarah Chiche

一颗星勇敢地走过无尽 
的哀挽之路，并且照亮一 
位伟大的女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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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uction et violence

翻译与 
暴力
当实时翻译软件可能导致少数语言被强势语
言所主宰、甚至辗压毁灭，翻译其实在面临
一场人类学上的大变异。蒂费纳・萨莫瓦
约深入探讨进行文字转化背后付出的实际 
代价。

9782021451788 | 2020 | 208 pages 
14x20,5 cm | 18.00 €

 Un crime sans importance

无关紧 
要的罪行
当伊雷娜·弗兰得知自己七十九岁姐姐在家中
遇袭的死讯时，已经是七个星期前的事了。
作者用深沉却清晰的笔触为自己深爱的姐姐
描绘肖像，同时不断要求警方积极办案追缉
凶手。从字里行间我们看见一位执着于追求
真相，既脆弱又坚强的女性作家。

9782021455885 | 2020 | 256 pages 
14x20,5 cm | 18.00 €

文学文学

Irène Frain

一个有深度、有理念 
的故事，让人深思沉默 
的重量。

文学文学

Tiphaine Samoyault

一本探讨他者之不可分 
割性以及翻译作为强制暴 
力的思考论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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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monde en nègre et blanc :  
Enquête historique sur l’ordre racial

黑人与 
白人的世界
以史学的角度探讨 
种族奴役制度
本书回顾奴隶制度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 
讲述了从地中海、非洲及大西洋的奴隶交
易，一直到欧洲先后殖民非、美、亚三洲
的详细过程。同时也提出了种族主义形成的
历史关键因素，并揭露了其背后的经济学、 
人类学和政治学原理。作者从“黑奴”这个字眼
的历史去解释现今所谓“白种”的意义。

Points | 9782757880050 | 2020 
400 pages | 10,8x17,8 cm | 10.00 €

 Une histoire universelle des ruines :  
Des origines aux Lumières

全球 
遗迹史话
从上古起源到启蒙时代
遗迹是架在记忆与遗忘之间的一座不稳定且
时时在翻修的桥梁，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某
种平衡。埃及人将对君主的记忆交给庞大的
建筑。在希腊、以及凯尔特和斯堪的那维亚
世界中，记忆的守护者则是诗人和吟唱者。
面对这一文化基石，西方世界发明了“遗迹
崇拜”。文艺复兴时期展开系统性地为所有
古代遗迹做纪录，并且重新赋予视觉价值，
到启蒙时代更成就了某种针对遗迹的普世价
值观，一直存续到今日社会。思考遗迹是思
考他人和自己的一种方式。没有对过去的 
思索，就没有真正的，所谓的人类。

9782021282504 | 2020 | 744 pages 
23x30 cm | 49.00 €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Alain Schnapp

纵览不同文明和其本身的
历史遗迹及其记忆之间的
关系。

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Aurélia Michel

一部结合奴隶制度史、 
种族史与殖民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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