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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Sauvage (sous dir.)
本地图呈现古西亚
（古代近东地区）的历史全
景，从2万多年前农业
文明开始一直到现代。

Atlas historique du Proche-Orient ancien

古西亚
的历史地图

50位专家绘制了150幅全新的地图，让读者
了解西亚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历史演化过程，
认识各个时代的首都和小城市的规划，了解
西亚的大型战役、移民潮、贸易路线和考古
发现。每张地图都附有一份简短的文字，概
括过去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或有待探索的地
方。书后附带一份完整的地理索引，列出这
些古城的原名及现代名称。
9782251451138 | 2020
240 pages | 30 x 38 cm | 55.00 €

人文社科

Durer : Éléments pour la transformation
du système productif

真正
的可持续

生产系统变革的要素
Pierre Caye
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
生产系统的变革。
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
产要素也需要重新被定义。

50年以来，各国的公共政策都把改善生态提
上日程。那么，获得的成果是什么？出发点
好，就足够了吗？ 继马克思之后，本书第一
次提出生产系统的整体理论以及变革所需的
措施。为了建设“可持续发展”，人们必须通过
自己的生产方式来持续发展！因此，单维的
资本要转变成多维的资产，劳动不用来消耗
而用来维护，而技术将成为我们的保护罩。
由此，经济将获得道德和政治高度，远离压
迫性的唯创新论，革风易俗和不破不立的意
识形态。
9782251451404 | 2020
374 pages | 14 x 21 cm | 2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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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ffamé : Les dits de Shams de Tabriz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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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渴

气味
的文明史

夏姆士的语录

Nahal Tajadod
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入侵
波斯。当帝国处于水深火
热之中，大不里士的神秘僧
侣夏姆士（Shams Tabriz）
开始寻找可以做他
徒弟的大师。

历经多年寻觅未果，沙姆士终于找到莫拉
维，一个天赋极高却又被自己的声望所困
扰的学者。遇到夏姆士，莫拉维解脱了。从
他们相识到别离，莫拉维成为世界文学史上
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今日以“鲁米”（Lumi）
为人所知。本书作者娜哈.塔贾多德（Nahal
Tajadod）引用鲁米的《文集》（Maqalat）
中关于夏姆士的言论，汇集成一本看似七零
八落却极富诗意且令人醍醐灌顶的语录，让
读者更贴近这位伟大智者的生活，更了解他
的哲思。

La Civilisation des odeurs :
XVIe - début XIXe siècle

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

大型变革。法国历史学

嗅觉非常重要，人们通过气味预防危险，
也用来识别最适合自己的伴侣。然而，很少
人深入去了解它。法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穆尚
布莱德（Robert Muchembled）为此进行了
多方面的研究，勾勒出从十五世纪至今的嗅
觉气味史，为这个所谓的“低级感官”正名。
从人体散发的气味到植物花香，气味不只是
化学物质，更是社会礼仪文化变革的要素。

波斯语

家罗伯特·穆尚布莱德

RIGHTS SOLD

9782251451084 | 2020
240 pages | 12,5 x 19 cm | 19.50 €

（Robert Muchembled）

英语、俄语、繁体中文、简体中文

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FIND OUT MORE

RIGHTS SOLD

Robert Muchembled
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
气味文明在西方经历了几次

> 法国境內售出5000冊
9782251447094 | 2017
272 pages | 16 x 24 cm | 2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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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onde syriaque : Sur les routes
d'un christianisme ignoré

人文社科

叙利
亚的文化

从希罗多
德看希腊的
多神崇拜

找回被忽略的基督流派

作，汇集100多张插图，

叙利亚语是阿拉米语的一支，既不是某个国
家的语言，也不是一个特定民族的语言。叙
利亚语随着基督教的普及得以大范围扩张，
从地中海一路传到东亚地区。今天，它仍是
一些东正教会使用的文学和宗教语言。从公
元纪年开始，希腊-拉丁基督传统向西方延
展，而叙利亚基督教则向东方前行，传播到
印度和中国。它也是与伊斯兰教接触最多的
基督教流派。

11张地图以及大量的译文

RIGHTS SOLD

Françoise Briquel
Chatonnet
Muriel Debié
这是一部史无前例的著

摘录，让读者充分了解叙
利亚两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Le Polythéisme grec
à l'épreuve d'Hérodote

Vinciane Pirenne-Delforge
本书为法兰西公学院课程，
是一项针对希腊宗教多
元性的研究。

英语、俄语、阿拉伯语

对于理解古希腊历史，区分“宗教”和“多神教”
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说“希腊宗教”还是“希
腊的宗教们”？在各种各样的宗教背景下，
希腊诸神会否消融稀释，变得面目全非？在
这种情况下，“信仰”是否真的存在？祭祀习
俗的多样性是否基于希腊各个城邦的特点？
本书以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
为线索，意图梳理希腊宗教的复杂系统，
让大家认识其丰富多彩的脉络。
9782251451459 | 2020
256 pages | 13,5 x 21 cm | 21.50 €

FIND OUT MORE

> 法国境內售出3000冊
> 2018阿拉伯世界史Rendez-vous大奖
9782251447155 | 2017
272 pages | 15 x 21,5 cm | 25.50 €

3 4 5 6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 45种出版社书目

Les Belles Lettres
人文社科

Le Vol dans les airs au Moyen Âge :
Essai historique sur une utopie
scientifique

人文社科

以史明
鉴的冒险家

中世纪的
人们也想飞

达芬奇，伊拉斯谟，
米什莱等人文大
师的经历

一份关于科学乌
托邦的历史评论
Nicolas Weill-Parot
中世纪的人们是否也
有在空中翱翔的愿望？
这种“不可能的现实”
如何形成一种概念？

Les Aventuriers de la mémoire perdue :
Léonard, Érasme, Michelet et les autres

人们想飞的愿望，对中世纪的思想界构成了
一个真正的挑战。无论是基于鸟类的自然力
量，还是仰赖精神力量（灵魂、天使、恶
魔），或是指望人们的发明创造，都难以想
象人能在空中飞。本书是一篇视角独特的历
史评论，目的在于了解中世界的科学家如何
理解飞行的基本原理，关键难题，飞行的矛
盾，以及更广义而言，解释重物在更轻的物
质中悬浮的现象。我们会看到中世纪经院派
科学以及学究派如何解释这些违背自然规律
的种种现象。

Jean-Christophe Saladin
本书作者讲述文艺复兴时
期各种传奇人物的经历。
他们从历史被遗忘的巨
大遗产里汲取灵感，
创建更好的未来。

9782251451039 | 2020
240 pages | 15 x 21,5 cm | 2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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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冒险家都是行动上的人文主义者。
他们寻找的是失落的古代文化，重塑历史遗
产（往往是通过冒着生命危险的方式），
创建了自由思想的文明，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文明。他们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绘
画艺术到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从戏剧、天文
学到宗教，把自由带到每一个角落里。在人
民发声的权利受到压制的时候，我们可以从
他们身上获取力量。
9782251451442 | 2020
632 pages | 16 x 24 cm | 29.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