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黎娜，施征东 : Lina Huang

BEIJING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 45种出版社书目
种出版社书目

*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北京
图书版权交易每天都在进行。如果您希望了解最新的版权信息，我们建议您联系相关出版社。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115, bd Saint-Germain - 75006 Paris, France
t. +33 (0)1 44 41 13 13 - f. +33 (0)1 46 34 63 83
info@bief.org - www.bief.org

Métailié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 45种出版社书目
种出版社书目

 的民族学研究
门
办公室的民族学研究
毒贩大妈
阿基里斯与耐克的后
代

 步人生
健
巴塔哥尼亞203号公路
被迫成为富人
笑
Métailié

www.editions-metailie.com

外国版权 Catherine de Léobardy : secretariat@metailie.fr | 版权输出 Lise Detrigne : Lise.Detrigne@metailie.fr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 45种出版社书目

Métailié
人文社科

Pascal Dibie
世界上到处都有有门，
有窄门，也有宏伟的大门。

Ethnologie de la porte

人文社科

门的民
族学研究
从埃蒂奥莱镇的马格德林文化遗址，到巴比
伦的伊丝塔城门，还有希腊的门楼、罗马的
凯旋门、或是地狱之门，本书回顾“门”作为
日常事物所构建出的想象之形象。通过历史
学和社会学观点，门以各种形式邀请我们思
考内面和外面，开放与封闭，安逸与危险的
关系。

RIGHTS SOLD

Pascal Dibie

阿拉伯语

从抄经书的的修士到

9782864248415 | 2012 | 480 pages
15,3x24 cm | 22.00 €

办公室的生活千姿百态。

二十一世纪的上班族，

Ethnologie du bureau

办公室的
民族学研究
继《房间的民族学研究》与《门的民族学研
究》后，巴斯卡．迪比再一次邀请我们观察
今日职场生活中最常占据的空间之一：办公
室。从隐修院里抄经的修士到现代上班族，
从拿破仑的政府办公室到卡夫卡的官僚主义
者，从抄经的书台到带着电脑四处工作的“数
码游牧民”，这本书是一趟旅程，带领我们认
识办公室和地点固定的工作何以成为现代社
会发展的中心，并让我们了解到久坐的生活
背后的复杂性。作者以幽默风趣的笔调、极
细微的观察、百科全书般的丰富知识，回顾
历史，带领我们认识过去三百年来、全世界
五十亿人的办公室生活。
9791022610599 | 2020 | 304 pages
14x21,5 cm | 2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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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tailié
La Daronne

文学

人文社科

毒贩大妈

阿基里
斯与耐克
的后代

一位单亲妈妈如何努力工作，含辛茹苦地养
大孩子，一丝不苟地为司法服务，翻译数千
小时的监听电话内容，却没有合法的工作身
分，最终逾越法律界线？很简单，她私自劫
走贩毒团伙一山的大麻，却毫无罪恶感，不
惊不乍，而且还感到一种与己无关的愉悦。
她就此成为毒界大姐大。

推崇日常慢跑

RIGHTS SOLD

Hannelore Cayre
毫不留情切入警界实况。

于澳、美、加、英、德、冰岛、
西班牙七国出版

FIND OUT MORE

> 2017欧洲推理小说大奖
> 同名电影由Jean PaulSalomé导演，
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

Les Enfants d'Achille et de Nike :
Éloge de la course à pied ordinaire

Martine Segalen
慢跑，是时尚！

9791022606073 | 2017 | 176 pages
14x21,5 cm | 17.00 €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慢跑，想要追求极
限、超越自我、健身养生。慢跑已成为一种
相当受欢迎的全民运动，一种全球流行。民
族学家玛汀．塞格伦也是慢跑爱好者，在这
本具有前瞻性的书中，作者透过分析一些
“历史性”的重要赛事（纽约马拉松、巴黎马
拉松），以及某些传统社会中的赛跑，描
写这种新的日常习惯，她认为跑步是自由
的一种表达形式，在征服自我身体的同时，
也在征服城市和生活社群。
9791022606592 | 2017 | 280 pages
14x21,5 cm |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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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tailié
人文社科

Marcher la vie :
Un art tranquille du bonheur

文学

健步人生

一种宁静的幸福术

David Le Breton
健走全球风行，
与当前社会主流的居家
运动有所区别。

当今社会的健走风，兼具多重意义：健步者
想借由身体运动，重新发现世界、打破一成
不变的生活、填满休闲时间、忘掉一天的烦
心事、充电、冒险、相遇。在《步行》出版
八年和《步行赞歌》出版二十年后，作者再
一次向我们讲述步行带来的愉悦和意义，阐
述步行给当今科技世界的疲惫心灵带来的种
种疗愈功效。
9791022610728 | 2020 | 168 pages
12,5x19 cm | 10.00 €

Eduardo Fernando Varela
一场精采的公路旅行，
穿越南半球环境最恶劣
且最奇异的道路。

Patagonie route 203

巴塔哥
尼亞203
号公路
帕克，谜一样的萨克斯手，驱车奔驰在巴塔
哥尼亚一望无际的公路上，他沿途遇到各种
不可思议的人物，遭遇许多令人错愕及不友
善的经历，还爱上一个节庆集市的收银员姑
娘。这是作者的首部小说。

FIND OUT MORE

> 2019年美洲之家文学奖、
2020年《Transfuge》
文学杂志最佳西班牙语小说奖
9791022610605 | 368 pages
14x21,5 cm | 2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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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tailié
Richesse oblige

文学

人文社科

被迫
成为富人

去家谱树中的每一个分枝，
最终顺利继承遗产。

FIND OUT MORE

如何不声不响地剪

笑

关于笑的人类学研究

十九世纪，有钱人创造了大笔财富，甚至买
通穷人子弟代替他们的孩子应召入伍去打
仗。今天这些有钱人的子孙后代依旧富裕，
枝繁叶茂的庞大家族甚至还有后辈陌生人来
依法继承财产。1870年，一个大制造业家
族的公子，他是个慷慨的理想主义者，并
承认了自己的一个非婚生孩子。2016年，
布朗什，一个拄着拐杖跳脱所有世俗框架的
女子，听闻到一个无情富商家族接连发生的
丧事后，发现自己也有权利继承这份家产。

Hannelore Cayre

Rire : Une anthropologie du rieur

David Le Breton
笑的千姿百态

> 法国2020年黑色历史奖
9791022610223 | 2020 | 224 pages
14x21,5 cm | 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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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关于“笑”的人类学研究，从社会、情
感、情绪和生理等方面进行探讨。“笑”是融入
社会、社交往来的一部份；在人们常常感到
紧张和压力的日常生活中，笑声带来了许多
放松的时刻。从讽刺的笑到嘲弄的玩笑，
从幽默的笑到猥亵的笑，各种笑的形式都在
本书中一一解析。
9791022608282 | 2018 | 300 pages
14x21,5 cm | 2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