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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r c'est… :
Petit livre de l'amour véritable

人文社科

爱是什么？

一本讲述真爱的小书籍

Marc Vaillot
我们的存在是为
了爱与被爱。

我们的存在是为了爱和被爱。爱是整个人类
生活的希望。没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得去拼
命地寻找。拥有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看着
它，怕会失去它。这本小书不是学术论文，
而是向我们展示的多面镜，帮助我们反思自
己的爱和被爱的方式。作者马克·瓦约一位是
牧师和精神向导。”
9782706714443 | 2016
128 pages | 11x17 cm | 9.90 €

Fabrice Hadjadj
上帝可以成为
谈论的话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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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parler de Dieu aujourd'hui

在今天如何
谈论上帝
上帝可以成为谈论的话题吗？可以把他安排
在上一场足球比赛和天气预报之间报道吗？
还是最好开展一场学术讨论会，把他放在康
德的悖论和尼采的谱系学之间论述呢？在企
图颂扬他的同时，难道不会使他丧失威信
吗？还是崇拜他只是为了要永远摆脱他？本
书作者法布里斯·哈扎德是一位散文作家兼剧
作家。
9782706717802 | 2012
220 pages | 11x17 cm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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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

人文社科

耶稣

关于玛丽的丈夫约瑟夫，我们知道些什么？
而福音书中也很少提到他。也许还有其他想
不到的故事呢！这本书提议通过《旧约》以
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叙述，
来学习了解他的故事。菲利普·列斐伏尔是一
位多明我会教士，文学博士和大学老师。

9782706716461 | 2018
45 pages | 15x27 cm | 12.00 €

Philippe LEFEBVRE, o.p.
关于约瑟夫，

一本关于初领圣餐

约瑟夫
沉默的话语

他是上帝的使者，是朋友的寻求者，是邪恶
的征服者，也是一位出色的讲故事的人。绘
本中耶稣的十五幅肖像图，向人们展示了上
帝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并为他们最大的幸
福而辛勤劳作。若埃勒·沙贝尔是一位儿童文
学作家，马塞利诺·张（MarcelinoTruong）是
一位著名的法籍越南裔插画家。

Joëlle Chabert
Marcelino Truong

Joseph : L'éloquence d'un taciturne

我们能聊些什么。

的精彩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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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2706708305 | 2011
270 pages | 15x22,5 cm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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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our vrai : Au seuil de l'autre

人文社科

真爱

人，上帝的
神奇造物

跨过门槛，
去到另一个世界

Martin Steffens
提倡真爱，反对色情。

“人不是为爱而生。而是为爱而死。这一感召
是如此强大，因为它包容了人类所有的糊涂
行为。而色情是在歪解和丑化爱，只是在模
仿人们尽情享乐时所表现出来的欲望。真正
的爱，是最强烈的爱。这种爱曾经被我们称
为“仁慈”，它让我们在祈祷或走向另一个世
界时，拥有静静等待的力量。”马丁·斯蒂芬
斯（MartinSteffens）是一位哲学教师。
9782706716317 | 2018
142 pages | 13x20 cm | 16.00 €

L'homme, merveille de Dieu : Essai
d'anthropologie christologique

基督教人类学随笔
Bernard Sesboüé, s.j.
什么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上
的人类学？

在今天关于人类有多种见解的“多元人类学”
中，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上“人类学”的含义是
什么？当人的身份安全受到威胁时，人还是
上帝创造的奇迹吗？书中的内容将探讨建立
在上帝造人，赐予人恩典之上的人与上帝之
间的关系。贝尔纳·塞布埃神父是一位耶稣会
士和神学家，也是这部重要著作的作者。
9782706712142 | 2015
368 pages | 14,5x22 cm | 2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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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que Collin
多米尼克·科兰机智地
呼吁建立一个知道如何讲
述福音的基督教。

Le christianisme n'existe pas encore

人文社科

基督教
尚不存在

本书的标题呼应了基尔凯郭尔的名言。作者
引用它是为了解释基督教文化其实是一种幻
想，它帮助基督徒避免陷入自我怀疑，怀疑
自己是否仍然忠于福音。为了摆脱基督教传
播的困境，多米尼克·科兰呼吁建立一种知道
如何向每个人传福音的基督教，从而迎接它
的最终存在。作者多米尼克·科兰是一位多明
我会教士，哲学家和神学家。”
9782706716348 | 2018
190 pages | 13x20 cm | 18.00 €

Bernard-Marie
书中含有二十多篇九日经文

Neuvaines pour les jours difficiles

帮助度
过艰难之
日的九日经
这部作品中含有二十多篇九日经文，其中十
五篇为最新创作，它们只有一个重要意图：
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个人或多数人。九日经祈
祷的目的是连续九天思考圣经和教会传统的
经文，同时把自己特别托付给上帝。贝尔纳·
马里是一名方济各会第三会成员，拥有神学
博士学位和圣经语言文凭。
9782706705199 | 2009
320 pages | 11x17 cm |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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