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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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黎
娜
，
施
征
东

 : 
Li

na
 H

ua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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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您联系各个出版社。

*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北京世界图书博览会－北京

BE
IJ

IN
G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世界图书博览会 8种主题书目种主题书目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Essais 人文社科

http://www.athom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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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es Sud 
5 > 8
>  像鸟一样活着
>  这种面包我不吃
>  从“孟山都文件” 

解密农达农药案
>  野性重回欧洲
>  人与动物
>  塑料海洋
>  像冰山一样思考 

  Albin Michel  9
>  未知之地 

  CNRS éditions 
10 > 16
>  哲学之后
>  迦太基
>  天主教与反犹主义
>  论动物的形而上学
>  历史应该“普遍化”吗？
>  非洲國家的邊界

>  社会阶级政治
>  纳粹秘术： 

党卫军与秘教论
>  主体的问题
>  群体灭绝者的日常
>  弱连接的影响力
>  国界的回归
>  爱德华． 

查顿的微生物世界 

  Éditions  
de l'EHESS 
17 > 26
>  法律的左倾
>  给每个人的回忆建档
>  体育的政治
>  莫斯科与遥 

远边疆的对话
>  公共空间
>  促膝而谈
>  行动民族学

>  生命的某些片刻
>  无形的启蒙
>  哲学殖民地
>  穿越符号
>  心怀社会
>  11月13日的纪念物
>  创造特洛伊
>  谈论自己
>  弗朗切斯卡
>  占有科学
>  军工厂和新女性
>  王者圈
>  胜利的苦果 

  Éditions Jésuites 
27 > 28
>  资本主义精神在哪里？
>  美好脆弱的家庭
>  彼岸
>  多么脆弱的栖息之地 

  Fayard 
29 > 34
>  查理四世
>  一头猪启发的生物共

同体
>  环保战争日志
>  生命经济学
>  人类，野生动物和瘟疫
>  幸福是嗜甜的死亡
>  希特勒的访客
>  全球百货历史
>  重游亚马逊
>  自由平等的发言权
>  活在这变幻莫测的世

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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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mmarion 
35 > 38
>  公元前403年的雅典
>  制止灾变论！
>  生活的学校
>  绿色殖民主义的诞生
>  基因的远征
>  焚烧女巫
>  属于平凡人的时代
>  费伦齐与弗洛伊德 

  Gallimard 
39 > 44
>  时间之神柯罗诺斯： 

素描时间史
>  摆脱戾气：治疗“怨恨”
>  女性与文学：文化史 

（卷1）中世纪到18世纪
>  女性与文学：文化史 

（卷2）19世纪到21世纪 
-法语国家

>  平凡人生
>  法国圣战主义： 

里应外合的城市社区、
叙利亚和监狱

>  绿色世纪
>  服从的自由
>  保罗‧莫朗传记
>  危机传单
>  另一个萨特 

  Geuthner 
45 > 47
>  犹太部落从基督教到伊

斯兰教的改宗
>  古代近东音乐
>  摆渡者
>  巴尔米拉的城市转型
>  中东的科学与智慧 

  Inalco 
48 > 57
>  缅甸2010-2017， 

一个转型中的国家？
>  塞浦路斯： 

拉近族群关系的希望
>  班巴拉语语法课
>  从罗马到吕贝克和但泽市
>  埃米尔．皮科特 

（ÉMILE PICOT）： 
罗马尼亚亲王的秘
书——布加勒斯特信札
(1866-1867)

>  历史百科全书： 
非洲、美洲、亚洲 
（一、二册）

>  国际联盟托管委员 
会的专家与专家鉴定： 
人物、领域、工具

>  远东地区今昔鬼魅 
（第一册）

>  远东地区今昔鬼魅 
（第二册）

>  希腊二战期间通敌 
者之审判（1944-1949）

>  钟声、刨刀与锄头
>  土耳其语的动词变位
>  自然语中的存在谓语： 

价值与标示、结构与模式
>  塑造祖先：祖先崇拜的社

会因素、仪式与政策
>  无所适从：一次世界大战

被派往东欧的法国士兵
>  爱情制度： 

追求、恋爱、婚姻
>  从今时直到永远： 

浅论希伯来文诗歌
>  以武器自我解放？ 

论女性的政治暴力
>  2019年中东欧与欧亚大

陆国家现况报告
>  威尼斯在克里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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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 Lattès  58
>  世界醉酒史
>  沉没的朱拉号轮船 

  Le Seuil  59 > 63
>  疲劳的历史
>  巴黎女人
>  身体的逻辑
>  劳动者宣言
>  游居者之死
>  西方世界舞蹈新史
>  什么是植物？
>  黑人与白人的世界
>  全球遗迹史话 

  Les Belles 
Lettres 
64 > 67
>  古西亚的历史地图
>  真正的可持续
>  气味的文明史

>  叙利亚的文化
>  从希罗多德看 

希腊的多神崇拜
>  中世纪的人们也想飞
>  以史明鉴的冒险家 

  Libella  68 > 69
>  上帝与硅谷
>  陀思妥耶夫斯基
>  谢谢你，我的小狗 

  Métailié 
70 > 72
>  门的民族学研究
>  办公室的民族学研究
>  阿基里斯与耐 

克的后代
>  健步人生
>  笑 

  Presses  
de Sciences Po 
73 > 80
>  人类世图解
>  世界城市图解
>  铅白
>  数字文化
>  关键2°C
>  于是，保加利 

亚的犹太人得救了
>  联合国大会
>  女性主义经济学
>  追求经济增长的悲剧
>  行为主义偏差
>  病理与风险
>  纽伦堡大审判
>  强制劳役的转型
>  土地、权力与冲突 

（第二版）
>  欧洲统一的理论与概念 

  Rue de 
l'Échiquier  81 > 84
>  屠杀
>  解禁囚犯
>  根与基因（套装书）
>  无条件的平等
>  见树不见林的气候
>  停止自欺欺人
>  穿越人行道
>  废物回收，大谎言 

  Salvator  85 > 88
>  爱是什么？
>  在今天如何谈论上帝
>  约瑟夫
>  真爱
>  人，上帝的神奇造物
>  基督教尚不存在
>  帮助度过艰 

难之日的九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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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ne mangerai pas de ce pain là

这种面 
包我不吃
亚德里安诺．法拉诺（Adriano Farano）住在
美国期间，他的小儿子突然产生了严重的麦
麸不耐症（面筋过敏）。于是，他开始了历
时三年的调查，意欲全面了解面包。在此过
程中，他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全民健康问题。
本书是这场调查的结果，从面包的起源到对
健康有害的“现代面包”(过咸、过甜或添加了
混种麸质)。幸好，消费者还有其他选择！

Rouergue | 9782812621130 | 2020 
128 pages | 14x20,5 cm | 16.00 €

 Actes Sud www.lerouergue.com

 Habiter en oiseau

像鸟 
一样活着
在文西安娜．戴丝霈（Vinciane Despret）的
笔下，鸟类与鸟类学家变得如此鲜活生动，
引人着迷。看完这本书，你不再会认为领地
意识是理所当然的动物本性。或许，你会从
鸟儿鸣叫声中听出新的涵义。

Actes Sud | 9782330126735 | 2020 
224 pages | 11,5x21,7 cm | 20.00 €

外国版权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版权输出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Alliel : nathalie.alliel@actes-sud,fr

Adriano Farano

深入调查新石器以来 
人类最普遍的食物。

Vinciane Despret

对动物来说， 
领地意味着什么？

人文社科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青少文学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Young Adult.pdf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世界图书博览会 8种主题书目种主题书目

 Actes Sud www.actes-sud.fr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88   

 L'Europe réensauvagée :  
Vers un nouveau monde

野性 
重回欧洲
走向新世界
本书介绍欧洲各地复原自然野地的现状。即
使许多标志性的物种近乎灭绝，但许多国家
都出台了一些颇具成效且具有借鉴意义的措
施。野牛、熊、老鹰、鲟鱼和海豹正在重返
昔日栖息之地。由此可见，人类和野生环境
是可以共存的。本书基于分享成功经验，希
望引发读者的思考和行动。

Actes Sud | 9782330132620 | 2020 
336 pages | 11,5x21,7 cm | 23.00 €

 Actes Sud www.actes-sud.fr

 L'Affaire Roundup à la lumière  
des Monsanto Papers

从“孟山都
文件”解密
农达农药案
这项调查揭发了跨国企业孟山都如何无所
不用至极，试图让吉利斯-艾瑞克·塞拉利尼
（Gilles-Éric Seralini）的研究无法发表，因
为他指出了农达公司产品的毒性与基改植物
的关联性，戳中了跨国公司的痛点。调查也
揭露了那些理应保护民众的法规如何遭到滥
用，以及科学界、医学界与政府部门如何被
诱导走上歧路。

Actes Sud | 9782330140588 
192 pages | 11,5x21,7 cm | 15.00 €

外国版权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版权输出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外国版权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版权输出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Gilbert Cochet
Béatrice Kremer-Cochet

有时候，若想克服障碍， 
只需要转换一下视角。

Gilles-Éric Seralini
Jérôme Douzelet

基于“孟山都文件”的深度调
查，结论震撼人心。

人文社科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青少文学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Young Adul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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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éan plastique :  
Enquête sur une pollution globale

塑料海洋
全球污染调查和方案
对后现代文明社会造成的种种连带破坏当
中，有一项我们讨论得还不够：那就是海洋
的塑料污染。本书旨在全面介绍相关的议题
以及不同的解决方案。书中也介绍了全球各
地那些致力于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海洋的人
们以及他们的举措。

Actes Sud | 9782330140786 | 2020 
384 pages | 14x19 cm | 22.00 €

 Actes Sud www.actes-sud.fr

 Manières d'être vivant :  
Enquêtes sur la vie à travers nous

人与动物
借由我们自己 
来认识动物
本书在追踪实践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哲学问
题展开探讨。例如，宠物给人类的伦理留下
了哪些影响？羊、牧羊人和掠食动物之间构
成了牧野生态，如何通过追踪它们之间的依
存关系，从而设想一个新的动物世界组织策
略？种种探索让我们重新去感知动物，学
习如何跟它们打交道，改变对它们的固有 
观念。

Actes Sud | 9782330129736 | 2020 
336 pages | 11,5x21,7 cm | 22.00 €

外国版权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版权输出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外国版权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版权输出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Nelly Pons

每年，超过800万吨塑 
料流入海洋中！

Baptiste Morizot

身为实用派哲学家， 
作者在本书中探讨人类与 
动物之间的共通点和 
差异之处。

人文社科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青少文学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Young Adul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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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ser comme un iceberg

像冰山 
一样思考
作者奥立维．雷莫（Olivier Remaud）带领我
们揭开表象，沉浸入野外世界：雪会吱吱作
响，浮冰会断裂，冰山在海上游荡。我们划
着皮艇，潜入寒冷的水里，倾听冰原上原住
民的声音。不用怀疑，他们就在我们中间，
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为什么影响他们的一切
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

Actes Sud | 9782330140625 | 2020 
240 pages | 11,5x21,7 cm | 22.00 €

外国版权 Sandra Martel : s.martel@actes-sud.fr   版权输出 Annie Eulry : a.eulry@actes-sud.fr

Olivier Remaud

如何用新视角观察 
野外世界？

人文社科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青少文学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Young Adult.pdf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世界图书博览会 8种主题书目种主题书目

 Albin Michel www.albin-michel.fr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88   

 Terra Incognita :  
Une histoire de l’ignorance

未知之地
关于无知的历史
在结束了一生的研究工作后，阿兰．柯宾
（Alain Corbin）回归本质，探讨关于无知的
历史。这部被我们千百年来忽略的历史围绕
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地球是什么。在这部
杰作中，作者揭示了历史上各种稀奇古怪的
理论。有些谬论很精彩，但大部分都不合常
理。比如1778年有位智者写了一本书，声称
地球的温度来自地心，而地球本身却持续冷
却。还有人写说在大洪水到来之前，地球上
曾生存着巨型动物和巨人，其残骸保存在石
灰岩中，清晰可见。无知可以刺激想象力。
不确定可能带来焦虑，也可能生成乐观却荒
诞的理论。总之不要无视无知，就让本书将
为科学家们上一堂学习谦虚的课。
RIGHTS SOLD
英语、西班牙语

9782226449313 | 2020 | 288 pages 
14,5x22,5 cm | 21.90 €

外国版权 Solène Chabanais : solene.chabanais@albin-michel.fr    
版权输出 Corinne Brivot : cbrivot@hachette-livre-intl.com

Alain Corbin

这本书唤醒我们对知 
识的渴望，并改变我们 
对世界的看法。

人文社科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青少文学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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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thage : Histoire et archéologie  
d’une métropole méditerranéenne  
814 avant J.-C. – 1270 après J.-C.

迦太基
公元前814年到 
公元1270年的地 
中海历史与考古
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城被罗马帝国军队摧
毁。一百多年之后，这些断垣残壁重新获得
生机，商贸再度兴荣。公元前914年，腓尼
基人建立了迦太基。公元1270年，圣路易出
征败北之后，它遭到哈夫斯王朝铲平。这座
千年古城是北非的首府，与亚历山大港和安
条克齐名，是罗马的劲敌。今日，突尼斯城
市扩张，覆盖了迦太基城的遗迹，却掩不住
这座古代大都会的光华。本书拥有迄今为止
最翔实的综合资料，从腓尼基公主艾莉莎建
城开始，经汪达尔王国到拜占庭时期，全面
展示迦太基这颗世界遗产之明珠。

9782271134714 | 2020 | 240 pages 
17x23 cm | 29.00 €

 CNRS éditions www.cnrseditions.fr

 Après la philosophie :  
Histoire et épistémologie  
de la sociologie européenne

哲学之后
欧洲社会学历 
史及认识论
本书意欲总结一项广泛的研究，阐明社会上
的诞生以及认识论的现况。本研究旨在强调
在社会学的多元研究方式（统计学、民族
学、长期过程分析等）之外，存在一个统一
的社会学范式。

9782271131935 | 2020 | 568 pages 
15x23 cm | 2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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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ir Aounallah

一座与古罗马匹敌的大都邑

Marc Joly

在结合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基
础上，社会学重新定义了
康德曾经给予哲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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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ai de métaphysique animale :  
Un même élan

论动物 
的形而上学
本是同根生
人类与动物在生理上的运作是相同的，但人
类基于有声语言以及思考能力的特殊性，而
否定了动物具备形而上能力的可能性。这本
关于动物形而上学的书，通过对照动物伦理
以及文化表征，邀请读者重新思考动物性的
概念，站在动物的立场上看问题，终结只以
人类为中心的意识，杜绝因此让动物受苦受
难的衍生行为。

9782271119858 | 2020 | 330 pages 
15x23 cm | 23.00 €

 CNRS éditions www.cnrseditions.fr

 Catholique et antisémite

天主教 
与反犹主义
本书深入研究天主教整合主义、教廷法西
斯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极右派民族
主义，描述拥护君主制的法兰西运动鹰派分
子，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在纽约、
伦敦、哥本哈根、罗马和柏林之间流亡的俄
国反共分子。这些天主教界的反犹主义不只
限于传统上的基督反犹传统，而是到处放
火，将反自由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反共
运动和种族主义全部拉拢在一起。

9782271116956 | 2020 | 326 pages 
15x23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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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Martin Fréville

重新思考人类与动物 
的关系，跨越人与非人 
的绝对界限。

Nina Valbousquet

梵蒂冈公开了教皇庇护十 
二世的档案，犹太大屠杀期
间的宗教争议有望进一步明
晰，亦是本书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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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ntières d'Afrique :  
Pour en finir avec un mythe

非洲國 
家的邊界
一九六四年非洲各國獨立時，決議原則上不
變更各國疆界，之後，各國沿用了這個殖民
時代的遺緒。是時候終結這個殖民傷痕的迷
思了。非洲地理的邊界已經變成非洲的邊
界，儘管有時候不太明確，或成為不安定的
來源，但是這些疆界也起著資源的功用，並
作為貿易網絡的介面，從底層進行全球化。

9782271133731 | 2020 | 80 pages 
12x17 cm | 6.00 €

 CNRS éditions www.cnrseditions.fr

 Faut-il universaliser l'histoire ? :  
Entre dérives nationalistes   
et identitaires

历史应该 
“普遍化”吗？
民族主义与身份 
认同的滥用
事实证明，一部公正客观且兼顾各方意识的
世界史是不存在的。作者桑杰．萨布拉曼洋
认为，历史的“普遍化”是一个刻意排除异己的
过程。他更倾向于“关联的历史”而非“普遍的
历史”。他主张历史实践应当在交流中发展， 
本着对其他经验和文化开放的精神，怀抱对
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好奇心，其出发点不
应基于身份诉求或民族和文化的自我满足。

9782271125101 | 2020 | 144 pages 
14x20,5 cm |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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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Foucher

終結一個長久的迷思。

Sanjay Subrahmanya

被誉为当代最伟大
历史学家的桑杰•萨
布拉曼洋（Sanjay 
Subrahmanyam）， 
认为历史不应沦为民族自
我主张和自我满足的工具， 
后果将会十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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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cultisme nazi :  
entre la SS et l'ésotérisme

纳粹秘术：
党卫军与秘
教论
《魔术师的早晨》（Le Matin des magiciens）
一书营造了“图勒协会”（Thule Society）是纳
粹主义的幕后大本营的说法。然而，这个社
团的影响力只存在于传说里。作者回溯这个
假信息的起源，形成以及炒作。这套阴谋
论结合了秘教和对纳粹主义以及党卫军的
迷恋，形成了一股激进而邪恶的反文化潮
流。本书还描述了几位推波助澜的煽动者， 
如意大利神秘主义者尤里斯．艾佛拉（Julius 
Evola），智利后纳粹分子雅克-玛丽．马修
（Jacques-Marie de Mahieu）以及法国作家
让-保罗．布赫（Jean-Paul Bourre）。

9782271131355 | 2020 | 232 pages 
15x23 cm | 24.00 €

 CNRS éditions www.cnrseditions.fr

 Inter-socialités :  
Le monde n'est plus géo-politique

社会 
阶级政治
地缘政治不再是王道
最新的国际冲突大多来自一些重大的社会问
题，如贫穷、污染、粮食短缺、族群之间的
竞争、灾难性的疫情等。人群之间的对立越
来越明显，并不一定是民众运动造成的。背
后，舆论操纵者、媒体、社交网络、吹哨
者、“假新闻”制造者或网络黑客都替某些人
提供他们的专业服务，从而塑造客户设想的
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已然变成阶级与阶级之
间的关系。本书的分析意欲表明出台新外交
政策与建立新型外交的紧迫性。

9782271134806 | 2020 | 232 pages 
14x22 cm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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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éphane François

破解“图勒协会”的阴谋论。

Bertrand Badie

国际关系必须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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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vie ordinaire des génocidaires

群体灭 
绝者的日常
针对巴黎2015年的恐怖袭击事件，作者理
查德．雷克曼（Richard Rechtman）认为，
杀人的，不是意识形态，是人，是那些有组
织杀人的人。他们做这件事就像上班一样自
然。作者潜入这些杀人者的群体里面，观察
他们的日常。这些人每天终结数十甚至数百
条人命，但他们脑子里想的不是杀人的动
作，而是精密的准备工作，目的是用最经济
的手段杀害最多的人。
RIGHTS SOLD
英语

9782271095077 | 2020 | 256 pages 
15x20,5 cm | 19.00 €

 CNRS éditions www.cnrseditions.fr

 La question du sujet :  
Descartes et Wittgenstein

主体的问题
笛卡尔与维特根斯坦
笛卡尔与维特根斯坦是两位传统上对立的哲
学家，但他们都同样重视主体性原则：不是
有，也不是无。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思考经
验围绕着一个不指定某个身体的现象经验 
（在他人的身体里有痛苦的可能性）。笛卡
尔的“我”是形而上的我，指一个没有身体参
照物的主体。本书以此为起点，展开他们之
间的对话。

9782271119834 | 2020 | 208 pages 
15x23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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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Rechtman

揭秘恐袭分子背后的屠杀
推手

Pascale Gillot

通过笛卡尔和维特根斯 
坦之间的对话，重新思考主
体性认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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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retour des frontières

国界的回归
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发现国界的保护作用。
国界的回归，从实际意义和意识形态上，都
是有益的，前提是审慎地运用这个工具。国
境从没有消失过，只是在我们旅行者的心理
地图上模糊掉了而已。国界不是一条抽象的
线，而是整一套组织和制度。也许我们能轻
松出入国境，但不代表它就不存在。消除国
与国之间的分界，就是让国家消失。一个没
有边境的世界是一个野蛮的世界，近年来的
恐怖事件就是佐证。

9782271133489 | 2020 | 64 pages 
12x17 cm | 6.00 €

 CNRS éditions www.cnrseditions.fr

 Le pouvoir des liens faibles

弱连接 
的影响力
“弱连接”这个概念经常被伦理和政治理论忽
视，但却是当今我们信息社会里关注他人
的核心模式。无论在社交网络、文化圈、
人与城市与环境的关系，甚至在民主领域， 
“弱连接”的影响力都不可小觑。

9782271126221 | 2016 | 384 pages 
15x23 cm |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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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Foucher

如何看待国界的回归？

Alexandre Gefen
Sandra Laugier

“弱连接”概念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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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vies minuscules d'Edouard Chatton

爱德华· 
查顿的微 
生物世界
单细胞生物微小至极，肉眼看不见，但在显
微镜下却美丽得令人着迷。一百年前，一位
杰出的法国生物学家爱德华．查顿（Édouard 
Chatton）研究了这些原生生物，揭开了它们
的秘密，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概念，奠定了
当代生物学的框架。 本书汇集了爱德华．
查顿的科学插画。他一笔一画精确再现美
丽多彩的微生物，分享给我们他探索的迷 
你世界。

9782271134035 | 2020 | 288 pages 
21x24 cm | 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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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 Jessus
Vincent Laudet

78幅解剖图示与70幅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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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iver la mémoire : De l'histoire orale 
au patrimoine immatériel

给每个人 
的回忆建档
从口述历史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几年，无论公共机构还是私人协会，口述
档案都大量增加。一些历史或遗产项目里也
包含建立一个口述史料库。自诞生于20世
纪最后三十年以来，口述历史彻底改变了当
代史学的研究方法。作者弗洛伦丝·德斯坎
（Florence Descamps）认为，口述材料是
一项非常丰富的资源，让我们看到某个人如
何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表述他眼里
的世界。每个人都代表自己的时代，每个人
身上都携带着时间和空间的烙印。

9782713228056 | 2019 | 216 pages 
12x20 cm | 14.00 €

 Éditions de l'EHESS http://editions.ehess.fr

 À la gauche du droit : Mobilisations 
politiques du droit et de la justice en 
France (1968-1981)

法律的左倾
法国法律和司 
法领域的政治运动
（1968-1981）
作者利奥拉·伊斯雷尔（Liora Israël）是法国
法律社会学家。通过审视20世纪一些重大事
件和案件审判，她认为法律不是中立的，法
律可以被当成某种工具，替社会运动甚至激
进的民权抗争服务。回顾这段距今不远的历
史，我们可以更好地厘清法国当前法律、司
法和政治之间的动态联系，了解法律在民权
斗争里的使用，以及司法机构与政治权力之
间的拉扯情况。

9782713228476 | 2020 | 346 pages 
14x21,5 cm | 25.00 €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Florence Descamps

“历史、记忆和遗产”是法国
四十年以来社会全体关注的
主题。本书为这份大型文化
叙事添砖加瓦。

Liora Israël

作者论述了1968年 
法国学运给法律和司法界 
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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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Moscou aux terres  
les plus lointaines : Communications, 
politique et société en URSS

莫斯科 
与遥远边 
疆的对话
苏联的通讯、政策与社会

斯大林如何治理辽阔的苏联领土？ 苏联百
姓如何与千里之外的亲人保持联络？作者拉
丽莎·扎哈罗娃（Larissa Zakharova）在本书
会告诉我们答案，解释20世纪的苏联人在日
常通讯中对空间的认知。本书以文献资料、 
印刷品和书信为依托，探讨人们进行远距离
的交流（书信、电话、电报）的方式，相关
基础设施和工具以及它们如何被运用于政治
和社会目的。

9782713228513 | 2020 | 332 pages 
14x21,5 cm | 25.00 €

 Éditions de l'EHESS http://editions.ehess.fr

 Corps politiques : Le sport dans les 
luttes des Noirs américains pour la 
justice depuis la fin du XIXe siècle

体育的政治
19世纪末以来， 
体育运动在美国黑人 
争取平等当中的角色
19世纪末，非裔美国人群体遭受种族主义暴
力，摧毁了前一代人废除奴隶制的历史性成
果。既然种族歧视针对的是黑人的身体和肤
色，那么美国黑人化压力为动力，把体育运
动当成争取尊严、平等和争议的工具之一。
作者尼古拉斯·马丁-布雷托（Nicolas Martin-
Breteau）研究了大量档案资料后，阐述了在
华盛顿如何诞生这项“体育抗争”计划，使非裔
族群获得个人解放和群体社会地位的提高，
并持续影响着美国的黑人运动。

9782713228124 | 2020 | 392 pages 
14x21,5 cm | 25.00 €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Larissa Zakharova

详细分析苏联政府设 
置的所有通讯科技

Nicolas Martin-Breteau

美国少数群体形成组织？ 
如何有效展开反种族歧视运
动？本书为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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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etiens complices

促膝而谈
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是“
新小说”潮流的先锋，也是法国前卫电影与文
学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以大胆著称，充满挑
衅的言论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本书汇集
了他1991年到2000年接受的采访，见证了他
开创式的思维活力，同时也揭露了他性格的
另一面：有时不太耐烦，但更多的时候充满
热情。

9782713227608 | 2018 | 208 pages 
11x16,5 cm | 9.80 €

 Éditions de l'EHESS http://editions.ehess.fr

 Des lieux en commun : Une ethnographie 
des rassemblements publics en Chine

公共空间
中国公众集 
会的民族学研究
在中国，集体行动被视为可能威胁到整体社
会的稳定性。然而在中国，人们每天都会在
公园、寺庙和广场定期聚会，一起开展各
种集体活动。作者伊萨贝尔·蒂罗（Isabelle 
Thireau）对天津市两种类型的公众集会进
行了民族学调查。她认为，这些集会呈现了
某种政治面貌，并改变了民众参与对于当今
中国的意义。这些集会在市民共享的场所进
行，动摇了官方的分化意图。

9782713228131 | 2020 | 392 pages 
14x21,5 cm | 27.00 €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Alain Robbe-Grillet

法国先锋文学代表 
阿兰·罗伯-格里耶 
（Alain Robbe-Grillet） 
的五场访谈。

Isabelle Thi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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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ts de vie

生命的 
某些片刻
在本书中，阿莱特·法哲（Arlette Farge）讲
述了自己历史学者生涯中的机遇与难关。比
如，她为了撰写两性关系史而遇到的障碍；
她自发现18世纪的司法档案后对文献的重
视；她投入地为那些被遗忘的人书写历史，
为那些人们不曾听到也不曾面对的人书写历
史；以及她对写作、语言以及不同的讲述历
史的方式的看法。

9782713228155 | 2021 | 128 pages 
11x16,5 cm | 10.00 €

 Éditions de l'EHESS http://editions.ehess.fr

 Ethnographie de l'action :  
L'observation des détails

行动民族学
对细节的观察
重视观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趋
势。事实上，观察的视线建立了一个共享
的空间：在相关、不相关或不太相关的事物
之间，重点与细枝末节都会出现在视野里。
因此，每一次观察都会产生一个余量。本
书1996年首次出版，作者阿尔伯特·皮耶特
（Albert Piette）研究了不同的社会学与民族
学传统，根据相关性原则，区分了每一门学
科的“主要”和“次要”因素。

9782713228148 | 2020 | 262 pages 
12x20 cm | 14.00 €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Arlette Farge

本书收集了历史学家阿 
莱特·法哲的五篇访谈， 
揭示历史是如何写就的。

Albert Piette

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 
都在观察些什么？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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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olonie philosophique :  
Écrir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aux XVIIIe-XIXe siècles

哲学殖民地
18至19世纪的 
哲学史论述
1700年，哲学殖民思想已经在德国出现，并
在18世纪末普及到全欧洲。1800年前后，哲
学史基于近代欧洲各民族，东方则扮演着比
照的角色。因此，本书将哲学视为一种概念
性的知识工具，也视为一种社会实践。也就
是说，当时的哲学史学家认为他们论述的对
象是一种地缘政治和文化现实，而哲学史是
在与语言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新学科的相
互作用中构成的。

9782713227721 | 2019 | 256 pages 
14x21,5 cm | 21.00 €

 Éditions de l'EHESS http://editions.ehess.fr

 L'invisible initiation

无形的启蒙
2015年，法国人类学家丹尼尔·法布尔
（Daniel Fabre）做了一场演讲，主题是“无
形的启蒙：成为欧洲乡村社会里的男孩与女
孩”。演讲的内容就是本书的核心。法布尔
介绍了他对如何“打造年轻一代”的看法，也
就是从过去到当下，在农村或学校里，年轻
人如何在文化和社会层面长大成人。自然而
然地，他在也回顾了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

9782713228032 | 2019 | 128 pages 
11x16,5 cm | 9.00 €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Catherine König-Pralong

哲学从18世纪初以欧洲为
基点，发展出自诩理性的“
西方哲学”，而仅把东方哲
学当成对照物。针对这个思
想史的重大转捩点，本书进
行深入的跨学科研究。

Daniel Fabre
J-Claude Schmitt

作者讲述自己在法国南 
部朗格多克地区受到的 
“启蒙教育”，以及意大 
利人类学对他的重要启发。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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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social à l'esprit :  
Dialogues avec Vincent Descombes

心怀社会
文森特·德贡布访谈录
为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社会科学一直
不断地提出一些概念层面的问题。哲学与社
会科学联手合作，目的是为了厘清那些介于
理论和经验之间的问题。过去二十年来，哲
学家文森特·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
的哲学著作在法国海内外都扮演了跨学科交
流的桥梁。本书汇集了德贡布与各社会学
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对话，
深入了解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广度。

9782713228612 | 2020 | 368 pages 
14x21,5 cm | 28.00 €

 Éditions de l'EHESS http://editions.ehess.fr

 La traversée des signes

穿越符号
路易·马航（Louis Marin）是哲学家、历史
学家，也是符号学家。在本文收集的访谈
中，他回顾了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他谈到
了与其他学者的交流，他的旅行观察以及令
他终身难忘的思想切磋：从丹麦语言学家格
雷马斯（Greimas）到德国社会学家伊利亚
斯（Elias），还有法国人类学家杜梅奇尔
（Dumézil）和哲学家德希达（Derrida）。
这些经验都丰富了他对权力与权力表现形式
之间关系的思考。他毕生展现了知识分子对
于思想的开放与兼容。在本书中，他也对古
典和现代绘画、当代民主制度以及娱乐文化
发表了看法。

9782713227295 | 2019 | 96 pages 
11x16,5 cm | 9.00 €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Francesco Callegaro
Jing Xie

什么是社会意识？ 
它怎样影响我们的心灵？

Louis Marin
Pierre Antoine Fabre

本书汇集1992年4月法 
国文化广播电台节目“ 
赤裸之声”的一系列5 
段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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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vention de Troie : Les vies rêvées  
de Heinrich Schliemann

创造特洛伊
海因里希·施里曼的梦
想生活
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在哪里？是否还有遗
迹？在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四本自传里，这个问题始终
是他的源动力。这位德国人的本业是经商，
在40岁时专心研究考古，于 1870年到1890
期间在荷马特洛伊遗址上发现了9座层层相叠
的城市。作为半路出家的研究者，学术界一
直对他颇有争议。他试图通过自传为自己正
名。本书作者阿尼克·路易斯（Annick Louis）
研究了施里曼的自传文本，提出了一种新型
的学者社会文化谱系。在他的定义里，学者
不一定必须是科班出身或者著有理论，只要
他搜索每一寸土地去证明自己的假说，他的
实践就值得被铭记。

9782713228490 | 2020 | 360 pages 
14x21,5 cm | 24.00 €

 Éditions de l'EHESS http://editions.ehess.fr

 Les mémoriaux du 13 novembre

11月13 
日的纪念物
2015年11约13日，也就是巴黎发生恐怖袭击
的第二天，各界人士聚集在巴黎街头，在事
发地点周边悼念罹难者。成千上万的留言、
蜡烛、鲜花和千奇百怪的物品汇成一座座纪
念碑。此后数个星期期间，巴黎国家档案馆
收集并编汇了这些物品，成为今天法国的文
化遗产。本书以近400张照片重现了这场集
体追思的过程，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时代纪 
念册。

9782713228636 | 2020 | 288 pages 
17x22 cm | 19.80 €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Annick Louis

作者基于19世纪考古学家
海因里希·施里曼的自传，
分析其其叙事形式的特点，
以及在“明说”与“未说” 
之间构建的语意。

Sarah Gensburger
Gérôme Truc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 
民众留下的悼念物堆积成
山。本书图文并茂， 
呈现这份文化遗产， 
带你了解民心的力量。

人文社科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青少文学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Young Adult.pdf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世界图书博览会 8种主题书目种主题书目

 Éditions de l'EHESS http://editions.ehess.fr

  5...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88   

 Piero della Francesca :  
Une conversion du regard

弗朗切斯卡
视线的对话
本书带你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欣赏
那幅保存完好的神秘画作：《鞭打基督》，
是弗朗切斯卡在15世纪中叶绘制的作品。
专门研究中世纪的历史专家弗朗克·梅西埃
（Franck Mercier）从画的内容进行研究，
分析画家独创的技法：紧密结合了数学线性
透视的严谨和强烈的灵性表达，受到希波的
奥古斯丁、以及库萨的尼古拉的影响。作者
还比较分析了弗朗切斯卡的其他作品。

9782713228599 | 2021 | 400 pages 
17x22 cm | 35.00 €

 Éditions de l'EHESS http://editions.ehess.fr

 Parler de soi : Méthodes biographiques  
et sciences sociales

谈论自己
社会科学中的自传方法
在越来越强调个性的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
历程引发了其他人的关注，导致自我叙事的
言论倍增，方式包括媒体曝光，传记/自传，
以及社交网络的自我展示。自60年代末，传
记的传播模式在法语社会科学领域中开始出
现。本书针对这一现象进行论述，并提出了
创新的方法论。

9782713228179 | 2020 | 320 pages 
14x21,5 cm | 27.00 €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Franck Mercier

意大利文艺复兴保存 
完好的画作之一，也是一 
道最神秘的谜题。

Collectif B.

如何展现自我，如何分享自
己的生命历程，对我们如
何理解这个世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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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ire la guerre, produire  
le genre : Des Françaises au travail  
dans l'Allemagne nationale-socialiste 
(1940-1945)

军工厂 
和新女性
为纳粹德国工作的法国
女性（1940-1945）
二十世纪 “全面战争”的特征就是大规模生产
武器。本书探讨这种现象如何颠覆战争社会
里的两性关系。作者卡蜜耶·法鲁（Camille 
Fauroux）研究了二战时8万多名法国女性前
往纳粹德国军工厂工作的历史。本书揭示了
这种营造新女性的跨国运动，使我们能够将
二战欧洲女性的故事视为相互依存的现实，
而不是各扫门前雪的孤立经验。

9782713228605 | 2020 | 300 pages 
14x21,5 cm | 24.00 €

 Éditions de l'EHESS http://editions.ehess.fr

 Posséder la science :  
La propriété scientifique au temps  
du capitalisme industriel

占有科学
工业资本主义 
时代的科学财产
早在19世纪，科学就一直在与资本主义的发
展作斗争。历史学者加布里埃尔·G-贝哈尔
（Gabriel Galvez-Behar）分析比较了法国、
英国和美国的相关历史，回顾了知识产权进
步的过程以及“科学财产”的诞生，使科学家
拥有了保护研发成果的工具。本书揭示了科
学的两面性。科学一方面被视为公共财富， 
另一方面又是高度竞争的经济产业核心。

9782713228537 | 2020 | 336 pages 
14x21,5 cm | 25.00 €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Camille Fauroux

法国女工在柏林军 
工厂的日常生活。

Gabriel Galvez-Behar

本书探讨利益的共享 
问题，以及科学与产业 
间的的关系。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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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ir la victoire : Essor et chute  
de l’intelligentsia libérale  
en Russie (1987-1993)

胜利的苦果
俄罗斯自由派知 
识分子的成功与覆灭 
（1987-1993）
通过政治学与哲学的交叉分析，作者纪尧姆·
索维（Guillaume Sauvé）介绍了一群影响力
非凡的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并回顾他们与
自由派同僚的交流，以及与敌对的民族主义
者及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争辩。本书提供了一
种新观点，论述俄罗斯为何形成当今的政治
与意识形态，以及为何其民主转型以失败收
场。作者认为当苏联自由主义者选择将权力
集中到一位开明的改革者手里时，也埋下了
政治蓝图的隐患。
FIND OUT MORE
> 加拿大政治学协会2020法文图书奖

9782713228216 | 2020 | 288 pages 
14x21,5 cm | 19.00 €

 Éditions de l'EHESS http://editions.ehess.fr

 Raja-mandala : Le modèle royal en Inde

王者圈
印度的宫廷模式
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印度的罗阇（君主）让
人联想到旧社会的奢华。然而，今天的印度
社会依然基于种姓制度的不平等和印度教的
传统经文。本书的目的不是要重新讨论印度
王室的本质，而是探讨宫廷社会如何形成一
套关系和惯例，换句话说，将王室视为一种
文明模式进行研究。

9782713228193 | 2020 | 336 pages 
16x24 cm | 27.00 €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外国版权 Séverine Guiton : guiton@ehess.fr

Guillaume Sauvé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重组到冷
战结束，深入探讨苏联知识
分子扮演的角色。

Emmanuel Francis
Raphaël Rousseau

在当今民主国家的背景下，
印度王室的符号如何延续，
如何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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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les, belles et fragiles !

美好脆 
弱的家庭
方济各教宗的《爱的喜悦》，这本关于夫妇
和家庭的使徒劝诫的书籍在教会内外引起了
广泛的反响。本书的目的是总结使徒劝诫的
相关具体经验，对其在主管教区，堂区和
教会活动中的实施提出了诸多实际操作问
题，以便或多或少地帮助那些教会家庭融入 
社会。

Fidélité | 9782873568610 | 2020 
204 pages | 20,5x13,5 cm | 14.00 €

 Éditions Jésuites www.editionsjesuites.com

 Esprit du capitalisme, où es-tu ?

资本主义精
神在哪里？
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逻辑。 但它有精神吗？ 
在其制度里的相关的社会、经济调节政策与
资本参与者的个人憧憬之间，存在着一场不
可避免的的对峙。 这场对峙在整个社会生活
中展开：小麦的价格，艺术品的价值，健康
的价格，商业领袖或政客的情绪，著名男高
音的打嗝，媒体，加密货币，新冠病毒或水
的私有化，赌博税等。在书中提到的每个特
定情况下，作者论述了资本参与者面临的困
境，给他们提出的折衷解决方案，以及由他
们的洞察力实现的价值创造。

Lessius | 9782872993963 | 2020 
348 pages | 20,5x14,5 cm | 24.50 €

外国版权 Lionel Charlier : compta@editionsjesuites.com    
版权输出 Mélodie Meuleman : contact@editionsjesuites.com

外国版权 Lionel Charlier : compta@editionsjesuites.com    
版权输出 Mélodie Meuleman : contact@editionsjesuites.com

Oranne de Mautort
Alain Thomasset s.j.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为婚姻做准备，对结婚夫
妇和其家庭的鼓励和支持， 
以及对情况复杂的家庭陪伴
和特别关注，帮助他 
们更好地融入教会。

Étienne Perrot

如何理解由经济，文化， 
生态，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形
成的一个具有约束性逻 
辑的复杂资本主义系统， 
但是其结局还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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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 cette demeure est donc précaire ! :  
De Chine, penser en pandémie

多么脆弱的
栖息之地
关于中国的大流 
行病思考
隔离经历是我们的脑海中仍然鲜活、丰富
的记忆，它鼓励人们记住并唤醒我们的想
象力。它还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重
读过去，不是把我们困在里面，而是在里面
去寻找前景。以及更好地去把同时把握和理
解决定未来地域性的，国家的，欧洲的和世
界的精神与政治体制的关键之处。作者魏明
德受教皇方济各《愿你受赞颂》通谕的自由
启发，通过自己作为耶稣会士的体会，在中
国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中文经典著作的阅读研
究，勾勒出我们面临的共同处境的轮廓。如
果大流行病期顺利度过，可以将其称之为我
们的必经之路。
Lessius | 9782872993970 | 2020 
132 pages | 20,5x14,5 cm | 11.00 €

 Éditions Jésuites www.editionsjesuites.com

 L'au-delà

彼岸
作者认识到论述死亡这个议题的困难，自己
也很难解释《圣经》里如何创立和阐明死
亡。因此， 他开始学习《圣经》，《旧约》
和《新约》，然后思考教会中的教父、神学
家、神秘主义者、教会权威和礼拜仪式问
题，以赞扬每个人在这个死亡难题上做出的
贡献。 在本书绝妙的结论中，作者总结了天
主教信仰在这一问题上的精髓。

Fidélité |  
 |  | 0.00 €

外国版权 Lionel Charlier : compta@editionsjesuites.com    
版权输出 Mélodie Meuleman : contact@editionsjesuites.com

外国版权 Lionel Charlier : compta@editionsjesuites.com    
版权输出 Mélodie Meuleman : contact@editionsjesuites.com

Benoît Vermander

隔离经历是我们的脑海 
中仍然鲜活、丰富的记忆，
它鼓励人们记住并唤醒 
我们的想象力。

Benoît de Baenst

基督教关于死亡和 
之后发生的事的出色而易 
懂的思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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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hons. Voyage aux pays du vivant

一头猪 
启发的生 
物共同体
本书带我们了解动物的共通性。读者将首先
认识“猪”，它们和人类很相似，但也象征着
全球化的破坏力。读者还会遇到许多其他
动物，它们同样有趣，却有可能危及人类健
康，例如骆驼、鸭子、章鱼、蝙蝠以及穿山
甲等。读者最终会了解到，动物、人类和植
物是命运共同体，也是健康共同体。

9782213712871 | 2020 | 414 pages 
13x20 cm | 22.00 €

 Fayard www.fayard.fr

 Charles IV

查理四世
查理四世（1316-1378）在位期间的十四世
纪，正值欧洲最紧急的年代（黑死病暴发、
英法百年战争、罗马天主教会大分裂前）。
查理四世出身欧洲贵族世家卢森堡王朝，出
生于布拉格，在巴黎长大，年少时出征意大
利，在波希米亚称王，积极夺取德意志地
区，最后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
欧洲通才，精通捷克语、法语、德语、拉丁
语与意大利语，并在1356年颁布《金玺诏
书》。这份宪政文件限制了教皇对政治的干
预，影响至今。

9782213699233 | 2020 | 404 pages 
15,3x23,5 cm | 24.00 €

外国版权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版权输出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外国版权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版权输出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Erik Orsenna

何为众生一体？猪可以 
给我们答案。

Pierre Monnet

查理四世是名副其实的 
欧洲之王，精通多种语言，
吸收多种文化，作为中世纪
晚期的国王却留下了现 
代化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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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conomie de la vie

生命经济学
雅克．阿塔利擅长化解复杂的议题，通过清
晰的表述让大众理解世界运转的内核。本书
的主题与时俱进，饱受读者期待。他分享了
对新冠疫情的看法，并对未来提出了具体建
议。他认为世上所有事物都是彼此关联的，
而此次疫情恰恰证明，只要盔甲上出现一个
缺口，就足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我
们需要建立一套以环境、文化和学习为核心
的“生命经济学”。

9782213717524 | 2020 | 252 pages 
13,5x21,5 cm | 18.00 €

 Fayard www.fayard.fr

 Journal de guerre écologique

环保 
战争日志
雨果·克雷蒙（Hugo Clément）是环保记者，
经常奔赴环保最前线。他进行了许多深入调
查：从被塑料垃圾淹没的印尼乡村，到持续
融化着的北极冰川，以及过度捕捞导致鱼类
濒临灭绝的墨西哥。他不畏惧风险，坚持与
污染抗争。在我们规划未来世界之际，他的
文字犹如一记警钟。

9782213717036 | 2020 | 216 pages 
13,5x21,5 cm | 18.00 €

外国版权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版权输出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外国版权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版权输出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Jacques Attali

法国顶尖政治和经济学 
家雅克．阿塔利分享对新冠
疫情的看法，并对未来 
提出具体建议。

Hugo Clément

环保前线记者的全球
调查记录，呼吁大家立 
即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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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Bonheur, sa dent douce à la mort

幸福是 
嗜甜的死亡
芭芭拉·卡森（Barbara Cassin）是哲学家和
语言学家，2018年当选成为法兰西学院有
史以来第9名女性院士。本书是她撰写的哲
学自传，讲述她生活中的小故事，解释为
什么某些文字结合人生经历之后，就能够彻
底改变她的思想和成长。她回忆了自己的童
年，1968年的“五月风暴”群众运动，婚姻及
为人母的甘甜与苦辣。

9782213713090 | 2020 | 252 pages 
13,5x21,5 cm | 20.00 €

 Fayard www.fayard.fr

 L'Homme, la faune sauvage et la peste

人类， 
野生动物 
和瘟疫
30年来，法国科学家塞尔日·莫朗（Serge 
Morand）不断努力提醒我们：人与自然是
一体的。由于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莫朗移
居到了东南亚生活。但是，这片净土也被消
费主义污染了！为了满足西方社会的需求，
这些国家竞相砍伐森林，经营集约化的畜牧
业。就这样，人们终于自食恶果，患上了人
类自己创造的瘟疫：新冠病毒。

9782213706009 | 2020 | 352 pages 
15,3x23,5 cm | 21.50 €

外国版权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版权输出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外国版权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版权输出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Barbara Cassin

作者为哲学注入生活的氧
气，为文字注入哲学的灵
气，告诉我们：思想和 
文字如何造就我们本身？

Serge Morand

是时候回归人类的本性了：
与大自然相互依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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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Magasin du monde

全球 
百货历史
自18世纪以来，工业化生产彻底改变了商品
的流通模式，无论服装、工具、配件还是器
械都走向全球化。然而，随着世界贸易越来
越频繁，人越来越依赖商品。回顾这300年
间的工业化历史，我们能从不同的生活、体
验和思考方式当中学到什么？本书邀请90位
历史学家发表观点，每个人都借由各种物品
来描绘世界历史。他们参照的物品汇集成一
座另类的百货公司，让读者了解过去人类生
活中最隐秘的角落，也了解全球化的优势与
局限。

9782213716787 | 2020 | 464 pages 
15,3x23,5 cm | 25.00 €

 Fayard www.fayard.fr

 Le Livre d'or d'Hitler

希特 
勒的访客
法国知名记者让-克里斯朵夫．布里萨（Jean-
Christophe Brisard）在调查希特勒的死因以
及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如何夺取相关证物期
间，意外发现希特勒的访客签名簿。于是，
他对比分析了这份独一无二的史料、苏联情
报机构的报告以及外交记录，找到了希特勒
访客的来历与去向，深入这些同谋的内心世
界，把他们的精彩命运串联在本书中。这些
人许多都不敢面对过去，但也有一些人勇敢
地站了出来。

9782213712802 | 2020 | 336 pages 
15,4x23,5 cm | 22.50 €

外国版权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版权输出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外国版权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版权输出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Pierre Singaravélou
Sylvain Venayre

通过各种商品来讲 
述历史，90位历史学家邀
请你畅游全球百货商场。

Jean-Christophe Brisard

在二战期间的柏林， 
希特勒的支持者在想 
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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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es et égaux en voix

自由平 
等的发言权
法国经济政治学家朱莉娅·卡热 (Julia Cage) 
在本书中发表了犀利的论述，认为当前的政
治代表制度需要彻底翻盘。她认为首先要把
话语权给予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女
性、穷人、工人和移民。然后，在代议制民
主和全民投票系统之间建立新平衡。最后，
给予民众重新控制党派、媒体和慈善机构的
工具。

9782213717500 | 2020 | 272 pages 
13,5x21,5 cm | 19.00 €

 Fayard www.fayard.fr

 Le Monde après mon grand-père

重游亚马逊
席琳．库斯托（Céline Cousteau）的祖父是
大名鼎鼎的法国探险家雅克-伊夫·库斯托。
她继承了爷爷的衣钵，9岁就搭乘“卡吕普索”
号去亚马逊河探险。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的
人身上，她学会了重要的一课：不是每一个
人都是幸存者。长大成人之后，她又故地重
游，访问亚马逊丛林，一来为了自我充实，
二来为了警示森林持续灭绝的事实。本书通
过她的旅行记录，把人类社会再度置于中
心，希望修复支离破碎、与土地失去连结的
现代社会。

9782213717258 | 2020 | 192 pages 
13,5x21,8 cm | 18.00 €

外国版权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版权输出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外国版权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版权输出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Julia Cagé

重新设计法国民主和 
选举制度。

Céline Cousteau

女探险家席琳．库斯托带领
我们从亚马逊一路南下到巴
塔哥尼亚，上山下海， 
穿越原始丛林，参观三 
文鱼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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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re ! dans un monde imprévisible

活在这 
变幻莫测 
的世界里
在这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知名哲学家弗雷
德里克·勒努瓦（Frédéric Lenoir）告诉你如
何快乐地生活。当前的新冠疫情让所有事物
都充满变数，让人们无所适从。如何找回安
全感，重拾内心的恶平静？可以求助历史上
的伟大哲学家。与其怀念过去，不如积极发
掘我们现在能做点什么，让自己更好，也让
世界更好。

9782213717609 | 2020 | 144 pages 
12,5x19,2 cm | 14.00 €

外国版权 Carole Saudejaud : csaudejaud@editions-fayard.fr    
版权输出 Katy Fenech : kfenech@editions-fayard.fr

Frédéric Lenoir

活在当下是一门艺术， 
让哲学家来教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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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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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080207371 | 2020 | 224 pages 
13x21 cm | 19.00 €

 Flammarion http://editions.flammar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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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版权输出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外国版权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版权输出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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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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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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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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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lammarion http://editions.flammar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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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版权输出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外国版权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版权输出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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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ime Rovère

学校教导的是人际 
互动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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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烧女巫
解析历史上最重 
大的猎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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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gmalion | 9782756425801 | 2020 
200 pages | 15x24 cm | 19.90 €

 Flammarion http://editions.flammar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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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版权输出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外国版权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版权输出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Dominique Labarrière

历史上的大型女巫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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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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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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lammarion http://editions.flammar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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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版权输出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外国版权 Florence Giry : fgiry@flammarion.fr   版权输出 Kamel Yahia : kamel.yahia@madrigal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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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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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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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gît l’amer. Guérir du ressentiment

摆脱戾气：
治疗“怨恨”
哲学家辛西娅·弗勒里（Cynthia Fleury）在先
前的著作里探讨了个体化、法治、以及个人
与法治之间的病理关系。在本书中，她继续
延展这些主题，具体探讨了“怨恨”的问题。
在本书前半部分，她对什么是“怨恨”作出了
临床诊断：对于一个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患
者而言，治疗的目的不是获取“真理”，而是“
真理的能力”。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她阐述了
什么是“集体怨恨”，分析这一当代全球化环境
下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此，她提议采用弗洛
伊德的方法来解决此类社会问题：治疗、治
理、教育。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90000冊 
> 费米娜文学奖（入选第二轮名单）

9782072858550 | 2020 | 336 pages 
14x20 cm | 21.00 €

 Gallimard www.gallimard.fr

 Chronos.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temps

时间之神 
柯罗诺斯： 
素描时间史
本书论述的主题是时间和纪元的次序。 如同博物
学家布丰对自然界划分的“纪元”，我们也可以区分
时间的“纪元”。人们从古希腊神话中的的柯罗诺斯
（时间之神）开始理解时间，到了当代则对时间
产生极度的不确定感，中间则经历漫长的基督教
时间：教会设想的时间是基督诞生与最后审判的
过程。这就是西方的时间史。本书带我们了解基
督教如何传播和强加时间的概念给人们。直到现
代意识崛起，进步的观念引导人民走向未来，基
督教的时间才退出历史的舞台。今天，“未来”也变
得模糊难认，新纪元开始出现，被称为“人类世”。
在这个新的地质时代里，人类成为主要的力量：
地质力量。

RIGHTS SOLD
英语、保加利亚语、中文、土耳其语
9782072893070 | 2020 | 352 pages 
14x22 cm | 24.50 €

外国版权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外国版权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Cynthia Fleury

“怨恨”，是当代社会矛盾的
核心问题。

François Hartog

无所不在又无法逃避， 
这就是时间。人类抓不住时
间，但从未放弃试 
图控制它。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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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mmes et littérature. Une histoire 
culturelle II (XIXe-XXIe-francophonies)

女性与文学： 
文化史（卷2） 
19世纪到21世 
纪-法语国家
本书分卷一和卷二，汇集十位法国和美国
学者长达数年的研究成果。从中世纪到21
世纪，本书完整概述法语女性文学作品，实
属史无前例的创举。本书不仅涵盖经典文学
作品，也收录评论、书信、日记、自传、报
道、通俗文学和儿童文学，旨在邀请我们重
新审视男性与女性的文学作品，并以新的方
式来认识法国和法语文学。

9782072889707 | 2020 | 592 pages 
10x17 cm | 10.30 €

 Gallimard www.gallimard.fr

 Femmes et littérature. Une histoire 
culturelle I (Moyen Âge - XVIIIe siècle)

女性与文学： 
文化史（卷1） 
中世纪到18世纪
本书分卷一和卷二，汇集十位法国和美国
学者长达数年的研究成果。从中世纪到21
世纪，本书完整概述法语女性文学作品，实
属史无前例的创举。本书不仅涵盖经典文学
作品，也收录评论、书信、日记、自传、报
道、通俗文学和儿童文学，旨在邀请我们重
新审视男性与女性的文学作品，并以新的方
式来认识法国和法语文学。

9782070465705 | 2020 | 1040 pages 
10x17 cm | 13.50 €

外国版权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外国版权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Collectif

剖析从中世纪到当代 
文学界的女性地位： 
从客体到主体的缓慢过程。

Collectif

剖析从中世纪到当代 
学界的女性地位： 
从客体到主体的缓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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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Jihadisme français.  
Quartiers, Syrie, prisons

法国圣战主义： 
里应外合的城市社
区、叙利亚和监狱
对于伊斯兰“圣战主义”现象，大多数政治人物和
知识分子的解读都偏表面化且不到位。其结果是
我们的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者雨果·米歇龙
（Hugo Micheron）访问了监狱里的圣战份子，勾
勒出伊斯兰圣战网络与地域结构。人们普遍认为
监狱是一个与社会脱钩的极权机构，但作者驳斥
了这一点，因为他发现监狱和外部“社区”保持密切
的联系。作者表明， 20世纪末某些萨拉菲圈子就
开始发起渗透活动， 其结果导致叙利亚和法国出
现超暴力事件。这些活动还造成了2001年的911
袭击以及2012年3月圣战分子梅拉赫(Mohamed 
Merah)在法国展开的屠杀事件。而这些，都是叙
利亚拉卡宣布建立“伊斯兰国”的前兆。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22000冊

9782072875991 | 2020 | 416 pages 
15x22 cm | 22.00 €

 Gallimard www.gallimard.fr

 La Vie ordinaire

平凡人生
还有什么比“人生”更平凡而伟大的存在呢？作
者在本书中向我们介绍了爱默生等美国哲学
家的思想：既探索熟悉，也拥抱普通。哲学
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所以她大胆引用弗
吉尼亚·伍尔芙的话语：“杀死持家天使”，主
张女性不要被家务捆绑住。想实现自我，就
该抛弃这种意识。通过“平凡人生”的概念，
哲学家作者试图颠覆我们整体的存在方式。
RIGHTS SOLD
土耳其语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39000冊

9782072894893 | 2020 | 192 pages 
14x20 cm | 16.00 €

外国版权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外国版权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Hugo Micheron

圣战主义深深撼动了法国社
会。本书深度探讨圣战分子
的来源组织及行动方式，具
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Adèle Van Reeth

法国哲学领域难得 
被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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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es d’obéir : Le management,  
du nazisme à aujourd'hui

服从的自由
从纳粹主义 
到今天的管理学
莱因哈德‧霍恩（1904-2000）是典型的纳粹德国
技术官员。法学出身的他，以激进的思想著称。 
他认为国家应逐渐消失，改成由各个“种族”及其“生
存空间”界定的共同体。二战之后，他创立了一所
管理学院，数十年间为西德培养了一批经济和管
理精英。他的教学主旨是什么？就是生产者确定
生产目标，然后对工作进行分级组织。为了实现
目标，生产者可以自由选择采取的手段。这完全
是纳粹德国政策的延展，目的是为了重新武装力
量，饿死斯拉夫人，灭绝犹太人。1980年后，这
种方法才被其他管理学替代。纳粹主义无疑是管
理学的重要阶段，也是现代管理学的模型之一。

RIGHTS SOLD
德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英语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34000冊 
> 2020美第奇奖第二轮入围作品
9782072789243 | 2020 | 176 pages 
11x18 cm | 16.00 €

 Gallimard www.gallimard.fr

 Le Siècle vert :  
Un changement de civilisation

绿色世纪
一场文明变革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以他特有
的敏锐和风格描述了当今的时代：从红色
年华（左派意识）变成绿色年华（环保主
义） 。他认为（没有说教的意思）人们不再
满怀希望地展望未来，而是执着找回失去的
净土。他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很吸引人。当西
方正在面临生态系统崩坏的威胁时，“另一个
世界正在我们眼前诞生”。作者阐述并分析了
这个未来世界的信仰和恐惧，优势与局限。
RIGHTS SOLD
德语、葡萄牙语（葡萄牙）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2万5千冊

9782072879289 | 2020 | 64 pages 
15x26 cm | 4.90 €

外国版权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外国版权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Johann Chapoutot

莱因哈德‧霍恩：从纳粹军
官到德国商校创始人。

Régis Debray

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警示
我们，“生态原教旨主义”可
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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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ts de crise : Un virus et des hommes 
(18 mars - 11 mai 2020)

危机传单
病毒与人类
（2020年3月18日至5月18日）
新冠疫情给个人和集体都带来了“巨大的启示”。 
我们都是这场“不确定性的盛会”的亲历者或见证
者。本书收集有识之士为此撰写的文章，希望留下
一份有启发意义的见证。撰稿人包括哲学家雷吉
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意大利作家艾里·德·
卢卡（Erri De Luca）、作家弗朗索瓦-亨利•德瑟布
尔（François-Henri Désérable）、文学评论家米
歇尔·克雷布（Michel Crépu）、历史学家约翰·查
普特（Johann Chapoutot）、哲学家阿兰•巴迪欧
（Alain Badiou）、法兰西学院院士艾瑞克欧森纳
（Erik Orsenna）、探险作家西尔万·泰松（Sylvain 
Tesson）、哲学家爱黛儿•凡•里斯（Adèle Van 
Reeth）、文学教授安妮•艾诺（Annie Ernaux）、
作家南希•赫斯顿（Nancy Huston）、意大利艺术家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Alessandro Baricco）、英国作
家安娜•霍普（Anna Hope）、作家法布里斯·温贝尔
（Fabrice Humbert） 、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中世纪诗人纪尧姆·德·
马肖、加缪以及人权先锋西蒙娜·韦伊的作品。

9782072913013 | 2020 | 560 pages 
15x21 cm | 17.00 €

 Gallimard www.gallimard.fr

 Paul Morand

保罗‧ 
莫朗传记
保罗‧莫朗（Paul Morand）从小就与大作家
普鲁斯特结缘。在普鲁斯特的病床旁，小保
罗决定毕生投身文学创作。他开创的现代文
体，到了让·科克托（Jean Cocteau）时代
时开花结果。莫朗出身巴黎上流社会，是位
见识渊博的艺术家，与波西米亚艺术家相谈
甚欢，也与许多政要来往。这两个水火不容
的世界塑造了他的个性，让他拥有外交官与
作家的双重生涯。作者基于以往未公开的档
案、日记和书信，为读者呈现一幅保罗‧莫朗
的完整画像。

9782072740480 | 2020 | 496 pages 
15x22 cm | 24.00 €

外国版权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外国版权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Collectif

汇集63篇从未发表 
的短篇评论，分析新冠疫情
带来的特殊时局，并评估其
后续影响。

Pauline Dreyfus

保罗‧莫朗（Paul Morand）
的传记，法国文坛和政坛大
人物的双重人生。

人文社科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青少文学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Young Adult.pdf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世界图书博览会 8种主题书目种主题书目

 Gallimard www.gallimard.fr

  5...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88   

 Un tout autre Sartre

另一个萨特
本书的目的是重新认识萨特，包括他的
经历和作品。作者索瓦·诺德曼（François 
Noudelmann）研究了萨特养女保存的文稿
（他拥有使用权），发现了这位大作家不
为人知的方方面面：包括他被压抑的浪漫主
义，他对旅游的品味，他对幻想的沉迷，以
及他抑郁或快乐的时刻。本书包含萨特一些
被人遗忘的作品，比如游记、对意大利风景
的诗意描写、迷幻的梦境等等。这并非有意
打破萨特积极参与政治的形象（因为这点他
至死都没有改变），而是希望展现他的多种
人生，每一种都可以互相兼容却彼此独立。

9782072887109 | 2020 | 208 pages 
14x20 cm | 18.00 €

外国版权 Judith Rosenzweig : judith.Rosenzweig@gallimard.fr    
版权输出 Laetitia Le Breton : laetitia.lebreton@gallimard.fr

François Noudelmann

揭开萨特出人意料的一面，
多重且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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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musique dans le Proche-Orient ancien

古代 
近东音乐
音乐是人类通用的语言，也是人类的特有属
性之一。书中的研究历史跨度时间长。讲述
了从安海度亚娜公主，即阿卡德萨尔贡大帝
的音乐家女儿到《但以理书》的作者之间隔
着的两千年历史。

9782705340018 | 2018  
228 pages | 16x24 cm | 29.00 €

 Geuthner http://geuthner.com

 Conversions des tribus juives  
au christianisme puis à l'islam :  
Péninsule Arabique VIe- XIVe siècles

犹太部落从基
督教到伊斯兰
教的改宗
阿拉伯半岛6至14世纪
从五世纪末开始，建立在阿拉伯半岛的两种
伟大的亚伯拉罕宗教围绕着两个焦点展开对
峙：传教竞争和政治运动。犹太教在525年遭
到军事击败，为了赢得新势力，发起了一次
身份的让步和宗教的改宗，首先是基督教，
然后是穆斯林。

9782705340483 | 2020  
182 pages | 14x20 cm | 21.00 €

外国版权 Myra Prince : geuthner@geuthner.com 外国版权 Myra Prince : geuthner@geuthner.com

Lucien-Jean Bord

唱歌，乐器和舞蹈， 
用来做崇拜仪式的同时， 
也表达了喜悦，使我们能够
更好地理解这些文明。

Jean-François Fau

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是痛苦
的，强制性的和可撤销的。
皈依伊斯兰教则是选择性
的，建议性的，和专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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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myre transformations urbaines : 
Développement d'une ville antique  
de la marge aride syrienne

巴尔米拉的
城市转型
叙利亚干旱地 
带边缘的古城发展
这本书，正如它的书名一样，是一本可以在
书店艺术类书架上找到的“美丽之书”。作者
用大量丰富的惊人摄影，极好地展示了他的
拍摄对象巴尔米拉城。

9782705338343 | 2010  
180 pages | 21x28 cm | 52.00 €

 Geuthner http://geuthner.com

 Le Passeur : Voyage initiatique  
dans l'Orient chrétien du IVe siècle

摆渡者
4世纪基督教中 
东的启蒙之旅
本书以生动、新颖的方式讲述教会的历史，
并引起人们对宗教问题的关注。并与当今世
界面临的，由狂热的经济战争所带来的问题
做比较。

9782705338299 | 2010  
160 pages | 14,5x20 cm | 23.00 €

外国版权 Myra Prince : geuthner@geuthner.com 外国版权 Myra Prince : geuthner@geuthner.com

Manar Hammad

不仅是一本精美的艺 
术书籍，还是对城市的有序
分析和严格思考。

Christiane Tortel

历史中“多疑的多默”使 
徒的圣骨到底经历了哪些 
不为人所知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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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s et Savoir d'Orient : Héritage  
et Transmission de -3300 à +1500

中东的 
科学与智慧
从公元前3300年 
到公元1500年的 
继承与传播
本书介绍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关于中东从
公元前3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的科学发展
的研究成果。

9782705340636 | 2020  
220 pages | 14x20 cm | 26.00 €

外国版权 Myra Prince : geuthner@geuthner.com

Ahmed Djebbar
Antoine Khater

几千年来中东对知识 
传播的真实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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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ypre : les espoirs  
du rapprochement communautaire

塞浦路斯：
拉近族群关
系的希望
尽管谈判峰会屡屡失败，塞浦路斯问题在希
腊与土耳其族群中都造成了身份认同逻辑的
日益改变。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些拉近族群关
系的运作，这些不仅体现在一些政治讲话
中，更主要出现在社会公民的呼声里。这是
刚刚诞生的一点信任感，帮助今日的塞浦路
斯人能够在不受那些“干爹们”的干预下自己构
筑一个可实现的未来。

9782858312818 | 2018 | 322 pages 
16x24 cm | 30.00 €

 Inalco www.inalco.fr

 Birmanie (Myanmar) 2010-2017 :  
un pays en transition ?

缅甸2010-
2017，一个转
型中的国家？
缅甸于2011年脱离军政府统治。本书采用不
同的切入方式来研究缅甸2010年至2017年间
的政权移转过程；透过人类学家、地理学家
与历史学家对于政权移转的主要看法，结合
缅甸国内与国际社会的观点来试图理解这个
国家改革过程，佛教民族主义兴起、族群间
的冲突、以及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

9782858313648 | 2020 | 150 pages 
16x24 cm | 20.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Alexandre Lapierre

塞浦路斯问题在希腊族 
与土耳其族群中引起的 
身份认同逻辑改变。

Aurore Candier

论佛教民族主义与 
族群冲突之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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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Rome à Lubeck et Dantzig

从罗马 
到吕贝克 
和但泽市
1945年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有了大幅
的演变，一些研究者、艺术史学家、地理学
家、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借由对北欧和东
欧许多城市（德国吕贝克、波兰的但泽市和
弗罗茨瓦夫市等）的案例研究，探讨1945年
后不同时期下推行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政
策与进程，另外，书中还包含最近对罗马郊
区的研究。

9782858313235 | 2019 | 150 pages 
16x24 cm | 25.00 €

 Inalco www.inalco.fr

 Cours de grammaire Bambara

班巴拉 
语语法课
班巴拉语是在西非多国相当通行的语言，由
曼丁戈语支中的一个方言形成，在前殖民时
期的塞古王国与卡尔塔王国中使用。族群的
名字是班巴拉人，语言是班巴拉語，它在
法语和其他邻国语言里（富拉尼语，索宁
克语，马宁卡语）都被叫做bambara。这本
书既是一本学习手册，也是一本语法参考。 
并且书中所有的例句都由班巴拉语母语使用
者发音。

9782858313075 | 2019 | 596 pages 
16x24 cm | 30.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Marie-Louise Pelus Kaplan
Dominique Rivière

1945年后北欧、东欧城市
与罗马郊区的文化遗产保护
政策与进程的研究。

Valentin Vydrin

这是一本增订版的语言学 
习书，所有的例句都由班巴
拉语母语使用者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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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yclopédie des historiographies. 
Afriques, Amériques, Asies (Tomes 1 et 2)

历史百科全
书：非洲、 
美洲、亚洲 
（一、二册）
157位专家探索人类创造的世界，从科学、
文学、艺术、历史建筑和文献等角度解码
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大洋洲。书中还呈
现了各个时代鲜为人知的史料。这部百科全
书提倡一种绝非西方中心论的思考，也是对
传统认识论的一种补充，是一趟真正旅行的 
邀约。

9782858313440 | 2020 | 1 012 pages 
16x24 cm | 160.00 €

 Inalco www.inalco.fr

 Émile Picot, Secrétaire du prince  
de Roumanie - Correspondance  
de Bucarest (1866-1867)

埃米尔．皮科特
（ÉMILE PICOT）： 
罗马尼亚亲王的 
秘书——布加勒斯 
特信札(1866-1867)
埃米尔．皮科特是1875年至1909年间法国东
方语言学院第一位罗马尼亚语教授，就在霍
亨索伦王朝的查理即位罗马尼亚亲王后，他
担任其法语秘书。书中皮科特的私人信件重
新讲述了当时的局势和他任命的进展情况，
这既是当时罗马尼亚政治与文化生活的见
证，同时也阐明了当时法国对于东地中海的
介入问题。

9782858313402 | 2020 | 280 pages 
16x24 cm | 22.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Anne Viguier
Eric Meyer

Nathalie Kouamé

人类社会与自己的过去 
维系着怎样的关系？ 
又如何书写过往？

Cécile Folschweiller

埃米尔．皮科特是罗
马尼亚查理．霍亨索
伦亲王（Charlesde 
Hohenzollern）的法语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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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tômes dans l'extrême orient d'hier  
et d'aujourd'hui (Tome 1)

远东地 
区今昔鬼魅
（第一册）
鬼，是中国文化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在中国与其邻国的社会中，妖魔
鬼怪魑魅魍魉始终徘徊不散。书中作者通过
论述中世纪佛教典籍中对鬼的分类、三言二
拍类的道德教化书籍、中国或日本的哲学思
辩、文学作品或田野调查等，尝试厘清在远
东地区这些灵鬼，发现与西方的各种鬼魂其
实是很接近的。

9782858312610 | 2017 | 563 pages 
16x24 cm | 45.00 €

 Inalco www.inalco.fr

 Experts et expertise  
dans les mandats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 figures, champs et outils

国际联盟托 
管委员会的专家
与专家鉴定：人
物、领域、工具
专家鉴定介于经验知识与抽象法理知识之
间，研究与权威之间。这些托管授权已成
为国际准则的全球传播问题的达成共识。 
本书探讨了国际联盟托管委员会作为负责制
定公开的，法律上的，跨政府间的决策框架
的诞生，与其建立起一个各层面结构交织的
连接空间。它负责定义专家鉴定的评估准
则，并对专家的异议做出回应。

9782858313464 | 2020 | 374 pages 
16x24 cm | 25.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Marie Laureillard
Vincent Durand Dastes

时至今日， 
在中国与其邻国的社会中，
妖魔鬼怪始终阴魂不散。

Chantal Verdeil
Philippe Bourmaud

Norig Neveu

专家鉴定，介于经验知识与
抽象法理之间，调查研究与
权力执行之间。

人文社科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青少文学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Young Adult.pdf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世界图书博览会 8种主题书目种主题书目

 Inalco www.inalco.fr

  5...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88   

 L'histoire des procès  
des collaborateurs en Grèce (1944-1949)

希腊二战期间
通敌者之审判
（1944-1949）
读者将详细地了解历史事件，并理解那些参
与颠覆希腊也翻转了欧洲的运动分子（民族
主义者、保皇派、反民主论者、共产党）的
逻辑。本书还分析了当时种种冲突（内战、
冷战）的制造机制，以及战后在“雅典通敌者
特别审判庭”的审判。

9782858312597 | 2017 | 446 pages 
16x24 cm | 38.00 €

 Inalco www.inalco.fr

 Fantômes dans l'extrême orient d'hier  
et d'aujourd'hui (Tome 2)

远东地 
区今昔鬼魅
（第二册）
鬼，是中国文化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在中国与其邻国的社会中，妖魔
鬼怪魑魅魍魉始终徘徊不散。第二册则讨论
近代与现代时期中的鬼魂问题，作者强调鬼
魂现象在文学与艺术中（小说、电影）的
各种表现，尝试定义远东地区今昔的鬼之 
美学。

9782858312504 | 2017 | 453 pages 
16x24 cm | 40.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Dimitri Kousouris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司法清查希腊通敌者的历史

Marie Laureillard
Vincent Durand Dastes

时至今日，在中国与 
其邻国的社会中， 
妖魔鬼怪始终阴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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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onjugaison des verbes turcs

土耳其语 
的动词变位
这本学习土耳其语的重要参考书，主要面向
法语使用者，通过理解土耳其语动词变位逻
辑，学起来会更容易。作者提出将土耳其语
的动词想像成一个核心，周边围绕着补充或
附加的元素：后缀、时态、人称、否定、语
气等等。这本实用的土耳其语动词指南包含
各种时态与语气的说明、动词变化规则、以
及方便查找的动词变位表。

9782858313204 | 2019 | 179 pages 
16x24 cm | 20.00 €

 Inalco www.inalco.fr

 La cloche, le rabot et la houe

钟声、 
刨刀与锄头
十八世纪初，一百年前建立的巴拉圭耶稣传
教会进入发展黄金期，这个神权政体内有十
余万的瓜拉尼人口。本书尝试还原田中劳作
或是手工艺匠平常的一日作息，同时也重新
呈现了瓜拉尼人与耶稣会教士相遇后受影
响衍伸而出的习俗、外在表现与社会政治 
关系。

9782858313525 | 2020 | 238 pages 
16x24 cm | 25.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Ipek Ortaer Montanari

本书帮助土耳其语学习 
者了解其动词变位规则

Mickael Orantin

还原田中劳作与手工 
艺匠作坊的一日作息。 
讲述巴拉圭瓜拉尼人与耶 
稣会教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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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façonnement des ancêtres, 
 dimensions sociales, rituelles  
et politiques de l'ancestralité

塑造祖先： 
祖先崇拜的社
会因素、 
仪式与政策
尽管在历史事件发生和个人命运中存在一种
无法预知性，对人类社会而言，最重要的还
是确保血脉存续。人种志研究发现，每个社
会对于祖先有着不一样的想法。作者在本书
中尝试回答的不是“何谓祖先？”，而是“与祖
先的关系在什么时候是重要的、有意义的、
而且是具影响力的？又是如何运作的？”

9782858312962 | 2019 | 338 pages 
16x24 cm | 30.00 €

 Inalco www.inalco.fr

 La prédication existentielle  
dans les langues naturelles :  
valeurs et repérages, structures  
et modalités

自然语中 
的存在谓语：
价值与标示、
结构与模式
表达存在的句法可以反映出各种语言的特性
和人类思考的模式，因此做为后者它们是具
有普世性的。存在谓语研究是一种将某句法
成分相对于另一种句法成分标示出来的做
法，会影响到子句类句法成分的非典型标示
法，并使用特殊的存在记号。作为一种理论
研究，存在谓语研究可以凸显不同语言之间
的相似与相异之处，因此可以说是为语言学
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9782858313624 | 2020 | 218 pages 
16x24 cm | 20.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Sophie Chave-Dartoen
Stéphanie Rolland-Traina

在不同人类社会中的人种
志研究

Tatiana Bottineau

不同语言中的存在 
价值表达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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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institutions de l'amour :  
cour, amour, mariage

爱情制度：
追求、 
恋爱、婚姻
传统社会了解爱情吗？在许多亚洲社会（中
国、韩国、日本、尼泊尔、印度）以及印度
洋社会中，为了兼顾亚洲社会规范和受到西
方习俗影响的个人表达，存在许多妥协之
处。这些社会中的爱情制度表现在对配偶的
选择、恋爱情意的表达与结婚仪式上。即便
浪漫的爱情是想要追求的价值，但无论如何
还得符合家庭传统。

9782858312795 | 2018 | 371 pages 
16x24 cm | 35.00 €

 Inalco www.inalco.fr

 Les désorientés Soldats français 
d'orient (1915-1918)

无所适从： 
一次世界大战
被派往东欧的
法国士兵
1915年，八万多名法国士兵被一个不敢表态
的政府送上达达尼尔海峡的前线。士兵们带
着恐惧出发前往一个陌生之地，但是君士坦
丁堡、东方、希腊这些词都让他们脑中出现
美好的文学景象。他们的信件受到监控，什
么也不敢说，而法国的媒体更是三缄其口。

9782858313006 | 2019 | 295 pages 
16x24 cm | 30.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Catherine Capdeville-Zeng
Delphine Ortis

爱情，有各种制度： 
亚洲与印度洋诸社会中的 
婚约、传统、仪式

Francine Saint Ramond

1915年被派往达达 
尼尔海峡的法国士兵的作 
战与生活情况。

人文社科
 

艺术与精装书  生活休闲与个人发展   
漫画与图像小说  童书  文学  科技与医学  青少文学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et Beaux livre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Art de vivre, Developpement personnel Bien-Etre, Loisirs.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Bande dessinee et Roman graphiqu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Jeuness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Litterature et Fiction.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Sciences et Techniques, Medecine.pdf
https://www.bief.org/fichiers/content/2021/chi/FDM2021_BEIJING_Young Adult.pdf


  2021 世界图书博览会世界图书博览会 8种主题书目种主题书目

 Inalco www.inalco.fr

  5...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88   

 S'émanciper par les armes ?  
Sur la violence politique des femmes

以武器 
自我解放？ 
论女性的政 
治暴力
1960年代末，西方民主国家出现一波革命浪
潮，无论男女都将这些社会抗争作为一种政
治工具。有一群杰出女性加入到极左派的武
装团体中。本论文集从社会、政治、性别的
角度出发，提出跨学科的解读，来探讨武装
抗争中的女性并重新检视种种价值体系。

9782858313273 | 2019 | 238 pages 
16x24 cm | 25.00 €

 Inalco www.inalco.fr

 Maintenant et à jamais - 
Quelques regards sur la poésie hébraïque

从今时直 
到永远：浅论
希伯来文诗歌
如何辨别希伯来文诗歌与以色列文诗歌？以
何标准？历史的？政治的？语言学的？该不
该保留建国前与建国后的文学习惯划分呢？
本书探讨诗歌与历史的关联，特别是探讨与
现代希伯来文历史、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大
屠杀的关联，并追问当前的希伯来文诗歌表
达中，民族论述的地位。

9782858313181 | 2019 | 130 pages 
16x24 cm | 25.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Alexandra Frenod
Caroline Guiber Lafaye

在1960年代末的社会 
政治抗争中一些优秀女 
性的身影。

Masha Itzhaki

近现代的希伯来文诗歌与 
以色列文诗歌是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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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ise en Crète

威尼斯 
在克里特岛
一个外来国家的人们渡海而来，下船登岸，
夺取政权，搜刮最好的土地，建立他们的行
政机构、规矩、税赋、司法、信仰、语言、
社会分类、经济原则……。一个中央集权、
高度管控的体制，但有能力认知现实并与时
俱进，是一个真正的殖民组织。

9782858313013 | 2019 | 372 pages 
16x24 cm | 30.00 €

 Inalco www.inalco.fr

 Tableau de bord des pays d'Europe 
Centrale et Orientale et d'Eurasie 2019

2019年中东 
欧与欧亚大陆
国家现况报告
十二位来自大学、顾问，和公共行政领域的
专家重新审视书中的二十九个中欧与东亚国
家。本书旨在理清这些国家的主要发展变
化，其中包含经济面、社会政治面、以及随
乌克兰冲突造成裂隙的地缘政治面。

9782858313259 | 2019 | 184 pages 
16x24 cm | 25.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Bretzner : nathalie.bretzner@inalco.fr    
外国版权 Maria Diotallevi : maria.diotallevi@inalco.fr

Joëlle Dalègre

从十三世纪初到十七 
世纪中，克里特岛人在 
威尼斯人的统治下生活 
了将近五世纪。

Jean-Pierre Pagé
Julien Vercueil

从布拉格到海参威这 
一辽阔世界的经济发展、 
社会与政治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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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disparus du Joola

沉没的 
朱拉号轮船
朱拉号沉没十年后，阿德里安．阿布索鲁跑到塞内加
尔的卡萨芒斯地区，定居在济金绍尔。不久之后，
他遇到的每个人都跟他提到2002年9月那一天发生
的事，在那之后他们的生活全变了，那场船难证明
了塞内加尔经历的暴力革命。阿德里安决定展开调
查，他把能找到的资料都读了个遍，也找到了任何
可以告诉他朱拉号故事的人：这艘船完全不按规定
非法航行，国家也对此置之不理，集结了众人的贪腐
与可怕的疏忽。作者分秒不停地给读者讲述这天发生
的事件。还追溯到事件的源头，当时打造这艘船时，
尽管检查出诸多缺陷和故障，但船还是被租用并任其
下水航行。阿德里安还提到沉船事故发生后，英勇的
人们用尽全力拯救这艘沉船。对遇难者的家人而言，
真相被剥夺了，亡者无葬身之地，时间漫长无止尽。 
在离开塞内加尔后的某一天，阿德里安在莫尔旺的一
个村庄里偶然遇到一家面包店、杂货店和烟草店的老
板埃莱娜。在沉船事故中她失去了儿子多米尼克， 
当时他才20岁。阿德里安的这次调查目的更加私心。 
他着手调查多米尼克，这个跟他同年纪、在某种程度
上与他极其相似的男孩，他的生活、旅行、以及他坐
上这艘船的原因……

FIND OUT MORE
> 入围勒诺多散文奖
9782709661553 | 2020 | 281 pages 
21x13 cm | 19.00 €

 JC Lattès www.editions-jclattes.fr

 Ivresses

世界醉酒史
几个世纪以来，饮酒在历史上产生有许多深
远的影响，酒精已经不止一次地改变了历
史。公元2000年前的埃及，多亏了大量的
啤酒，金字塔才得以建造而成。而法国百年
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许多桶索米尔酒。在达拉
斯，约翰·甘迺迪被谋杀，正是因为他的保镖
当时已经喝到烂醉如泥。1994年12月31日
晚上，一名醉酒的俄罗斯将军决定对车臣的
格罗兹尼发动攻击。这些都与酒息息相关，
就像我们从未看过的令人惊奇的历史故事！

9782709666374 | 2020 | 174 pages 
22x14 cm | 19.00 €

外国版权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外国版权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版权输出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外国版权 Eva Bredin Wachter : ebredin@jclattes.fr   外国版权 Elsa Misson : emisson@jclattes.fr 
版权输出 Sophie Perfus Mousselon : sperfusmousselon@jclattes.fr 

Adrien Absolu

一个触动人心的故事，是寻
找真相的一线希望，也是罹
难者的墓志铭。

Benoit Franquebalme

那些酒精改变世界 
面貌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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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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uil www.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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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版权输出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外国版权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版权输出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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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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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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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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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 Seuil www.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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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版权输出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外国版权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版权输出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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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an Starobinski

身体有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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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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 Seuil www.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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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版权输出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外国版权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版权输出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Laura Cappelle
Collectif

一本舞蹈爱好者、 
职业舞者和舞蹈老师 
必读的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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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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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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 Seuil www.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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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版权输出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外国版权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版权输出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Aurélia Michel

一部结合奴隶制度史、 
种族史与殖民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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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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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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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Maria Vlachou : maria.vlachou@seuil.com   版权输出 Pierre Hild : pierre.hild@seu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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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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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er : Éléments pour la transformation 
du système productif

真正 
的可持续
生产系统变革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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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s Belles Lettres www.lesbelleslett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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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Nicolas Filicic : n.filicic@lesbelleslettres.com 外国版权 Nicolas Filicic : n.filicic@lesbelleslett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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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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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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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Monde syriaque : Sur les routes  
d'un christianisme ignoré

叙利 
亚的文化
找回被忽略的基督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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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 SOLD
英语、俄语、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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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s Belles Lettres www.lesbelleslettres.com

 La Civilisation des odeurs :  
XVIe - début XIXe siècle

气味 
的文明史
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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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S SOLD
英语、俄语、繁体中文、简体中文
FIND OUT MORE
> 法国境內售出5000冊

9782251447094 | 2017  
272 pages | 16 x 24 cm | 25.50 €

外国版权 Nicolas Filicic : n.filicic@lesbelleslettres.com 外国版权 Nicolas Filicic : n.filicic@lesbelleslettres.com

Françoise Briquel 
Chatonnet

Muriel Debié

 这是一部史无前例的著
作，汇集100多张插图， 
11张地图以及大量的译文
摘录，让读者充分了解叙
利亚两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Robert Muchembled

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 
气味文明在西方经历了几次
大型变革。法国历史学 
家罗伯特·穆尚布莱德 
（Robert Muchembled） 
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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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Vol dans les airs au Moyen Âge : Essai 
historique sur une utopie scientifique

中世纪的 
人们也想飞
一份关于科学 
乌托邦的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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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251451039 | 2020  
240 pages | 15 x 21,5 cm | 24.50 €

 Les Belles Lettres www.lesbelleslettres.com

 Le Polythéisme grec  
à l'épreuve d'Hérodote

从希罗多 
德看希腊的
多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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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Nicolas Filicic : n.filicic@lesbelleslettres.com 外国版权 Nicolas Filicic : n.filicic@lesbelleslett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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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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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明 
鉴的冒险家
达芬奇，伊拉斯谟， 
米什莱等人文大 
师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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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Nicolas Filicic : n.filicic@lesbelleslett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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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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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stoïevski

陀思妥 
耶夫斯基
“我一生的作者”系列邀请当代伟大作家们分享
他们最喜欢的一部经典文学作品，而阅读经
典对他们显得尤为重要。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出生于保加利亚，她年轻时就开始阅读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在未来成为欧洲的重
要知识份子之一。透过本书，克里斯蒂娃对
这位影响她的职业生涯深远的作家，做了引
人入胜的深刻分析。
RIGHTS SOLD
英语（美国）、意大利语

Buchet Chastel | 9782283030400 | 2020 
256 pages | 11,5x19 cm | 14.00 €

 Libella www.libellagroup.com

 Dieu et la Silicon Valley

上帝与硅谷
神父艾瑞克‧萨洛比尔快50岁了，这个多明
我会的神职人员，在天主教会是个特别的人
物，因为他具备了稀有专业知识：他是梵蒂
冈的科技顾问。萨洛比尔神父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忙着帮罗马和矽谷两边搭起桥梁。他是
教皇方济各、各教区主教和科技业龙头开会
时的天外救星。

Buchet Chastel | 9782283034026 | 2020 
304 pages | 14x20,5 cm | 20.00 €

外国版权 Christine Bonnard Legrand : christine.bonnardlegrand@libella.fr    
版权输出 Sophie Fourcade : sophie.fourcade@libella.fr

外国版权 Christine Bonnard Legrand : christine.bonnardlegrand@libella.fr    
版权输出 Sophie Fourcade : sophie.fourcade@libella.fr

Julia Kristeva

法国最伟大的精神病 
学家剖析小说大师

Éric Salobir

梵蒂冈的黑衣修 
士竟然是名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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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i qui ? Merci mon chien

谢谢你， 
我的小狗
我会尽力记住那些帮我活下来的动物，我想
对它们说声谢谢。这是我对动物爱的宣言。
但是问题来了：怎么跟它们打招呼？应该用“
你”称呼它们吗？动物可以吃人类的食物吗？
他们的安静模样和可爱外貌下，隐藏着什么
呢？而动物又是怎么看待人类的？

Buchet Chastel | 9782283034484 | 2020 
216 pages | 13x19 cm | 16.00 €

外国版权 Christine Bonnard Legrand : christine.bonnardlegrand@libella.fr    
版权输出 Sophie Fourcade : sophie.fourcade@libella.fr

Jean-Louis Fournier

动物的生活艺术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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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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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étailié www.editions-metailie.com

 Ethnologie de la po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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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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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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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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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cal Dibie

从抄经书的的修士到 
二十一世纪的上班族， 
办公室的生活千姿百态。

Pascal Dibie

世界上到处都有有门， 
有窄门，也有宏伟的大门。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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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her la vie :  
Un art tranquille du bonheur

健步人生
一种宁静的幸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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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étailié www.editions-metail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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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基里斯 
与耐克的 
后代
推崇日常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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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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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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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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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e Segalen

慢跑，是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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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re : Une anthropologie du rieur

笑
关于笑的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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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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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Le Breton

笑的千姿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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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s des mondes urbains

世界 
城市图解
今天，世界上有七成人口住在城市。不断加
速的城市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乡村消失
了，变成了占地辽阔的超级城市区，建筑变
得更高更大，出现了新型态的阶级划分与不
平等，等等。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是进入
人类世的一个重要指标，它造成地球变暖、
摧毁生物多样性，也使得我们在面对气候变
化时不堪一击。一本展示现在与未来世界各
地城市样貌的图鉴。

9782724626100 | 2020 | 144 pages 
21x24 cm | 25.00 €

 Presses de Sciences Po www.pressesdesciencespo.fr

 Atlas de l'Anthropocène

人类 
世图解
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人口结构转
型、都市化、大气污染、土壤劣化、自然灾
害、工业灾难、健康危机、社会运动、国际
高峰会……这是第一本汇集了所有生态危机
数据的图集，里面的盘点内容清晰易懂，无
懈可击。这本书同时也是对改变生态危机的
一种呼吁动员。
RIGHTS SOLD
意大利语
FIND OUT MORE
> 法國售出15000册

9782724624151 | 2019 | 164 pages 
21x24 cm | 25.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Éric Verdeil
巴黎政治大学制图室

一本前所未有， 
展现世界各地城市样 
貌的图鉴。

François Gemenne
Aleksandar Rankovic
巴黎政治大学制图室

首次汇集人类时代的所有 
生态数据的一部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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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e numérique

数字文化
人类社会进入的数字化时代经常被拿来与工
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相比较。事实上，应
该要与印刷术的发明相比较才正确，因为数
字革命的变革首先是认知层面的，我们日常
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被引入了相关的知识与信
息。人类创造了数字世界，数字世界也改造
了人类；因此，我们必须发展数字文化。
RIGHTS SOLD
爱沙尼亚语
FIND OUT MORE
> 法国热销8000册

9782724623659 | 2019 | 430 pages 
12x19 cm | 19.00 €

 Presses de Sciences Po www.pressesdesciencespo.fr

 Blanc de plomb :  
Histoire d'un poison légal

铅白
一段合法毒物史
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法摆脱各种
有毒物质：石棉、杀虫剂、塑化剂等疑似
致癌物、确认致癌物、或危害身体健康的物
质。大家都知道其毒害，却默许其存在。为
了理解这种集体妥协的缘由，本书展开一场
社会、工业、科学、政治方面的调查，这些
领域对铅白的生产和使用都有强制的规定， 
导致铅白长久以一直是合法毒物。
FIND OUT MORE
> 法国已售出500册 
>  2020年法国医学杂志 

《Prix Prescrire》书奖

9782724624359 | 2019 | 372 pages 
13,8x21 cm | 26.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Dominique Cardon

我们必须发展数字文化。

Judith Rainhorn

鉛白，是鉛中毒 
的主要原因，今日已被 
列為環境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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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les Juifs bulgares furent sauvés

于是，保加利 
亚的犹太人得救了
一段关于保加利亚 
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

欧洲的唯一特例，一个与纳粹帝国结盟的国
家，拒绝遣送境内的犹太人至集中营。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的国家形象一直
备受赞扬，几乎掩盖了1914年到1944年间
被其占领的南斯拉夫和希腊境内的犹太人几
乎全部被送往波兰的集中营里杀害的事实。
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与档案调查，作者重建
了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信以为真的历史事
实背后产生的原因：这只是大多数人选择相
信的事实版本。她还阐述了为何那些叙述保
加利亚犹太人受迫害的写作在冷战中，在巴
尔干地区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后共产主义政治
和纪念斗争运动中先后受到限制、束缚的 
原因。

9782724626506 | 2020 | 382 pages 
13,8x21 cm | 26.00 €

 Presses de Sciences Po www.pressesdesciencespo.fr

 Deux degrés

关键2°C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无法达到将地球变暖控制
在2°C以内的目标。这种无能为力，源自人类
社会在科技、经济、文化三方面对化石能源
的消耗依赖。科学界已经宣告，依此速度下
去，最糟糕的情况迟早会发生。既然认知到
我们的生活方式很难在当前有重大的改变，
我们可以通过本书迈向比较实际的，可以操
作的改变之路，努力让未来不要那么黑暗。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1500册

9782724624403 | 2019 | 280 pages 
12,5x19 cm | 16.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Nadège Ragaru

这份历史调查是打破历 
史沉默的省思典范

Edwin Zaccai

2°C，看来不多， 
却事关重大。人类社会 
正面临气候变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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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conomie féministe :  
Pourquoi la science économique  
a besoin du féminisme et vice versa

女性主 
义经济学
经济学与女性主 
义为何离不开彼此
经济学是男人思考出来的理论，用来发展一
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它同时也是最少女性参
与的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者中只有四分之
一是女性。作者揭开经济学一些貌似中立的
概念与分析，发现一个父权社会的组织和运
作逻辑，以赚钱养家的男人为中心，而操持
家务的女人则一文不值。

9782724626759 | 2020 | 216 pages 
12,5x19 cm | 15.00 €

 Presses de Sciences Po www.pressesdesciencespo.fr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Nations Unies : 
Une institution politique mondiale

联合国大会
一个世界政治组织
联合国大会不只是各国领袖发表演说的舞
台。联合国大厦内有数个子机构，是世界
各国平等立足的唯一殿堂，而大会是多边主
义的政治中心，也是凝聚全球共识的重要场
所。本书是第一本专门介绍联合国大会的法
语参考书，非常值得一读！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500本

9782724625455 | 2020 | 300 pages 
13,8x21 cm | 24.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Hélène Périvier

本书在重新讨论女性 
主义经济的同时，也更新其
研究方法，运用各种知识与
工具来维护两性平权。

Guillaume Devin
Franck Petiteville

Simon Tordjman

第一本关于联合国大 
会的法语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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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biais comportementaliste

行为 
主义偏差
“助推”，是一种无形的怂恿影响。容易操作、
不花什么成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们的行
为，已成为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完全解决方
案。但我们真的能够将公共行为简化为个人
行为吗？本书对行为科学知识及其操作进行
批判分析，以理解其成功及指出其局限。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1000本

9782724622409 | 2018 | 128 pages 
12,5x19 cm | 14.00 €

 Presses de Sciences Po www.pressesdesciencespo.fr

 La Tragédie de la croissance : 
Sortir de l'impasse

追求经济 
增长的悲剧
走出死胡同
人人都知道，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追求无
止尽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但大家却都无视于
这个现实，反而逆道而为。要走出这个死胡
同，并且治愈我们追求一味增长的瘾，我们
必须重新定义公共财富的概念、恢复互助互
惠、解决债务问题、并与大自然重新对话。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1500本

9782724622751 | 2018 | 168 pages 
12,5x19 cm | 14.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Henri Bergeron 
Patrick Castel

Sophie Dubuisson-Quellier 
Jeanne Lazarus
Étienne Nouguez 

Olivier Pilmis

认知偏差使我们无法 
做出理性决定。 
而公共部门却利用这点， 
左右我们的选择。

Gilbert Rist

如何走出死胡同， 
治愈我们一味追求经 
济增长的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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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Moment Nuremberg :  
Le procès international,  
les lawyers et la question raciale

纽伦 
堡大审判
国际审判、 
律师和种族问题
大西洋另一端的律师们打造了这场大审判的
基础，并且主导了所有的辩论；本书借助重
新审视这些律师的组成，提出关于纽伦堡大
审判的新观点。揭露当时职业、社会与文化
方面的一堆限制因素，严重左右了这个实验
性的国际大审判。最后并思考这场大审判给
非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运动、甚至是反越战
的运动、以及国际司法机构的诞生带来的深
远影响。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500本
9782724624205 | 2019 | 264 pages 
13,8x21 cm | 23.00 €

 Presses de Sciences Po www.pressesdesciencespo.fr

 Le Hasard et le pathologique

病理与风险
在当前疫情紧张的情况下，医疗数据成为公
共部门做决策的主要依据。医疗数据统计学
有其发展历史：它起源于十七世纪对死亡率
表的解读，之后在每个时代结合不同的数学
知识与医疗行为，以及公共卫生的政治观
点，一直不断地更新演变。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500本

9782724626452 | 2020 | 208 pages 
13,8x21 cm | 20.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Guillaume Mouralis

分析纽伦堡大审判的 
内幕及其在历史和国际 
法中留下的影响。

Mathieu Corteel

一部医疗统计数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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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es, pouvoirs et conflits (2e édition) : 
Une agro-histoire du monde

土地、 
权力与冲突 
（第二版）
世界农业史
丰富的土地资源赋予土地拥有者权力。 
人类社会为了争夺土地，不断地发动征战、
内战，推行集权主义等，因此丧掉了许多生
命。有多少政治纷争的背后是因为土地分配
问题而引起？有多少国家以主权宣告和国家
安全的名义来表达对一方土地的侵占？又有
多少人眼见自己的土地被掠夺，想要回来，
并争取被承认是合法拥有者的梦想就此灰飞
烟灭？
RIGHTS SOLD
阿拉伯语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1000册
9782724625356 | 2020 | 396 pages 
13,8x21 cm | 20.00 €

 Presses de Sciences Po www.pressesdesciencespo.fr

 Les Métamorphoses du travail contraint : 
Une histoire globale XVIIe-XIX siècles

强制劳 
役的转型
一部全球强制劳 
役史（18－19世纪）
历史学家亚历桑德罗•斯坦齐亚尼在书中谈到了波
兰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笔下也提到过的工人和奴
隶主题：俄罗斯的农奴，法兰西和大英国帝国的
劳动力和水手，印度洋的奴隶和移民。书的最后
以刚果结尾，讲述了殖民公司疯狂地谋取暴利，
对土著人实施的极端暴力行径。作者从启蒙时代
的思想，谈到人权发展与劳动条件的现况，以整
体性视角阐述到强制劳役史必须通过与自由劳动
史相对照来理解。这两个范畴不断交叠、相互回
应，交织成一段仍在进行、尚未完成的历史：一
段难以获得解放的劳动史。

FIND OUT MORE
> 法國售出五百本法国售出500册

9782724626209 | 2020 | 328 pages 
13,8x21 cm | 24.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Pierre Blanc

将土地问题置于权力的逻辑
中，重新审视现代史。

Alessandro Stanziani

强迫劳役史只能通过与 
自由劳动史相对照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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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éories et concepts de l'intégration 
européenne : 2e édition mise à jour  
et augmentée

欧洲统一的
理论与概念
增修第二版
精确掌握分析欧盟的理论工具，在今天显得
格外必要。因为今天的欧盟正面临一系列重
大棘手问题：民粹主义、英国脱欧、经济衰
退和财务危机、移民、还有新冠肺炎疫情
等。本书将每个问题重置于当时的讨论中，
并对运用于社会政治学、公共政策、政治理
论和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所有概念和理论做
一番总结。
FIND OUT MORE
> 法国售出2000册

9782724626353 | 2020 | 448 pages 
12,5x19 cm | 25.00 €

外国版权 Nathalie Larmanjat : nathalie.larmanjat@sciencespo.fr

Sabine Saurugger

一份完整而清晰的综论， 
探讨欧洲统一的优势 
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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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écarcérer : Cachez cette prison  
que je ne saurais voir

解禁囚犯
将目不忍睹的 
监狱藏起来
在这本随笔中，作者西尔万·吕西耶建议清
空监狱，而不是新建新的监狱，重新诠释刑
罚，而不是恢复破烂的牢房。众所周知，监
狱不是防范犯罪的有效途径。但如果大部分
受监禁的人都不是真正的罪犯，我们又怎能
不重新审视监狱的角色？

9782374252261 | 2020 | 128 pages 
11x19 cm | 10.00 €

 Rue de l'Échiquier www.ruedelechiquier.net

 Carnage : Pour en finir  
avec l'anthropocentrisme

屠杀
终结人类中心主义
作者让·马克·甘西尔毫无保留地揭露人类与
动物世界的关系，建立在统治与剥削之上。
这场屠杀对人类终将是场悲剧：造成对生态
系统的破坏、不道德地否定了动物的感觉、
以及食品加工产业对消费者的欺瞒。最后，
他勾画了终结“人类中心主义”的行动方针及
作法。
FIND OUT MORE
> 入围2020年三千万好友文学奖决选名单

9782374252421 | 2020 | 208 pages 
14x21 cm | 18.00 €

外国版权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外国版权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Sylvain Lhuisser

假如，就这么一次，我们不
再对此社会问题视而不见，
并思考如何做到人们所 
说的共同生活？

Jean-Marc Gancille

这本强有力的随笔带你了
解我们与动物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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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Égalité sans condition :  
Osons nous imaginer et être semblables

无条 
件的平等
让我们勇于想 
像并作彼此的同类
作者雷雅纳·塞纳克以爆炸性的论点，发展
出一种创新大胆的女性主义思路。她分析经
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哲学家拉斐尔·恩多
芬，以及法国饶舌歌手欧尔森的例子，证明
人如何在声称平等的同时，却在参与制造不
平等。另外，她还重新审视了法国女权主义
运动的当前斗争，从“包容性写作”到#MeToo
运动，以及单性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
引发的论战。
RIGHTS SOLD
日语

9782374251479 | 2019 | 96 pages 
11x19 cm | 10.00 €

 Rue de l'Échiquier www.ruedelechiquier.net

 Des racines et des gènes (Coffret) :  
Une histoire mondiale de l'agriculture

根与基因 
（套装书）
一部世界农业史
在这部上下两册一起出版的套装书中，身为
记者的作者德尼·勒弗维尔讲述不同时代的农
业演变，并带领我们思考今天持续面对的挑
战：如何养活当前地球上所有的人口，以及
将在2050年达到九十亿的人口？如何重新思
考人类与地球生物的关系？

9782374251080 | 2020 | 512 & 592 pages 
11x17,5 cm | 25.00 €

外国版权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外国版权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Réjane Sénac

作者雷雅纳·塞纳克破解平
等神话，带领我们思考并创
造一种无条件的平等。

Denis Lefèvre

一部从史前到当代的世 
界农业史，分上下两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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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 plus se mentir :  
Petit exercice de lucidité par temps 
d'effondrement écologique

停止 
自欺欺人
生态危机当前的 
动动脑练习
面对资本主义体制从根本上对地球极限的漠
不关心，作者让·马克·甘西尔呼吁必须思考
事实本身，才能找到足以应付挑战的解决方
案。他为我们指出一条彻底的、且振奋人心
的道路：展示集体的力量及战斗行动来对抗
一己私利。因为，在我们还能够做点什么，
为了挽救还能挽救的时候，除了对这个体制
的迫害采取正当防卫外，我们别无选择。
FIND OUT MORE
> 法国已售出7500册

9782374251462 | 2019 | 96 pages 
11x19 cm | 10.00 €

 Rue de l'Échiquier www.ruedelechiquier.net

 Le climat qui cache la forêt :  
Comment la question climatique occulte 
les problèmes d'environnement

见树不见 
林的气候
聚焦气候问题是如何掩
盖其他环境问题的？
即便气候变化是重要问题，它并不会比空气
污染或水污染、生物多样性骤减或土壤劣化
等问题更为严重。作者纪尧姆·圣特尼通过比
较由这些现象所造成的例如过早死亡人数、
经济代价，以及重要国际组织的多层次调查
结果和建议，由此得出上述论点。

9782374251776 | 2019 | 256 pages 
11x17,5 cm | 9.00 €

外国版权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外国版权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Jean-Marc Gancille

作者对生态问题提出不 
让步的激进观点。

Guillaume Sainteny

今天各国政府、 
非政府组织及媒体对气 
候问题的优先重视程 
度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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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yclage, le grand enfumage :  
Comment l'économie circulaire  
est devenue l'alibi du jetable

废物回收，
大谎言
循环经济如何成为 
使用一次性用品的借口
在资源过度消耗、垃圾不断激增的背景下，
废物回收似乎是面对垃圾填埋，焚烧等错误
处理方法时的一剂灵丹妙药。作者弗洛尔·贝
尔林根是废物处理问题的资深观察员，在本
书中，她揭露了循环经济的虚假诺言，破解
了其无限维持可循环利用产品的神话。还论
证了虚假循环经济理论如何和生产主义和资
本主义串通一气，助长一次性用品的持续使
用。

9782374252001 | 2020 | 128 pages 
14x21 cm | 13.00 €

 Rue de l'Échiquier www.ruedelechiquier.net

 Passage piéton : Récit d'une détox 
numérique par la marche

穿越人行道
一个用步行戒除 
屏幕瘾的故事
2017年，身兼记者、作者两职的洛朗斯·布里
尔是一位重度网络使用者。繁重的数码生活
让她感到不知所措，于是决定按下停止键，
和数码产品保持距离：在一年多的时间内，
她不再使用网络与社交媒体…而是选择去步
行。本书是一首对步行的绝美赞歌，作者认
为步行是在这个节奏总是愈益加快的世界
中，得以放缓节奏、重新感受自然、与生命
中最重要的事物重新建立联系的方式。

9782374251950 | 2020 | 136 pages 
13x20 cm | 12.00 €

外国版权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外国版权 Christian Voges : vogesforeignrights@gmail.com

Flore Berlingen

如果废物回收仅仅 
只是一个骗局呢？

Laurence Bril

“我怎么借助步行 
摆脱掉‘网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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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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lvator www.editions-salv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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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什么？
一本讲述真爱的小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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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François Hilaire : droits-etrangers@editions-salvator.com 外国版权 François Hilaire : droits-etrangers@editions-salvator.com

Fabrice Hadjadj

上帝可以成为谈 
论的话题吗？

Marc Vaillot

我们的存在是为 
了爱与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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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our vrai : Au seuil de l'autre

真爱
跨过门槛， 
去到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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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lvator www.editions-salvator.com

 Joseph : L'éloquence d'un taciturne

约瑟夫
沉默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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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706708305 | 2011  
270 pages | 15x22,5 cm | 20.00 €

外国版权 François Hilaire : droits-etrangers@editions-salvator.com 外国版权 François Hilaire : droits-etrangers@editions-salvator.com

Martin Steffens

提倡真爱，反对色情。

Philippe LEFEBVRE, o.p.

关于约瑟夫， 
我们能聊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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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christianisme n'existe pas en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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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lvator www.editions-salv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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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上帝 
的神奇造物
基督教人类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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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François Hilaire : droits-etrangers@editions-salvator.com 外国版权 François Hilaire : droits-etrangers@editions-salv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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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ard Sesboüé, s.j.

什么是建立在基督教 
信仰上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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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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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版权 François Hilaire : droits-etrangers@editions-salvator.com

Bernard-Marie

书中含有二十多篇九日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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