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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recognized, adventure as skillfully as experience virtually lesson, amusement, as competently as deal can be gotten by just checking out a ebook defiant broken
body person janine shepherd with it is not directly done, you could take even more in this area this life,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We have the funds for you this proper as competently as simple way to acquire those all. We find the money for defiant broken body person janine shepherd and
numerous ebook collections from fictions to scientific research in any way. along with them is this defiant broken body person janine shepherd that can be your
partner.

A Matter of Death and Life-Irvin D Yalom 2021-05 It explores the sorrow
of losing an intimate partner and the inevitable death of one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uple and a dual perspective. It is a work that explores
death and grief in an innovative way. There are psychotherapists and grief
counseling authorities who remove their masks, and use the most honest
voice to tell the public the mental journey facing the death of their partner,
which is shocking and touching. This book is a must-read classic for anyone
who has an intimate partner, as well as those who are professionally
assisted in tranquility, grie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I always
guarded her, counting to her last breath. And that last kiss, on her cold
cheeks...

Defiant-Janine Shepherd 2016 It was a miracle she survived the accident
on May 31, 1986. She wasn t supposed to walk again. She wasn t supposed
to have children. Fly a plane? Impossible. Yet Janine Shepherd did all of
these things and today stands as an inspiration to millions of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Defiant brings readers everywhere Janine Shepherd s captivating
memoir on the dance of perseverance and acceptance that we enter as we
navigate our greatest trials."

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 2008 本书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毫无公理、残忍野蛮的专制政权的黑暗统治。

给樱桃以性别-Jeanette Winterson 2020 本书讲述:17世纪,英国查尔斯二世时期,在臭气熏天的泰晤士河旁边生活着一个女
巨人.她丑陋,孤独,只和很多狗生活在一起.有一天,她在河岸边看到了一个弃儿,便将他收养,并给他一条河流的名字,叫约旦.约旦和他的母亲生活在
一起,直到遇到了国王的园艺师.园艺师将他们带到了温布尔顿,让约旦学习园艺.后来,约旦追随园艺师前往百慕大群岛,一个据说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奇怪的人和事情.与此同时,约旦的母亲在保皇党的鼓动下,对杀死国王的清教徒进行疯狂的复仇.

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阿特伍德 2020 本书分为什么是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社会理解力与友谊,捉弄与欺凌,心理理论,情感的愉知与表达,
特殊兴趣,语言等共十五章.

鹿苑長春-馬喬利.金蘭.勞玲絲(Marjorie K. Rawlings) 2010-06-01 內容簡介 本書的主角是一位少年，名為喬弟，待
在陸地的「孤島」，無法像別的小孩一樣去上學。但是，他卻透過實際的生活經驗，從大自然和父母親身上學到許多事情。對他而言，這一切都是很
好的教師。 沒有同學和朋友在身邊的喬弟，小鹿褔萊格不只是陪伴他玩耍的寵物而已，小鹿就像是他的朋友，又像是與他相處和睦，必須多照顧牠
一點的弟弟一樣。有弱者在身旁，而又萌生了保護之意的少年意識，使他走出了孤獨，並且促進了他的成長。但是，小鹿是自然的一部分，長大以後，
也會充滿野性，因此對巴克斯塔家而言，反而是一種威脅。喬弟必須親手射殺活生生的福萊格。以這社會的眼光來看，這實在是非常殘酷的行為，但
是也唯有在經歷過這種痛苦以後，喬弟少年才會蛻變為成人。

烈酒一滴-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 2015-12-01 愛倫坡獎終身大師獎得主勞倫斯‧卜洛克最新力作 在馬修．史
卡德酗酒與戒酒之間的空白處，斟上《烈酒一滴》。 借用米基．巴魯的話來說，史卡德的生命在這兒拐了個彎。 真的只有一個推理小說家幾乎能接
近難以取代的約翰‧麥唐諾，他就是卜洛克。 ──史蒂芬．金 卜洛克堪稱當今最優秀的推理小說家，他至今創作不輟，作品中屢屢出現令人眼睛
為之一亮、且驚艷的元素。 ──華爾街日報 美國小說當中，最篤定、最具辨識度的聲音。 ──馬丁‧克魯茲‧史密斯（Martin Cruz
Smith） 《高爾基公園》作者 《奧德賽》故事中，迷航的猶力西士曾航入冥府，見到了母親和一干特洛伊戰友的亡靈，在那裡，先知提瑞西阿
斯給了他最慷慨的贈禮，告訴他可以毫無痛苦的死去，這個禮物，人愈到老年才愈知其珍貴。在每一回探案過程中，史卡德總會有一兩句縈繞不去的
話語，用於自省，用於感傷，也反覆變形用於練嘴皮子的玩笑，《烈酒一滴》這回是：「神啊，請賜我貞節之心，但不是現在。」 神啊，請讓我保
持清醒，但不是現在；請讓我不起偷盜之心，但不是現在；請讓我慷慨、勤奮、無私無我，但不是現在；請別讓我打人，但不是現在；請讓我拒吃零
食，但不是現在…… ──唐諾 這是酗酒者馬修變成戒酒者馬修的故事。 它的敘事跟《酒店關門之後》一樣，也是回述。但書裡的馬修是一九八
二年、八三年的樣子。那是馬修剛剛開始戒酒的時候。也是《八百萬種死法》之後，《刀鋒之先》之前的這段時間。前一本還是酗酒的馬修，但下一
本就是戒了酒的馬修，雖然依然是馬修，但這個關鍵轉捩點，卻是馬修故事的一個空白片段，也是峰迴路轉又出現在作家腦海的故事。 馬修．史卡
德正在對抗他的心魔。他被迫離開紐約市警察局，他也放棄了喝酒。他的身心狀態面臨嚴重的衝擊，與女友珍的關係也岌岌可危。這時他碰上了傑克．
艾勒里，一個當年在布朗克斯一起長大的兒時玩伴。 他們像是硬幣的兩面：史卡德曾經偵破的案件，卻是艾勒里犯下的。 在史卡德身上，艾勒里看
到自己曾有機會變成的善良公民。在艾勒里身上，史卡德看到他期望獲得卻來之不易的清醒。 然後艾勒里死了，就在一瞬之間，彷彿是要試圖彌補
過去的罪惡。他看到什麼呢？就讓他這麼死去嗎？艾勒里沒有家庭，沒有朋友，為誰去討回公道呢？但史卡德還是不情願地開始了他自行展開的私下
調查，線索就是艾勒里列的一張意圖修正錯誤的名單。凶手就在這份名單裡，史卡德怕的不是尋找凶手的過程，反倒是沉浸在艾勒里的世界很可能導
致他重新投向酒吧的懷抱。 失落、懷舊、救贖，卜洛克用《烈酒一滴》尋找這一切的源頭，重建馬修．史卡德系列登上美國偵探小說頂峰的這條路。
卜洛克來台受訪時曾描述，他想寫一個還沒有網路、手機的年代，人們無法用Google查詢很多事情，身為偵探也非得一個個人去問，一個個地
點去跑。而且那時的馬修才剛戒酒，許多的忍耐與適應讓他的視野與眼界更不同於以往。 就卜洛克迷來說，這是一個馬修系列的空白時段，是可以
去跟著新書細究馬修人生的空間。對新讀者來說，卜洛克的文字與馬修的迷人魅力，必然會再度使人一翻開書就為他著迷。

烏鴉幻咒-瑪格莉特‧羅傑森(Margaret Rogerson) 2019-07-25 她是專替妖精繪製肖像的畫師，用好手藝交換珍貴的
幻咒，卻也在無意間替自己引來禁忌的愛戀與致命的危險。 今．年．盛．夏．必．讀．的．浪．漫．奇．幻．小．品 ★《紐約時報》暢銷書 ★
2017美國獨立書商協會Indie Next List十大選書 ★ 2017美國獨立書商協會Indies Introduce秋季選書 ★ 父
母選書銀牌 「一隻烏鴉代表不確定的威脅，六隻代表危機一定會到來，十二隻代表躲不過就會喪命。」 他留下這道幻咒保護我，然而在我眼前的卻
是漫天飛舞的烏鴉，那代表的又是怎麼樣的危險？ 金黃麥田中的幻息鎮終年盛夏，居民從來不知季節更替為何物，麥田彼端，是妖精居住的森林，
那裡是凡人絕不能踏入的禁忌之地，但妖精卻時常拜訪小鎮，為的是用幻咒來交換各種工藝品：精緻瓷器、手工禮服、故事書、畫作與雕刻。雖然妖
精擁有魔力且永生不死，卻不如他們蔑視為蜉蝣的人類那樣具有創造力，因此這些作品對他們來說是炙手可熱的收藏物，不僅能凸顯身分地位，還能
妝點他們單調而漫長的妖生。 伊索貝年紀輕輕，卻已是幻息鎮數百年來最優秀的肖像畫家。時常有妖精來委託她繪製肖像，她不僅擅長繪畫，也深
諳如何與生性狡詐的妖精打交道，時刻戒慎恐懼，免得像鎮上的甜點師傅，為了一雙更湛藍的眼珠，卻不小心賠上三十年的生命。她想要的很簡單：
讓一手拉拔她長大的阿姨，以及兩個雙胞胎妹妹過上衣食無缺、安全無虞的好生活。 伊索貝的好手藝，甚至連三百年都沒涉足人界的妖精王子風鴉
也慕名而來，他傲慢自大，而且和大部分妖精一樣愛慕虛榮，不過這似乎只是他的其中一面。在為他作畫的那幾個陽光燦爛的午後，伊索貝漸漸對他
感到好奇，甚至有些好感。畫像完成，風鴉依約給她一道可以在她或家人有危險時示警的幻咒，就此離開。伊索貝原以為再也見不到他，豈知幾日後，
風鴉再次出現在她家門口，憤怒質問：「妳做了什麼好事？」 因為一幅肖像，伊索貝就此捲入妖境的權力鬥爭中。人類既嚮往又害怕的妖精森林中，
藏著什麼樣的誘惑與邪惡？這一切，又跟幻息鎮困在永恆夏日中的祕密有何關聯？她又該怎麼利用身為肖像師的力量，保護所愛之人，甚至勝過妖精
的幻咒與詭計？ 【各界好評】 羅傑森將禁忌之戀轉化為清新的冒險故事，重新詮釋妖精傳說與鄉野故事，並在故事中安排各種幽默橋段，都將令讀
者印象深刻。如果你是荷莉．布萊克、梅姬．史蒂芙薇特或萊妮．泰勒的書迷，那麼一定也會愛死這本書。 ——《出版人週刊》星級書評 甫出
版便躍升新的奇幻經典之作。 ——邦諾書店青少年部落格 羅傑森的第一本小說是本層次豐富的浪漫之作，女主角勇敢堅強。羅傑森對於文字的
掌握以及世界觀的堆砌功力，將故事張力及誘人程度提升至最高點。如果你是荷莉．布萊克或尼爾．蓋曼的書迷，那這本書也會是你的首選。
——《書單雜誌》 出版社 臉譜 (城邦)

那些無止盡的日子-克萊兒‧傅勒CLAIRE FULLER 2015-11-01 ☆讓人想一口氣讀完，結局令人震撼忍不住重讀的小說！
☆備受關注的天才處女作！ ☆和《列車上的女孩》同受讚譽的年度佳作！ ☆榮獲英國戴斯蒙‧艾略特獎！ 在冬之眼底下，我看到了足跡， 一個
男人尺寸靴子的腳印～ 是魯本！這個森林裡還有第三個人！ 我走回埋在雪中的陷阱撥開雪，以防萬一裡面有遺漏掉的動物。森林比我所見過的更加
美麗，但我的腦子裡只想著空手而回的後果…… 八歲那年夏天，佩姬的鋼琴家母親烏特在歐洲演出時，爸爸詹姆士帶著她出發前往傳說中的童話
木屋「胡特」。年輕的詹姆士是個生存狂，一直在為不久即將來臨的世界末日儲備物資，訓練佩姬迅速逃難、打包的能力。那一天，詹姆士決定前往
「胡特」，雖然抵達後才發現只是什麼都沒有的破舊小屋，卻已無法回頭，因為詹姆士說世界毀滅了，倖存的只有他們兩人。 當「生存遊戲」成為
殘酷的挑戰，僅靠著原始的本能根本無法倖存，佩姬和詹姆士得奮力挑戰不可思議的憤怒星球，森林裡，時間彷彿永無止盡，唯一和過往記憶的連結，
就是用父親做給她的無聲鋼琴彈奏李斯特的〈鐘〉……第一場冬日大雪來臨時，他們以為活不過春天……但是，「魯本」出現了！ 九年後，
佩姬終於再度出現在世人面前…… 《那些無止盡的日子》伴隨著懸疑與張力，甫出版即備受各界好評。透過佩姬的敘述，緊扣讀者心弦，心情隨
之起伏，迫不及待想了解真相，但結局的來臨，卻又是最令人不捨與震撼的時刻……

尋水之心-Linda Sue Park 2016-04 When the Sudanese civil war reaches his
village in 1985, eleven-year-old Salva becomes separated from his family
and must walk with other Dinka tribe members through southern Sudan,
Ethiopia, and Kenya in search of safe haven. Based on the life of Salva Dut,
who, after emigrating to America in 1996, began a project to dig water wells
in Sudan.

艱難時世（雙語版）-查理斯·狄更斯 2010-08-01 在狄更斯的眾多作品中，《艱難時世》是其代表作之一。該書出版一百六十多年來，一
直暢銷，並被譯成世界上幾十種語言，是公認的世界文學名著之一。在中國，《艱難時世》是最受廣大讀者歡迎的經典小說之一，同時也是最早傳入
中國的西歐經典名著之一。

聖經究竟怎麼說同性戀-Daniel A. Helminiak 2015-04-18 在聖經中，上帝真的有譴責同性戀嗎？ 頂尖的學者們──如
耶魯大學已去世的鮑斯威爾（John Boswell）、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博亞林（Daniel Boyarin）、布蘭第斯大學
（Brandeis University）的布鲁滕（Bernadette Brooten）、柏克萊太平洋教會神學院 （Church
Divinity School of the Pacific in Berkeley）的康垂曼（L. William Countryman）、南方
衛理神學大學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的佛尼許（Victor P. Furnish）、布朗大學的歐衍
（Saul M. Olyan），與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史克洛格斯 （Robin
Scroggs）──其研究均顯示出，那些將某些聖經經文視為是譴責同性戀的人們，其實是被錯誤的解譯與拙劣的詮釋所誤導。 作者海明尼亞
克博士是位受推崇的神學學者與羅馬天主教神父，他以清晰且現代的敘述方式，為我們介紹令人耳目一新的最新研究。 本書英文原名為Ｗhat
the Bible Really Says about Homosexuality，自2000年英文原文增訂版出版至今已印出12刷，並被翻
譯成葡萄牙文、波蘭文、西班牙文、韓文、法文，與捷克文出版，在現今有關同性戀議題的文獻中，是一本深思熟慮、清晰簡明，連一般大眾都能讀
懂的聖經研究長銷書。 聖經長期以來一直被誤用來支持奴隸制度、宗教裁決、種族隔離制度與對女性的鎮壓政策，但近年來的研究已經逐一的推翻
這些支持的立論。現在就讓我們來了解究竟聖經怎麼說同性戀。書籍官網：http://www.friends4bridging.com 【熱情
推薦】(以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小野 (資深作家)、王道維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許佑生 (性學專家)、陳俊志 (同志作家/導演)、陳嘉君 (社
運人士)、羅毓嘉 (詩人)、黃國堯 (同光同志長老教會牧師)、曾宗盛 (台灣神學院舊約聖經副教授)、鄭仰恩 (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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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会伤人-布雷萧 2018 本书主要探讨家庭问题,也是我们一生的起点和最深的梦乡.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书既不温馨也不甜美,而是充满了痛楚.
作者道尽了家庭带给人们负面影响的可能性,邀请读者用真实的勇气去阅读,以便发现我们身上可能携带的伤痕和偏差的来源,从而找回健康的自我.

五杯酒-安．格里芬（Anne Griffin） 2019-12-01 在書頁間尋找醇厚滋味的讀者，這個故事是為你而寫。 各國讀者盛讚：
「一生最愛的小說！」 書評嘆服：「絕美得令人心碎！」 五杯酒，敬五個永誌難忘、卻無法再見的人。 究竟是什麼樣的愛，形塑了他，又讓他破
碎？ ◆席捲國際的愛爾蘭冠軍小說，各國讀者掩卷落淚 ◆Goodreads書評網年度必讀，破萬讀者★★★★★感動好評 ◆英國水石書店
嚴選╱法蘭克福書展焦點╱獨立書店年度選書 ◆入口溫順、入喉濃烈之作，火速售出英、美、加、紐、澳、南非、德、法、荷、波蘭、立陶宛、希
臘、匈牙利、以色列等多國版權 這五個人究竟是誰？ 當第五杯酒飲盡，他又將走向何處？ 07：05 pm 第一杯，敬東尼，司陶特啤酒
07：47 pm 第二杯，敬茉莉，波希米爾21年麥芽威士忌 08：35 pm 第三杯，敬諾琳，司陶特啤酒 09：20 pm 第四杯，
敬凱文，傑佛森總統精選波本威士忌 10：10 pm 最後一杯，敬莎蒂，米爾頓威士忌 那杯酒……富含秋日色彩的調性令我著迷， 泥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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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落葉和秋晚天色全在裡面了， 它的香氣也生機飽滿，還沒碰到唇就先潤了喉， 打從脊椎深處滲出一陣顫抖。 傷痛的千百種滋味，莫里斯差
不多都嚐過了。 但是這一夜，他拋下了自己擁有的一切，甚至把長期陪伴的狗也送走，獨自斜靠著吧檯，要藉著五杯酒，把醞釀了一生的話語，傾
倒而出。 他準備向生命中五個重要的人致敬。這些人給他力量、溫暖與愛，讓他從底層一路咬牙奮鬥，終於晉升到今日的位置；但是，這些曾經深
刻的愛，卻也在不知不覺中，被他逐漸推遠了。 這夜才開始，第一杯已上桌，且聽他開場：「我來此回憶過往曾擁有，如今卻不能再得的一切。」
這五個人究竟是誰？陷落心靈黑洞的莫里斯，為何特別選擇在今夜獨酌？當第五杯酒飲盡，他又將走向何處？ 《穿條紋衣服的男孩》作者約翰．波
恩盛讚： 愛爾蘭文學明日之星！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露意絲．佩妮： 心痛與詩意並存，如此精簡又如此美好的故事。 高翊峰 小說家、邱德
夫 《威士忌學》作者、楊士範 《馬力歐陪你喝一杯》podcast節目主持人、胡毓偉 〈藏酒論壇•千杯一醉〉專欄作者－－舉杯推薦 ◆ 各
界感動書評 讀著一位老人叨唸著過去的高潮和低潮，雖然充滿哀傷與悲嘆，卻是無悔人生裡最真切的自我，尤其適合在昏黃燈火下，啜飲一杯帶著
「秋季的顏色，好像包含了泥土、樹木、落葉和傍晚天空顏色」的老酒，沉湎並細細品嚐人生諸多況味。－－《威士忌學》作者 邱德夫 我不知道該
不該推薦這本書，因為看完之後可能會讓你心碎。所以最好你讀的時候人在酒吧或是手邊有酒，而不管是司陶特啤酒或愛爾蘭威士忌都好，因為你可
能需要不止一杯。 人生走到最後，能用一杯酒紀念一個人，想來其實也滿奢侈的，最後，我們真正能記得的人有多少？一邊看，最想要的，就是倒
上一杯、兩杯或數杯威士忌，敬所有還記得的記憶。－－《馬力歐陪你喝一杯》podcast節目主持人 楊士範 格里芬令人驚艷的處女作。充滿
了難以抗拒的愛爾蘭風味，這本小說是一首關於愛情，失落和生命複雜性的詠嘆調。──時人雜誌 大師級的說書人。──《諾頓秀》主持人 葛拉
翰．諾頓 愛爾蘭文學的明日之星。──《穿條紋衣服的男孩》作者 約翰?波恩 心痛與詩意並存，如此精簡又如此美好的故事。──紐時榜暢銷作
家 露意絲．佩妮 驚人的自信之作……莫理斯是個讓人深深共感、共鳴的角色。──衛報 救贖之書，讀完帶來極大喜悅。──週日鏡報 敏銳又
多層次地呈現哀傷與追悔……太驚人了──明尼亞波利明星論壇報 莫里斯很討人喜歡，卻又複雜難解，他的故事讓讀者深深入迷。──出版人週
刊 這本小說刻畫出脆弱的樣貌。作者以工筆描繪我們熟知的情緒癱瘓狀態。──週日獨立報 這本小說無懼於呈現往事的無孔不入，以及祕密與謊
言不可逆的破壞力道。──愛爾蘭觀察報 這故事把世界的一瞬捕捉了下來。莫里斯這角色太棒了，他苦甜參半的思緒會久久縈繞讀者心懷。──曼
布克獎得主 約翰．班維爾 作者簡介 安．格里芬 Anne Griffin 愛爾蘭文學的明日之星 1969年生於都柏林，目前居住於愛爾蘭中部
內陸的韋斯特米斯郡。她曾在水石書店工作八年，離開書店後繼續升學，並與多個社會機構合作將近二十年，期間也陸續寫作，發表在《愛爾蘭時
報》、文學雜誌《The Stinging Fly》等媒體，且獲得新愛爾蘭寫作獎等文學獎項肯定。 《五杯酒》是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細品
五支酒款的獨酌時光裡，寫盡了主角莫里斯醇厚亦令人心碎的故事，獲得熱烈迴響，許多讀者不約而同形容為「肯定是我一生最愛的小說之一」。本
書除了空降愛爾蘭書店排行榜，亦獲選為英國水石書店選書、法蘭克福書展焦點關注小說。 譯者簡介 朱崇旻 曾在美國居住九年，畢業於臺灣大學
生化科技系，是以小說為食的謎樣生物，時時尋覓下一本好書。喜歡翻譯時推敲琢磨的過程，並認為無論是什麼題材的書，譯者都應該忠實傳達作者
的立場。興趣包含寫小說、武術、室內布置和冬眠。譯有《深井效應》《深度工作力》《馴龍高手》系列等書。欲聯絡請
洽：joycechuminmin@gmail.com

氣……新聞報導的各種規矩和道德觀念是這本書反覆探討的主題，《獨家新聞》之所以能歷久不衰，正因它是一部冷峻的現實主義作品，極其諷
刺地捕捉到了記者工作中醜陋的一面。——克里斯多福．希鈞斯 鋒利無比的都會批判；不只令人開懷大笑，也反映了現實。──奧提斯．費古森，
《新共和雜誌》 傑出的精彩小說…步調明快，還充滿了激情與詼諧。──泰倫斯．哈樂戴，《週六書評》 文筆卓越、尖酸諷刺又極度風
趣……在描述新聞業的反覆無常上，沃先生粗俗逗趣的幽默為本書注入了明快的步調。《獨家新聞》是本充滿娛樂性的佳作，裡頭有一波波精采
笑料。──《時代文評》 這本諷刺大作敘述一名怯懦的年輕作家的不幸際遇；原本專於描寫英格蘭鄉間風光的他，卻被誤派到非洲報導內戰。災難
隨之而來，此類型故事中最令人難忘的橋段也同時出現，足以撫慰數世代的糊塗海外特派員。──湯姆．拉克曼，《衛報》

特别的猫-莱辛 2008 本书由三个故事合成,以先后在“我”家生活的几只猫为主角。全书文笔畅如行云流水,幽默而亲切,见猫性,也见人心。

成长-贝克 2006 拉塞尔·贝克在美国有“当代的马克·吐温”之称,他用朴实优美、幽默睿智的文字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单亲家庭中的小男孩在好
强的母亲的教育下成长成才的故事。

如何让孩子说出压在心底的秘密-Jennifer Moore-Mallinos 2013

铁草-肯尼迪 1987 书名原文:Ironweed

叙述学-Mieke Bal 2015

天真与经验之歌-布莱克 (英) 2012

戰廢品-哈金 2005
地書-徐冰 2012
她乡-吉尔曼 2003
天堂-T.·莫瑞森 (美) 2007 美本书讲述了一个黑人城市自1890年以来直至1976年九个男子袭击附近的修道院的故事。其中隐含了
一条暗线:美国黑人争取种族平等,争取天堂般的前景的斗争。作品探讨了生与死,男与女的重大问题。作者娴熟地使用意识流和多角度叙事的手法,
独特地把神话色彩和政治色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作品在关注美国黑人民族命运的同时,呈现出瑰丽的传奇色彩,实现了经典与通俗的完美结合。

孤女努力记- 2010

好骨头-Margaret Eleanor Atwood 2010

原始文化- 2005 本书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引证大量的民族学材料,对原始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特别是宗教信仰等问题,进行了详密深入的开创
性研究,并阐述了作者关于文化发展时期的脉络的见解。

祖先遊戲-Alex Miller 1995
黑暗中的富兰克林-波莱特·布尔乔亚 2010
媒介城市-趙偉"E5A68F". 2011
三杯茶-Greg Mortenson 2008 Chinese edition of Three Cups of Tea. The author,
an avid mountain climber, was injured climbing the K2. He was rescued and
nursed by the locals. During his recovery, he learned of his sister's
premature death. These two events prompted him to rethink his life, and he
decided to build a school for the children of this poor village. This memoir
chronicles how what began as a return for kindness turned into a pass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莉莉的紫色小皮包-Kevin Henkes 2001-07-01 Chinese edition of "Lilly's Purple Plastic
Purse." Lilly was not allowed to show off her new purse, so she wrote a bad
note to her teacher!- 27 pages, Chinese phonics, HC

说故事的力量-安奈特·西蒙斯 2004 本書透過上百個來自政商名人成功的故事實例,以及世界各地的神話,預言和故事,闡明如何以冷酷事實,無
情數據和指令難以做到的方式說服,激勵和啟發人們.
猫与鼠-君特·格拉斯 (德) 2005
夜行列车-艾米斯 2001 本书内容:我是警士。这名称听起来不大寻常,构词挺特别的。反正这是我们的自称。我们同行中,从来不说自己是什么
男警察、女警察,什么警官,只说自己是警士......。

我喜欢书-Anthony Browne 2007 A young chimp declares his love for all kinds of
books, from funny books and scary books to song books and strange books.

宗教的意义与终结-Smith, Wilfred Cantwell·史密斯 20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递归宏观经济理论-扬奎斯特 2013
獨家新聞-Evelyn Waugh 2019-05-30 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Modern Library 100 Best
Novels） 大開嘲諷的終極荒誕喜劇—— 所謂「戰地記者」是……？ 喝酒、叼牌、泡妞、話唬爛，有空時再把隨便想的故事寫下來
就OK啦！ 身兼報業大亨與《每日野獸報》的老闆，庫柏公爵總是對自己善於發掘天才記者的才能感到驕傲。但是，這並不代表他沒犯過錯，也
可能不斷捅出大婁子。 艾格儂．史蒂奇太太在晚宴上給了他暗示後，庫柏公爵便相信自己找到了適合前往非洲的以實瑪利亞共和國報導當地內戰的
記者——威廉．布特，但這個「布特」明明就只是個專寫自然風景的專欄作家，性格怯弱，還從未受過記者訓練……「獨家新聞」又該怎麼
來！？本書是伊夫林．沃筆下的烏龍身分喜劇，同時也對狂熱的新聞採訪過程做出最荒唐的諷刺。 本書特色 ★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 ★筆調平實，
故事荒唐逗趣，令人難忘 ★非常幽默、至極尖酸、極度銳利地描述了「新聞業」的種種荒唐行徑 ★各界推薦★ 伊夫林是我這一世代中最偉大的作
家之一。——格雷安．葛林 自蕭伯納後，英國出現的最佳喜劇天才，沒有之一。——艾德蒙．威爾森 故事的描繪如羽毛般輕盈柔軟，充滿朝

defiant-broken-body-person-janine-shepherd

饭店世界-史密斯 2002 本书从一个女人坠下四楼写起,主体部分则以倒叙的形式展开,由“过去”、“过去的历史”、“未来条件的”、“完成
时”、“过去中的未来”和“现在”六部分组成,每部分有一个叙述者,好像“我”一不留神就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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