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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过眼

"诙词典#

作者!周立波

出版时间!

!""#

年
$$

月

出版社!上海人民

本书收录了
!""

多个上海话关键词! 全书分
#

个部分!每部分均以本帮菜命名 !分别是 "红烧甩

水#八宝辣酱#走油蹄#腌笃鲜和芝士火锅$ 在这
#

道大菜下收录的词条分别与常用词尾%数字#动词#

形容词#中西混搭语有关& 是周立波对上海俚语的

一次梳理!以正解%歪解和应用的方式告诉读者老

上海和新上海那些话的意义&

"大腕背后的大腕! 王中

军$

作者!王婧 尚立荣

出版时间!

!%"#

年
&&

月

出版社!吉林大学

一个经历'混(得相当丰富的人"'下过乡(%'扛

过枪(%'打过工(%'留过洋($英雄不问出处$其实他

当年也只不过是一位上了几年'正规(夜大的学生

而已$ 他就是王中军!华谊兄弟的董事长!他应该是

'大腕背后的大腕($

%重返
&#'(

!我所经历的

&总理遗言'案#

作者!袁敏

出版时间!

!%%#

年
$!

月

出版社!人民文学

本书以纪实文学的手法! 对
$"

年前轰动全国

的'总理遗言(案件进行了追忆和记述!作者根据亲

身经历以及对史料的抢救和挖掘!分析破译了那重

大历史事件背后的谜团!更客观%公正%全面地呈现

了事件真相!尽述了那个时代这一案件下人们的生

存状态以及人性的复杂$

%网络红人#

编者!互动百科

出版时间!

!%%#

年
$!

月

出版社!新华

一个草根变网络红人!那是偶然)两个草根变

网络红人!还是偶然)一大堆草根变网络红人!还是

偶然* +网络红人,首次破解了艾晴晴#内衣妹妹#当

年明月#芙蓉姐姐#带头大哥#后舍男孩#百变小胖

等网络红人走红的深层次原因&

骆凯提供

常州新华书店本月文艺类畅销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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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值得你品读的
$

本新书#征稿

我的书架

! ! ! ! !""#

年出版了不少好书$ 中国出版
业也在全球普遍下滑的大趋势下" 风景
这边独好#%

其中$& 小团圆'创造销售奇迹(国庆
%"

周年献礼图书$ 竞相出版成了出版界
一大盛举(龙应台)梁文道)林夕)廖信忠
等港台作家$在内地图书出版界" 全面开
花#(& 中国大趋势' )& 经济危机下怎样过

" 紧#日子' )& 货币战争
!

*金权天下'等专
业人士关注的图书$在金融危机中$也备
受普通读者的欢迎(袁腾飞)易中天等人

继续抓住历史不放手$& 历史是个什么玩
意儿' 网上热过$ 又在书市上风光了一
阵* 就连少儿图书市场也十分热闹$" 动
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走进常州小学)童话
大王郑渊洁的书在学校风靡++在常州
市新华书店$这些书也受到读者欢迎%

正值岁末$你认为
!""#

年出版的图
书中$ 有哪

$

本书是值得你品读且说而
快的呢,你从书中读到了什么,请写下你
的心得$与爱书人共享%

本次活动与常州新华书店有限责任

公司合办$对积极参与征稿的优秀读者$

在稿费之外 $ 还将获得意外的新年礼
物---

&""

元购书券%

稿件要求

对每本书进行精炼的评论!

#

本书的

评论文字在
%""

字左右) 稿件请发到本

版电子邮箱或在中国常州网论坛 '浪漫

情缘(版相关专题后跟帖-请留作者真实

姓名和联系地址.&

活动时间从即日起至
&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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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地#上书飘香

---" 澳门回归十周年#相关图书扫描

书市热点

! ! ! !

谁说只有上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玩蹦极$

才能体验心脏失重的刺激快感,澳门观光塔里
的" 空中飞人#)" 蹦极#和" 空中漫步

'

版#$同
样可以实现年轻人追寻刺激) 挑战极限的梦
想(谁说只有

(&

赛车才够惊险, 澳门的
()

赛
车不仅是全球赛车界的元老(谁说只有拉斯维
加斯才是狂欢的娱乐之城,澳门的娱乐业不但
历史悠久$还成为了澳门经济的重要支柱++

它告诉人们$澳门不仅有悠久的博彩业$澳门
更有使整个中华民族感到骄傲的世界级的文

化遗产%

不少人去过香港$ 但他们往往忽略了澳
门%认为这个弹丸之地除了博彩业再也没有其
他可玩的景点% 读了卞之林主编的& 中西合璧
不夜城' -上海画报出版社

&""%

年
%

月版.!相
信大家会改变这种观点$ 在赴香港的同时$不
妨去澳门住几天$来一个深度旅游$感受中西
文化交错发展的奇特景象$ 以及澳门市民积
极)健康和充满阳光的心态$相信大家会热爱
这个城市$热爱这个城市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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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

年$ 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 香港史' $ 作者弗兰克!韦尔什是研究英国史
的专家(出生于澳大利亚$曾获得政治学与亚
洲研究三个学位-墨尔本大学%昆士大学和莫

纳什大学.$ 现为日本长崎大学经济系国际关
系学教授的杰弗里!

+,

冈恩则撰写了& 澳门史
&$$*-&###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年
$

月版!

以下简称+澳门史,.---这两位作者都是不是
中国人$可他们以" 异域者#的视角将这两个城
市的" 殖民历史#重新梳理$并用文字永远地记
录保存下来$确实令读者耳目一新%

这
.$"

年的兴衰荣辱都沉淀在 & 澳门史'

中$看到了更多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研究澳门
的历史时$冈恩发现葡萄牙殖民地甚至早在英
国殖民地建立之前就支持民主制度$而这在东

南亚是绝无仅有的% 而澳门在提供宗教的和世
俗的教育上$也是领路者$虽然后来高等教育
不及香港% 此外$在葡萄牙人统治的任何时期$

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都很少超过几千人$然而
澳门社会的路西塔尼亚人标记却无法抹去% 而
在二战时期$即使是在日本侵略中国大陆和香
港从而造成浩劫时$日本人对澳门的中立予以
尊重$非但没有破坏$反而确认了当时的现状%

但是澳门这座城市的特有的食利经济模
式$却由始至终都对其形象有所损害% 在澳门
回归祖国后$澳门形象渐渐改变$不再是依赖
食利经济发展$不再只是作为一个出口导向的
产业中心$而是连接中国大陆)亚太地区和整
个世界的一个关键性的信息) 交通和金融中
心%

! ! ! !

澳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与西方接触的城
市之一$是多种文化)语言和宗教融合的象征%

过去五百年间$ 澳门建筑的发展深受多方文化
的影响$培育形成了蕴意深厚的" 澳门文化#%

由中国的吴尧)葡萄牙的樊飞豪)日本的
是永美树三位建筑历史学者合著的 & 拼合记
忆*澳门历史建筑的发展与保护' -中国电力出

版社
&""'

年
$

月版.$立足于对澳门历史建筑
保护与更新的观点$在回顾澳门历史建筑形成
过程中$总结其历史建筑特色$并结合近期澳
门实地调查研究成果$具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
地段的保护与更新设计方案$条理清晰)观点

明确% 其中部分相关研究和设计成果已经为澳
门城市更新过程所采用$ 具有明确的可操作
性%

澳门由于独特的历史发展$演变成为中西
交流的桥梁和中葡文化的交汇点$并在中国近
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沈小龙
的& 老澳门*潮平湾圆' -江苏美术出版社

&""'

年
!

月版.作为" 老城市系列丛书#之一$其图
文并茂$是介于文学书和美术书之间的边缘型
图书$详细介绍了澳门人的生活习性$描述了
澳门的风景和澳门的古老习俗$为世人了解澳
门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 ! ! !

澳门有着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特殊地理
优势$由于有特殊的博彩旅游$享有" 东方蒙地
卡罗#之称%

在旧广东的" 公赌时代#$霍芝庭是烟赌行
业的巨头% 鼎盛时期$他缴纳的赌饷占全省赌
饷的七成$达全省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他每
年赚的钱则达

!"""

万银元$ 相当于如今的十
多亿元%倚仗钱财结交权贵$恃权开赌$与江湖
势力拉帮结派$分享利益$是霍芝庭惯用的手
段++最后$霍芝庭富可敌国$名震省港澳%就
连代表省财政的广东省银行$也没有霍芝庭的
财产多%他曾数次帮助省银行渡过挤兑风潮和
金融风波% 霍芝庭死后$广东再也没有开设过
公赌%从此$广东的赌王称霸史$画上了一个巨
大的句号%

由辛磊和祝春亭合著的 & 赌城往事
!

*一
个江湖大佬的赌业传奇' -凤凰出版社

&""'

年

(

月版. 就是真实生动地刻画了霍芝庭波澜起
伏而又传奇的一生%

澳门的博彩史远比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大
西洋城旱% 澳门集东西方赌式之大全$大凡世
界上有的赌博花样$澳门应有尽有% 澳门以赌
而闻名全球(博彩业渗透于澳门的所有经济领
域$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政府直接插手博彩
业$ 博彩业与政府财政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

澳门本地与海外的学者均认为*不了解澳门的
博彩业$就不了解澳门%

那么$澳门的赌博是怎样兴起的, 如何纳
入商业经营的轨道$又如何堂而皇之升格为合
法经营$获得畸形发展, 在& 赌城往事

"

*澳门
风云' -凤凰出版社

&""'

年
(

月版.中$两位作
者则真实生动地刻画了百年澳门的赌坛往事%

还探讨了澳门独特的地理)历史)经济模式以
及政治结构等$甚具可读性%

!!"#$ "##$%"&&&%&'("#)*+,-./012

!!3456%.!7"#%&89"#):$;<=>7?@

!!ABCD%&EABFGH)IJKLM

!!NO4PQRB%&STUVWX"#YZ[\])^_`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