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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面山庄》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和往年夏天一样，森崎夫妇邀请亲友到山庄避暑
。不料，平静在第二天凌晨被打破。两个持枪的男人
闯入山庄，将在场八人劫持。众人不断设法自救：利
用极短的外出时间写下求救信号，用定时器控制电闸
造成短路……却都因有人暗地捣鬼而失败。第三天早
上，一名人质被发现倒在血泊中，而凶手不可能是绑
匪。众人意识到，比绑匪更可怕的人就在他们当中。

《当时的某人》　　独步文化

　　东野圭吾中短篇小说集，作者出道25年
珍藏作品首次结集出版。八个故事涵盖了东
野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篇篇精巧，各具特
色。女律师好心收留了一个雨夜迷路的失忆
少女，却在少女的随身手帕里发现了一把带
血的匕首；车祸中幸存的女儿，苏醒后居然
附上了妻子的灵魂；一对夫妇幸运领养了一
个刚出生的婴儿，婴儿天使般的面孔后却隐
藏了一个悲凉的复仇计划……

《白金数据》　　北京联合出版

　　傍晚六点十二分，数学天才蓼科早树和哥哥被杀
死在七层的房间里。整栋大楼的走廊、电梯都装有监
控器，24小时有人查看，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七层只有蓼科兄妹二人。楼层的门禁，并未遭到破坏
。现场留下的枪属于此前犯下数起案件的NF13。而蓼
科早树身上的毛发却属于另一个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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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日本京都，
毕业于京都大学教育系。在校期间加入了推理小说
研究会社团，作为当时推理社团的骨干，深深收到
岛田庄司的影响和启发，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新派本
格小说的创作当中。一九八七年，经过岛田庄司的
修订和引荐，绫辻行人发表了处女作《十角馆事件
》。他的笔名“绫辻行人”是与岛田庄司商讨过后
确定下来的，而作品中的侦探“岛田洁”的原型也
来自岛田庄司和他笔下的名侦探“御手洗洁”。以
这部作品的发表为标志，日本推理文学进入了全新
的“新本格时代”，而一九八七年也被称为“新本
格元年”。 其后，绫辻行人陆续发表“馆系列”
作品，截止到二〇一二年已经出版了九部。其中，
《钟表馆事件》获得了第四十五届推理作家协会奖
，《暗黑馆事件》则被誉为“新五大奇书”之一。
“馆系列”奠定了绫辻行人宗师级地位，使其成为
可以比肩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松本清张和岛田
庄司的划时代推理作家。

《十角馆事件》　

　　大学推理社团一行七人来到了角
岛，天才设计师中村青司建造的“十
角馆”就坐落在这里。若干年前，中
村青司一家离奇丧命；现在，一幕幕
谋杀在这群大学生之间接连上演！谁
能阻止“无人生还”的悲剧重演？也
许，只有那个名叫“岛田洁”的男人
才能破解“十角馆”中的迷局。

《钟表馆事件》　　

　　镰仓的寂静山林，隐藏着
又一处中村青司设计的神秘建
筑——钟表馆。馆内上百个不
同的钟表，以不可思议的方式
惊人地指向相同的时刻并等速
行进着；馆外竖立着一座没有
指针的钟塔，其钟铃也从未响
起过。十年前，馆主人古峨伦
典最心爱的女儿不幸去世，随

之而来的是古峨家另外六个相关人物的死亡。此后
，在那沉默的钟塔下，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少女的幽
灵，徘徊在静谧的森林中。十年后，以关注超自然
现象而闻名的《CHAOS》杂志社，为了采查亡灵的
真相，连同W大学超常现象研究会的几名成员，和
一位通灵师一起，步入了诡异的钟表馆。然而他们
没有想到，为期三天与世隔绝的通灵会，却演变成
了疯狂的杀戮时刻。随着时光飞逝，他们一个接一
个的倒下，死神的指针最终划破了冷酷的表盘……

《暗黑馆事件》

　　一次偶然的机会，
江南孝明得知九州地区
中部的深山老林中，还
有一座中村青司参与修
建的宅邸——暗黑馆。
联系鹿谷门实未果，江
南决定独自前往寻访，
却在地震中意外坠塔。
居住在暗黑馆内的浦登
家族究竟藏着多少秘密
？多年前的凶案真相又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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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作品有“春樱亭圆紫”系列、
“时间与人”三部曲、“别姬小姐”系
列；另著有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多
部。曾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本格推
理大奖，六次入围直木奖决选；《鹭与
雪》荣膺直木奖。小说文字优美，构思
巧妙，笔触从容细腻，展示了极深厚的
创作功力

北村薰
《快转》　

　　十七岁的高二女生一之濑真理子，
结束忙碌的校庆活动回到家中，在音乐
中沈沈入睡。醒来时，却发现自己不再
是花样年华的十七岁，而是四十二岁的
已婚妇女！已经有结缡二十年的丈夫，
更有一名跟自己同年龄的女儿！到底怎
么回事？
　　如何才能回到原先的时空？真理子
毫无头绪。更棘手的是，「现在的她」
不仅已有家庭，还是一名高中老师！随
着春节结束，新的学期展开，她将要面
对一整班十七、八岁的高三生……脱轨
的时间线，仍然没有回复的迹象。她要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这新的世界
，扮演好自己「现在」的角色？而，时
间设下的这道残酷谜题，究竟有没有解
？她要如何作答？

《回转》　

　　叙述森真希，版画家
，二十九岁。每周有两次
在儿童美术班帮忙。版画
的销路似乎也不甚理想。
但她却总是孜孜不倦，时
而郁闷，时而开心，就这
样坚持画着版画。有一天
，真希开着车出了车祸。
出事的那一瞬间，真希被
撞飞了。每当到达某个时
间点后，世界就像倒回原
点的磁带一样，时间又轮
回到出事前的那一天。什
么都停不下来，咕噜咕噜
向前转动，仅在真希心里
留下回忆……

《重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女中学生水原真澄结识了好
友的表兄结城修一，两人渐
生情意。然而，两人都没有
说出口，只是把情愫藏在故
事书的交换中……燃烧的战
火将生活破话得体无完肤，
噩耗接踵而至，空袭为美好
的时光画上句号。战争结束
五十年代，避居小镇的真澄
成了一名童书编辑。她在不
经意间，打开了即将毕业的
小学生村上和彦封印在内心
深处的前世记忆。时间作梗
，这是一次没有结局的邂逅
，一场列车事故使它戛然而
止。

《超能者》　　古谷美里　　中国友谊出版

　　高诚和宫本瞬来自于全球性犯罪组织ＳＮＰ研究所，在积淀
了实力后借机出逃。ＳＮＰ是一个以激发人体潜能，控制被激发
潜能后的超能力者，进行有组织的恐怖主义犯罪的邪恶组织。宫
本瞬逃离组织之后失去记忆，但之后再次与其他７个超能者集结
。瞬一直不想再次接触ＳＮＰ，无奈妹妹宫本杏被ＳＮＰ抓住并
进行人体试验，宫本瞬等人被迫走上与ＳＮＰ对抗的命运。宫本
杏由于人体试验身体不断衰弱，而使她康复的关键隐藏在ＳＮＰ
希腊分部，希腊分部已渗透到希腊国家情报局，拥有根深蒂固的
背景。恰巧希腊国家情报局发生一起失窃案，高诚假扮私家侦探
成功混入情报局内部，拨开层层迷雾找出分部首领，在宫本瞬等
伙伴们的助力下，粉碎了隐藏在暗处的邪恶势力。但宫本杏为了
守护大家，在最后关头命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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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三部曲》　　新星出版社

　　本套书包括《最后四件事》《陌生人的审
判》《死亡工作室》。大卫·拜菲尔德长相英
俊、风度翩翩，对事业很有野心，并拥有一个
完美的家庭。对事业和权力的追求让大卫来到
罗星墩，一个位于伦敦郊区的安详小镇。这里
的居民相处十分和睦，还出过一个名人：一位
神父，也是一位诗人，最终却以诡异的方式结
束生命。大卫一心扑在未来的发展上，无暇顾
及身边的事，将他拉回现实世界的，竟是家人
的离奇死亡。罪行被揭发，大卫的生活已难以
复原。笃信上帝的他想追寻罪魁祸首，他发现
死者都与那位几十年前就死去的诗人有瓜葛。
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前人的罪孽却仍然紧抓
住大卫不放，莫非是对惩罚？确实，大卫曾因
自私犯下大错，是他不愿让任何人知道的错误
。悲剧不是宿命，而是历史的再现。

 Mo Hayder

《啼死鸟》　　春天出版

　　身为能力佳、升官快的伦敦警察厅「谋杀组
」督察，凯佛瑞除了七天中必须二十四小时待命
外，更重要的是接案时別吃东西，因为你不晓得
到了现场会看到什么。
　　就像凌晨时分的这个案子，不光是埋在荒地
的水泥块中，五具年轻女子的腐烂尸体全以同样
手法谋杀切割：化了浓妆，额头的奇怪伤口，全
身赤裸伤痕累累且胸部毁损。於是凯佛瑞知道，
这行凶者将是警方的最大恶梦︰性连续杀人犯，
且已病态到无法阻止了。
　　当报纸帮凶手取了「千禧开膛手」绰号的同
时，解剖却发现了凶手在被害人胸口遗留的奇怪
「簽名」，缝在死者心脏旁边的小小笼鸟。从此
，不锈钢大碗底部那五个血淋淋的小鸟影像，就
死跟著凯佛瑞不放。
　　而死者头上的那些赭色痕迹，是凶手逼她们
穿戴了什么东西吗？这「养鸟人」又为什么要将
活生生的小鸟，缝进早已死亡的尸体里？似乎这
一切对凶手来说，杀人不好玩，好玩的其实是尸
体……

William Goldman
《马拉松人》　　北京时代文化书局

　　25岁的马拉松跑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
学者托马斯·利未，很不幸地遇到了纳粹牙
医。他的人生骤变，黑洞洞如同他的蛀牙：
女友不爱他，相依为命的多克死在了他怀里
。而最可怖的，是跑赢“死亡马拉松”之后
，他面对的依旧是漫漫长路……

《傀儡木偶》　　北京时代文化书局

　　美乐蒂湖底有两具沉尸。小镇的不速之
客，大名鼎鼎的魔术师科奇嫌疑重大。
　　在魔术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刻，他和表演
拍档——木偶“肥佬”离开舞台，回到旧居
，究竟所谓何事？当科奇终于以魔术俘获心
爱之人，为何一切正走向毁灭？当木偶拿起
匕首行凶，它是被操纵的傀儡还是邪恶的魔
鬼？当魔术师发疯崩溃，他是精神分裂还是
异灵缠身？决不能示人的真面目被撞破，只
因救了他的人最终毁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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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徘徊在静谧的森林中。十年后，以关注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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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连同W大学超常现象研究会的几名成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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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King
作品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魔符》、《丽赛的故事》、
《宠物公墓》、《绿里》、
《捕梦网》、《长眠医生》

《肖克申的救赎》

　　本书是斯蒂芬·金最受人喜爱
的代表作，收录了他的四部中篇小
说。其英文版一经推出，即登上《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冠军之
位，当年在美国狂销二十八万册。
这本书已被翻译成三十一种语言，
并且四篇小说中有三篇被改编成轰
动一时的电影，其中最为人津津乐
道的便是曾获奥斯卡奖七项提名、
被誉为电影史上最完美影片之一的
《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小说展现
了斯蒂芬·金于擅长的惊悚题材之
外的过人功力。书中的另两篇小说
《纳粹高徒》与《尸体》拍成电影
后也赢得了极佳的口碑。其中《尸
体》还被视为斯蒂芬·金最具自传
色彩的作品。

《日落之后》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日落之后——黄昏刚至，暮色降
临；正是在那个时刻，人类的活动蒙
上了一层非自然的色彩，没有一样东
西是它看上去的样子；正是在那个时
候，想象力伸出触须，想要抓住沉入
黑暗的阴影，残余的日光从你身体里
仓皇而逃。那正是遭遇斯蒂芬·金的
完美时刻。《日落之后》是斯蒂芬·
金于二○○八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曾获选“斯托克奖”最*短篇小说集，
并获美国图书馆协会“亚力克斯奖”
，是《纽约时报》《出版人周刊》等
十二大畅销排行榜的上榜之作。书中
收入十三个故事，除了《来自地狱的
猫》是他一九七七年的旧作，其余均
创作于二○○三年至二○○八年间。
书中最长的一篇《N。》在新书出版之
前，被改编成动画系列剧在网络上播
放，并引起热议。

《长眠医生》

　　成年后的丹尼·托伦斯深受超感预知能力“闪灵”
之害，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为摆脱其苦，沉溺酒中
，像父亲杰克一样整日酗酒。因幼年目睹父亲因酗酒导
致的精神分裂和最终的死亡惨剧，丹尼终于痛下决心加
入AA戒酒协会，酒瘾得到控制的同时，长期被酒精压抑
的“闪灵”之能也重新得到释放。他在一家医院供职，
与一只能预测人之将死的猫一起，利用自己特殊的能力
安抚处于弥留之际的病人，被大家称为“长眠医生”。
他认识了一个同样具有“闪灵”能力的小女孩艾布拉。
艾布拉正被一个靠吸取濒死之人的精神能量来维持生存
的神秘组织真结族追踪。丹尼迫在眉睫的使命，便是将
这个与他有着共同命运的小女孩解救出来……



《超能力侦探事务所１，２》
陆烨华　　新星出版社

　　幻影城是一座侦探之城：硬汉侦
探、主妇侦探、美食侦探……风格迥
异的“侦探事务所”都存在于这座城
市。超能力侦探事务所也是其中之一
。顾名思义，这个事务所里的所有侦
探都拥有“超能力”，只不过，每个
人的超能力都有点……呃，没用。但
既然顶着“侦探”的头衔，就要与邪
恶的犯罪势力斗智斗勇！超能力侦探
事务所的各位神探对灯发誓，一定要
凭借超级厉害的逻辑推理和超级没用
的超能力，破解谜团，保一方安全！
而此时，在这些侦探不知道的角落，
有一个邪恶的神秘组织已经悄然逼近
……

《我有特殊的侦探技巧》
梦魇殿下
江苏文艺出版

　　一次意外，熊卷卷拥有了
常人所不能及的特殊技能——
她能够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
以他人的身份感知这个世界。
熊卷卷利用自己的天赋帮助警
察侦破一个又一个案件，她自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早已被室友刀哥看出破绽。而看
似标准宅男的刀哥竟然是神秘人林馥雇来暗中调查她的
。一个遭受校园冷暴力的少女，牵扯出一桩陈年旧案，
凶手是林馥多重人格中的一个人格，熊卷卷被林馥当成
了当年代他行凶的人格而准备对她进行制裁。迎接她的
是疑窦重重险象环生的未来。熊卷卷能否

《她从梦里来》
陆茸　　江苏凤凰文艺

　　再见时，曾经的青梅竹
马谢宜修和叶浔音都褪去了
年少的青涩：一个从桀骜不
驯的少年成长为冷静睿智的
刑警；一个从飞扬跋扈的千
金转变成温柔恬静的博物馆
文员。
　　然而，旧友相见的惊喜

还未消散，叶浔音就被卷入了一系列杀人案件中：挖心
案、焦尸案、人偶案……拨开案件的乌云，两颗心渐渐
靠拢。面对有备而来的犯罪，谢宜修将如何使自己的爱
人和朋友虎口脱险？爱情和阴谋都在悄然进行，梦境、
催眠、谋杀……半生残失，如鲠在喉，前方等待他们的
是深渊还是幸福？

《咖啡馆推理事件簿1》
冈崎琢磨　　麦田出版

　　青山喜欢漫步在京都的街道、迎接祇园祭，享受京都木屋町的「
家常菜」。第一次到「塔列兰」没付钱，之后他却成了常客，随着冰
滴咖啡、越南白咖啡、摩卡咖啡一次次端上桌，他以为与店内的咖啡
师切间美星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有著漆黑大眼、留着鲍伯头短发，看起来如高中女孩的咖啡师切
间美星，继承了叔叔在京都的咖啡店，她经常一边磨豆子，思索因客
人而生的谜题，随着思绪变得清晰，答案也慢慢揭晓。美星怀抱着让
来咖啡店的客人都能打起精神回去的想法，总是表现开朗的样子，然
而，她的内心始终有一道青山怎么也跨越不了的界线，而更大的危机
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