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每人每年平均使用45个塑
胶袋，台湾却高达782个。不塑，
是爱自己、爱家、爱土地的一种生
活方式。第一本减塑专书，超实用
、图解清楚、超过100种必学方法
。
　　减塑从厨房开始，从采买、料
理、到清洗，常常很快就制造出很
多垃圾，作者将他20年来自身的经
验详细的分享，只是小小行动改变
就可以做到。比如从采买开始，消
灭塑胶袋；料理简单，吃出食材原
味，打造零剩食餐桌；而外食族则
利用环保筷子、环保杯、食物袋等
等。
　　最重要是拒绝(Refuse)成为一
个垃圾制造者，拒绝在消费时制造
垃圾，且增加食材天然化，减少加
工品或半成品。在容器上找寻合适
的代替品，取代一次性的消耗用品
，并通过修缮与修理(Repair)延长
物品的使用壽命，更彻底地在家处
理掉厨余以及可以被大自然分解的
废弃物，真正做到资源回收(Recy-
cle)。

　　你曾想过这些事情吗？搭乘
公共汽车或自己开车，哪个比较
环保？在公共厕所，使用卷筒纸
巾或使用烘干机比较符合节能减
碳？吃一根从南美运来的香蕉究
竟会有多糟糕的影响？最重要的
是，什么是碳足迹？
　　你我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行为
、所接触的食物、物品，皆和碳
足迹息息相关，而透过碳足迹的
计算可以优先选购有进行碳排放
计算的产品，使其在购买与选择
与使用产品时，能对产品生命周
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有更多的瞭解
。
　　发挥每个人的小小力量，将
会产生大大的影响力！让我们携
手解救即将窒息的地球、使地球
不再碳气。

　　《废物星球：从中国到世界的天价垃圾
贸易之旅》讲述真实却意想不到的中国故事
，揭秘一个人人参与却被人人忽略的“影子
行业”：我们在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故事里，
可以看到垃圾回收如何在中国和世界都隐秘
而茁壮成长到惊人的地步，如何影响着全球
的经济、人文和环境，又如何影响着中国在
世界的位置。还可以看到我们手中的废品，
如何因为浪费或者回收，对环境和经济产生
巨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反思在节制与浪费之间
，在环保与发展之间，真正的平衡点在哪里
？本书作者亚当·明特出身废品收世家，以
驻中国记者身份在上海生活了16年，并执着
于从中国到世界各地的垃圾旅游，被世界媒
体誉为“了解这一广阔而隐秘的产业的最佳
指明灯”。

《废物星球》
Adam M inter
重庆出版社

《不塑过日子》
涂月华
幸福文化出版

《别让地球
碳气》
Mike Berners-Lee
春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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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汐》一书以丰富的
旅行记事为主线，爬梳了人
类文明与海洋律动相依相存
的历史演进，展现了别开生
面引人深思的科学研究。乔
纳森·怀特极具张力的精彩
文笔，令读者穿过文字的虫
洞，来到这个世界上最汹涌
澎湃的角落，真切感受这让
地球之水翻来覆去，强大又
神秘的自然现象。
　　在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旅
行记事中，怀特用诗意的笔
调，探索着神学向科学的嬗
变，天文对水文的牵引，物
理与地理的叠加。牛顿的死
亡面具，钱塘江奔涌的大潮
，阿拉斯加搁浅的帆船，在
海浪中伫立千年的圣米歇尔
山修道院，被急流延滞的地
球转速，让人心跳的世界级
冲浪，潜力巨大的潮汐能…
…齐聚于这本精彩绝伦的书
中。

　　《寂静的春天》以寓
言开头，向我们描绘了一
个美丽村庄的突变。并从
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天
空，全方位地揭示了化学
农药的危害，是一本公认
的开启了世界环境运动的
奠基之作，它既贯穿着严
谨求实的科学理性精神，
又充溢着敬畏生命的人文
情怀，被称为其引发的轰
动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都要大。
    正是这本不寻常的书
，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
，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
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
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
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
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
开了“人类环境大会”，
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
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
护事业。

　　提到进化，你的脑中是否
浮现出猿猴转变成人，或是鱼
长出脚爬上陆地的画面？其实
，我们都看错了演化舞台上的
主角。细菌，才是主宰地球生
命进化的关键。 马古利斯在
本书中，将前所未有的演化思
维呈现在我们面前：动植物细
胞中的线粒体和叶绿体，竟然
曾经是独立生存的细菌？单细
胞生物间互相捕食的过程，也
许是多细胞结构的起源，甚至
形成了复杂的动物，例如人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本书是回顾生命进化的时光
机，带领我们回到创世之初，
看充满岩浆的炙热的不毛大地
， 如何冷却成浩瀚的原始海
洋；而*早的无生命物质，又
如何生成有秩序的生命结构？
《小宇宙：细菌主演的地球生
命史》让我们看见细菌如何引
领地球的生命，从简单到复杂
，从无序到有序，从微生物到
我们。

　　你对月亮的所有好奇
，这本书中都有答案。寒
冷、满是岩石、没有生命
的小卫星，如何成为文化
长河中浪漫而神秘的母题
，又是如何引领科学步入
太空，直至更广袤的星际
？月亮是人类在太空中最
近的邻居，你对它的所有
好奇都能在本书中找到答
案。本书是探讨人与月亮
关系的力作，讲述人类几
千年来是如何在月亮的启
发下生活、思考、探索、
创造的历史。从古人观月
的想象和诠释到现代科学
的探索和验证，科学、诗
歌、神话等量齐观，自然
与文化两大主线并肩而行
。此外，书中还辅以许多
取自古老典籍乃至科幻小
说等的配图，充分展现了
这颗星球是如何不断启发
人类的想象力，终至成功
登月的全过程。

《月亮》Bernd Brunner
北京联合出版

《潮汐》Jonathan White
北京联合出版

《寂静的春天》
Rachel Carson 中国华侨出版

《小宇宙》
Lynn Margulis，
Dorion Sagan
北京联合出版



《半个地球》
Edward O. Wilson 浙江人民出版

《菇的呼风唤雨史》
顾晓哲  积木出版

　　本套书精选世界上伟大的
3位鸟类学作家奥杜邦、古尔
德、勒瓦扬，所著作的《美洲
鸟类》《欧洲鸟类》《亚洲鸟
类》《澳洲鸟类》《非洲鸟类
》5本鸟类图谱。书中不仅仅
收录精妙绝伦的被封为美国国
宝或者是传世之作的鸟类彩图
，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首次
引进翻译了原书当中的观察笔
记，共计100万余万字。
　　书中鸟类图谱和观察笔记
相得益彰，既有艺术上的享受
，又有文字上的身临其境。奥
杜邦的狂野，古尔德的严谨，
勒·瓦扬的飘逸，文字细腻可
读，宛若不可多得的旅行记。
鸟类的生活习性、迁徙路线、
繁殖特点、被羽的具体特征等
等，再辅以鸟类的中文名、英
文名、学名以及生态类群、科
、属、种名称等详尽资料，让
鸟类图谱升级变成一本深入了
解鸟类知识，学习自然观察的
伟大工具书。

　　本套书精选世界上伟大的
3位鸟类学作家奥杜邦、古尔
德、勒瓦扬，所著作的《美洲
鸟类》《欧洲鸟类》《亚洲鸟
类》《澳洲鸟类》《非洲鸟类
》5本鸟类图谱。书中不仅仅
收录精妙绝伦的被封为美国国
宝或者是传世之作的鸟类彩图
，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首次
引进翻译了原书当中的观察笔
记，共计100万余万字。
　　书中鸟类图谱和观察笔记
相得益彰，既有艺术上的享受
，又有文字上的身临其境。奥
杜邦的狂野，古尔德的严谨，
勒·瓦扬的飘逸，文字细腻可
读，宛若不可多得的旅行记。
鸟类的生活习性、迁徙路线、
繁殖特点、被羽的具体特征等
等，再辅以鸟类的中文名、英
文名、学名以及生态类群、科
、属、种名称等详尽资料，让
鸟类图谱升级变成一本深入了
解鸟类知识，学习自然观察的
伟大工具书。

　　“社会生物学之父”、两
届普利策奖得主、进化生物学
先驱、殿堂级的科学巨星爱德
华·威尔逊，深情讲述全球的
物种灭绝故事，探索生物多样
性的未来出路与方法。阅读《
半个地球》，就如同威尔逊在
带领我们领略地球多种多样的
生物多样性。整个地球生命的
进化史，也是一部精彩绝伦的
生物多样性发展史。但随着人
类足迹的扩展，我们也逐渐将
众多物种带向了濒危与灭绝的
不归路。只有将半个地球交还
给大自然，我们才能保护地球
上众多的生命形式，拯救现存
的有生力量，实现人类生存所
需的稳定与发展。

　　好吃的蘑菇不是植物，而
是真菌，是一种「真核生物」
，属于「真菌界」。真菌除了
以「菇」的身分在日常生活中
出现，更存在于各个被我们忽
略、却掌握存亡关键甚至改变
人类历史的位置。当真菌难缠
的菌丝开始暴走时，请当心了
，它们有可能动摇国本、扭转
战局、动荡版图、谋杀元首，
它们让人开心、让人醉，还让
人跳舞跳个不停！最小的真菌
你看不到，最大的真菌占地三
十七座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它
们很有可能是地球上第一个从
海洋登上陆地的复杂有机体。
真菌细胞生物学研究者顾晓哲
博士，率领这些与人类难分难
解的迷人生物登台演出，一场
接一场令人捧腹、叫好、惊吓
或热泪盈眶的真菌历史剧，即
将揭幕。

《世界鸟类图鉴》
John Gould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博物之旅 ·发现奇异的动物》
John Audubon，John Gould 商务印书馆



　　这本“看得见”的宇宙简史
，摒弃了以往天文学简史中复杂
、枯燥的数据和表格，使读者可
以轻松地采用“读图”的方式了
解银河系、大爆炸、深空远航、
探索地外文明等吸引人的天文学
知识。书中所有的图像，都不是
凭空的想象，而是有真实的观测
数据在背后作为支撑。权威的内
容、有趣的形式能够引导读者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是送给对宇宙
和太空有热情的大人和孩子最好
的礼物。

　　太空如此令人著迷，但想要来趟太空旅行，你得先做好
心理準备。太空缺乏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没有空气、重力
、水，没有新鲜的食物，当然更没有啤酒！除此之外，还有
许多难题：坐太空船会不会晕机？在太空中怎么洗澡跟上厕
所？想打手枪时怎么办？如果一整年都无法落地走路，或是
吃不到新鲜蔬果，会怎么样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各国航太总署绞尽脑汁设计了各式各样
的太空模拟实验，古怪的程度令人张目结舌：
变身人体烤肉串，疯狂旋转逼吐的晕眩大挑战「动晕症研究
」。连续一个月不换衣服不洗澡，挑战人类忍受肮脏极限的
「最低个人卫生实验」。测试食物胀气系数与造成人体甲烷
产生量的「豆类餐点实验」。从最高时速两万八千公里的座
舱中逃脱的「太空跳伞任务」。別小看这些搞笑实验喔，这
可是和太空人的性命息息相关呢。

　　"地球是目前已知唯
一孕育了生命的星球。
但是宇宙之大，其中至
少有1000亿个星球都有
宜居的潜质。难道地球
真的就是唯一的生命摇
篮吗？
　　在这本书里，我们
将以地球为模版，在宇
宙中搜寻地外的生命。
作者从大众最为熟悉的
童话、科幻、文艺作品
入手，将地外生命探索
领域最基本的条件、概
念和知识体系娓娓道来
。全书风格轻松活泼，
在各种关于地外生命的
科普读物中独具一格。"

《宇宙信息图》
Stuart Lowe，
Chris North
北京联合出版

《地外生命，
探索之旅》
Louisa Preston
北京联合出版

《打包去火星》
Mary Roach
猫头鹰出版

　　航天员景海鹏、陈冬
、王亚平献给青少年的第
1部天地联讲科普书，第
一视角揭秘地球之外的生
活，详解绚丽天宫数十项
有趣实验。书中配有近四
十段珍贵的太空录像，三
百余幅精心挑选的插图和
若干3D渲染的科普大图，
同时随书附赠航天员入门
考题光学解谜卡。让你超
近距离走近太空，走近神
舟飞船，走近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为你全面开启
走出地球、迈入太空的科
学大门。

《太空日记》
刘思扬 主编
四川科技出版



　　“数学是什么，能吃吗？”
　　“老师，这题会考吗？”
　　故事要从一个热血没有极限的
工程师，明明立志回到校园教数学
，却被派为五个麻烦高中生的辅导
老师开始说起……他上课时想数学
、走路时想数学、吃饭、洗澡……
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数学，而这努力
让五个各有特色的麻烦学生爱上数
学的「数学怪咖」，到底该怎么一
步步牵引学生认识数学呢？

《超展开
数学教室》
赖以威
脸谱出版

　　数学家向来设想数学就像一个
城市，城市天际线矗立著三座雄伟
的高塔。这三座雄伟的建物分别致
力於“几何”、“分析”和“代数
”，探究的对象各是空间、时间及
符号和结构。本书诉说的正是这个
数学城市的故事，主人翁是自然数
、0、负数和分数。文笔如诗的数学
家伯林斯基在这部最新力作中，选
择了最基础的问题：数字是什么？
加减乘除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几何
和逻辑又是什么？伯林斯基致力发
掘看似单纯的问题下的数学之美和
复杂性，以浅显的方式说明这些多
变又难以掌握的概念。 本书带领我
们深入最基本的数学世界，揭露隐
藏的奥妙。书中呈现许多历史轶事
，涉及各时代最著名的数学家，引
领读者一窥数学诞生的奥祕，刻画
为数学带来献礼的人物，并探索数
学对我们为何如此重要。

《123和＋－
×÷的数学旅行》
David Berlinski
脸谱出版

　　《笑什么笑，我们搞的是科学》本书为搞笑
诺贝尔奖创始人马克亚伯拉罕斯先生对搞笑诺贝
尔奖的亲笔描述。
　　搞笑诺贝尔奖自1991年开创以来，已经给全
世界人们带来了20多年的欢乐了。
　　科学家们用严肃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看起来非
常不严肃的问题，比如说，年轻人都爱抠鼻子吗
？蝌蚪尝起来是什么味道的？有什么软件能测试
出刚才是你的猫在敲键盘吗？在自己耳朵里养螨
虫是什么感觉？——这都是真正的研究人员做的
真正的研究，可不开玩笑。

　　《别客气、请随意使用科学》
中，对有幽默感和好奇心的科学家
们来说，科学可以用在任何想用的
地方。
　　激光可以用来做奶酪，动画片
里的恐龙也需要做分类学研究；蝴
蝶效应是真的，瑞士有一只蝴蝶引
起了巴黎下雨；纳米尺度的烤面包
机和纳米尺度的面包是存在的；土
拨鼠到底会不会啃木头，可以啃多
少木头，也值得做个实验；有一种
奇怪的昆虫叫做拖车虫的，会集体
在一个叫做加油站的地方觅食，人
类学家也详细研究了这种昆虫的生
活史；小朋友受伤之后爸爸妈妈亲
吻伤口会有疗效吗，这个问题也值
得研究；心脏病学术语太吓人又有
歧义，对健康不好，需要使用“政
治正确”的心脏病学术语；鲍勃·
迪伦的歌词里包含深刻的数学原理
，数学家要据此研究爱情了。

　　《靠近点，科学是zui性感的
世界观》继续对诸多“不可能发
生”的研究的介绍，具体而微的
向读者展示，一个看似好笑的主
题，是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
研究，并得出结论的。内容涉及
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医学，心理
学，经济学，到情感婚姻，发明
创造，艺术欣赏等全都涵盖，让
读者在大笑之余，也能思考关于
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本质。

《搞笑诺贝尔奖
那些事》（全三册）
Marc Abrahams
浙江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