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ry Redding Obituary
Something about the Author-Lisa Kumar 2007-09 Series covers individuals ranging from established award winners to authors and illustrators who are just beginning their careers. Entries cover: personal life, career, writings and works in progress, adaptations, additional sources, and photographs.
Contemporary Authors-Thomson Gale 2003-07
Contemporary Authors Cumulative Index- 2009-03-06
Contemporary Authors-Cengage Gale 2004-03
Contemporary Authors Cumulative Index-Gale Group 2002-10
Contemporary Authors Cumulative Index 03/2006- 2006-02
Yearbook - Aril Society, International-Aril Society International 1967
手斧男孩- 2012
Wei nu shi er nian-诺瑟普 (美) 2014 所罗门·诺瑟普本是一名受过教育的自由黑人, 与妻小生活在美国纽约州, 梦想靠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 1841年, 两个白人以高薪工作为诱饵, 将他骗到华盛顿, 卖给了奴隶贩子. 所罗门被送到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 从此被逼为奴, 三度易主, 饱受压迫. 在辗转挣扎的奴隶生涯中, 他曾患重病差点身亡, 挨过血腥鞭打, 曾拳打凶暴的奴隶主, 逃到危险重重的沼泽, 也曾发明捕鱼器具改善饮食, 节庆舞会时靠拉小提琴获得不少收入. 1853年, 他找到机会, 请一名反对蓄奴的白人木匠寄信回乡, 终于获救归家, 重获自由.
消失的她們-茱莉亞．菲利普斯（Julia Phillips） 2020-09-01 我們都是亂七八糟的人， 但任何失落的人生，我們都可能一起造回來！ 《紐約時報》年度十大好書︱「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 獲選《娛樂週刊》、《華盛頓郵報》、《寇克斯評論》、 「美國全國廣播電台」、「影音俱樂部網站」年度最佳書籍︱ 出版不到一年，全球瘋狂售出日本、韓國等23國語言版權 ★ 葉佳怡（作家、翻譯家） 專文導讀 ★ 少女老王（《比鬼故事更可怕的是你我身邊的故事》作者）、李欣倫（作家）、凌性傑（作家）、蔣亞妮（作家） 佳評推薦！（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八月的午後，遙遠
的西伯利亞邊緣，一對姐妹被綁架了。 搜索行動毫無進展，然而這事件如同一陣陣漣漪， 逐漸波及鎮上的女人，層層掀開深埋在她們心底的黑洞…… 在愛情裡猶豫不決的邊境執法人員、遺失愛犬的目擊者、渴望與移工有肉體接觸的新手媽媽、受到家鄉男友遠距監控的女大學生、帶著幼女返回娘家的年輕未婚媽媽、極力嚴控女兒跟閨蜜互動的母親，當然，還有四處求神問卜想尋回愛女的母親……她們都在這個事件陰影的籠罩下，意外掀開了內心真正的恐懼、不安，與瘡疤。 這是一幅小鎮女性的肖像畫，作者以精巧細膩的筆法，活現了這些需要被重新縫補的女人。隨著綁架事件的發展，她們各自用
強烈或靜默的方式，凝視自己內心的黑洞——那很可能是消失了，或難以尋回的真實自我。然而，無論是面對如何不堪的過往、無法言說的恐懼與失落，她們終究找到了那奮力一擊的決心，尋得彌補生命缺塊的微光。 【國內外名家、媒體好評推薦】 李欣倫（作家）—— 此書以兩位女童的失蹤開場，帶出一則則如血發亮的故事，彼此折射、交融並沖積出新的陸地，所有的人該如相連土地，但歧視、排擠與猜忌點滴蝕穿關係地表，幽暗之窖最適合儲放秘密、醃漬八卦。消失的不僅兩個女童，崩解的也不僅以為永恆堅實的國族、家庭和信仰。似近又遠、變動無定的關係板塊中，故事是方舟，乘載著多
疑又渴愛的眾人，渡越即將從暗處如瘋狗浪撲過來的，無常變幻。 少女老王（《比鬼故事更可怕的是你我身邊的故事》作者）—— 這是一本會讓人「忘記找兇手」的懸疑小說！ 受到各種聳動標題影響，再殘酷的新聞似乎都讓人麻木，但在《消失的她們》，一對姊妹花失蹤引發的漣漪卻超乎想像。我們看著悲劇發生，卻只能任由真相被書中各種角色扭曲成利己的樣子，像是以為最能理解失子痛的母親們、急尋愛犬的主人，竟只忙著較勁、甚至藉此遮掩不願面對的祕密……翻轉的人性與性別刻板印象的誤導、交織成一篇篇喚醒心中醜惡的故事，羞愧之際、根本不會記得要找兇手！ 而這讓我更加羞愧。
蔣亞妮（作家）—— 俄羅斯東北端堪察加半島，曾有一座小鎮，因地震而被海水淹沒。在這一個遠得像傳說的板塊與故事裡，作者以一場姊妹的失蹤與其後的創傷，成了小說壓底的亞特蘭提斯。但這本小說還有更多，它有著神話與傳說的顏色，卻不是仿舊的歷史召喚，現代半島的開放也是一種青春的開放，回不去與死亡的不只是生命，時間都成了海潮間的迷幻碎浪。無比精湛的小說敘事，與一部長篇美譯。 《出版家週刊》—— 一部出色的懸疑處女作。故事從一對姐妹被人綁架事件開始，如同對當地投下巨大的漣漪……菲利普斯對於人物和景色的描寫筆法相當精湛，有其特殊的小說語言。這部
小說宣告一位極具天賦作家的誕生。 《圖書館期刊》—— 一部具有文學性和強烈情節的優秀……菲利普斯筆下的角色，雖生活在荒活的遠方，卻都是有溫度的人物……令人著迷的小說。 《紐約客雜誌》—— 死去或失踪的女孩是犯罪小說中的常見的工具，也是最容易引起人們關注的角色，然而茱莉亞．菲利普斯巧妙地打破慣例，帶引我們到一個火山噴發的半島上，深入她所塑造的各種女性生活……每個角色的聲音都相當獨特，是近年來少見的精采小說。 《紐約時報》書評—— 相當出色的處女作！從一樁女童綁架事件揭示了堪察加半島的分裂……作者透過失去和渴望，映證了小說
的力量。 《娛樂週刊》—— 這是一個大多數人都不熟悉的地方，很少有小說能將它如此生動地描繪出來……菲利普斯精湛的說故事技巧，令我們深陷其中。 《歐普拉雜誌》—— 「菲利普斯呈現出的人物心境，讓人想到堪察加半島崎嶇不平的土地，也深掘出大眾在恐怖事件發生後所引起的集體創傷……相當好看的小說！」 《華爾街日報》—— 「這部小說太迷人了！從兩個被綁架的小姐妹為起點，作者以一個章節一個月份及一個女人的故事，慢慢解開她們身上的矛盾與紐帶：一個被閨蜜冷落的女孩；得知丈夫死於山難的女人；一個在尋找走失愛犬時瀕臨絕望的女人……關於那些失落
及壓抑，少有人能像作者菲利普斯一樣，說得如此獨特、動人……」
湖面如鏡-賀淑芳 2014
蝴蝶·豌豆花- 2010
大概是最後的招呼-Keigo Higashino 2012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abun saigo no aisatsu (The last hello), an autobiographical essay by one of Japan's best and popular suspense and mystery writers Higashino Keigo.
儿科高级生命支持学习指南- 2008 本书全面扼要地介绍了便于应用的儿科急救基本指南。全书共分为12章,分别介绍了儿科呼吸、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等疾病以及意外伤害的评估、急救程序和操作等。章节测验和精要部分更突出了重点,利于读者对内容的掌握。
女性特质-布朗米勒 2006 本书通过女性身体、发型、服饰、声音、皮肤、动作、情感、雄心等方面,描绘了女性特质的多种表现形式。她用审美和细节说明,男女世界之间存在强有力的微妙差别。
下一場戰爭-Caspar W. Weinberger 1997
好想與努力的你分享-黑幼龍 2020-10-07 人生只有一次，我們總是知道得太少、懂得太晚。 影響五十萬華人的激勵大師，八十憶述，分享應對挑戰的智慧。 從平凡小事抓住關鍵剎那，找到走出迷茫徬徨的力量， 人生不只可以變好，還可以更好！ 工作低薪、人生缺乏方向，既不是高富帥、也沒有白富美， 你我沒有傲人的條件，總有特別辛苦、孤獨的時候，找不到前進的信念。 但，比抱怨更有力的是選擇，挑戰代表著機會。 決定成功的，不是起跑點，而是轉折點。 荊棘的人生路，也有暗藏驚喜的玫瑰。 本書作者黑幼龍是中文卡內基訓練的創辦人，以鼓勵人發揮潛力、建立溝通力、競爭力
的一系列課程，至今影響整個華人世界至少五十多萬人的工作、婚姻、親子關係等，曾被《天下雜誌》選為台灣四百年來最有影響力的兩百位人物之一。從青少年、上班族、家庭主婦、企業主管到經營者，都因他而有不一樣的生命。 走過八十年歲月，黑幼龍分享他人生中最珍貴的智慧——在關鍵時刻做的選擇，身處劣勢也能翻轉向上，讓生命閃閃發光。 豐滿的人生，不見得是從人生勝利組開始。回顧過去，黑幼龍初中聯考失利念農校、高中被迫休學打工後來投身軍旅，讓他翻身的關鍵卻是抓住了培養英文的能力。下定決心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是自信的基石。 26篇暖心小品娓娓道來發現自我價值、
建立成功職涯的正向心態。 ・關於自信：誠實地接受、面對自己最擅長的一項優勢／能力，下決心行動。 ・關於工作：用三個圓圈問問自己，什麼工作會讓你覺得最有價值與貢獻？讓你最感興趣？什麼是你最擅長的？ ・關於自我：撇開姓名學經歷，找出人生的第二份履歷表。如果被陌生人問：「你是誰？」你怎麼回答才最能代表你？ 人生起起落落，有時決定在一瞬間。一句話、一個念頭，都可能點燃生命的繁花似錦。 把挑戰變機會，點燃讓你發光的剎那，靠自己變成人生勝利組。 「但願你們從這本書受益的不只是工作更成功，還有你們的家庭生活、親子關係，甚至整個一生。」——黑幼龍
奇幻國度-妙莉葉‧芭貝里(Muriel Barbery) 2020-09-03 《精靈少女》續作完結篇 《刺蝟的優雅》作者以優美語言所寫, 結合 童話、詩歌、寓言與冒險故事 在人類世界發生連年戰事之前，為了阻止邪惡精靈艾略斯統治人類與精靈世界，薄霧國兩名要員分別將瑪利亞與克拉拉送至人類世界，作為精靈與人類結盟的橋梁。 要阻止艾略斯的詭計，必須先解開精靈何以能夠長留人類世界且仍保有特殊能力之謎，因此精靈彼特多年來不停往返於兩個世界，搜索兩項關鍵物件：一本灰色筆記本，以及一幅出自精靈之手的畫作。在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事進行到第六年時，他突然現身於同盟
國西班牙軍官阿雷翰卓與赫蘇面前，帶領他們穿越一座肉眼無法得見、連結彼此世界的紅橋。 兩人將得見彼特的國度，那裡的薄霧、奇異與美好，並且沉醉於與這些奇特生物的相遇。然而，在這個奮力避免魔法消散的傳奇世界，衝突也一觸即發，最後一場戰役正步步近逼。帶領他們到這個所有生靈命運所繫的奇幻國度的，最終會是殺伐，還是詩篇？ 新書預告（預計2021年1~2月上市） 《唯一的玫瑰》（Une rose seule，暫定書名） 妙莉葉．芭貝里的女性旅行療癒書寫 一天，蘿絲突然收到來自日本的訊息：父親過世了。從未與父親謀面的她，必須去京都聽取遺囑。寮寮數日的異國
之旅，將讓身心俱疲的蘿絲受到療癒，重獲新生……
波普先生的企鹅-阿特沃特 2007 油漆匠波普先生和他的家人住在宁静的静水小镇。他总是憧憬着到极地去探险,但他却从未离开过家乡,好在他有一只来自南极的神气十足的企鹅——库克上校做伴......
玛丽, 玛丽-帕特森 2007 “讲故事的人”暗自思忖,对结局的期许,令他难以抑制住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冲动,事实上,普通读者总是钟情于完美的犯罪故事和完美的谋杀,不过,出于最单纯的理由......
Dong Dong's First Flight-Zhou Yi Fen 2020-04 This book illistrates the story of flight for Dong Dong the little albatross and the precious friendship between Ding Ding the little red gull and Dong Dong. The pleasant pictures and fascinating plots remind children to recall their first experience, and heal and resonate
their hearts emotionally. The storyline naturally incorporates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lbatross and cleverly combines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natural science.
抓住身边的幸福-Jack Canfield 2011
洪堡的礼物-贝洛 2006 本书是美国现代文学大师索尔·贝娄的第六部小说,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对两代作家命运的描写,揭露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压迫和摧残以及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
要是你给小猪开派对-Laura Joffe Numeroff 2017
Killing Shina Women-Qin Xue Zhai 2017-07-11 This is the story of a young Chinese man who has come to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s completely driven mad by his mother. The story is written in Chinese.
史前生命-杨天林 2009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宇宙图景, 时间的深度, 从物质到生命, 地质的诗篇, 石头的记忆, 漫漫长夜, 阳光明媚的古生代, 生命繁荣的中生代, 消逝的辉煌等.
一次荣耀的飞行-Alice Provensen 2018 1984年凯迪克奖唯一金奖图书,本书讲述了法国人布莱里奥坚持不懈制造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故事.内文如标题一样简洁凝练,绘图与文字完美结合,为故事增添了质感和氛围,二者相得益彰,这正是普罗文森夫妇的风格.
敏感詞-韓寒 2012-03-07 "Sensitive phrases"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Han Han, a phenomenal blogger, writer, magazine editor, rally driver, and one of Time Magazine's 2010 top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 In China, publications are under the subjective scrutiny of the government. Many subjects are
"sensitive" and easily face the chopping block. With over half a billion followers on his blog, Han Han does a dare in this book writing about these "sensitive phrases." None of the articles have been censored or edited in the Taiwan edition. Also included in the book is his debut novel San Chong Men (Triple gat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notation copyright Tsai Fong Books, In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關於我和那些沒人回答的問題-Sally Nicholls 2010-11-01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Ways to Live Forever. This eleven-year old boy with leukemia knows how to keep his memory alive when he knows his time on earth is limited. An ALA Notable Childrens Books in 2009, this touching and inspiring story will help Sam live
forever. In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交響情人夢 (5)-二ノ宮知子 2003-01-01 文化祭將近，管弦S團決定做扮裝樂團表演，正忙著做服裝時，得知一件有點掃興的消息，千秋要和師父休得列傑曼在管弦A團表演，不和S團合作……？而千秋專心準備與即將回國的師父做最後合演，雙方各自帶著覺悟，進入前夜祭…！
美国短篇故事125篇-巫和雄 2004-01-01
心灵鸡汤- 2004 本书是故事形式的英语读物,以友谊为核心话题、力求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关于友情的至深情感、述说人间的真情。
回眸 [完美插图版]-蔡智恒 2015
同類療法(順勢療法)小百科-Andrew Lockie 2004
怪物的孩子- 2015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阿诺德 2009 本书从商品概念着手,分别介绍了机会成本、边际收益、均衡、买方市场、卖方市场、资源稀缺、市场机制等基本概念,以及各种比率和理论模型,涉及经济学的各个基本方面。
海底來的秘密-David Wiesner 2006-12-25 Flotsam by David Wiesn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notation copyright Tsai Fong Books, In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預知死亡紀事-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2019-01-02 Based on real events, Marquez writes a very tense novel with magical realistic brushstrokes and first-person flashback techniques. It combines the elements of all the works of Marquez in the past, expresses the loneliness and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absurdity
and coincidence of life
The Photoshop 6 Wow! Book-戴顿 2002 本书作者译名:戴顿。
现代公共经济学-贾 2017 本书分为五篇,共二十四章,内容包括:消费者需求理论快速入门,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外部效应和市场机制,纯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专题,税收理论和风险承担,税收归宿理论,税收归宿的动态模型,商品税的若干结论,所得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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