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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事
实上，频繁的高压会对身体和情绪造成
严重破坏。

然而并非所有压力都是负面的。适当的
较低压力可产生积极影响，激励我们实
现人生的多个梦想。

这本书献给每一位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压
力、应对压力的人士。

推荐语： 职场压力种类甚多，性质不一。
本书以职业人士为主要对象分享相关减
压方法。

《少些压力：简单有效的减压方法》
ZACH FAYENE 博士 著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9-8664968774
授权状态：开放

书籍种类：自助，自我疗愈，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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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种类：自助，自我疗愈，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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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 978-1987751185

授权状态：泰语版权已售。其他语言开放。

40岁前就成为富人，有可能吗？出身一
般，没有任何背景，40岁前成为富人，有
可能吗？孤身少年，无依无靠，40岁前成
为富人，有可能吗？作者的人生证实了
一切皆有可能。为什么是40岁？作者说
因为我还没有到40岁就成功了。

作者强调平常人应尽早培养财富意识，
有效理财。书中不厌其烦地详细罗列具
体方法，深入简出地解释原因与细节，
强调认真遵从一些基本做人和赚钱的原
则，希望帮助大众共同富裕。

推荐语：作者愿意为中文版特别作序，结
合中国读者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

此书非常适合做成有声书籍，更广泛、更
随机地被聆听。

《40岁前成富人》
PAZ ITZHAKI WEINBERGER 著



书籍种类：自助，自我疗愈，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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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9-8596759549

授权状态：希腊语版权已售。其他语言开放。 

作为一名育儿顾问和睡眠专家，作者根
据多年的经验与研究，创立出可让 0-5
岁孩子准时休息、一觉睡到天亮的方法。
具体方法有六个简单阶段，只要严格遵
守，很短时间内就可帮助婴儿、幼儿、少
儿养得健康睡眠的习惯；父母们也同时
得到休息与睡眠。

推荐语：本书指导如何帮助孩子自出生
起养成健康睡眠习惯，帮助父母建立稳
定日常生活时间表，保持精力与体力，并
在复杂情况如出门在外时如何能维持睡
眠习惯。该书适合从事 0-5岁 孩子照顾
的专业人士或个人。

《从日落到日出》
（0-5岁）

DORIT KREISER 著



书籍种类：自助，自我疗愈，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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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未出版

授权状态：开放

我们期待与内心深处的自己联系上，但
如何做到？

本书以一年四季为引子，通过巧妙设计
的写作提示，协助人们每天开启“关注自
己、发现自己”之旅。

无论是早晨一边喝咖啡一边写，还是辛
苦一天后给自己独处的机会，写下心境
都会为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增添意义和
安全感。

推荐语：本书设计是书/日记本双用；是
喜欢思考人生、乐意了解自己人士的最
佳礼物选择。

《自我发现的 365 页》
HAGIT ELMAKIYES 著



书籍种类：自助，自我疗愈，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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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 978-9655729399

授权状态：英语版权已售。其他语言开放。

视觉日记通过多媒体混合方式，用物质
把灵魂和内心深处最复杂、最隐秘的想
法、情感、情绪释放并表达出来，可以疗
愈压力，调整情绪。视觉日记的创作也往
往使人发现自己拥有的艺术细胞。作品
除了有高度唯一性，结果常常让人惊喜，
造就愉悦的创作经历。

本书每页充满色彩斑斓的插图、简单细
致的制作指导，帮助人们轻松上手，无须
任何艺术根基，男女老幼皆宜。

推荐语：创作视觉日记在疫情肆虐的情
况下非常适宜居家创作。

作者愿意为中文版提供特别序言，包含
如何加入和使用中国文化艺术元素的建
议。

《视觉日记 – 展示灵魂与管理情绪》
RAKEFET HADAR 著



书籍种类：自助，自我疗愈，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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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 978-1793281548

授权状态：开放

曾 任 享 誉 全 球 的 以 色 列 理 工 学 院 的
AMIT 生物医学发展中心总裁，作为癌
症康复者，作者结合科学的态度，挑战各
式体育运动，推翻了“体育活动困难，只
适合强壮年轻人”的论调。

作者热情地通过本书与所有人、尤其是 
50 岁以上人群分享越活越年轻的秘诀：
无论在任何年龄，任何身体状态，适当、
适量的体育运动可以极大地提高生活质
量， 让人身心健康，常感快乐和满足。

推荐语：本书展现越活越年轻的可行性，
可给予中国日益扩大的中老年人口一个
参考，鼓励他们寻找让自己快乐健康的
体育运动和生活模式。

《生命的秘密：越活越年轻回忆录》
DR. ZEEV GILKIS 博士 著



书籍种类：自助，自我疗愈，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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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81512251937

授权状态：开放

作者是成功的国际房地产发展商。丰富
的阅历让他从不同的逻辑角度思考如何
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并分享心得。

本书用轻松的语调、简单的比喻说明为
什么长跑并不适合所有人。如果你属“
海豚类”，就必须放弃参与时下流行的长
跑，并另行发掘适合自己的体育运动；同
样，也必须独立思考，重新定义自己要追
求的幸福，取得真正的成功。

推荐语：本书是关于思考人生、追求幸
福、独立思考的书。适合 12 - 50 岁读者。

内容已有中文翻译。可考虑做成有声书
籍，同时推出印本。

《海豚不跑马拉松》
SAM BRAND 著



书籍种类：自助，自我疗愈，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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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 9781071494684

授权状态：开放

没有任何客观原因，作者从小就觉得自
己不如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无法继
续承受这种自卑感，痛下决心改变它。通
过广泛深入的研究，作者认识到只有当
学会接受自己，生活才会真正美好。

本书分享了作者自己成长的心理历程，
也提出了实用的工具与建议，为正在经
历“自觉不值得”的人群、包括对一切迷
惑的青少年们提供参考，争取卸下重担，
接受自己，找到希望与自信。

推荐语： 这是作者心理健康方面的系列
书之一。

《我值得》
DOKI COHEN 著



书籍种类：自助，自我疗愈，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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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425088604

授权状态：开放

抑郁症被称为“世纪之病”。世界各地很
多人都深受其害；他们的痛苦也波及到
了最亲密的家庭成员。

作者借鉴她与患抑郁症丈夫的生活经
历，就如何保持健康一方的积极心态、继
续为快乐生活而努力等方面分享了深刻
见解和实用建议。

推荐语： 这是作者心理健康方面的 系列
书之二。

《晴天雨天在一起》
DOKI COHEN 著



书籍种类：自助，自我疗愈，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12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 979-8486512964

授权状态：开放

这是专为爸爸们写的怀孕指南，内容丰
富。

晨吐是怎么回事? 排卵期和吊袜带之间
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孕期以周计算？宝
宝何时开始听见声音，怎样听见的？可
以对宝宝说什么？还有，如何为新生儿
购物？为什么要带滑雪服到产房？婴儿
出生后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如何建立
一个应对机制准备孩子的到来？

本书易读、幽默，从男性角度阐述一切。
对有计划扩大家庭的男士们是难得的指
路明灯。

推荐语：本书是《使命》系列丛书之一。

《使命第一篇：妊娠期》
Y.S. PINES 著



书籍种类：自助，自我疗愈，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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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9-8483119623

授权状态：开放

孩子出生后 0-12个月有5个关键内容：
食物、睡眠、尿片、生病、和游戏。

无计可施时到底怎样才能让宝宝睡着
觉？准备一瓶完美的奶粉为什么像一项
复杂的军事行动？婴儿出生前必须准备
好的用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和妻
子还会有性生活吗？

内容丰富、有趣，分享了几十个有用的提
示和技巧，帮助新爸爸们成功学习抚养
孩子这个新任务！

推荐语：本书是《使命》系列丛书之二。

《使命第二篇：婴儿》
Y.S. PINES 著



书籍种类：自助，自我疗愈，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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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 979-8483145929

授权状态：开放

本书有趣而诚实地倾诉了当爸爸的真实
感受，汇集了为人父母最具挑战性、最
累、最热闹、最刺激的情形。

做爸爸的基本训练必须包括什么？到底
是什么事让你私下发誓自己做父亲时永
远不会做而最终却不知不觉、老老实实
地做了？爸爸和孩子们一起去度假总会
发生什么事？

你希望有孩子前得到什么忠告，什么统
计数据，什么提示，如何觉察你将完全变
成你父亲一样的所有迹象，本书都会原
原本本地告诉你。本书将陪伴你踏上从
新手爸爸到经验丰富爸爸的征途。

推荐语：本书是《使命》系列丛书之三。

《使命第三篇：为人父母》
Y.S. PINES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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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种类：商业，管理，创新，经济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 979-8783426544 

授权状态：开放

多少年了，我们被教育在设定的条框中
进行思考；是时候改弦更张了。想在科技
创新时代领航，必须从固态思维中解放
出来，激励和发挥个人与生俱来的创造
力。

本书指引读者如何启动、引领、取得突
破；如何直面大变而不慌；如何逆流而
上，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所有的这
些，都需要创造性思维；最重要的是，创
新思维总能带来惊喜！

本书以科学为依据，分享一套简单而有
效的工具与方法，专注于创造思维的发
展。

推荐语：作者是一位享誉以色列的作家、
导演、记录片和电视剧获奖制片人；曾被
邀为全球三千余家组织与公司做关于创
新的演讲；邀请者包括 IBM、微软、英特
尔、惠普、彭博社、以及多家大学。

《创造思维的神奇力量》
YARIN KIMOR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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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 979-8411489415

授权状态：开放

组织内部问卷是帮助组织进步的一种强
有力工具：帮助制定适当人力资源战略，
了解员工日常工作经历和投入程度，评
估整体工作环境和氛围等等。

本书结合各界组织面临的当下多个挑
战，罗列关键理论根据，提供问卷设计实
操建议和工具，帮助组织正确进行并成
功驾驭内部问卷活动。做什么，怎么做，
本书会助力领导者把组织表现提升到一
个新的高水平。

推荐语：并非只有过千职员的组织才需
要内部问卷。本书也非常适合中国超过
一亿家私营企业参考、学习、有选择地正
确使用；适合商学院学生，也适合时常使
用问卷与测量方法的研究者与学者。

《为进步而测量》
GALIT SINAI KARMONA 博士 著

书籍种类：商业，管理，创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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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未出版

授权状态：简体中文有代理。其他语言开放。

当今的以色列是公认的世界高科技创新
强国之一；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
理所当然。

以色列上世纪90年代在创新生态系统建
设上取得了结构性的突破。自此以后，以
色列科技创业公司大量持续地涌现，形
成千军万马之势，至今已成以色列经济
的重大支柱。这些公司不但打破地域界
限，吸引跨国公司和财团的投资，还成为
了各自领域中的领航人、佼佼者。

推荐语：作者 1984 – 1992 年间任“以色
列创新局”前身“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办公
室”的首席科学家与行政总裁。他是以色
列成为创业国度的设计建设者之一，是
以色列科技产业腾飞的前排见证者。

《以色列创业生态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YIGAL EHRLICH 著

书籍种类：商业，管理，创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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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8-1499179453

授权状态：开放

作者通过小说模式生动地向微小企业分
享如何在持续锐变的商业世界中应对不
可预测性，不断壮大。

作者强调微小企业人士可以充分利用自
己的直觉来发现存在问题，结合对市场
的敏锐观察，加上充分了解客户要求，达
到提高效率与业务长青的效果。

探索商业世界的变化与应对的同时，本
书还认为人生经验与商业价值是一脉相
乘。

推荐语：本书用清晰的语言、在简单家庭
企业的架构下，以服务业、生产业为主要
对象进行分享。内容丰富，非常适合中国
众多微小企业。

此书已有中文初译稿。

《客似云来》
I. KOSTIKA 著

书籍类型： 小型企业经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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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8-1548132316

授权状态：开放

中学生Nir有一个创新主意，想通过新
产品征服世界。他决定创业并得到家人
和同学Anna的支持。

作者用轻松、自然、风趣的现代语言风格
展现了创业中成功与失败的跌宕起伏，
商业世界中的挑战与机遇，还描绘了青
少年们向同一目标努力时产生的情谊。

推荐语：本书提供创业过程真实信息，
为有创业意向的青少年提供指导，帮助
他们决定创业是否真的是自己要选择的
路。

《创业少年》
DOV REICHMAN 著

书籍类型： 青少年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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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9-8411489415

授权状态：开放

作者认为真正的领导力是在取得高绩效
同时不放弃对他人的真诚关怀。结合自
己在高科技领域超过30年的创新与领
导经验，作者分享了领导理论的三个基
本原则：人、结果、乐趣程度。

在帮助未来领袖成长方面，作者也分享
了真知灼见，并提供一套培育领导力的
成长工具。

作者曾获“Intel成就奖”，表彰她在领导
力方面的成就。该奖是英特尔内部声望
最高之奖项。

推荐语：真正的领导力可以成就什么？
在竞争白热化的高科技产业中胜出，在
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中领航，在跨年代
的岁月中击败性别歧视，保持进步，保持
原则，成就企业、团队、与自己。

《魅力十足的领导者》
SHLOMIT WEISS 著

书籍种类： 商业 & 女性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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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8-9657724347

授权状态：开放

《阿碧佳和魔法自行车》 
（系列图书共5本）
TALI CARMI 著

书籍类型：儿童图书 （3-5岁）

想通过阅读让孩子了解世界各
种文化、动物，并开阔视野吗？

在祖父母的阁楼发现了一辆
神奇的自行车，阿碧佳骑着它
去了壮观的亚马逊雨林；在撒
哈拉沙漠学会求生技巧并享
受美食；在冰冷的北极拯救受
困的北极熊；还结识了热带地
区的小朋友。

最新一册以无威胁性方式向孩子们解释了新冠疫情肆虐的新现实，通
过学习戴口罩教育少儿们在一定合适措施下生活并没有想象的可怕。

推荐语： 共有5本的阿碧佳图书系列会激发 3-5岁孩子们的想象力和
好奇心，鼓励他们对不同文化持开放与学习态度。

为支持中国市场发展，作者同意把英文和简体中文版权同时开放给中
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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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类型：儿童图书 （3-5岁）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8-9659233106

授权状况：英文和简体中文版本同时开放给中国出版社。
其他语言开放。

《树梢小泰立》
（系列图书共8本）
TALI CARMI 著

树梢小泰立是一个爱爬树、爱
去不同地方、爱帮助人的小男
孩。他每到一处都会学到新技
巧，并且交到新朋友。

树梢小泰立将启发孩子们追求
梦想，养成乐于助人的好品德，
并学习爱护动物、保护大自然。
最重要的是，在遇到困难的时
候不放弃，保持乐观。

推荐语：该图书系列已被翻译成7种语言，通过亚马逊平台热销全球，
大获好评。该系列专为3-5岁儿童而写。画面可爱生动，非常适合学前
孩子的亲子阅读。

为支持中国市场发展，作者同意把英文与简体中文版权同时开放给中
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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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8-9655752441

授权状态：开放

小Noah很喜欢他的玩具，晚
上睡觉也不肯和它们说再见。
妈妈离开房间后，他立刻就乘
船去了“沉睡王国” - 一个充满
玩具和游戏的世界。

推荐语：《沉睡的王国》以优雅
别致的画面描绘孩子们眼中
的玩偶世界，重现孩子们拖着

心爱玩具上床睡觉的温馨场面。画面色调平和安静，很适合做 3-6岁
孩子入眠前翻阅和聆听的读物。本图书系列共有2册。

《沉睡王国》
（3-6岁）

LEE YOUNG 著

书籍类型：儿童图书 （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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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978-9655752434

授权状态：开放

《小小明灯》
（3-6岁）

LEE YOUNG 著

书籍类型：儿童图书 （3-5岁）

小Noah怕黑，妈妈有个好主
意。他们一起开始了一段奇妙
的旅程，发现窗外的世界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明灯，在
夜晚为他们闪耀。

本书融合梦想与现实，帮助孩
子们学习面对恐惧情绪。孩子
们将明白即使在最黑暗的夜

晚，他们也总能找到亮光 – 无论是想象的或是真实的亮光 - 为他们照
耀，指引方向。

推荐语：《小小明灯》用优雅安静的色调展现故事，为孩子们创造一个
恬静安全、愉悦充满希望的阅读经历。本图书系列共有2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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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类型：儿童图书 （3-5岁）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ISBN： 978-1717733412

授权状态：开放

《妈妈，爱是什么？》
（3-12岁）

LILI BENKEL-BERGMAN 著

本书细数一个成长中的孩子
会经历的各种各样、因爱而产
生的不同感受与思考；希望孩
子们能够珍惜所有的爱，并鼓
励孩子们用语言和肢体语言
表达他们自己心中的爱。

作者是以色列一家领先报纸
的首席记者。她曾对世界领导

人及深具影响力的社会人物进行独家采访。

推荐语：书中列举的各种爱并非只有孩子才会有疑惑。这是一本非常
适合亲子阅读的书，父母可以回答幼儿一些提问，也可以和年龄大一
些的孩子一起探讨爱这个人生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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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种类：青少年（科幻奇幻小说，情绪与思维成长小说，历史小说）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496612876

授权状态：开放

陨星大陆多年来生活无忧无虑，六个
不同 部落和平相处。但当Kadani t a
家族首领打破古老联盟时，一切都变
了。Oranus 被选中以勇士Adrian的肉
体降临世界，重建秩序。然而，Oranus 
的灵魂和Adrian的身体在结合时产生
了冲突，直接威胁到他完成任务。随着力
量的增强，出现了一个关键性未知数:到
底是欲望控制灵魂，还是灵魂战胜欲望？

推荐语：科幻奇幻小说是一个能充分展
示世界不同文化对三观的不同理解与追
求。

《战斗天使的重生》
（奇幻小说）

OSNAT BEN AMI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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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8-1979718820

授权状态：希腊语版权已售；其他语言开放。 

书籍种类：青少年（科幻奇幻小说，情绪与思维成长小说，历史小说）

Izmeran的土地生病了，居民们无法耕
种，只能转而开发水晶宝矿维持生计。但
这个矿很快便成了小偷盗贼的天堂。

居民们决定派 Tanti 去寻找能治愈土地
的水晶蘑菇。为了得到水晶蘑菇，Tanti
必须首先解开水心之谜；找到水晶蘑菇
后还要设法把这既能治愈土地又能致
命的水晶蘑菇安全带回家。为了完成任
务，Tanti 必需勇敢探索，不惧威胁，坚
持信念。旅程充满了考验与奇遇，却让 
Tanti不断成长，并意想不到地发现和
收获了勇气、决断力、和爱。

推荐语：科幻奇幻小说是一个能充分展
示世界不同文化对三观的不同理解与追
求。

《水心之谜》
（奇幻小说）

LEA BEN SHLOMO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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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413370438

授权状态：开放 

“惊叹科学组”的伊丽莎白是受人尊敬
的科学家，她正在研发可以帮助孩子们
学习、了解、管理自己情感的秘密良方。

伊丽莎白用“双思镜”进入孩子们的思想
深处，与智能好朋友 Jerry 一起帮助求
助的孩子，解决他们内心和思想上的焦
虑、愤怒、或不愉快情绪。

根 据“ 认 知 行 为 疗 法 ”（ C o g n i t i v e 
Behavioral Therapy）原理，本书与读
者分享认知与管理情绪的知识与方法。

推荐语：世界面临众多挑战，现代生活压
力巨大，对于成长中的 10-16岁青少年
来说，认知情绪，了解、学习管理自己的
情绪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同时是
一本理想的亲子读物，父母与孩子可以
一起阅读，一起讨论。

书籍种类：青少年（科幻奇幻小说，情绪与思维成长小说，历史小说）

《隐秘思想实验室》
（10-16岁情绪认知管理）

OFER COHN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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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种类：青少年（科幻奇幻小说，情绪与思维成长小说，历史小说）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8-9655752397

授权状态：开放

亚当是一个孤单、害羞、没有安全感的男
孩，唯一的朋友最近也搬走了。新学年他
决定参加一个儿童瑜伽班。

瑜伽慢慢帮助亚当了解自己，并明白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弱点。最后，他明
白到“接受自己”的神奇力量，并交到新
朋友。

书中插图清晰展示瑜伽姿势，附有注
释。每 一 章 教 授 一 个 新 的 瑜 伽 体 式，
指导如何正确呼吸，实现放松与正念

（mindfulness）。

推荐语：现代生活不止给成人带来巨大
压力，孩子们也是在压力中长大。当下新
冠疫情进一步限制了城市大众户外活动
机会，大大减少了孩子与大自然的接触。
瑜伽循序渐进，长期练习可以帮助练习
者把身体的机能增强，有机调整情绪与
思虑，达到真正放松的效果。跟着本书，
没有指导老师也可以开始练习瑜伽。力
荐高质量亲子项目（6-15岁）。

《亚当爱上瑜伽》
（自助 & 生活方式）
ANAT PREISS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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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种类：青少年（科幻奇幻小说，情绪与思维成长小说，历史小说）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476214540

授权状态：开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Yula和母亲被
抓到了一个纳粹劳工集中营。营地条件
艰辛，母亲离世而剩下 Yula 一人独力求
生。集中营指挥官凶猛忠诚的狗Ziggy却
出人意料地成了 Yula 的盟友。强烈的求
生意志，Ziggy的帮助，激励着 Yula 用
尽一切力量活下去。

推荐语：这是发生在二战纳粹劳工营的
真实故事。主人公当时是青少年。

《司令官的义犬》
（历史小说）

SHMUEL DAVID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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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8-1796269406

授权状态：英语版权2020授权 Penguin Random 
House + 2021年授权 Sinhala （不含北美国家）。其他
语言版权开放。 

Shurka和丈夫跟两个孩子在诗画般的
波兰村庄过着童话般的生活。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残酷地结束了他们的幸福
生活。

为了逃避纳粹残杀，一家人躲进了生机
渺茫的黑暗森林，期盼求得一线生机，继
续活下去。

本书是以真实故事为基础的历史小说。
它是亚马逊平台长期畅销书之一。

推荐语：一家人可以一起在二战大屠杀
中逃难是很少见的。本书适合想了解大
屠杀历史的读者，也适合12岁以上孩子
与父母的亲子阅读。

《黑暗森林求生记》
 （历史小说）

ADIVA GEFFEN 著

书籍种类：青少年（科幻奇幻小说，情绪与思维成长小说，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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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种类：青少年（科幻奇幻小说，情绪与思维成长小说，历史小说）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8-1796342727

授权状态：开放

孩子去学校并不像我们父母想的那么简
单。即使没有合适的工具，孩子们每天都
要做出困难的选择，应对不同挑战。

Libby, Yalli, Amit 和 Roni的生活和其
他孩子没什么两样，但他们知道魔法铃。
魔法铃是宇宙四个元素：火、气、水、土；
能帮助全世界的孩子们有效处理日常难
题，做出正确选择。

推荐语：适合6-8岁读者。也适合做亲子
读物，帮助父母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生活。

《魔法铃》
（6-8岁）

MEYTAL RAMATI & ORIT ZEMACH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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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类型：自传，回忆录，以色列生活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9-8521000951

授权状态：开放

谁知道人生准备了什么遭遇和机会给我
们呢？ 

二战大屠杀时期只是孩童的他因被藏匿
而幸存。1949年移民以色列，在完全陌
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并成为了在
国际上备受尊重的儿童神经学和儿童发
展专家。

本书朴素、简单的语言真实地记载了令
人感动、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真诚地分
享了如何凭借个人坚韧不拔的精神战胜
黑暗、拥抱光明人生；同时也生动地为读
者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以色列的社会与
生活。

推荐语：适合正在寻找勇气和智慧年轻
人，正在思考人生的朋友们，热爱通过阅
读了解世界和以色列的读者。

《没有阴影的孩子》
（自传，以色列生活）
SHAUL HAREL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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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9-8501996199

授权状态：开放

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的头几年，其犹太
人口持续受到来自阿拉伯邻国的恐怖袭
击。当明白到袭击不会自动停止，以色列
决定采取攻击战略。

本书记述了以色列国防军伞兵旅的战士
和指挥官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英勇反击
的行动。

作者是以色列国防军最早伞兵队伍一
员；以色列国防军授勋将军，以色列国防
军传奇人物。

推荐语：对以色列建国战斗史和以色列
军事发展历史有兴趣的读者。

《夜袭》
（以色列军事历史小说）

UZI EILAM 著

书籍类型：自传，回忆录，以色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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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565292206

授权状态：开放

作者虽身有残障，但未能阻止他成为一
位康复心理学家和神经心理学专家。

本书帮助读者了解康复治疗过程中的主
要情绪问题，还有康复心理学家必须面
对的独特挑战。

本书特别呈现了患有疾障的人们在适应
日常生活、或是在康复中必须经历的非
常复杂的过程；为大众提供一个难得的
机会了解、理解在康复期的残疾人士的
心理与思想。

推荐语：本书并非学术写作，而是面向大
众而分享的普及读物。

《疾障康复的精神旅程》
（康复）

EYAL HELED 博士 著

书籍种类：医疗，精神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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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种类：医疗，精神康复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 979-8791227041

授权状态：开放

我们毫不犹豫地相信我们的医生。有时
候，这种信任可能会让我们付出生命的
代价。

健康无比珍贵，不幸的是一生中会遇到
事故、疾病、或受伤，迫使我们依赖医疗
系统来保持康健。当医疗系统不可靠，或
当医生和健康从业者犯错误时，是一个
可怕的世界，更是一个真相极为重要的
世界。

书中讲到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些有见
地的深刻分析，在字里行间指引大家如
何避免成为医疗事故诉讼的中心人物。

推荐语：本书是医疗和医学教育方面的
书，也适合医学院学生和实习医生借鉴。

《相信我，我是医生》
（医疗，医学教育）

DAVID MENDES-NASSI 教授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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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406914335

授权状态：开放

与大多数关于男性虐待者书籍不同，本
书没有聚焦受害者。相反，它研究男性暴
力者的思维、心态，揭开他们暴力行为的
诱因、特征、和后果。

本书理论结合实践，作者的实例研究贯
穿全书，为研究男性变暴力的原因、可采
取的预防措施、帮助罪犯改过自新等方
面提供了一个综合概述。

推荐语：精神学，心理学，犯罪心理学。

《暴力者的头脑》
（精神学）

YAIR APTER 博士 著

书籍种类：医疗，精神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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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979-8796216637

授权状态：开放

适应性教学是包容性教育的一部分，不
支持“修复”;因为没有谁是残破的。适应
性教学的目的是让所有学生在目标、需
求、和个性发展等多个方面都能得到满
足。

包容性教育是一个新颖而适应现实情况
的教育理念。作者在书中分享适应性教
学的理论依据和实用工具，指导教育工
作者结合策略、方法、可用资源，既能满
足学生的共同需求，也能照顾到每个学
生的个体性。

作者被以色列教育界公认为“适应性教
学”的专家与权威人士。

推荐语： 教育人士，教育学院，教育，特
殊教育。

《适应性教学》
（教育人士，教育学院）

GILAT TRABELSI 博士 著

书籍种类：教育，特殊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