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匠人精神:一流人才育成的 30 条法

则》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Q758

基本信息：秋山利辉著.中信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是介绍工匠、手工艺者的特有文化和精

神的通俗读物, 是一本文化类的大众读本。为了把年轻

学徒培养成一流家具工匠, 秋山木工制定了一套长达八

年的独特人才培养制度。年轻学徒要在八年的时间里,

做好成为一名工匠的心理建设, 培养正确的生活态度、

基本训练、工作规划、知识和技术等成为一名合格工匠

所须的一切, 从第九年开始独立出去打天下。本书向大

家介绍的“匠人须知三十条”, 是秋山木工独特的人才

培养制度的核心内容。这“三十一条”守则浓缩了培养

一流匠人, 即一流人才的基本要素。这些内容不只是针

对家具工匠, 也能对商人、学校老师, 以及世上必须和

人接触而生存的所有人带来裨益。

2 《你喜欢怎样的自己:活出痛快淋漓人

生的夏玛法则》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S531

基本信息：(加) 罗宾·夏玛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关于活出美好人生的心灵励志之

作。世界受尊崇的顶级心灵导师罗宾?夏玛为我们上了关

于成功与幸福的 94 课，给予我们勇气、智慧与力量去追

求痛快淋漓的人生。从做好的自己到追求超凡的人生、

成为卓越的领导，再到获得真正的圆满，飞向高的自由，

夏玛为我们指引着完美人生的方向。无论你是默默无闻

的员工还是大权在握的领导，无论你正面临人生困境还

是春风得意，都能从作者清新优美的文字之中收获内心

的宁静，以及对美好人生笃定的信念。

3《毕业五年, 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馆藏索书号

B848.4

L185

基本信息：李建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以“成长比成功更重要”作为切入点，

告诉现代年轻人职场中的一个核心宗旨：不管身在哪里，

从事什么工作，你可以暂时不成功，但不可以一刻不成

长。帮助当下年轻人客观认识成功、如何高效的努力、

排解职业困惑、走出思维误区及如何学会成长多个角度

进行剖析，每个章节配以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让读者

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不仅知道迷茫的根源，还知道怎

样面对成长过程中的那些痛苦，重要的是树立一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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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态去工作中磨砺自己，最终慢慢走向成功。

4 《时间管理手账:how successful

women, make the most of their time》

馆藏索书号

C935

V234A

基本信息：(美) 劳拉·范德卡姆著.中信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从成功女性的真实生活取材，通过分析

研究她们的时间日志，她发现，成功女性必须平衡工作

和家庭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项长期的考验。当她们有

了孩子，又有事业心，想向前一步时，取舍就更加困难。

几年来，无数研究和文章都在探讨这方面的话题，众说

纷纭。范德卡姆是公认的时间管理专家，她在本书中提

出了非常实际的问题，探讨了生活需要如何平衡、家庭

事业如何兼顾。 每个人每周都有 168 小时，为什么有些

女性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你会发现，这些成功女性的

生活就像马赛克一样拼接在一起，其产生的结果也令人

惊讶。如果你每周工作 40 个小时，睡觉 56 个小时，就

还剩下 72 个小时可以留给其他的事情。范德卡姆告诉我

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些剩余时间，以及为什么我们的工

作时间少于预期，而休息时间却多于预期。同时，我们

也会从成功女性身上学到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并且享

有健康快乐的休闲时间。书中的成功女性的年收入均在

10 万美元以上，但她们仍留出了给家人、朋友、睡眠、

运动和休闲的时间。作者以她搜集到的 1 001 天时间日

志为依据，为所有希望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读者提供了参

考和有益的建议。

5《心灵的富足》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M322C

基本信息：(美) 奥里森·斯威特·马登著.北京理工大

学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心灵是能量的唯一来源，唯有心灵富足，才

能获得平和、喜悦、快乐以及爱的能力！如果你的内心

得不到满足，就会过分依赖于外物，身边人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身边环境一丝一毫的变化，都会让你的心绪

变得不平静。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幸福、快乐、喜悦，

都是无法持续的，也无法得到保证！马登是美国成功学

的奠基人和伟大的成功励志导师、超常潜能的激发者，

《心灵的富足》是他的经典代表作，能够让你从内心深

处释放能量，从本源得到自我的满足，实现人生的快乐

和幸福！

6《A+时间管理法》

馆藏索书号

C935-49

J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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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英) 林登·琼斯, (加) 保罗·洛夫特斯著.

金城出版社，2010

内容简介：现代人既要处理忙碌的工作，又要面对繁重

的家庭生活，许多人对此感到焦头烂额、无法兼顾，而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通过合

理安排、调整工作习惯，我们都能够成为优秀的专业人

士，摆脱过多压力，轻松掌控生活，享受生活。本书能

够教会你如何提高效率，花费最短的时间完成最多的工

作。

7《成功法则.3,自我创造》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H645D

基本信息：(美) 拿破仑·希尔著.中信出版社，2011

内容简介：本书以完整、全面和原汁原味的形式再现了

希尔的观点，完整地收录了作者关于成功法则的演讲课

程以及在各个时期出版的小册子和附录内容，即使在未

来 10 年里这都将是一个经典版本。 本书详细阐述了希

尔 17 条成功法则中的四条。你将学会如果在职责范围之

外多做一些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如何让自己更吸引人，

如何打造个人魅力；你也将深知，思考的力量完全在你

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当专注成为习惯，你才明白人生真

正的目标。不管你给“成功”下怎样的定义，以上这些

都是获得成功的基础。 成百上千的人们都以成功法

则为基础改善了自己的事业发展、财富状况、家庭生活

以及对自我的认知。打开这本书，你也可以。

8 《思考致富》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H645C-5

基本信息：(美) 拿破仑·希尔著.中信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思考致富》这部伟大的著作，曾指引许多耳

熟能详的知名人物走上成功之旅，诸如美国总统罗斯福、

发明家爱迪生、企业家洛克菲勒，都从中获益匪浅。 还

有更多的平凡人因这本《思考致富》积累了财富：有的

人走出了彷徨和挫折，有的人找到了理想和方向，有的

人实现了家庭的和谐，有的人获得了商业伙伴的支持，

许许多多的人实现了人生的梦想。 寻找书中获取财

富的秘诀是一次独特的阅读体验，如果你准备让这些秘

诀为你所用，那么在字里行间你都会找到它，这些秘诀

将带给你无穷的惊喜、激励、启迪和力量。

9《成功是道选择题:斯坦福大学人生规

划课》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R26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299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16938


基本信息：(美) 迈克尔·雷著.现代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成功是选择出来的。选择什么样的目标，选

择和谁结婚，选择和谁一起合作，甚至选择什么样的对

手……这直接决定了你一生的成败。

本书作者迈克尔雷是斯坦福大学企管研究所创意与

创新行销课程的教授，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社会心理学

家，被誉为“硅谷最有创意的人”以及“现代选择学之

父”，本书脱胎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最有价值的人生规

划课。是一本写给生活在迷茫中、失去热情、逐渐懈怠

的现代人的心理励志图书。2013 年被全球权威媒体《福

布斯》评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 20 本商业图书之一。

在本书中，迈克尔雷教授首先从“寻找人生最高目标”

开始，带领读者一步步走上寻找自我之路。摒弃了当今

市面上成功学书籍传递的“社会标准下的成功”，教导

读者要真正从内心出发，踏上自己所规划的人生旅程。

在现如今这个人人追求“成功”的社会，许多人获

得了财富、荣誉，但内心却越来越痛苦，觉得生活缺乏

意义，其根源就是最初的选择出了问题，而他们为此做

出的努力也就因此失去原本的意义。本书就人生如何才

能作出最正确的选择做了详细的指导与讲解，辅以大量

的案例，并进行细致分析，从而具有非常强的学习和操

作性。

10 《乔布斯给年轻人的 30 个忠告》

馆藏索书号

B848.4

H756

基本信息：华管编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乔布斯，一个用苹果魔咒撬动地球的商界奇

才，凭敏锐的触觉和过人的智慧，勇于变革，不断创新，

颠覆了一个行业，并引领全球资讯科技和电子产品的潮

流。他把电子产品变得简约化、平民化，让曾经是昂贵

稀罕的电子产品变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什么让乔

布斯成为了改变世界的天才呢？《乔布斯给年轻人的 30

个忠告》将谜底一一给你揭开，于此同时还深度剖析了

乔布斯式的智慧精髓和人生哲学，相信我们年轻人从中

会受到启发，找到完美人生的途径。

11《理科生的研究生活指南》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P752A

基本信息：(日) 坪田一男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797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38661


内容简介：本书是日本作者坪田一男最畅 销的一本工具

书，针对的是希望尽早开始学术和科学研究的青年学生。

该书自 1997 年初版印刷之后畅 销不衰，很受学生欢迎。

《研究指南》可说是应时代要求而生的一本书。上世纪

九十年代后经济衰退的日本明确提出“科技立国”，科

研经费与成果快速位居世界前列，同时注重企业科研、

国际交流合作。大量年轻研究人员、留学人员亟需一本

指点他们进入学术生涯，并力争做出学术成就的普及性

图书，《研究指南》正满足了这些要求，因此成为常销畅

销图书。目前中国科研经费已居世界第三，科研成果数

量上升，学术体制与学术交流也亟需国际化，也正步入

科技立国的政策背景中。本书将引领国内理工科研究者

全面了解从事科研工作须知的方方面面，且主要内容都

涉及各种情况下，也包括留学海外的研究生活。对于已

经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来说，就特别能有所领悟和自我

发现。

《研究指南》全面叙述了一名研究者会经历的各种

曲折弯路，把可能的风险与成果详尽加以说明，并且用

阳光向上的心态向读者提出了各种选择的建议。从全书

来看，作者的讲解和建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讲解

研究的意义、要点、如何选择研究室、课题、导师，属

于研究生活的前期进入阶段，为指南 1~4。第二阶段是

讲解学术交流工具、研究方法、发表论文、宣读论文，

属于研究生活的中期稳固阶段，为指南 5~10。第三阶段

是讲解如何管理时间、经费，处理好留学中的常见难题，

属于研究生活的后续阶段，为指南 11~13。

12 《听了那么多大道理, 为什么依旧过

不好这一生》

馆藏索书号

B848.4

S545

基本信息：(美) G. 理查德·谢尔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融合了大量成功学著作、研究成果、案

例，带领读者诚实地面对自己，并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

对我而言，什么是成功？我该如何获得成功？作者还以

一种独特的方式，坦诚互动地为你指点迷津，介绍了一

系列在和学生、企业高管的互动中创设的练习和评估方

法，帮助你剖析过去、展望未来，评估现有的能力，寻

找自身的优势。这些练习都建立在经过反复研究的心理

学原理以及宗教、文学和哲学领域权威人士的真知灼见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331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3314


之上。

书中振奋人心的真实故事比比皆是，然而这本书的

目的不是记录别人的成功案例，而是帮助你精心规划自

己的目标，并且依照你的技能与个性设计出一套适合自

己的成功方案。

13《走开! 拖延症:写给拖延症患者的自

救手册》

馆藏索书号

B848.4

L662

基本信息：刘瑞军编著.煤炭工业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体例编排独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

自测篇，再现拖延案例，并逐个解读，深入剖析，让每

一个拖延症患者都可以对症入座，从而认清自己。下篇

是战拖篇，针对不同的拖延类型，给出相应的医治方法，

请你给自己挂号，请你对症入座，也请你自行对症下药。

拖延，十分有害。你这个拖延症患者，是拖延让你将唾

手可得的成功拱手让人。戒拖，势在必行。让作者来告

诉你怎样与拖延斗智斗勇，打得它毫无招架之力。

14《做内心强大的自己》

馆藏索书号

B848.4

M322

基本信息：(美) 奥里森·斯威特·马登著.海峡文艺出

版社，2012

内容简介：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被环境所支配，也会被

他人的评价所影响。我们觉得生活得很辛苦，精神也愈

发的迷茫。我们在不断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忘记了精

神上的供给。

人这一辈子，要受到多少次来自外界的质疑，又有

多少次不为其所动。一个人如果必须通过外界的评价来

证明自己，这只能说明内心不够强大，只有不再需要依

赖外界对自己的评判，自己就能证明自己的时候，内心

才是真正强大无比了。

真正的强者在于内心的强大。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才能真正无所畏惧。也只有内心的强大，我们在生活中

才会处之泰然，宠辱不惊，不论外界有多少诱惑多少挫

折，都心无旁骛，依然固守着内心那份坚定。

15《努力就是为了不苟且地活着 》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H511

基本信息：(美) 托德·亨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28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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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激励无数人努力奋斗的亚马逊年度励志书

有一种努力叫做死而无憾，它既不为谋生，也不为赞赏，

只为给自己畅快淋漓活一次的机会。

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土地是墓地。墓地下安葬着的

是那些未能成书的小说，永远没有机会创立的企业，不

可能再言归于好的关系，以及人们曾经想过的其他所有

事情。他们此前曾经想着等明天再来处理这件事情。但

有一天，他们再也没有了明天。到那时，纵有千般梦想，

也只能化作一声叹息，永埋于地下……

因此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生活不再凑合，不再留

有遗憾：明白光阴有限，对工作和生活保持一份紧迫感；

相信自己可以为世界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充分释放自

己的潜能，跟上发展的脚步，拒绝成为牺牲品；培养对

过程的热爱，而不是单纯去追求结果。

16 《生命动力 》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L232

基本信息：李强著.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

内容简介：世界上原来并没有天生的幸与不幸，有的只

是你对命运的选择。但凡成功者，往往善于挖掘自己的

“生命动力”，他们用激励对抗失意、用信念照亮未来，

在不断的选择中与梦想靠近。

作者浓缩多年来培训课程中的精华，告诉职场人士

如何找回真实的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如何

引爆生命的核能，运用自我激励对抗挫折，创造职场奇

迹；如何规划职业生涯、改善职场人际关系，最终实现

人生的华丽转身。相信自己是雄鹰，你就能像鹰一样翱

翔苍穹；点燃生命的动力，你就能抵达梦想的彼岸。

17《忍耐, 是为了更好的遇见 》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H872

基本信息：黄仁杰编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从忍耐的意义和如何修炼忍耐力出发，

讲道理举例子，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生动地告诉我们：

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有面对夜晚孤寂

的忍耐力，才有迎来明日曙光的幸福；有面对严冬寒冷

的忍耐力，才能迎来春暖花开的盛景；有面对人际关系

和事业上不如意的忍耐力，才能让人生获得大成功。一

句话：学会忍耐，你会遇见更好的未来。

18《你也可以舞出精彩人生:马云给年轻

人的创业课》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L76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396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46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356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3566


基本信息：龙春华编著.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

内容简介：本书从马云成功创业的各个方面展开论述，

将马云的创业经历以故事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主要

包括：马云论自我博弈——做事先做人，做好人才能创

好业；马云论梦想——梦想是你创业的指南针等。

19《与过去说再见:重塑身心 改变自我》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T833

基本信息：(美) 拉尔夫·沃尔多·川恩著.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修炼身心的心灵之作，它为读者

解释了生命的意义，能给读者带来精神与身体上的慰藉。

作者用独到的思想见解，跨越时间的瀚海，指引无数人

探索人生的真谛，从而达到身心灵合一的和谐境界。

读者会从书中学到爱、感恩以及自我完善的妙法，并借

助智慧的力量来实现精神、身体与物质的三重修炼，最

终收获幸福的生活。

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逐渐感受到心灵的变化，最终炼

就完美的自我。

20 《内向也好, 外向也好》

馆藏索书号

B848.6

L833

基本信息：(德) 希薇亚·洛肯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内向性格就一定不好吗？ 你真的了解自己的

性格吗？ 为什么内向者更容易感到恐惧？ 你知道什么

是交际回避障碍吗？ 自由性格的活动空间有多大？ 你

获取能量的方式正确吗？ 对于内向和外向的学生，老师

该如何去做？ 内向和外向性格对企业管理有什么影

响？又该如何有效的交流？ 外向者和内向者在身份沟

通中应当特别注意些什么？ 这本书帮你客观分析内向

与外向的优劣势，唤醒藏在内心深处的性格力量。

21《内向者心理学:他们为什么比外向者

更容易成功?》

馆藏索书号

B848.6

L267

基本信息：(美) 马蒂·O. 兰尼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4

内容简介：这是美国内向性格研究权威马蒂•O.兰尼博士

的一本书，它不仅是写给内向者的书，也写给外向者和

模糊性格者。内向者，自卑于自己的内向，羞怯、胆小、

敏感、宅，却看不到自己冷静多思、谨慎专注、善于倾

听、独立而有领导力；外向者，你以为外向，很可能是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20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103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21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211


错误判断，因为每三人中至少有一个内向者——即便外

向，你也需具备内向者的成功因素；模糊性格者，你对

自己的个性浑然不知，怎么能找到让自己舒适生活、事

业成功的方式？

不用怀疑，领导力、影响力和创造力，内向者本该

更擅长，只要懂得发挥内向的优势！

本书通俗好读，随意翻开一页，都会让读者找到共

鸣。作者用大量精彩的故事、通俗的语言，教会内向者

放松身心、管理精力，并学会在婚姻关系、亲子教养、

人际关系、工作职场等方面都能自如应对，扬长避短，

发挥内向性格弥足珍贵的优势。

22 《性格的塑造》

馆藏索书号

B848.6

A237

基本信息：(奥)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新世界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59 岁时完成的一

本书，书前附有 w.贝仁·吴尔夫医学博士的精彩导读。

作者搜集了阿德勒诊所中的典型案例以及美国大城市学

校与儿童指导中心的经典案例，通过缜密的观察来描绘

并探索孩子人格的动态和心灵世界。

本书抛弃枯燥的理论架构，用充满温柔的同情

和关怀指导孩子面对人生中的青涩、尴尬和彷徨，帮助

孩子塑造阳光、健康、良好的性格。

23《潜能:潜能开发实操训练 》

馆藏索书号

B848.5

Y569

基本信息：毅凯著.中国财富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人生就像一个大舞台，而我们便是这场演出

的主角。能否演绎出精彩的剧目，完全取决于你能否发

现并释放出自身的潜能。潜能就像阳光一样，能够帮助

我们打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绚丽人生。

24 《安静的力量:内向者的竞争力》

馆藏索书号

B848.6

D892

基本信息：杜子建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46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367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64800


内容简介：本书对内向人群进行重新审视和深入剖析，

说明内向性格的优势特质，以及可以在内省和独处中获

取力量的能力。告诉我们：如何在对话中创造自己的空

间；如何自由地表达自我；如何与自己爱的人和谐相处，

以及如何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生活。本书分为：认识自

己，你内向吗；正确认识内向性格；唤醒内心沉睡的力

量；内向者的轻松人脉术；内向者在职场如何脱颖而出；

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 6 个章节，循序渐进地剖析了内向

力，是一本具有可读性、趣味性的心理分析读物。

25《什么样的人离成功最近, 离失败最

远》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L510

基本信息：林少波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内容简介：所谓的成功学只不过是群体自信缺乏时聊以

自慰和仗胆的把戏，成功从来是不可以复制的，但经验

可以分享，模式可以借鉴。本书不可能让你马上成功，

但至少能拉近你与成功之间的距离！

成功属于少数人，成长却属于每一个努力的人。

不要在别人的拥有里寻找自己的痛苦，不要在已有

的缺陷里刺激更大的自卑。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饭之恩，当铜鼎相报；

知遇之恩，当忠心相报。

口号再怎么样华丽，没有行动也很空泛；想法再怎

么样完美，不加做法也是白搭。

专业化只是一块进入职场的“敲门砖”，没有这块

“敲门砖”，还有职业化这把“打门锤”。

宝石放错地方就是废物，在人生的坐标系里站对位

置，才能经营出有声有色的人生。

玩物也可以励志，做事情之前一定要找到充分的理

由，只要对我们的人生有益就好。

26 《写给我的生活的信》

馆藏索书号

B848.4-49

M487

基本信息：(德) 米丽娅姆·梅克尔著.中信出版社，

201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420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420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18375


内容简介：本书是关于职场过劳、职业枯竭现象的探讨。

作者米丽娅姆·梅克尔（Miriam Meckel）曾是德国最年

轻的教授，美丽聪明，事业有成。她曾在政府机关担任

要职，并且作为德国当代最著名的权威媒体人，以完美

及专业的公众形象穿梭在学院、媒体及企业之间。她的

生活可以用“多线程”来形容，每天的工作无休无止，

以至于要把家当成换洗衣物的地方，要用提高工作量来

克服工作超载带来的不良后果，终于，身体在精神之前

发出警告，她不得不入院治疗。诊断结果是：Burnout

（字面意思是“烧坏，燃料耗尽”，也指“职业枯竭”，

由过度工作引起的身心疲劳、筋疲力尽、过劳）。 她

如同一列失控的列车，终于燃料耗尽。

在山间的疗养机构，她终于可以回归自己，探寻生

活的真谛。她回顾了自己的工作、家人、朋友、内在世

界与外在世界，伴随着对医院疗程、心理学和社会学理

论的阐述。把一切梳理清楚之后，她提起笔，给自己的

生活写了一封信，请求生活的归来。

在这本书中，梅克尔用诚恳真挚的文字，将唯有亲

身经历者才能知晓的痛楚、感悟明晰剖白，冀望能够点

醒读者，让读者重新审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不要被工

作侵吞掉全部的生活。

本书出版以来，在德国排行榜上停留达 24 周之久，

并且引起了各大电视节目及报章杂志探讨现代社会工作

和生活失衡后的“过劳”“工作倦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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