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河帝国.1,基地,= Foundation》

馆藏索书号

I712.45

A832H (1)

基本信息：(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著.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2015

内容简介：人类蜗居在银河系的一个小角落——太阳系，

在围绕太阳旋转的第三颗 行星上，生 活了十多万年之

久。

人类在这个小小的行星（他们称之为“地球”）上，建

立了两百多个不同的行政区域（他们称之为“国家”），

直到地球上诞生了第一个会思考的机器人。

在机器人的帮助下，人类迅速掌握了改造外星球的技术，

开启了恢弘的星际殖民运动；人类在银河系如蝗虫般繁

衍扩张，带着他们永不磨灭的愚昧与智慧、贪婪与良知，

登上了一个个荒凉的星球，并将银河系卷入漫长的星际

战国时代，直至整个银河被统一，一个统治超过 2500

万个住人行星、疆域横跨十万光年、总计数兆亿人口的

庞大帝国崛起——银河帝国。

一个微妙的转折发生在银河帝国建国后的 12020 年。哈

里·谢顿，这个刚满 32 岁的年轻数学家，开创了“心理

史学”，这门学科能用数学公式准确推演全人类的未来

——“预言”从此成为一门可以信任的科学，人类由此

可以看见未来。

谢顿的第一个预言是：虽然毫无征兆，但已存在一万两

千年之久的银河帝国即将灭亡。

一时间，银河震动，帝国飘摇；皇帝、宰相、夺权者、

反叛星球，各方势力立刻剑拔弩张，人类银河时代最伟

大的传奇就此开启……

《机械人生》

馆藏索书号

I611.45

B279

基本信息：(澳大利亚) 麦克斯·拜瑞著.山东文艺出版

社，2014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65175.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4473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7890


内容简介：工程师查理在一场工业事故中失去了一条

腿，这反而促成了他为自己设计更高性能假肢的机会。

他开始发挥想象，制造出更完善的四肢与器官，一部分

一部分地改造自己。修复学专家罗拉也对精良的人工肢

体情有独钟，她在查理身上看到一个全身都即将打上人

工烙印的男人。但是其他人却看到了一个疯子、一件产

品或一架武器。

科技泛滥的时代，《机械人生》趣味而恐怖地详解了一个

人对终极完美的挑战。

《沙皇的信使 》

馆藏索书号

I565.44

V531F

基本信息：Verne, Jules.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充满传奇、冒险与幻想的文学著

作，它由法国著名作家、“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

尔纳编著。18 世纪中叶，鞑靼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爆发了

战争。由于叛徒出卖，俄方形势十分危急。故事的主人

公米歇尔·施托戈夫临危受命，将沙皇的亲笔信交给伊

尔库次克大公——沙皇的弟弟。虽然其间路途遥远，沿

途还要经过敌占区，但作为沙皇的信使，米歇尔最后还

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使命。

途中，他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魂的遭遇令人震撼。

《八十天环游地球 地心游记》

馆藏索书号

I565.44

V531V

基本信息：(法) 凡尔纳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叙述了英国人福克先生因和朋友打赌,

在 8天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环游地球一周的壮举。书中不

仅详细描写了福克先生一行在途中的种种离奇经历和他

们所遇到的千难万险, 而且还在情节的展开中使人物的

性格逐渐立体化。《地心游记》是凡尔纳的第二部小说。

作者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未知的地下世界。

《海底两万里》

馆藏索书号

I565.44

V531W

基本信息：(法) 凡尔纳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65175.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646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649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3781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一艘叫“鹦鹉螺”号的潜水艇在

浩瀚大洋中的历险故事。1866 年, 很多船只在大海中遭

遇到了不明怪兽, 为清除危险, 消除民众恐慌, 一艘美

国军舰受命进行追剿。法国博物学家阿罗纳克斯受邀同

行, 在被所谓的“怪兽”相撞落水后, 他却发现这其实

是一艘由一个叫尼摩的人指挥的潜水艇, 并由此开始了

漫长而惊险刺激的水下环球之旅。

《人类基地》

馆藏索书号

I247.7

L597K

基本信息：刘慈欣 ... [等] 著.沈阳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由多名作家的作品合成的一部作

品集, 主要包括刘慈欣的《诗云》、夏笳的《汨罗江上》、

宝树的《三国献面记》、飞氘的《一览众山小》、赫景芳

的《阿房宫》、韩松的《天下之水》、张冉的《晋阳三尺

雪》、拉拉的《春日泽·云梦山·仲昆》、梁清散的《广

寒生或许短暂的一生》等小说。

《生存实验》

馆藏索书号

I247.7

L597I (1)

基本信息：刘慈欣, 王晋康, 何夕著.万卷出版公司，

2016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的篇目包括《乡村教师》《镜子》《微

纪元》《生存实验》《七重外壳》《一掷赌生死》《我是谁》

《蛇发族》。

《流浪地球》

馆藏索书号

I247.7

L597I (4)
基本信息：刘慈欣, 王晋康, 何夕著.万卷出版公司，

2016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65175.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802379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2029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04248


内容简介：文学会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或者应该是

怎样的。读好的作品，使人内心纯净、人品贵重、奋发

向上。本书收入 1917 年以来胡适等人的诗歌精品。这些

作品大多经过时间的风雨淘洗，凿璞见玉、磨砺生光，

给读者以智的超越、情的陶冶。每一篇都附有评析文字，

引导读者进一步体味作品的精粹，尤其是文学习作者难

得的参考书。

《变型战争》

馆藏索书号

I247.7

L597I (2)
基本信息：刘慈欣, 王晋康, 何夕著.万卷出版公司，

2016

内容简介：刘慈欣、王晋康、何夕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

三位科幻作家，被誉为“中国科幻三巨头”。本书收录

了刘慈欣、王晋康、何夕最有代表性的中短篇作品——

《太原之恋》《全频带阻塞干扰》《人生》《生命之歌》《水

星播种》《替天行道》《人生不相见》《田园》等。阅读本

书，不仅可以领略中国科幻作品的巅峰实力，还可以享

受到中国最有想象力的大脑向全世界所展现出的一场场

宏大的头脑风暴。

《时间移民》

馆藏索书号

I247.7

L597I C
基本信息：刘慈欣作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的作品包括: 《坍缩》、《西洋》、《镜

子》、《朝闻道》、《命运》、《山》、《时间移民》、《思想者》、

《吞食者》等。

《2018》

馆藏索书号

I247.7

L597I E
基本信息：刘慈欣作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65175.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2029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312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38628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的作品包括: 《2018 年》、《赡养人

类》、《诗云》、《地火》、《鲸歌》、《白垩纪往事》、《人生》、

《超新星纪元》等。

《吞噬地球:当人类成为无家可归的流

浪者》

馆藏索书号

I247.7

L597I H
基本信息：刘慈欣等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是刘慈欣领衔的一部科幻小说集。本书

以刘慈欣的《人和吞食者》为代表作，描述了外星文明

驾驶巨型宇宙飞船江波号君临地球，要求全人类臣服于

他们的面前。人类不甘受外星文明摆布，表面上屈服，

暗中却在酝酿对外星人的毁灭性反击……但最终，人类

虽然利用核武器给外星人造成重创，但我们赖以生存的

家园——地球，却被巨大的外星飞行器吞噬……

《星球大战,塔金,Tarkin 》

馆藏索书号

I712.45

L935

基本信息：(美) 詹姆斯·卢塞尼奥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是“星球大战”系列衍生小说。故事讲

述的是, 在帝国时代早期, 星区总督威尔赫夫·塔金受

命和维达去调查一起叛乱事件。这是反抗军设置的陷阱,

塔金先进的战舰“腐肉尖峰号”被反抗派特勒等人劫

持, 并到处实施破坏。塔金总督和西斯维达一路追击,

最终揪出了内部的叛徒, 打败了反抗军。塔金是星战系

列中一位重要人物, 他的成长史, 他的所思所想, 他的

立场与原则, 虽然出于虚幻的想象, 却有着坚实的现实

土壤, 让人警醒, 使人沉思。

《异形,走出阴影》

馆藏索书号

I712.45

L441

基本信息：(美) 蒂姆·利本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

公司，2017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65175.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555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555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16161


内容简介：克里斯•霍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梦见过怪

物。但在深邃的外太空，他感受到的只有无边的黑暗和

孤寂。后来，在 LV178 星上，他和他的矿工朋友们发现

这里是一个地狱般的存在，星球表面尽是暴风雨侵蚀的

痕迹，岩石被风暴摧残得斑驳陆离——特莫耐特矿石，

这一人类已知最坚硬的物质就埋藏在这颗星球的地下。

一艘航天穿梭机撞上了采矿飞船马里昂号，随后发生的

一切，让矿工们意识到在洞穴的深处远非只有特莫耐特

矿石这么简单。那里有恶魔在蛰伏——等待着合适的猎

物。

霍伯和他的伙伴们发现了异形的巢穴，地狱被赋予新的

含义。很快，他们便发现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一位最不太

可能成为救世主的人身上……

艾伦•雷普利，诺史莫号飞船上的最后一位人类幸存者。

《穹顶之下》

馆藏索书号

I712.45

K52S(11)1，2

基本信息：(美) 斯蒂芬·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2012 过后的某一年，10 月 21 日上午 11 点

44 分，一个巨大的透明穹顶从天而降，将缅因小城切斯

特磨坊镇罩在底下，有些不幸处于穹顶边缘的人和动物

被当场砸死，刚刚上天的飞机也被撞烂。穹顶宛如倒扣

的玻璃鱼缸，将小镇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面对这天

降横祸，镇民们分成了两派，一方努力寻找灾祸的根源，

另一方却想趁机控制镇子，为自己谋权。殊不知，就在

小镇内部激烈斗争的时候，穹顶之外出现了更强大的力

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所有人的生命不过是渺小的蝼蚁。

《迷雾》

馆藏索书号

I712.25

G567

基本信息：(美) 斯蒂芬·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一场暴雨后，长湖畔被浓雾笼罩，画家大

卫·德莱顿父子与一些镇民被困在超市里。浓雾不仅遮

天蔽日，而且暗藏危机，贸然离开的镇民转瞬消失在雾

中，不知所踪。留下也不安全，狂热分子鼓吹的“血祭”

把每个人的生命都置于险境。不管是去还是留，人们面

临的似乎都是一个死局……《迷雾》于二○○七年被曾

执导了《肖申克的救赎》和《绿里》的著名导演弗兰克·达

拉邦特搬上大银幕。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65175.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862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8626


除《迷雾》外，本书另收入斯蒂芬·金创作于不同时期

的短篇小说作品，其中九成曾经获奖，超过半数被改编

为影视作品。

《死者代言人 》

馆藏索书号

I712.45

C266G

基本信息：(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著.浙江文艺出版

社，2016

内容简介：继《安德的游戏》后，其续集《死者代言人》

再次斩获雨果和星云两大科幻奖项，成为美国文学史上

的奇迹。《死者代言人》是科幻迷不该错过的经典之作。

这一次，虫族已经无从开口，但它们灭亡前的话语如梦

魇般纠缠着安德，迫使他成为一名“死者代言人”。隐

藏身份的安德在星际间流浪了 3068 年，凭借天才的头脑

在二十四颗殖民星球上为死者道出真相。安德遭遇了一

起残忍而离奇的虐杀事件。安德隐匿身份，再次踏入一

个异生物星球。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一步步走向异种生

物的圈套，而真相，居然与他童年的那段回忆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

《未来的序曲 :21 世纪科幻小说杰作

选 》

馆藏索书号

I14 H337 (1),

I14 H337 (2)

基本信息：(美) 戴维·G. 哈特威尔, 帕特里克·尼尔

森·海登编.新星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未来的序曲》是最新最权威的外国科幻选集。

雨果奖最佳编辑严选 34 篇明星代表作，新世纪短篇科幻

的饕餮盛宴！2 位雨果奖最佳编辑，权威悉心严选。34

位幻界新锐之星，代表作品大比拼。汇集目前最热的外

国科幻作家，刘宇昆、保罗·巴奇加卢皮、约翰·斯卡

尔齐、彼得·瓦茨、科利•多克托罗等等，星光灿烂一网

打尽。

如今，科幻已经不再处于边缘地位，它已经是社会文化

风貌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这本选集中的所有故事都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完成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本要在 2010 年完成，在 2011

或 2012 年出版。但是，等待或许让这本书变得更棒了，

因为更让编者有足够的时间好好思考。有理由相信，读

者们也一定会在本书中发现许多值得欣赏、沉迷和争论

的内容。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65175.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509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3891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38917


《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

馆藏索书号

I14

G297

基本信息：(英)亨利·吉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系“ISIS 文库•科幻研究系列”之一，

选择收入了历年发表在 Nature 杂志上的短篇科幻小说

66 篇，分为 10 个主题，包括未来世界•反乌托邦、机器

人•人工智能、脑科学、克隆技术等。作品反映了当今西

方科幻的主流观念——反思科学技术。作者们想象了未

来社会中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和应用之后的种种荒谬局

面，表现了充满人文关怀的深刻忧虑。考虑到这些小说

竟发表在久负盛名的 Nature 杂志上，则又展现了另一层

深远的意义。

《无穷镜》

馆藏索书号

I712.45

C535

基本信息：陈谦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博尔赫斯曾在一首诗里写到：“上帝创造了

夜间的时光/用梦，用镜子，把它武装，为了/让人心理

明白，他自己不过是个反影/是个虚无。”旅美作家陈谦

使用了一系列概念中的镜子，从独特的角度向我们展现

了硅谷华人高科技创业者的日常生活，也揭示了在各种

令人目眩神秘的高科技产品背后，在创业者光鲜亮丽的

形象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与彷徨。经由事业的成功

与心灵的焦灼，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沉思，陈谦带着我们

一步步进入科技精英们隐秘的内心世界。

姗映是硅谷一家初创科技公司的 CEO，公司的核心产品

裸眼 3D 芯片却在研发的关键阶段遭遇巨大的技术难关，

公司的命运如同海浪中的航船，时时有倾覆的危险。姗

映为公司奔走操劳，与此同时，那些曾经或正在与姗映

的发生关联的人，他们的遭遇也被一一揭开，成为姗映

人生中的一面又一面独特的镜子。痴迷于登山的前夫，

信奉“No Evidence”的研究院院长尼克，从丧子之痛中

重新振作起来的投资人郭研……姗映的命运与这些科技

或商业精英紧紧交织在一起。经过尼克的指点，姗映完

成了对产品的改进并成功吸引了谷歌决策人戴维·沃克

的关注，然而命运的迷雾却又一次降临……

《软件体的生命周期》 馆藏索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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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12.45

C532

基本信息：(美) 特德·姜著.译林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你永远不可能挽救每一只数码体

人工智能时代的小人物大命运

《软件体的生命周期》结集特德·姜最新的六篇作品：

《软件体的生命周期》、《赏心悦目》、《商人和炼金术士

之门》、《呼吸——宇宙的毁灭》、《前路迢迢》及《达西

的新型自动机器保姆》——

安娜在蓝色伽马培育数码体，供喜爱之人购买当宠物。

随着数码体市场的发展、壮大、冷淡和萧条，数码体们

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变迁。

戴上“审美干扰镜”，人们就无法分辨一个人相貌的美

丑。这一新技术的诞生是否可以彻底根除相貌歧视，让

我们听听那些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穿越时空之门回到过去，能够对既定的事实带来改变

吗？

每天早上醒来之后，先把用完的肺换掉。来自地下的空

气流源源不断，只可惜，我们耐以生存的似乎并不是空

气。

当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被他人精确预料，你是欣然接受，

还是无助挣扎？

把孩子给保姆照料让人不放心，可如果这个保姆是个严

格执行命令、百分百听指挥的机器人呢？

《你一生的故事》

馆藏索书号

I712.45

C523 (2)

基本信息：(美) 特德·姜著.译林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一瞥之下，过去与未来轰轰然同时并至，

我的意识成为长达半个世纪的灰烬，时间未至已成灰。

五十年诸般纷纭并发眼底，我的余生尽在其中。

还有，你的一生。

《你一生的故事》结集特德·姜早期的七篇作品：代表

作《你一生的故事》、处女作《巴比伦塔》以及《领悟》、

《除以零》、《七十二个字母 》、《人类科学之演变》、《地

狱是上帝不在的地方》——

一个语言学家学会了一门外星语言，彻底改变了她的世

界观。过去、现在、未来，在她眼前同时展开。

为了离上帝更近，人类伐木烧砖，拉车砌塔，经过无数

个世代的辛劳，终于建成一座巍峨耸立于天地之间的通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651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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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塔。

只要一小瓶药水，就能拥有超人智慧，这个诱惑无人能

挡。可惜超人不止一个，荡气回肠的超人对决之后，领

悟终极的智慧。

任何数字除以零，都不会得出一个有意义的结果。两个

人的感情除以零，结果是什么？

在一个“名字驱动一切”的世界，命名师们玩转七十二

个字母，寻找人类种族繁衍的密码。

当人类的所有科学研究仅仅局限在解读后人类的科研成

果时，这种研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妻子在天使下凡时去世，丈夫却必须学习如何热爱上帝，

以便死后与妻子团聚。

《降临》

馆藏索书号

I712.45

C523（4）

基本信息：(美) 特德·姜著.译林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年度大片《降临》原著小说来了！与外星人

的首次接触，从学习他们的“语言”开始——《降临》

（原名《你一生的故事》）选择了这个所有外星题材小说

和电影都避而不谈的话题，从研究七肢桶的语言开始，

了解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不同于人类对于“因”与

“果”的线性认知，他们能同时感知所有事件——过去、

现在与未来于他们并无区别。那么，学会了他们的语言，

是否就能预知未来？假若这个未来是悲观的呢？

特德·姜是当代优秀的科幻作家之一，出道二十余年，

仅发表十五个短篇或中篇，却得遍世界科幻大奖。他的

作品超出了太空飞船、机器人大战等人们对于科幻的固

有期待，以独特的视角和别样的法则构建世界、讲述故

事，充满对人性的反思和对价值观的拷问，科学和文学

的魅力都在故事里流光溢彩。

《地下世界》

馆藏索书号

I712.45

D353C

基本信息：(美) 唐·德里罗著.译林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地下世界》是当代美国社会最深刻的讲述

者唐•德里罗巅峰之作

《地下世界》透析美国现代社会，揭秘操纵历史的暗世

界

《地下世界》一部当代文学巨著，一部全美畅销书

在这部堪称冷战史诗的小说《地下世界》中，垃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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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尼克目睹被人类抛弃的废物——从纸屑到核废料——

构成了一个地下世界，它在暗中积累、扩张，进而吞噬

着现实世界的生活……

一架报废轰炸机，在这个被遗弃在地下世界的杀人机器

上，居然有人喷涂了“长腿美女萨莉”的形象。这个世

俗的性感美女似乎有某种对抗死亡的力量。

《地下世界》讲述 20 世纪后五十年的美国故事。它以摄

像机般极富画面感的语言，捕捉现代社会的荒诞和痛楚，

探寻存在于个体身上的历史的真实力量。透过德里罗的

雄健笔触，读者依稀听到其中先知般的诉说。

《星球大战,卢克·天行者传奇》

馆藏索书号

I712.45

L713C

基本信息：(美) 刘宇昆著.天地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长途货运驳船“紊流号”在穿越银河系、

前往坎托尼卡星的途中，船员们聚在一起，交谈关于绝

地武士卢克·天行者的故事。但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吗，

抑或只是关于这个神秘人物的荒诞传奇？卢克·天行者

是一位真正的绝地英雄，抑或只是一个善于伪装的骗

子？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机器人？听完这些故事，

船员们必须自己做出判断。

《沙丘》

馆藏索书号

I712.45

H536A

基本信息：(美) 弗兰克·赫伯特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内容简介：人类每次正视自己的渺小，都是自身的一次

巨大进步。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我们才知道这个

世界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哈勃用望远镜揭开了河外星系的神秘面纱，我们才知道

宇宙中还有千亿个银河系。

“自由号”发现了黑洞的存在，我们才知道也许宇宙之

外还有宇宙，我 们只是永恒中一颗微小的沙粒。一切会

思考的机器都被摧毁后，宇宙的焦点重回人类之间的争

夺。行星厄拉科斯——人类梦寐以求、竞相抢夺的“香

料”的唯一产地，在这里上演着权术与背叛、恐惧与仇

恨、希望与梦想的太空歌剧。人们常常用另一个名字称

呼这颗干旱的星球——沙丘。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651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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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少年保罗在这里抗争着他的宿命。

在命运面前，他是如此的渺小，却又如此的强大……

《微宇宙的上帝》

馆藏索书号

I712.45

A832B

基本信息：(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西奥多·斯特金等

著.新星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是经过美国科幻作家协会 300 位作家严

选，从中挑选出的 12 位世界顶级科幻大师的成名杰作的

合集，每一篇都是现代科幻小说发展的里程碑。

本书的确展示了一批最为精妙的作品，它们的作者在赋

予现代科幻小说形式及内涵上也贡献最多。

《银河帝国.1,基地》

馆藏索书号

I712.45

A832H

基本信息：(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著.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在机器人的帮助下，人类迅速掌

握了改造外星球的技术，开启了恢弘的星际殖民运动，

直至整个银河被统一，一个庞大帝国崛起——银河帝国。

哈里·谢顿，这个刚满 32 岁的年轻数学家的第一个预言

是：虽然毫无征兆，但已存在一万两千年之久的银河帝

国即将灭亡。一时间，银河震动，帝国飘摇，人类银河

时代最伟大的传奇就此开启。

《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

馆藏索书号

I712.45

A832E

基本信息：(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机器人学三大法则：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

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

己。

——《机器人学手册》第 56 版，公元 2058 年

阿西莫夫是天生的写作机器，不可思议的博学之士、无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651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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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写的通俗作家、无可救药的自恋狂、全能的科学推

广者、理性主义的代言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幻小说

家。而《机器人短篇全集》则是他所有奇思妙想的总和。

正是在本书里，阿西莫夫以其天才的头脑创立了“机器

人学三大法则”，并构思出一系列游离于“三大法则”

的机器人短篇故事。每一篇都以极端天才的的奇妙创意，

挑战着读者的思考极限。

《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一部“现代机器人小说

之父”阿西莫夫最完整的机器人短篇小说典藏集，一部

启发过无数科幻作家和好莱坞电影的经典巨著。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65175.html

	《
	I712.45 A832H (1)
	《
	I611.45 
	B279
	《沙皇的信使 》
	I565.44 
	V531F
	《
	I565.44 V531V
	《
	I565.44 V531W
	《
	I247.7 
	L597K
	《
	I247.7
	L597I (1)
	《
	I247.7
	《
	I247.7
	《
	I247.7
	《
	I247.7
	《
	I247.7
	《
	I712.45
	L935
	《异形,走出阴影》
	I712.45 
	L441
	《
	I712.45 K52S(11)1，2
	《
	I712.25 
	G567
	《
	I712.45 C266G
	《
	 I14 H337 (1), I14 H337 (2)
	《
	I14 
	G297
	《
	 I712.45 
	C535
	《
	I712.45
	C532
	《
	I712.45 
	C523 (2)
	《
	I712.45
	C523（4）
	《地
	I712.45 D353C
	《
	I712.45 L713C
	《
	I712.45 H536A
	《
	I712.45 A832B
	《银河帝国.1,基地》
	I712.45 A832H
	《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
	I712.45 A832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