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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安妮·凯瑟琳·罗琳(J.K. Rowling)，1965 年           7 月 31 日出生于英国格温特 

郡，毕业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英国作家。 

1989 年，24 岁的罗琳有了创作哈利·波特的          念头。1997 年 6 月，推出哈 

利·波特系列第一本《哈利·                   波特与魔法石》。随后，罗琳 

又分别 1998 年和 1999 年创                  作了《哈利·波特与密室》和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             囚徒》。2001 年，美国华纳兄弟电影

公司将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搬上            银幕。2003 年 6 月，她再创作出第

五部作                                                品《哈利·波特与凤凰社》，2005 年                                                

推出了                                               第六部《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2007 年 7 月推出                              终结篇《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截至 2008

年，《哈利·波特》                              系列 7 本小说被翻译 

成 67 种文字在                                全球发行 4 亿册。 

2017 年 12 月被                         英国王室授予名誉勋位 

(Companion of Honour)，剑桥           公爵威廉王子为其授勋。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剧作 

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有侦探小说女王之称，（人称“阿婆”）。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名高产的作家，她的作品不仅局限于侦探小说，全 

部作品包括 66 部长篇推理小说，21 部短篇或中篇小说选集，15 个已上演 

或已发表的剧本，3 个剧本集，6 部以笔名玛丽·维斯特麦考特发表的情 

感小说，2 部以笔名阿加莎·克里斯蒂·马洛温发表的作品，1 部自传，2 

部诗集，2 本与侦探俱乐部的会员作家们合写的长篇推理小说。据吉尼斯 

世界纪录统计，阿婆                    是人类史上最畅销的著书作家。而

将所有形式的著作算入，只有圣经与                       威廉·莎士比亚的著作的总销售量

在她之上。至今其著作曾翻译成超过                      103 种语言，总销突破 20 亿本。 

携着女性特有的纤细与敏感，阿婆                   为我们奉献了上百个精彩的悬疑故

事。她的每一部作品，都营造出一个让                    人流连忘返的世界。一旦进入她的

世界，我们便会被那种独特的魅力深深                    吸引！她的笔下不仅有无尽的悬念、

充满生活情趣的神来之笔，更有一种看                    似冷酷、实则温暖的人情味——无

论主题多么晦暗沉重，她都会留一抹人                  性的亮色、留几分 

对光明的憧憬。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上的惨案》等。 

所有的小孩子都会做噩梦，我的噩梦是一个关于被我称为“枪手”的人。 

梦很简单，我和一群人正在参加一个茶会，突然，一丝不安涌上心头。我看一 

个人坐在茶桌边上，灰蓝色的眼睛于我对视，我惊叫着醒来。 

——《阿加莎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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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罗尼卡·罗斯，美国青春文学界涌现出的最亮的一颗新星。22 岁时创作的首部作品《分歧者》

让她一炮而红，随后创作了《叛乱者》。这部作品都入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
榜超 100 周，上市狂销 300 万册，图书版权热销全球 38 个国家和地区。2013 年 10
月，第三部《忠诚者》磅礴上市，迅速登上美国各大畅销书排行榜。 
《分歧者》：正是与众不同，使你身处险境 
世界按照人类最美特质划归五大派别：无私、无畏、诚实、友好 
和博学。每个孩子在 16 岁那一年必须重新选择自己所要效忠的派 
别。无私派的姑娘翠丝选择了无畏派，她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惊 
天逆转。她从血雨腥风的新生训练中脱颖而出，并和训练导师偷 
偷地相互喜欢。在一次唯独分歧者幸免的情境模拟中，受博学派 
控制屠杀无私派的无畏派分裂，人们纷纷跑到友好派避祸…… 
 
《反叛者》：就算背叛已司空见惯，你能否承受来自最爱之人的那一次？ 

五大派别崩盘。无私派被屠杀原来是因为负有神秘使命，博学 
派被扫荡，无派别大军崛起。翠丝的内心经历着愧疚的煎熬， 
但她还是勇敢去揭穿事情的真相。遭遇背叛的翠丝，险些死于 
非命。在复杂的局面下，她和老四的感情经受着最大敌人—— 
猜疑的考验，最终牵出了关于整个城市的巨大秘密…… 
 
 
《忠诚者》：如果世界是一个谎言，你该如何面对所有伤害？ 
翠丝和她的朋友们来到了围栏之外的世界，发现她发赖以生存的城市叫作芝加哥， 
而它只不过是美国当局的一场基因修正实验。他们的价值观和信念统统被颠覆 
了……结局令人痛哭。我们始终都该明白，生活对人的的伤害，没有谁可以幸免。 
 

                所获奖项： 
《华盛顿邮报》2012 年度十大最受欢迎青少年小说第 1 名 
“美国版豆瓣”Goodreads2011 年度最受读者欢迎奖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 1 名 
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青少年图书排行榜第 1 名 
 

 宝拉•霍金斯 Paula Hawkins ——我对快乐、正常的角色丝毫不感兴 
趣。 宝拉•霍金斯出生成长于津巴布韦，1989 年迁至伦敦。 曾任记 
者长达 15 年。定居伦敦后，为了谋生，她曾为人代笔创作都市女性 
小说。 她每天搭乘伦敦地铁通勤，其他上班族习以为常的经历，却 
给予她奇妙的灵感，《火车上的女孩》的故事框架由此诞生。该书在 
英国图书畅销榜上拿了 20 周冠军，在美国拿了 13 周冠军，打破丹- 
布朗《达芬奇密码》保持了 6 年的纪录，截至 2016 年全球迈出了 1100 
多万册。 

火车即将进站—— 

  早上 8：04—傍晚 17：56 

  日复一日 

  瑞秋每天早晚在固定时间搭乘通勤火车上下班。 

  她熟知火车会在同一盏信号灯前停留，让她得以透过车窗，窥见路旁 15 号住户的后院。 

  她对这户人家的生活渐渐痴迷，甚至给男女主人分别取了名字：“杰丝”和“杰森”。 

  在瑞秋的想象中，他们是一对情投意合的璧人，恩爱甜蜜的夫妻。 

  她无比艳羡，又满怀妒意。 

  直到有一天 

  瑞秋从车窗里看到了 15 号住户异常的一幕。 

  一分钟后，火车重新启动，但三个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过去她只能从车窗后窥视陌生人的生活，而此刻，她与他们，开始有了紧密的交集。 

  瑞秋不再甘心只当一个搭火车经过的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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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妮尔·斯蒂尔——当今美国最具价值作家，1947 年 8 月生于纽约，与斯蒂芬·金齐名。从 1981

年开始，斯蒂              尔的作品就一直牢牢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1989 年，凭

借《赎 金》               在《时代》畅销书排行榜连续上榜 381 周的空前纪录，并入选吉尼

斯世界纪录。              斯蒂尔已             有 21 部小说被拍成电视剧，其中两部获得

了“金球奖”              的提名。              2002 年，法国政府授予斯蒂尔最富盛誉的

“艺术文学骑              士勋章”，            以表彰她             对世界文化的卓越

贡献。丹妮尔·            斯蒂尔，              是美国               著名的浪漫小说作

家，其作品总销量已达 6 亿册，这个               数字比任             何在生作家的作品

销量都要多。中国读者把她称为“美国的琼瑶”———写了 75             本小说，被翻译成

28 种语言，出售到 47 个国家。 
 

斯蒂芬妮·梅尔 （ Stephanie Meyer）1973 年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她本是一位有三个孩

子的全职主妇，没有丝毫的写作经验。2003 年的一天，她做了一个改变她命运的梦：一位少女和

一个英俊迷人的男子坐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谈情说爱。这个梦最终成了她第一部小说《暮色》中

的一个章节。《暮色》出版后，梅尔又写了《新月》、《月食》、《破晓》，被称为“暮光之城”系列。

该系列以贝拉和爱德华一对苦命鸳鸯的情感           纠葛为主线，融合了，吸血鬼传说、狼

人故事、校园生活、恐怖悬念、喜剧冒险                 等各种吸引眼球的元素，而凄美动

人的爱情则是全书“最强烈的情绪”。用                   作者自己的偶像作家奥森·斯考

特·卡德的话说：“爱情只是书中的一小                    部分，但却是人生的指引者”。 该

系列被称谓后“哈利波特时代”的魔幻巨                  著，成为《魔戒三部曲》《哈利波

特系列》《纳尼亚传奇》之后的国际魔幻系               列代表。获得纽约时报主编精选、出

版者周刊 “年度最佳好书”、亚马逊网站              “最近十年来最佳好书”、美国图书馆

协会“十大青少年优良读物”及“十大最佳丛书”等荣誉。 

《暮色》——眼神交汇的那一瞬，彼此之间已经明白，等待他们的，除了幸福的诱惑，还有危险

的深渊。互相倾心的两人，在爱情与危险间摆荡，一起度过新鲜而刺激的每一天，就想久违的阳

光一样，洒落在浪漫的暮光之城。 

《新月》——幸福缓慢地前进，波澜伺机而动。当一个脆弱的少女要融入吸血鬼的世界时，她所

面对的危险，远比与英俊潇洒的王子谈场浪漫恋爱要艰难得多。在经历了白天美好之后的暮色时 

  分，这段跌宕起伏的冒险故事，此时才刚刚拉开序幕。 

《月食》——灰姑娘和王子在一起了，然而生活对他们的 

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 

《破晓》——幸福让人觉得温暖，却又让人如履薄冰。来 

自于不同世界的两个人的禁忌之爱，像狂躁的风暴蹂躏折 

磨着两颗脆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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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赖斯 (Anne Rice)，吸血鬼之母，抑或是一个笔名， 

一个古老幽暗世界的面具。赖斯以 18 世纪末的新奥尔 

良的时空背景为叙事原点，上下挪移，横越法国大革 

命时期的混乱失序、中世纪的阴沉动荡、罗马时代的 

狂欢飨宴，直逼古埃及王朝的残酷壮丽全景，编织出 

一幅纵横历史，上至远古，下至 20 世纪末的群魔绣帷， 

承载了超自然国度的奢靡、绝望与狂梦。安妮·赖斯是个 

多产作家，《夜访吸血鬼》是吸血鬼系列中的第一部，因小说前所未有地展

现了一个吸血鬼世界，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原文的销售量已达 150 多万册。虽然评论界对之褒贬

不一，然其影响之广泛，令人瞩目。 
 

伊莎贝尔·阿连德 1942 年，生于秘鲁，但她真正作为作家横空出世是在 40 年后的 1982 年，那一

年，她出版了小说《幽灵之家》。《幽灵之家》的出版几乎可以说是轰动性的。当时由于加西亚·马

尔克斯的获奖，拉美文学大爆炸的冲击波达到了顶峰，魔幻现实主义的光环耀眼得无以复加。阿

连德作为这一阵营中少有的女性，被某些出版商冠以“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此迅速走

红。 

《佐罗》是一些有血有肉,有道德和              缺点,敏感而果断的人物的画像,他们将我们

拉入了他们在一个动荡时代中的冒险。              伊莎贝尔·阿连德以她惯有的高超技艺,为

我们揭示了十九世纪初在加利福尼亚的             西班牙布道区的朴素生活,在西班牙独立战

争中被拿破仑军队占领的巴塞罗那街道              的骚动。土著部落的入教仪式,进入一个欧

洲秘密社团所要经历的那些神秘仪式。              一番与从前的历险一样的历险…… 

 

                  

 

 

 

 

 

 

 

 

 

 

 

 

 

 

                            

                             

《阿佛洛狄特:感官回忆录》是一次在 

感官记忆的领域里不带地图的旅行， 

作者以这种方式记忆每一个走过她 

生命的男人，有人是皮肤的纹路， 

有人是亲吻的味道、衣 

服的气味、呢喃的声音，            而且几乎

每个人都令她想到某种             特别的食

物，都会让某个特别的              男人重现

我眼前，那种火腿乳酪              夹心面包，

唤回他们最美好的拥抱             ，而那种德

国葡萄酒，正是他嘴唇的味道……多年前的旧情

像恋恋难舍的鬼魂那般坚持，回头来在暮年点燃

一把淘气的野火。 

《幽灵之家》是一部气度恢弘的全景式

小说，展现了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从二

十世纪初到七十年代为止风云变幻的

历史。作品以特鲁埃瓦一家的兴衰变 

  化为线索讲述了三个家族

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

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在历史

大变迁中各个阶级、各个

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思想状

况。作者继承了拉美文学 

的传统，同“爆炸文学”中的作家保持着

同一创作方向，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