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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先进性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
是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当前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正是党中央着
眼于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使我们党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先进性
而做出的战略决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为配合当前在全校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
育活动，我们编写了《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推荐书目》
，包括领导人的经典著作，
最新出版的研究性著作等，希望能对广大读者的学习研究，尤其是提高党员和干部的党性修
养起到指南作用。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四卷

馆藏索取号：A11/791/1～4

马克思，恩格斯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 册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阐述了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的《资本论》是一部集马克思主义的
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身的博大精深的巨著。
2.《<共产党宣言>导读》

馆藏索取号：A811.22/961

唐立春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123 页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是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一部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本书简要介绍了《宣言》问世的
历史背景，重点分析了《宣言》的基本思想及其结构，并附《宣言》名词解释。
3.《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

馆藏索取号：A8/20051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85 页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
和基本方法，作为全国干部培训教材之一，对于推动广大干部深入学习、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很有意义。
4.《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50 例》

馆藏索取号：A8/20031

杨春贵主编；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519 页
本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选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与

政策创新的事例，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品质使得马克思
主义至今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科学的指导作用。希望读者举一反三，从中领会马克思主义
的精髓，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在实践中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
5.《<资本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馆藏索取号：A811.23/20051

尹莲英，高晓红编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320 页
本书的特点：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以专题的形式，挖掘《资本论》中反
映一般性经济规律的基本理论内涵；增加了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阐述，并把它与《资本论》
中的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比较；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展开了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本书是学习
人士、研究人士和感兴趣的人士值得一读的专业书籍。

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馆藏索取号：A41/781.2/1

毛泽东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0 页
本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
作，其中较著名的篇章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反对本本主
义》
、
《实践论》和《矛盾论》等。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馆藏索取号：A41/781.2/2

毛泽东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86 页
本选集是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其中的《反对自由主义》
、
《论持久战》
、
《纪
念白求恩》、
《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经典性著作。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毛泽东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20 页

馆藏索取号：A41/781.2/3

本选集也是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
、《反对党八股》、
《整
顿党的作风》、
《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等也是著名的篇章。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馆藏索取号：A41/781.2/4
毛泽东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7 页
本选集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共收录了七十篇文章，相信历
史名篇《将革命进行到底》
、
《论人民民族专政》
、
《别了，司徒雷登》等的重温会给您带来新
的收获。
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馆藏索取号：A41/781/5
毛泽东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500 页
本卷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
要著作，收录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件、手稿和讲话的正式记录。
6.《毛泽东著述编年索引》

馆藏索取号：A843/20051

王作鑫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684 页
本索引所标引的资料丰富，包括毛泽东在各个时期所作的署名文章，指示、批示、命令、
报告、讲话提纲、书信、诗词、电文、批注、题词、笔录以及毛泽东起草或修改的各类文件，

同时包含有毛泽东讲话或谈话内容的会议记录及新闻报道。
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馆藏索取号：D2-1/831.2/1
邓小平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社，1994；384 页
本文选收录了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六五年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文章、讲话，共三
十九篇。反映了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十七年这几个历史时期，对军事、政治、
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馆藏索取号：D2-1/831.2/2
邓小平著；北京：人民出版社社，1994；446 页
本文选入了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九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讲话、谈话，
共四十七篇。汇集了邓小平同志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的最重要
最富有独创性的著作。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2-1992》
馆藏索取号：D2-1/831/3
邓小平著；北京：人民出版社社，1993；418 页
本书收入的是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九二年二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
共有讲话、谈话一百一十九篇，很大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是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
的最主要著作之一。
10. 《<邓小平文选>索引》
馆藏索取号：D2-0/974
姜汝真主编；北京：华文出版社，1996；371 页
本书是一本工具书，为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文选》的读者查阅原文提供了方便。全书分
为二十四个专题，较完整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

三、十六大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1.《中共十六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馆藏索取号：D220/20034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14 页
本文集是在“党的十六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研讨会和征文活动的基础上选编
而成，是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学习、研究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又一新成果。
2.《
“三个代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蔡霞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12 页

馆藏索取号：D26/20036

本书就中国共产党人面向新世纪的深刻思考、探索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历程、
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核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的根本内涵、贯彻“三个代表”
要求，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和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研究探索执政党建设的
重大问题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3.《 “三个代表”高校读本》

馆藏索取号：D261/20024

韩保元，张强，王俊佳主编；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369 页
本书针对我党建设工作的重大方针战略??大学生群体中建党，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教育，就如何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并借此培养一批具有崇高共产主义觉悟的

先进分子等问题作了重要探讨，是高校广大师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益读本。
4.《
“三个代表”思想研究》
馆藏索取号：D26/20034
王伟光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95 页
本书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研究“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之作，是一部凝聚作者“三
个代表”思想研究成果的理论专著，又是一部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和研究“三个
代表”思想的理论读物。
5.《 “三个代表”与历史唯物主义》
馆藏索取号：D26-53/20031
李崇富，林建公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66 页
本论文集是 2001 年 8 月中旬在昆明召开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全
国理论研讨会的重要成果，是与会专家学者学习、研究和宣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
的结晶，反映了这次理论研讨会上所交流的学习体会、研究心得。
6.《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问答》
馆藏索取号：D261/20035
本书编写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210 页
本书配合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
的科学理论作了较全面的阐述，相信会对广大读者深入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所
帮助。
7.《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技创新》
馆藏索取号：F124.3/20047
本书编研组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15 页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技创新的辩证关系、科技创新的历史与启
示、我国科技创新的实践与思考、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促进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
展等几个方面，可供广大科技人员作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参考书。
8.《
“三个代表”主体的精神文化研究：兼论共产党人主观世界改造》
馆藏索取号：D261/200510
奚洁人等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18 页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体，其精神世界的改造和塑造具有丰富而
深刻的哲学意蕴和文化涵量，本书赋予了共产党人的主观世界改造以完全崭新的内涵，从精
神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研究和实践，这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更是新时期共产
党人精神世界建设的逻辑必然。
9.《
“三个代表”与执政为民》

馆藏索取号：D261/20058

本书编写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132 页
该书分为九章，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坚持执政为民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主要任务和
组织保证、素质要求等。结构严密新颖，论述深入浅出，内容富有新意，对于广大党员干部
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更好地坚持
执政为民，定会有所帮助。
10.《
“三个代表”与党的先进性》
馆藏索取号：D261/20059
甄小英主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160 页
本书紧紧扣住党的先进性这一核心问题，阐明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对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

重大意义，论证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等问题，对于广大党员同
志干部更好理解坚持党的先进性会有所帮助。
1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侨校高等教育创新》
馆藏索取号：D261-53/20052
蒋述卓主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362 页
本书是在 2004 年 12 月 16 日暨南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的基础上，结
合与会者的论文，筛选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思想深度的文章，将其结集?版，相信这
一文集有助于广大读者进一步学习、理解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2.《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馆藏索取号：D261/20054
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125 页
本书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是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学习的重要辅助材料。

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

馆藏索取号：D229/20052

本书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77 页
本书汇集了有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重要论述，是一种可读性很强的辅导读
本。
2.《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调查与研究》
馆藏索取号：D25/20052
陈代昌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286 页
本书作者通过调查研究，并结合平时读书所得问题思考的积累，对调查情况和数据进行
了科学分析和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希望读者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和收
益。
3.《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若干问题学习读本》
馆藏索取号：D229/20051
本书编写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247 页
为了配合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精神，本书出版社特
邀多年从事党建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结合《决定》精神的学习，就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
干问题，联系现实，撰写体会，与广大干部切磋交流。
4.《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若干问题学习问题》
馆藏索取号：D25/20051
本书编写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232 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本书围绕《决定》的若干问题设计了
60 道问答题，期望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会党的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
5.《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答》
本书编写组；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71 页

馆藏索取号：D25－44/20051

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以问答的形式分若干个小问题，对党的执政风格、执政体制、
执政方式和执政基础等进行阐述，对疑难问题逐一做出探讨和解答，是广大党员、干部准确
把握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基本要求，领会其精神实质的重要参考读物。

6.《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专题讲稿》

馆藏索取号：D25/20053

虞云耀，李君如等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214 页
本书以虞云耀、李君如、许志功、卢先福、王长江等十四位专家学者的专题讲稿为代表，
分为十四讲，针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论述，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有益读本。
7.《党鉴：共产党执政实践与规律研究》
馆藏索取号：D053/20051
万福义主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960 页
本书引述了大量历史资料，系统总结了共产党创立以来 150 多年的发展历史，对世界共
产党执政的丰富实践和规律，特别是苏东国家共产党执政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
和概括，其理论性、可读性强，适合广泛读者，尤其对党的中高级干部来说更是一本值得阅
读、值得思考的好书。
8.《信息时代的党建创新》

馆藏索取号：D26/20056

曹泽林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385 页
在经济大潮中，部分党员以至基层组织流动性很大。这是时代的必然，是好事，也是党
的组织管理的新课题。本书通过理论创新篇、实践创新篇、电子党务篇三篇的论述，试图利
用网络手段加强对流动党员管理的对策，希望这种创新思维能给读者新的思考。
9.《政党作风片论：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视点》

馆藏索取号：D261.3/20055

田培炎，李长峰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35 页
本书着重探讨了加强修养、提升境界的若干侧面，不求全面系统，但取一管之窥；不求
时尚追赶，但述一思之得，为读者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各国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
党作风建设的历史观点。
10.《论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

馆藏索取号：D26/200310

宋福范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14 页
本书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书系》之一，全书按照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在
执政条件下为什么要保持和实现党的先进性，在执政条件下怎样实现党的先进性这样一条基
本线索，分为五章构建了全书的框架。

五、党员“先进性教育”
1.《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十二讲》
馆藏索取号：D261.42/20052
胡林辉，金钊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47 页
本书围绕广大党员学习贯彻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
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等先进性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
的阐述，可作为党员先进性活动的参考书目。
2.《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读本》
江金权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83 页

馆藏索取号：D261.42/20055

本书围绕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主题，不仅阐述了开展先进
性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基本要求、共产党保持先进性所需要的条件，还着重从十个
方面分别论述了共产党员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的具体要求。本读本深

入浅?，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是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辅助读物。
3.《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
馆藏索取号：D261.42/20053
金钊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54 页
本书力图比较系统地阐述党员先进性的主要内涵以及广大党员如何正确理解、领会“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精审实质，如何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本书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有益读物。
4.《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导读》
馆藏索取号：D261.42/200511
陈代昌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279 页
本书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提出的新要求，结
合党的先进性与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探讨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与党员干部、党员教育等多
方面的关系。
5.《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面面观》
馆藏索取号： D261.42/20059
任铁缨， 高炜， 佟静；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272 页
本书试图站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高度，从多种角度诠释共产党员先进性问题，
以期对人们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时代要求和科学内
涵有所裨益。
6.《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手册》
馆藏索取号：D261.42/20057.2
本书编写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446 页
本手册是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服务的常备工具书。全书以学习和实践“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心内容，贯穿始终。包括总论、
“三个代表”教育、基本路线教育、
党章党规教育、民主集中制度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党员标准教育等七个部分，共收条目计
609 条。
7.《党的先进性与党员先进性教育》
馆藏索取号： D261.42/200510
张晓燕， 张荣臣主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248 页
本书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是新世纪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理论、实践基础和根本要求等十个方面阐述了党的先进性和党员
先进性教育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8.《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机关党员读本》
馆藏索取号：D261.42/20058
本书编写组编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95 页
本书从认真学习、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出发，从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
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提高执政能力等诸多方面分析论述，是机关党员开展先
进性教育活动的有益读本。
9.《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解疑释惑 100 问》
馆藏索取号：D261.42/20051
徐永利， 金钊， 宁炳辉编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46 页
本书按照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关要求，设置了 100 个问答题，力图比较系
统地阐述党员先进性的主要内涵以及广大党员如何正确理解、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如何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在实践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10.《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共产党员先进性读本》

馆藏索取号：D261.42/200512

姚桓， 苗佳瑛主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272 页
本书的特点是侧重于从问题出发，大致采用专题讲座的框架和写法，并引用大量详实的
资料，运用党建理论研究的已有成果，力求紧扣党员的思想实际，使理论和现实紧密结合，
进行鲜活、生动的分析与说理。

六、党员干部自身修养
1.《党员干部修养镜鉴》
馆藏索取号：D263.3/20051.2
于立志编著；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381 页
本书选题比较广泛，详而不繁地阐述了新世纪党员干部如何加强政治、思想、纪律、作
风、道德和业务的修养，内容起伏跌宕，具有时代特色和现实针对性；全书文笔生动流畅，
加之采撷和缀辑了谚语、名言、警句、典故，从而增强了可读性和感染力。
2.《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教育手册》
馆藏索取号：D262.6/20055
本书编写组；北京：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2004；215 页
本书以最新的文件和资料为依据，以条目的形式解释要点，并附有廉洁自律方面的重要
法规文件，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参考。
3.《勤廉风范》
馆藏索取号：D263/20053
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组织编写；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360 页
本书汇集了一批模范党员和优秀领导干部的先进事迹材料。他们当中，有党员领导干部，
有基层党员干部，有企业家，还有科研工作者……把他们的先进思想、优良作风、模范行动
汇集成册，以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对照榜样的事迹，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不断陶冶自己
的道德情操，不断完善自己的人生追求，以永葆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
4.《论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修养》
李君如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09 页

馆藏索取号：D263/20051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仍然是共产党员的必修课，当然其内涵也有了新
的时代要求。本书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全面而又系统地梳理了新时期共产党员修养的时代特
征。
5.《党员行为规范问答》
馆藏索取号：D263/20052.2
本书编写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219 页
本书是“新世纪新阶段党员教育系列教材”之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结合当前党员思想和行为的实际，对党的规范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包括基础、
创建、实施、保障以及党员遵守等问题，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作了回答。
6.《新编党员学习手册》
馆藏索取号：D261.42/200513
吕澄， 王泽旭主编；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456 页
本手册贯彻落实了十六大报告、十六大党章和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的重要讲话精神，
是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参考读物，也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提供了一
本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强的培训教材和政治读物。

七、其他
1.《百年巨变和三位伟人》
馆藏索取号： K257.06/200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43 页
2.《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学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27 页

馆藏索取号：D2-0/20041

3.《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学习读本》
馆藏索取号：D261/20047
本书编写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233 页
4.《中国共产党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
馆藏索取号：D23/20053
田克勤等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588 页
5.《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
馆藏索取号：D23/20051
朱育和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98 页
6.《学习型政党》
馆藏索取号：D26/20044
连玉明主编；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749 页
7.《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馆藏索取号：D262.6/20056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5 页
8.《江泽民党建思想研究》

馆藏索取号：D26/20053

江金权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07 页
9.《江泽民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

馆藏索取号：D262.6/20043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217 页
10.《邓小平理论发展史论纲》

馆藏索取号：A849/200510

赵可铭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40 页
11.《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辅导》馆藏索取号：D262.6/20045
本书编写组编；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207 页
1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

馆藏索取号：D25/961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编写组编；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2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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