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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文化经典 追求完善人格
编者按：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高校开始进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以纠正长期以来专业教育过分狭窄、过度
精专之弊。过于狭隘的专业教育使学生只
专注于专业知识，而忽视了人格、心灵的
发展和完善，就“像在隧道里驾车行驶，
只追逐前面的一点光亮，而欣赏不到淅淅
的微风、湛蓝的天空以及悦耳的鸟鸣”，
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单向度”的
人、有知识的文盲，或“半人”
。
为了使教育走出培养“半人”的时代，
必须为学生提供整全和均衡的教育，使学
生真正成为有教养的人。诚如前哈佛大学
文理 学院 院长 亨利•罗 索夫 斯基 教 授所
言：
“一个有教养的人能够批判性地思考，
能够清晰而准确地表达；一个有教养的人
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通达的思维，具有对事物的判断鉴别能力，应该对物理学和生物学的
数学和实验方法、对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进行调查所需的历史知识和定量技术、对过去的
文学和艺术上的重大成就、对人类在宗教和哲学上的主要观念有一定的了解；一个有教养的
人不应该是一个偏狭的人，要了解本国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应该具有开阔的眼界；一个有
教养的人应能在某种程度上懂得并思考伦理和道德问题，在面临伦理和道德问题时能做出正
确的判断和选择；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在某些知识领域里拥有较高的成就。
”我国高校要努力
使学生获得主修专业之外的知识和方法，特别要让学生了解具有永恒普遍价值和共同基本观
念的知识，使学生能在成为某领域的专业人才之前，首先是一个心灵健全的人。
我校开设了大量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广博的见识、通融
的思维、正确的伦理道德判断力以及社会责任感。为配合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教学，同时增
强学生对文化素质教育的自觉性，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办公室会同图书馆编辑了《通识教育专
题书目》
。此书目的书籍大致涵盖：
“历万古而常新”的文学艺术经典、具有普遍而永恒价值
的哲学与美学著作、反映当今时代问题的社会政治名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自然科学著作、
增进自我了解的人生修养著作以及具有科际整合功能的书籍。人类几千年的文化源远流长，
书籍卷帙浩繁，疏漏之处，尚祈读者雅正。
相信学生通过阅读完这些书籍，一定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会感觉心灵得到丰富，灵魂得到
净化，思维得到拓展，生活会更有意义。

第一篇——文学•艺术
1、《诗经》
馆藏索取号：I207.222/20044
夏传才... [等]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284 页.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
雅》中另有六篇“笙诗”
，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
，与《尚书》
、
《礼记》
、
《周易》、
《春秋》合称为五经。
2、《唐诗三百首》
馆藏索取号：I222/782
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北京： 中华书局，1979：202 页.
本书选入的都是脍炙人口的唐诗 300 首，诗作的排列，大致以诗人的生年先后为序，其
中包括《咏柳》
、
《回乡偶书》等诗。
3、《三国演义》
馆藏索取号：I242.4/786
罗贯中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502 页
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描写了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集体表现了统治者
之间政治和军事斗争。该书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元年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分 24 卷，
240 则，每则一个七言标题。
4、《古文观止》
馆藏索取号：H194.1/20032
吴调侯，吴楚材编; 范佩伟注评.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366 页.
《古文观止》是自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
三十三年（1694）选定的。二吴均是浙江绍兴人，长期设馆授徒，此书是为学生编的教材。
除本书外，二吴还细著了《纲鉴易知录》
。
5、《宋词选》
馆藏索取号：I222.8/781
胡云翼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454 页.
胡云翼先生选注的《宋词选》
，重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具有一定的价值。
他的注释浅显易懂，对作家和作品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说明。 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
，文化
大革命前后大量发行，大学中文系师生几乎人手一册。这木书有着许多优点，如选目颇多名
篇，注释、串讲比较浅显通俗，适合于社会上一般读者的需要。
6、《西厢记》
王实甫著.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50 页.

馆藏索取号：I237.2/794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大都（今北
京市）人。他一生写作了 14 种剧本，
《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
是他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
魁”
。历史上，
“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
《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7、《红楼梦》
馆藏索取号：I242.4/784.2
曹雪芹， 高鹗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1606 页
《红楼梦》
，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章回体古典长篇小说，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

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又名《石头记》
《情僧录》
《风月宝鉴》
《金陵十
二钗》等。
8、《围城》
钱钟书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59 页.

馆藏索取号：I246.5/8111.2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
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又说像“被围困
的城堡 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
9、《平凡的世界》
馆藏索取号： I247.5/8310(2)
路遥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分上、中、下三册.
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作者在近十年
间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
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的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
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特别是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
神，对今天的人们仍有极大影响。
10、
《白先勇文集》
馆藏索取号： I217.62/20013
白先勇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457 页.
白先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
《台北人》、
《纽约客》
，散文集《蓦然回首》
，
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
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11、
《报告文学选》
馆藏索取号：I25/794
《长江文艺》编辑部.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1979： 473 页.
报告文学能敏锐及时地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生活。本书编选范围为全国各报刊上发
表的报告文学作品，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不仅能
了解到报告文学创作的总体概貌，而且能集中欣赏和阅读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12、
《许三观卖血记》
馆藏索取号： I247.57/983
余华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255 页.
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长度的迷恋，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绵延不
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一个人的一生。这一切犹如盘起来的一捆绳子，被叙述慢
慢拉出去，拉到了路的尽头。
13、
《长恨歌》
馆藏索取号： I247.57/9731.5
王安忆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376 页.
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
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垒了无数理想、
幻灭、躁动和怨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王安忆看似
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
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
14、
《雅舍小品》

馆藏索取号：H319.5：I/8816

梁实秋著.香港：联星图书公司出版： 309 页.
《雅舍小品》每篇作品不出二千字，写的都是身边琐事，生活随笔.既不涉及政治思想，
也不谈中西文化问题.全书固然没有统一的主题，所写的都是独立成篇，而且题材多是随手
拈来的.初看题目时，可能给读者平凡的感觉，但细看内容后，却又别饶趣味.像《握手》
，
《理
发》
，
《衣裳》，
《女人》，
《男人》
，
《洗澡》，
《牙签》等，
15、
《荷马史诗》
馆藏索取号：I545.22/981
（古希腊 ）荷马著; 王焕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43 页.
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由这两部史诗组成的荷马史诗，语言
简练，情节生动，形象鲜明，结构严密，是古代世界一部著名的杰作。
《伊利亚特》叙述希
腊联军围攻小亚细亚的城市特洛伊（Troy）的故事，以希腊联军统帅阿加米农和勇将阿溪里
的争吵为中心，集中地描写了战争结束前几十天发生的事件。
16、
《莎士比亚戏剧集》

馆藏索取号：I561.33/703

（英 ）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70 页.
本书设置“作品简介”、
“名著导读”
、
“专家品读‘和”读后感“四部分，包括：罗密欧
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等作品。
17、
《神曲》
馆藏索取号：I546.23/841-3.2
（ 意）亚利基利•但丁著; 王维克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48 页.
这部著作不仅变成了一个国家（意大利）和一个时代（人文主义的开端）的标志，而且
其丰富的内容与博大精深的思想成为一个时代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源泉。作品通过作者与地
狱、炼狱及天国中各种著名人物的对话，反映出中古文化领域的成就和一些重大的问题，带
有“百科全书”性质，从中也可隐约窥见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
18、
《草叶集》

馆藏索取号：I712.24/20071.2

（美 ）惠特曼著; 楚图南，李野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 册.
草叶的最普通、最有生命力的东西，象征着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美国。
《草叶集》是长
满美国大地的芳草，永远生气蓬勃并散发着诱人的芳香。诗集通过“自我”感受和“自我”
形象，热情歌颂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国。它得名于集中这样的一句诗：
“哪里有土，哪
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
”它是世界闻名的佳，开创了美国民族诗歌的新时代。
19、
《安娜•卡列尼娜》
馆藏索取号：I512.4/781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673 页.
《安娜•卡列尼娜》直接取材与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现实生活。它的故事由两条平行线索
组成，一条是安娜与卡列宁和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小说的另一线索是列文和
吉提的爱情和生活道路。
20、
《汤姆叔叔的小屋》
馆藏索取号： H319.4：I/200060
（美）斯陀夫人著.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0： 189 页.
《汤姆叔叔的小屋》发表于 1852 年，作者是美国女作家斯陀夫人。林肯总统接见她时
戏谑地称她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句玩笑充分反映了这部小说的
巨大影响。汤姆一向对主人忠心耿耿。可是，主人做投机生意失败之后，就决定把汤姆和女
奴伊莱扎的孩子一起卖掉。伊莱扎带着孩子逃跑了，并在途中巧遇受到主人虐待的丈夫，一

家三口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逃到加拿大，获得了自由。而汤姆则听从了主人的安排，被一再
出卖。最后，在种植园里，汤姆因为同情黑人同胞而惹恼了主人，受尽凌辱和折磨，最后被
活活打死。
21、
《少年维特之烦恼》

馆藏索取号： I516.4/793

（ 德）歌德著; 郭沫若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137 页.
这部小说采用的书信体形式开创了德国小说史的先河，作品描写了维特跌宕起伏的感情
波澜，在抒情和议论中真切、详尽地展示了维特思想感情的变化，将他个人恋爱的不幸放置
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对封建的等级偏见、小市民的自私与守旧等观念作了揭露和批评，热
情地宣扬了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尤其是通过主人公反抗社会对青年人的压抑和窒息的反
抗，表现出一种抨击陋习、摒弃恶俗的叛逆精神，因而更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
22、
《红与黑》
馆藏索取号：I565.4/7913-2
（法）斯丹达尔著; 闻家驷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648 页.
《红与黑》是 19 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文学的一座丰碑。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的个人奋斗
及两次爱情经历的描写，揭示了复辟王朝时期的波澜壮阔的阶级大搏斗，反映了政治黑暗、
教会腐败，贵族反动和资产阶级利欲熏心的广阔生活画面。
23、
《大卫•科波菲尔》
馆藏索取号： H319.4：I/2006154
（英）查尔斯•狄更斯.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5： 187 页.
主人公科波菲尔是个遗腹子，继父对他和母亲横加虐待。母亲不久去世，科波菲尔沦为
孤儿，他找到了姨婆，在她的监护下开始新的生活。世事变迁，亲情友爱令人欢欣，风波和
伤痛予人磨练，科波菲尔最终成为一名成功作家，并与至亲爱人幸福地结合。作品言语诙谐，
爱憎分明，情节曲折，画卷宏大，体现了狄更斯一贯的风格。
24、
《静静的顿河》

馆藏索取号：I512.4/8051

（苏）肖洛霍夫 著; 金人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973 页.
静静的顿河流淌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肖洛霍夫用他那炎炎的南方色彩，为我们描绘
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国内战争期间顿河两岸哥萨克人的生活画卷。小说有两条情节线
索，一条以麦列霍夫的家庭为中心，反映哥萨克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另一条则以布尔什
维克小组活动所触发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斗争为轴心。
25、
《喧哗与骚动》
馆藏索取号： I712.45/9719
（美） 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著; 李文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小说讲述的是南方没落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剧。老康普生游手好闲、嗜酒贪杯，其
妻自私冷酷、怨天尤人。长子昆丁绝望地抱住南方所谓的旧传统不放，因妹妹凯蒂风流成性、
有辱南方淑女身份而恨疚交加，竟至溺水自杀。次子杰生冷酷贪婪，三子班吉则是个白痴，
三十三岁时只有三岁小儿的智能。
26、
《永别了，武器》

馆藏索取号： I712.4/806

（美）海明威 (E. Hemingway )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330 页.
美国青年弗瑞德里克•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志愿参加红十字会驾驶救护车，在意
大利北部战线抢救伤员。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亨利被炮弹击中受伤，在米兰医院养伤期间得

到了英国籍护士凯瑟琳的悉心护理，两人陷入了热恋。亨利伤愈后重返前线，随意大利部队
撤退时目睹战争的种种残酷景象，毅然脱离部队，和凯瑟琳会合后逃往瑞士。结果凯瑟琳在
难产中死去。

第二篇——历史•哲学
1、
《道德经》
馆藏索取号： B223.14/20041
老子著; 陈忠译评.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9： 150 页.
《道德经》是一部讲何为真生命的书，是讲如何修为一个真身，建构一个真世界的书。
2、《史记》

馆藏索取号： K204.1/20041

司马迁著.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797 页.
书本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 3000 多年的历史。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
经济、军事、民族、文化、法律、思想、艺术、科学等方面，全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聪明与智慧和中华文明的古老与灿烂。
3、
《资治通鉴》

馆藏索取号：K204.3/807

司马光编纂; （元）胡三省音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9612 页.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负责编纂，
历时十九年，全书共 294 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
年(公元 959 年)，前共 1362 年，
《资治通鉴》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
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目的是要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
以警示后人。
4、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馆藏索取号：K265.606/20081
（美）张纯如著; 杨夏鸣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313 页.
作者实地采访多位大屠杀幸存者，并佐以大量历史档案、第三方当事人的日记和书信，
多视角回溯了南京大屠杀这一被遗忘的历史事件。书中讲述屠杀发生时“中国人个体的故事：
失败、绝望、背叛和幸存的经历”以及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中国平民的西方人士的故事。
5、《万历十五年》
馆藏索取号：K248.53/821
（美）黄仁宇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50 页.
本书以万历十五年前后的史事及人物为中心，以“大历史”观念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
理层面的种种问题，并由此探讨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自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知
识界和文化界好评如潮，其独特的体裁、平实的文风及深刻的思考令读者耳目一新。
6、
《袁氏当国》
馆藏索取号： K258.07/20051
唐德刚著.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09 页.
袁世凯如何在晚清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政府之间养敌自重以觊觎总统宝座，宋教仁刺杀案
的历史谜团到底暗示了什么真实背景，孙中山的个性对他改造国民党以谋求革命有何影响，
袁氏当国时期的内政外交如何复杂多变，筹安会六君子与袁氏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不
该遗忘的古德诺教授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唐德刚会给你一个满意而意想不到的答案。
7、
《明朝那些事》

馆藏索取号： K248.09/20071

当年明月著.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
这篇文主要讲述的是从 1344 年到 1644 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
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
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
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8、《全球通史》
馆藏索取号：K10/891.2
（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546 页.
本书包括：文明之前的人类、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 (公元前 3500-1000 年)、欧亚大陆的
古典文明 (公元前 1000 年-公元 500 年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 年、1500 年以前
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9、
《展望二十一世纪》
馆藏索取号： G303/866
（英 ）汤因比， (日)池田大作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434 页.
本书全名为：《展望 21 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根据日本圣教新闻社 1984
年版译出。
10、
《论语》
馆藏索取号：H319.4：B/20003
孔子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267 页.
《论语》是记述我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言行的宝典。
11、
《庄子》
馆藏索取号： Z121.7/971
季羡林总编; 朱维铮主编. 海口 ：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 1217 页.
庄子是道家的集大成者。在哲学上，庄子对后世读书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
是直接激发了魏晋玄学禅宗的思辩；而在文学上，庄子独特的文风又是启发后代浪漫主义创
作的思想源泉。
12、
《老子》
许啸天著. 北京 ： 中国书店， 1989： 404 页.

馆藏索取号： B223.12/893

老子是中国乃至全人类共同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在儒家的几部传世经典中，记载了孔圣
人对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尊崇礼敬。
13、
《六祖坛经》
馆藏索取号： B946.5/20048
惠能著; 王月清注评. 南京 ：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264 页.
《坛经》
（亦称《六祖坛经》
）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绝元仅有的一本
被称作是“经”的由中国僧人撰述的佛典.
14、
《四书集注》

馆藏索取号： B222.12/20061

朱熹注; 王浩整理.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05： 409 页.
《四书》即《大学》
、
《中庸》
、
《论语》
、
《孟子》的合称，是儒家最著名的经典，是中国
古代文人必修之书，影响非常之大。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吸取借鉴并利用前贤的研究成果，
在辑录前贤注解之同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以此来抒发理学的精义，从而形成《四书章
向集注》
（又称《四书集注》）
。

15、
《中国哲学史》
馆藏索取号： B26/20033.2
冯友兰编著.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274 页.
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陈
寅恪曾评此书，以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骄傅会之恶习，
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紫阳之学，宜
其所系统而多新解”
。
16、
《哲学的故事》

馆藏索取号： B1-49/20021

（ 美）威尔•杜兰特著; 梁春译. 北京 ：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1： 520 页.
本书并非一部完整的哲学史，它是一种尝试，通过集中描写某些主要人物的思辨哲学的
故事的方式赋于知识以人情味。
17、
《沉思录》
馆藏索取号：B82/8912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著.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118 页.
本书作者探讨了自然与社会， 宇宙与人生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个人独特的内
心世界。
18、
《形而上学》
馆藏索取号： B502.233/811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 吴寿彭译.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59 ： 378 页.
形而上学可能是哲学中最基础的，然而肯定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部分。本书对传统和当
代形而上学中的关键概念和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导论性的概览。
19、
《理想国》

馆藏索取号：B502.232/831

（古希腊）柏拉图著; 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86： 448 页.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代表作。该书不仅是哲学家的宣言书，而且是哲人政治家所写的
治国计划纲要。故而被后人誉为震古铄今之书。
20、
《尼采其人其说》

馆藏索取号： B516.47/20031

（德 ）卡尔•雅斯贝尔著; 鲁路译.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93 页.
本书试图整理尼采哲学的内容，抵制迄今接受尼采思想的各代人均带有的巨大误解，抵
制这位濒临疯狂的人士在人们对他做的摘录中留下的歧义，以便保留这位或许是迄今最后一
位伟大哲人的先知式意义.
21、
《西方哲学史》
馆藏索取号： B5/781
（英 ）B.罗素著; 何兆武， 李约瑟译.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63： 590 页.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本册为上卷。包括：卷一为古代哲学，第一篇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第二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第三篇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古代哲学；卷二为天主教
哲学，第一篇教父；第二篇经院哲学家。
22、
《苏格拉底之道》
馆藏索取号： B502.231/20062
（美 ）罗纳德∪格罗斯著.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55 页.
本书从七个方面介绍了掌握苏格拉底思想方法的关键：了解你自己、学会正确提问、自

己思考、敢于反常规、与朋友切磋、讲真话、提升灵魂。
23、
《小逻辑》
馆藏索取号： B81/812
（ 德）黑格尔 (G.W.F.Hegel )著; 贺麟译.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80： 435 页.
《小逻辑》系根据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名著《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译出，
为有别于两卷本《逻辑学》
（通答“大逻辑”
）而通称为《小逻辑》
。全书分三篇：存在论、
本质论和概念论，反映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24、
《苏菲的世界》
馆藏索取号： I533.45/991
（挪威 ）乔斯坦•贾德著.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99： 535 页.
14 岁的少女苏菲某天放学回家，发现一封信，接着又接到一些不寻常的来信，苏菲运
用少女的天生的悟性与后天的知识，企图解开这些谜团。
25、
《人类群星闪耀时：决定人类历史的 10 个瞬间》

馆藏索取号： K811/200622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 彭浩容译.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4： 248 页.
本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名作之一，共收入他的历
史特写 10 篇，分别向我们展现了 10 个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千年帝国拜占庭的陷落、巴尔
沃亚眺望水天一色的太平洋、亨德尔奇迹的精神复活、老年歌德热恋的悲歌、滑铁卢的一分
钟以及马赛曲神佑般的创作。

第三篇——社会•文化
1、
《社会契约论》

馆藏索取号：D095.654/20071

（法）让•雅克•卢梭著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07： 350 页.
作者抓住了契约论在当代的复兴这一契机，以广阔的视域，渊博的学识，高屋建瓴，旁
征博引，通过其敏锐独到的洞察力透视了各流派之短长，从多个侧面向世人展示了社会契约
论的面貌和魅力。其论述评说既不失公允之谈，又有独到之处，的确是契约论研究不可多得
的一本好书。
2、《资本论》
馆藏索取号：A123/20061
（德 ）卡尔•马克思，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6： 401 页.
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曾发现自然界的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发现了
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著述的伟大的科学巨著，是人类历史
上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对国际工人运动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的出版，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
的末日，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3、
《共产党宣言》
馆藏索取号：H319.4：A/20071
（德）马克思， 恩格斯著 ，北京 ： 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 1998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
的纲领。
《宣者》写于 1847 年 12 月至 1848 年 1 月，并于 1848 年 2 月在伦敦第一次用德文
发表。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纲领性文献，它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的诞生。150 多年来，
《共产党宣言》的光辉思想一直指导着全世界工人阶段和劳动人民的
解放事业，并深刻地启迪、教育和鼓舞着全世界一切为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的人们。

4、
《论法的精神》
馆藏索取号：B565.24/20071
（法）孟德斯鸠著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403 页
本书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中的一册，书中收录了法国 18 世纪资产阶级杰出的思想
家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这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学术名著内容丰富，体系
完整，论点严密，一经问世便震撼了世界。这部著作凝结着孟德斯鸠一生的心血，也是他的
代表作，这部著作不仅使他蜚声世界，而且作为人类进步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载入史册，成
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5、《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馆藏索取号：B976.3/20073
（德）韦伯著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416 页
马克斯•韦伯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这本书，反映了韦伯思想的总趋势。
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世界名著。它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
现在西方，而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出停滞之势？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
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深究。通过对大量经验材料的嵬集与分析，论述了
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并对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
入的比较研究。不仅是结论，而且包括本书的方法论，都为当代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富于启迪
意义的思路，并开辟了多线研究途径。
6、
《乡土中国》
馆藏索取号：C912.82/20082
费孝通著，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104 页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
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
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神权》四篇著作，
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7、
《第五项修炼》

馆藏索取号：F270/200013

（美）彼得•圣吉著，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350 页
本书倡导组织学习，并总结出在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四
项修炼基础上的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使企业建立学习型组织有章可寻。
8、《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1： 丛书

馆藏索取号： A41/781.2

毛泽东选集记载了毛泽东思想诞生、发展、成熟得全过程，现已成为研究毛泽东思想得
必备丛书。
9、《邓小平文选》
馆藏索取号：D2-1/831.2
邓小平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4： 丛书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新的历
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伟大结
晶。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实
现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学习《邓小平文选》
（主要是第三卷），掌握理论武器，有着极为重要
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0、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馆藏索取号：D5/982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1998： 432 页
本书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文明的冲突”
、
“文明的未来”五部分对冷战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了解释。
11、
《国富论》

馆藏索取号：F091.33/871-2

（ 英）亚当•斯密著，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470 页
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综合在一
起的书，是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深邃见解的人所撰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能力，能对他
所收集到的所有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
新组合起来。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取其所有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的书不只
是为图书馆馆藏而写的，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深
处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12、
《世界是平的》

馆藏索取号： F114.41/20067

（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 长沙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429 页.
本书的姊妹篇是《世界是平的： "凌志汽车 " 和 "橄榄树" 的视角》
。本书揭开了笼罩在
这个世界上的神秘面纱，讲述了复杂的外交政策和经济问题，涉及“世界是怎么变得平坦的”、
“美国与平坦的世界”等问题。
13、
《美学散步》

馆藏索取号：B83/815

宗白华著.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62 页.
本书荟萃了宗先生的美文精品 22 篇，是宗先生所写美学论著精品中的精品，曾影响过
整整几代学人。
14、
《美的分析》
馆藏索取号： J0/853
（英）威廉•荷加斯著; 杨成寅译.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 131 页.
究竟什么是美？怎样才能达到美？是什么使我们觉得某些形式有吸引力而另一些则没
有？本书通过从名个角度进行的探讨，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作者荷加斯，为英国 18 世
纪的杰出画家，而本书作为他的一部重要著作，同时也是欧洲美学史上第一部以形式分析为
基础的论著，对以后的绘画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最终带来了英国民族艺术风格的兴
起。

第四篇——自然与生命
1、
《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

馆藏索取号：P142.6/971/1

（英）霍金著，长沙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166 页.
《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一书就是霍金首次为非专家写的一本里程碑式的佳
著，一本对知识无限追求，对时空本质之谜不懈探讨之作。该书探讨了我们对天体物理学以
及时空本质的认识的外在局限性，在精彩的序言中霍金介绍了当今有关宇宙的最重要的科学
思想，读后让人领略到当代一个最富有想象力、影响深远的思想家的智慧。
2、
《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
馆藏索取号：O412.1/794-2
（美）爱因斯坦著，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228 页.
相对论是近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之一，理论深奥，其创立者一生又有传奇色彩，本书作

者用不长的篇幅，尽量通俗地把这个理论和它的作者介绍给读者，其心可嘉。
《狭义与广义
相对论浅说》是爱因斯坦的一部比较浅显的著述，作者意图通过此书，使读者对相以论有初
步认识，打下一点烙印，得到一些启迪。
3、《中国科学技术史》

馆藏索取号：N092/783

（美）李约瑟著，北京 ： 科学出版社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丛书.
《中国科学技术史》计分 30 卷，每卷 60 至 100 万字不等，包括以下三类：通史类（5
卷）
：
《通史卷》
、
《科学思想史卷》
、《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卷》
、《人物卷》
、
《科学技术教育、
机构与管理卷》
。分科专史类（19 卷）：
《数学卷》、
《物理学卷》
、
《化学卷》
、
《天文学卷》
、
《地
学卷》、《生物学卷》、《农学卷》、《医学卷》、《水利卷》、《机械卷》、《建筑卷》、《桥梁卷》、
《矿冶卷》、
《纺织卷》、
《陶瓷卷》
、
《造纸与印刷卷》、
《交通卷》
、
《军事技术卷》
、
《度量衡卷》。
工具书类（6 卷）：
《科学技术史词典卷》、
《科学技术史典籍概要卷》（一）、
（二）、
《科学技
术史图录卷》、
《科学技术年表卷》
、《科学技术史论著索引卷》
。
4、《科学研究的艺术》
馆藏索取号： N3/791
（英）威廉•贝弗里奇著，北京 ： 科学出版社， 1979：179 页
本书从科学研究的实践与思维技巧方面综合了一些著名科学家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它
希望告诉我们一些科学家们如何思考并解决问题的经验。：科学研究就像是在一片雾霭中登
一座你并不熟悉的山，你试着找各种路径，然而开始时往往并不顺利，然而可能是在某种偶
然的情况下，就忽然找到了一条登顶的路。而当你站在顶峰回望身后的路时，会羞愧的发现
你的探索过程中犯了那么多的错误，如果你早注意到一些地方的话，你是完全可以走一条非
常快捷的途径的即便不快，至少也能避免走火入魔。而科学家们往往不会报告他们走过的崎
岖路程，而是把那条快捷之路报告出来。
5、
《物种起源》
馆藏索取号：Q111.2/20071
（英）达尔文著，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07：384 页.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奠定了进化论的科学基础。而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促进了生
命起源、物种分化和形成等进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认为生物最初从非生物而来，现代地球
上生存的各种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它们在进化过程中，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由低
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恩格斯认为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是 19 世纪自然得
科学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之一。
6、
《生机勃勃的尘埃：地球生命的起源和进化》
馆藏索取号：Q10/20011
（比）克里斯蒂安・德迪夫著，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9：432 页.
地球生命起源是一次偶然事件的产物或者一系列幸运事件的综合结果，还是编织宇宙织
物的生物化学推动力的结局？假如是后者，这些推动力是什么？它们怎样不仅对生命起源负
责，也对朝着复杂性不断提高方向前进的进化过程负责？本书试图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并
极大地激发你的想象力。本书记述了地球生命的奠基性历史，是一部只有具备诺贝尔奖得主
克里斯蒂安•德迪夫教授那样的权威地位和渊博学识的人才能写出的生命传。
7、《地球的故事》

馆藏索取号：K9-49/20041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3：315 页
此书的宗旨是“把所有的高山、城市、大海统统放进地图里，只告诉我们生活在那里的
居民的情况，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会居住在那里，他们来自哪里，他们在干什么——把人类

关心的故事写进地理学”
。换句话说，此书注重的是人文地理，他所讲的只是“告诉我们生
活在那里的居民情况，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会居住在那里，他们来自哪里，他们在干什么—
—把人类关心的故事写进地理学。
”
8、
《生命的线索》

馆藏索取号：Q987-49/20042

（英）约翰̃ •苏尔斯顿， 乔治娜•费̃ 里著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04：242 页
约翰•苏尔斯顿是使人类获取自身生命“天书”成为可能的主要科学家之一。他在本书
中坦诚地讲述了关于人类基因组引人入胜的故事和错综复杂的争斗，让全世界的读者得以了
解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头条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
9、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馆藏索取号： N091/20034
（英）W.C.丹皮尔著，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95 页
本书主要讲述了科学、哲学和宗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各自的发生发展历程，以及它们在
各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相互纠葛。作者以科学技术之发展为主干，以哲学和宗教为枝叶，构
筑了一幅人类科学技术与人文景观齐头并进的美妙画卷。
10、
《科学革命的结构》
馆藏索取号：N02/20044
（美）托马斯•库恩著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00 页
本书是现代思想文库中的经典名著，从科学史的视角探讨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本质，
第一次提出了范式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学术共同体、常态、危机等概念，提出了革命是世
界观的转变的观点，深刻揭示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本书作者托马
斯•库恩因此被理查德•罗蒂称作是二战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以英文写作的哲学家。
11、
《哲学和科学进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某些方法论问题》
馆藏索取号：B-05/821
（ 苏）伊利切夫著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 295 页
一本提纲挈领的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2、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
馆藏索取号：B516.59/862
（ 德）李凯尔特著，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86： 129 页
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方法不仅在德国广为流传，并对当时和以后的西方
史学和哲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甚至在目前他的观点也没有失去其影响。因为西方的社
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历史逻辑学家仍在重复李凯尔特的基本原理，尽管他们对其
中某些提法作了某种改动，但都这样那样地保留了李凯尔特关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在方法
上存在着原则区别，关于不可能确定历史过程的规律、关于这样的规律并不存在等等基本观
点。
13、
《天演论》
馆藏索取号：Q111/20041
严复著，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451 页
《天演论》是清末学者严复为旧中国带来的西方科学理论第一部著作。在新旧交替的特
殊历史时期。该书以优美而琅琅上口的桐城古文形式。获得了旧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喜爱，
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天演论》译作原本为英国著名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所著
的《进化论和伦理学》，在书中，他质疑以“大自然的进步法则”来设计人类社会政策的合

理性和可能性。而《天演论》不是对《进化论和伦理学》的照搬，严复反驳了赫胥黎的理论，
把优胜劣汰的进化观点运用到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指出了当时人们亟需救国治国的历史重
任。译者严复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在书中发出了他忧国忧民的救亡政见。自《天演论》之后，
国人纷纷开始用进化及竞争的目光，为近代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寻找出路。
14、
《论衡》
馆藏索取号： B234.8/781
王充著，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455 页
《论衡》是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的重要著作。两千年来，
《论衡》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
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奇书。王充一生著述甚丰，先后
著有《讥俗》
、
《政务》、
《论衡》、
《养性》等书。这些书都是批评性极强的哲学著作，大多已
失传，唯《论衡》流传至今。读《论衡》
，一方面可以感受到王充坚持“疾虚妄”的旗帜，
敢于“违诡于俗”
、
“考论虚实”的严肃批评精神，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另一方面，从王充自
陷入矛盾的理论思维教训中，得到深刻的启发，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的理解。
15、
《梦溪笔谈》
馆藏索取号： I264.4/20041
沈括著，扬州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梦溪笔谈》以笔记的体裁，记录、稽考、订正了大量的当时和前代的典章制度、掌故
轶事、文物考古、物产民俗等资料，都成了后来文史研究的可信依据，更为人瞩目的是其中
体现的众多惊人的科学技术记述和创见。
16、
《今日水世界》
馆藏索取号：P33-49/20031
刘昌明著，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广州 ：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0： 241 页
本书共分 9 章，生动而准确地讨论了如下课题：地球上的水的起源与形成；水的结构与
物理化学性质；水的循环与质量守恒；地表水的存在方式；世界水资料及中国水资源现状与
开发前景；水旱灾的形成及防灾减灾对策；水污染形成及其对策；人与水的相互影响；21
世纪的中国水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
17、
《千秋功罪话水坝》
馆藏索取号：TV64-49/20031
潘家铮著，北京 ： 淸华大学出版社， 2000： 203 页
本书通过古今中外筑坝治水的典型事例，通俗地介绍了水坝建设的歷史、技术发展与成
就、水坝的分类与特点・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像筑坝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所面临的特
殊技术复杂性和巨大的社会、经济影响力，以及人们对高坝大库正反作用的反思、讨论以及
作者所持的观点。
18、
《对称与不对称》

馆藏索取号：N49/20038

李政道著，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0： 108 页
本书由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著，讲述了对称与不对称这个有趣的
宇宙现象及其科学与哲学内涵・全书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立意深远，充分显示大师的博学、
风趣、优雅、涵养，行文生动形象，涉猎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令人读来想
象丰富、充满创造者的乐趣和对科学技术魅力的向往，领略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无限风光。
19、
《科学、技术和环境》
馆藏索取号：N49/852
（美）哈代著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4：204 页
本书探讨了科学、技术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所形成的发展

趋势有前瞻性的见解。
20、
《全方位的无限：生命为什么如此复杂》
馆藏索取号：N49/200610
（美）戴森著 ，北京 ： 三联书店，2005：326 页
《全方位的无限》内容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生命为什么如此复杂”，第二部
分讨论“核子冬天到又见蝴蝶”。所谓“全方位的无限”，在第一部分中主要是说，通过生命
与心智的活动，宇宙有无穷尽的可能来知觉自我，宇宙与生命的多样性，是一桩我们想用科
学来了解的事实。在第二部分中，多样性变成了一种标的，因为我们既然从宇宙传承了珍贵
的生命，通过科技与政治的功能，在满足人类社会各种需求和欲望的同时，更要维护地球上
所有的生命，并把生命拓展向无限的星空。

第五篇——处世与修身
1、
《富兰克林自传》

馆藏索取号：H319.4：K/200729

（美）富兰克林著 ，北京 ：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7：294 页
本杰明•富兰克林 (1706-1790)，美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和科学学、实业家。
出生在波士顿一个皂烛制造商家庭。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刻苦自学，通晓
了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还大量阅读了欧洲各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著作，
对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也有很深的研究，最终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并领导美国人民
完成了独立革命，成为和乔治•华盛顿同享盛誉的领袖人物。
2、
《蒙田随笔》
馆藏索取号：H319.4：I/20058
（法）蒙田 著，天津 ：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4：369 页
《随笔录》共三卷，107 章，百万字左右。其行文变化多端，但论述精辟，在欧美文学
史，甚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概括起来共涉及三个方面：⑴作者所感
受到的自我；⑵他所体会到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感情；⑶他所理解的现实世界。蒙田以
智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思索着人类的历史和进程；从古希腊时代
到 16 世纪，从法国到古代的埃及和波斯，他的作品无不涉猎。他的论述气势雄伟、波澜壮
阔。他博学多才，旁征博引，鉴古论今，对许多人类共有的思想感情，提出了自己独特、精
辟，有时又是奇特的见解。读后给人以启迪，让人深思、反省，从而提高了人们对自身、人
生和世界的理解。因此《随笔录》是一本看似平凡却又意蕴深长的作品。
3、《菜根谭》
馆藏索取号：B825/200510
洪应明著，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159 页
俗话说“咬的菜根，百事可做”，名代文人洪应明取其义而创作《菜根谭》
。该书是总结
中国人修身养性智慧的奇书，是概括中国人为人处世策略的经典。它采摘、释、道三家之精
髓，蕴涵着历练清苦贫寒、培固超逸品格的趣旨。并融处世哲学、生活艺术、审美情趣于一
体，风致妙绝。1980 年代，
《菜根谭》引起日本社会尤其是工商界的高度关注，被奉为“经
营管理指南”，回波所及，国内掀起一股巨大的《菜根谭》热。为立体开掘原书之无上智慧，
光明版《菜根谭》特选千余幅中国传统名画，文图意趣暗合，妙传其清韵，丰富其内涵，并
给人以完美的视觉享受。
4、
《苏东坡传》
馆藏索取号：I247.53/2005101
林语堂著，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381 页

“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的大概古今只有苏东坡一人。如果李白是
壮观惊人的流星，杜甫是虔敬的哲人，苏东坡则充满着青春活力——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
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
苏东坡载歌载舞的一生，惟有在林语堂先生的笔下能找到！这部《苏东坡传》与吴晗著《朱
元璋传》
、梁启超著《李鸿章传》
、朱东澜著《张居正大传》并称，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
记”
！
5、《曾国藩家书》

馆藏索取号：K827=52/200610

曾国藩著， 北京 ： 蓝天出版社， 2006：353 页
本书记载的主要内容是：曾国藩自进入仕途的数十年时间内，对他上至呈送朝廷的奏稿，
下至个人的书信、日记、诗文等的全部底本和副本的原文整编。这数十年如一日的孜孜不倦，
使我们看以有幸见到他留下的 1500 多万字的文字材料，从中感受到时代的风云变幻，感受
到一代“中兴之臣”不以善小而莫为的家长里短的言传身教，也感受到功高震主的曾国藩内
心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惶惑。
6、《李鸿章传》
馆藏索取号：K827.52/941-2
梁启超著，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153 页
读中国近代史，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读李鸿章传，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
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李鸿章必为 19 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 李鸿章一如霍光不学
无术，又像诸葛亮身兼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与曾国藩犹如管仲之于鲍叔，韩信之萧何；
更有甚者，把他比做梅特涅、俾斯麦、伊腾博文。 染启超曰：
“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
李之遇也。
”又曰：
“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7、《拿破仑》
馆藏索取号：K835.657=41/20032
（德）艾密尔•鲁特维克著，北京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493 页
现在，岛上的居民都团结起来，为驱逐他们的敌人——法国入侵者而战斗。战斗就发生
在山里最荒芜的地方，这位仅十九岁的少妇也随丈夫来到了前线。人们不愿意在岛上看见那
种在做礼拜的路上都盯着看的城市贵族。岛上的居民也没有给予她特别的关注，因为在这里，
只有荣誉和勇敢才能显示出贵族的特征。本书作者从其出生至离世，选取他一生各阶段的典
型事例，用生花妙笔，不仅将传主拿破仑塑造得活灵活现，也让其他人物宛若复生……
8、
《随想录》

馆藏索取号： I267/8027-3

巴金著，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05：664 页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
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
《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
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9、《傅雷家书》
馆藏索取号：I267/8218
傅雷著， 北京 ： 三联书店， 1981：268 页
《傅雷家书》不是普通的家书。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
“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
不是空唠叨，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
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
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

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
，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
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
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10、
《竺可桢日记》

馆藏索取号：K826.1/844/4

竺可桢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1989：993 页
本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 1300 万字，第一至第四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
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各卷附珍贵历史照
片。本册为第 9 卷。
11、
《道德情操论》

馆藏索取号：B82-095.61/20071

（英）亚当•斯密著，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07：896 页
本书主要阐释道德情感的本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是一部情感主义伦理学的著作，作者
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特征。
12、
《羊皮卷》
馆藏索取号：B848.4/200313
（美）奥格•曼狄等著，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06：409 页
奥格.曼迪诺是伟大的成功学大师，《羊皮卷》是他最伟大的励志作品。 《羊皮卷》所
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命运全在搏击，奋斗就是希望”
。无数人因为看了这部“奇书”而取得
了成功。在西方遥远的古代，智慧的文字是书写在珍贵的羊皮卷上的。而现在，人类的生存
智慧则藏在这部《羊皮卷》中，它拥有着深邃、博大和神奇的精神力量。希望这卷《羊皮卷》
也能为各位读者带来希望、勇气、毅力和快乐。我们编译的这本书，就是为了给各位一把钥
匙，使大家能够开启自己的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