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的光辉历程

坚定理想信念

——建党 90 周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书目推荐

编者按：

时光荏苒，岁月峥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 90 周年
华诞。从南湖红船到八一枪声，从井冈号角到长征壮歌，从抗日烽烟到建国大业，从改革春风
到小康蓝图，90 年波澜壮阔，90 年壮丽辉煌。
为纪念建党 90 周年，让广大师生读者在阅读中重温党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我馆结合本
馆馆藏，推出了本期《建党 90 周年献礼

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书目推荐》

专题书目。书目追寻历史轨迹，以星火燎原篇、励精图治篇、开拓创新篇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
向读者共推荐了 100 本经典图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历史、文学和经济等方面。另挑选了
党史党建方面的期刊和网站，希望为读者深入了解党的历史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文献信息资源。
旨在引导读者阅读红色经典，回顾先烈的光辉业绩，继承与发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坚定理
想信念，进而树立牢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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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图书

一、星火燎原篇（1921-1949 年）
1.党建理论
1《探索、出路与启示 :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馆藏索书号：A84/20103

基本信息：周连顺著.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97 页
内容简介：本书的写作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的思考。主要内容包括：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个体条件、毛
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等。

馆藏索书号：D61/201039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论》
基本信息：张国宏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302 页

内容简介：中国的实际，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课题。在早期的民主革命中，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
识较为贫乏而肤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几乎把中国革命推向了绝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在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斗争中，在深刻总结历史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思考，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确立起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并把它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3《论延安精神》

馆藏索书号：D261.3/20091

基本信息：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253 页
内容简介：论著充分反映了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继承了井冈山精
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中国共
产党人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和风范。

4《让历史告诉现在:毛泽东等在江西革命斗争时期的领导方略》

馆藏索书号：A841.64/20071

基本信息：李小三主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334 页
内容简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
实践，催生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也催生了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积累了丰
富的治党、治军、治政、治国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一份积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5《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经验》

馆藏索书号：D23/20075

基本信息：朱乔森,李玲玉,柳建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581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条件和特点、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曲折探索、新民主
主义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等内容。

6《古田精神》

馆藏索书号：D64/200711

基本信息：主编黄宏, 林仁芳.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266 页
内容简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实践
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毛泽东同志强调，保持党和党员的
先进性，根本途径是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把党员教育和
锻炼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一九二九年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
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
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重要患想，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的
影响。

7《毛泽东建党科学体系发展史》

馆藏索书号：A841.62/981

基本信息：宋镜明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1,767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在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

8《要有一个革命党：毛泽东的建党观》

馆藏索书号：A841.62/963

基本信息：柳建辉,李聚山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222 页
内容简介：本书阐述了毛泽东建党观的产生与发展,毛泽东建党观的基本特征及政党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和作风建设等。

9《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

馆藏索书号：E297.3/911

基本信息：张廷贵等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0:503 页
内容简介：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
抗日联军和抗日军政大学组建和发展、壮大的过程,相对集中介绍了主要战役,战斗始末和有关重大历史事件。

10《走向革命: 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

馆藏索书号：K269.5/885

基本信息：(瑞典)嘉图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347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治政策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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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事件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馆藏索书号：D23/20033.2/1

基本信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2 册
内容简介：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包括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鸦片战争与近
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辛亥革命及其后的中围政治、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新文化运动的
兴起、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环境等内容。

2《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馆藏索书号： K264.406/20101

基本信息：薛庆超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296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决定长征、红一方面军血战湘江、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和
谐气氛中的遵义实录、张闻天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决议》、遵义战役歼敌两个师又八个
团等 33 章。

3《解放战争》

馆藏索书号：

I253.2/201015

基本信息：王树增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721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解放战争》为王树增非虚构文学著述中规模最大的作品。武器简陋、兵
力不足的军队对抗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兵力庞大的军队，数量不多、面积有限的解放区最终扩展成为九百六十
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解放战争在短短四年时间里演绎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传奇。国际风云，政治智慧，时
事洞察，军事谋略，军队意志，作战才能，作品具有宏阔的视角和入微的体察，包含着惊心动魄的人生沉浮和
变幻莫测的战场胜负，尽展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的丰饶内容。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国家如何艰难新生
的历史。

馆藏索书号：E297.4/20092

4《解放军横扫千军的四十大战役》
基本信息：姚有志,李庆山主编.沈阳:白山出版社, 2009 :2 册 (588 页)

内容简介：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他们从南昌城头的硝烟中诞生，从雪山草地的风霜中走来，他们经历了火与血
的洗礼，造就了坚强不屈的铮铮铁骨，八年抗战，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三大战役，百万雄师埋葬了蒋家
王朝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留下了保家卫国的美名一路走来，几多风雨几许血泪，青春和生
命在那面火红的国旗上留下多少悲壮的记忆和鲜活的画面，是他们奠定了新中国成立的基石。

馆藏索书号：D231/20071

5《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
基本信息：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419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
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

馆藏索书号：D23/20073

6《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事件纪实》
基本信息：谢春涛主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498 页

内容简介：本书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大革命的失败、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等
内容。

7 《军旗升起的地方》

馆藏索书号：K263.106/20051

基本信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人民出版社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173 页
内容简介：为了宣传“八一”起义历史，弘扬“八一”精神，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我们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77 周的之际，以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展出的内容为主要线索，编辑出版了本书。

8《西柏坡 :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馆藏索书号： D231/20053

基本信息：西柏坡纪念馆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183 页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西柏坡这个小山村,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动
动;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夺取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
国的宏伟蓝图・它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9《国共和谈秘梓》

馆藏索书号：K265.190.6/20031

基本信息：戚如高主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394 页
内容简介：国共合作，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第一次国共合作打倒了北洋军阀，造就了一个统一的中央政
权；第二次国共合作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为中国彻底摆脫列强的控制打下了基础，本书希望通过叙述国共两党
的谈判历程，让读者自己判断国共合作的原因和得失。

馆藏索书号：K264.8/801.2

10《西安事变纪实》
基本信息：申伯纯著.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216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红军在陕南陕北的胜利，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逼蒋抗日政
策和“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张杨的抗日准备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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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族丰碑

1《民族脊梁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馆藏索书号：K820.7/20104
基本信息：《民族脊梁》编写组著.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701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恽代英》、
《被誉为"常胜将军"的人——段德昌》、
《为党的事
业牺牲的非党女英——杰贺英》等故事。英雄模范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作出了突出贡献。尊重和关爱英雄
模范，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馆藏索书号：K827=6/201018

2《革命英烈成长的故事》
基本信息：胡移山编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227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 12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有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李大钊、
才华卓越的奇才子瞿秋白、拉人力车的留学生陈延年、践行“蜡烛精神”的萧楚女、水族人民的骄傲邓恩铭、
冲出封建家庭的“少爷”夏明翰等。

3《湘籍开国人物传略》

馆藏索书号：K827=7/201055

基本信息：陈克鑫,夏远生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2 册(23, 1070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收录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湘籍开国领袖、开国将帅、开国省
部长、开国英烈的传略，共计 113 人。

馆藏索书号：I251/200926

4《星火燎原全集精选本》
基本信息：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9:277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由千余位人民解放军将士半个世纪前撰写的英雄史诗，系统再同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
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历程，生动诠释了人民解放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雄英勇
善战的优良革命传统。

馆藏索书号：A751/20071

5《毛泽东传》
基本信息：(美) 罗斯·特里尔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556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数百种《毛泽东传》中与施拉姆同名著作齐名的传记作品。虽然作者采取了通常以叙述为主
的传记笔法，但在史料甄别、背景分析和观点评价等方面，都经过深思熟虑和精雕细琢，是西方《毛泽东传》
中的经典之作。本书不仅体现出作者对于历史事件高度的敏感性，而且也渗透着政治学视角的理论穿透力，对
于人物的情景分析更是出神入化，引导读者体味“故事”背后的时代困惑，把毛泽东丰富的情感与挑战性的理
论创造联为一体，从而全方位地展现了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和中国革命的壮观图景。

6《红军英雄传》

馆藏索书号：K825.2=6/20072

基本信息：黄涛, 史立成, 戈文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6 :725 页
内容简介：这部《红军英雄传》，供人们具体地温习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土地革命(包括长征)战争时期那段极其
艰险、极其曲折又极具传奇性的路程，形象地领会毛泽东同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指导红军胜利长征的英明
决策，深情地缅怀为推翻“三座大山”，创立新中国，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视死如归的革命先烈们！

7《中共党史百人百事》

馆藏索书号：D231/20072

基本信息：肖甡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17, 525 页
内容简介：本书精选党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 100 个人及其所经历的 100 件最重要的事，融于一书。

8《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

馆藏索书号：K827/20057

基本信息：黄涛,史立成,毛国强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5:611 页
内容简介：该书中收入约 120 篇抗日英雄或英雄群体的传记。他们中，有高级将领“林海雪原写春秋”的东北
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太行浩气伟千古”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江南一叶留英名”的新四军军长叶
挺；有巾帼英雄赵一曼、李林、安顺花、抗日前线女县长陈舜玉和抗敌剧社模范社员方壁；有民兵英雄李勇、
李殿冰；有战地作家邱东平、青年诗人陈辉……这些传记记述了他们或驰骋于硝烟弥漫的疆场，或周旋于血雨
腥风的敌后，或战斗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或出没于微山湖芦苇荡青纱帐，打鬼子、灭汉奸，炸敌堡、破交通
的事迹和风采，每篇传记中还记载有他们亲密战友的闪光姓名。

9《十大元帅轶事》

馆藏索书号：K825.2/20043

基本信息：彭建冬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561 页
内容简介：十大元帅是人民军队的创始功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传奇人物
・本书选取了十大元帅战争年代驰骋疆场的精彩片断，撷采了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的人生际遇，叙述了他们鲜为
人知的情感历程，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和可读性。

10《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传奇》

馆藏索书号：K825.2=6/20032

基本信息：卓昕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2:545 页
内容简介：本书阐述了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光辉杰出的一生。书中还集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具有传奇色彩
的故事，再现震撼人心的历史场景和民族英雄的崇高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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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励精图治篇（1949-1978 年）

1.理论探索

1《新中国国防经济思想史》

馆藏索书号：E0-054/20112

基本信息：李超民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354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 8 个章节，对新中国国防经济思想史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广积粮”与“劳武结合”：
“文化大革命”中的国防战备经济学术摸索(1966-1976)；科技与经济：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国防现代化学术奠基
(1975-1985；动力与方向：军事学术研究与新时期国防经济学术进步(1978-1992)等。

2《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考察》

馆藏索书号：D625/20114

基本信息：江燕著.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280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专著。包括新中国初期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
基层政权建设、政治乡村时期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关于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结论四章。以中国
现代化的发展为宏观背景，以基本史实为依据，展示新中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立与沿革的历史过程。

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馆藏索书号：A84/20108

基本信息：闫佳,王东主编.北京:经常科学出版社,2010:222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十五章，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
果的精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

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馆藏索书号：K270.6/201014

基本信息：薛庆超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282 页
内容简介：本书总结、整合了作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 对中国现
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
析与评说。

5《协商建国：中国民主 1949》

馆藏索书号： I253.1/201027

基本信息： 郝在今著.桂林:漓江出版社,2010:283 页
内容简介： 本书记述了新中国建立的政治运作过程，再现了国共两党围绕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展开的政
治斗争，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的相互合作。

6《建国初期唯物史观的论辩》

馆藏索书号：B201/20081

基本信息：谢龙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502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的讨论等。

7《建国初期对唯心主义的四次批判》

馆藏索书号： B202/20081

基本信息：胡海涛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388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 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 建国初期文艺界的组织建设与整治等。

馆藏索书号：D092.7/20041/1

8《大论争: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
基本信息：刘勇,高化民主编.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293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上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录了这段历史上 35 次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性、社会性论争
以及少数导致政治批判且影响巨大的学术、文艺论争，揭示与各次论争相联系的每一重大事件的内涵，揭示了
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走过的曲折道路。

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馆藏索书号：D23/20033.2/2

基本信息：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2 册
内容简介： 本书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这 29 年的历史。该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有关重要文献为依据，
充分吸收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性原则和
科学精神的统一，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
不平凡历程，是一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作。

馆藏索书号： D601/921.2/1

10《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基本信息：薄一波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85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的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分上、下两卷。
分别论述了 1949 年到 1966 年间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
件的来龙去脉。这部书是将个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被誉为“在我国党内是一个重大的
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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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艰苦创业

1《重建中国：城市规划 30 年：1949-1979》

馆藏索书号： TU984.2/20112

基本信息：华揽洪著;李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4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解放后直至 70 年代末中国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以及新中国历次运动在这些领域造成的
影响，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2《筚路蓝缕：1949-1966》

馆藏索书号： G529.7/20101/1

基本信息：张礼永,郭军著.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245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破旧与布新并举、向苏联教育学习、教育也要大跃进、办学“一百五十条”、教育要
改变共计 5 章，讲述了共和国 1949-1966 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与经验。

3《破与立的双重变奏》

馆藏索书号：D422.62/20093

基本信息：谢迪娬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281 页
内容简介：本书解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文本，剖析实践个案，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道德
秩序建设理论与实践进行客观的评述与总结。

4《证照中国 1966-1976 : 共和国特殊年代的纸上历史》

馆藏索书号： K270.6/20095

基本信息：许善斌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9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从全民狂热的年代、风起云涌的活动、席卷全国的浪潮、全国江山一片红、抓革命促生产、文
艺悲喜剧六个部分记录了这十年间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与历史。

5《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馆藏索书号：D829-64/20081

基本信息：廉正保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79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外交部档案馆编撰的一部图片文献集，主要内容为外交部的成立、党和领导人的主要外交活
动、中国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以及外交领域的重大事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独特的历史收藏价值。

6《解放西藏史》

馆藏索书号： K297.5/20089

基本信息：《解放西藏史》编委会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564 页
内容简介：本书涉及解放西藏的全过程，包括政治上的解放、广大农奴的人身解放、西藏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
产力的解放。时间从 1950 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策解放西藏起，至 1965 年 9 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止。内容
涵盖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

7《红长城：新中国重大军事决策实录》

馆藏索书号： E297.5/20062

基本信息：古越编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2 册（710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新中国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展现了五十年来我们国家发展历程中的精彩军事篇章和将帅风
采。

馆藏索书号:K27/20062

8《曲折发展的岁月》
基本信息：丛进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62 页

内容简介：本书叙述和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的 10 年（从 1956 年中共八大
到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简称“前 10 年”）的历史。

9《中南海开始决策：1956-1966：共和国之路》

馆藏索书号：I253/200010

基本信息：韩泰华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 册
内容简介：读者通过这套书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共和国所走过的历程和桩桩件件大事，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
探索。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到三大改造的完成；从庐山元帅蒙难，到“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从林彪折戟沉沙，
到江青集团被粉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到拨乱反正；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五大跨世纪宏传
蓝图的制定；这些波澜壮阔的风云岁月和历史足迹，都将再现于广大读者面前。

10《创业史》

馆藏索书号： I247.5/7825-2

基本信息：柳青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 册
内容简介：本书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历史为线索，通过对蛤蟆滩各阶级和各阶层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
的描写，深刻地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阶级关系及各阶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新排列、
新组合，完整地展示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巨变，特别是他们对待千百年遗留下
来的私有制所持的立场和感情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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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模事迹

1《钱学森故事》

馆藏索书号： K826.16=7/20116

基本信息：涂元季,莹莹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407 页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爱国励志、报效中华、成才有道、人格如金、科学思想、大师风范 6 个篇章 121 个精彩故
事，客观反映了钱老求学治学、爱国报国、勇攀高峰的人生经历，真实准确再现了钱老一生的卓越贡献和高尚
品格，以故事的形式阐述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航天精神。

2《李四光传》

馆藏索书号：K826.14=7/20102

基本信息：陈群 ... [等] 编著.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24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 10 章，主要内容包括：青少年时代、教授生活、在艰辛的科学道路上、烽火年月、困顿与转
折、肩负重任、入党前后、《地质力学概论》的诞生、石油、鞠躬尽瘁。

3《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馆藏索书号： K820.7/20105

基本信息：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200 页
内容简介：本书精选丁晓兵、孔繁森、毛岸英、陈景润、邱少云、黄继光等 100 位先进人物，并介绍他们的感
人事迹。

馆藏索书号：I253/200976

4《焦裕禄身后》
基本信息：任彦芳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26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寻找英雄、为了让后人知道真实的历史、被叙述与被记忆的历史、一个真实的焦裕
禄、张钦礼与焦裕禄等。

5《学模范事迹 做先进党员》

馆藏索书号：D263/20071

基本信息：《学模范事迹 做先进党员》编写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316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孔繁森、邓稼先、李素丽、张瑞敏等改革开放以来各来战线、各个方面涌现的全国具有
代表意义的 45 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

6《邓稼先》

馆藏索书号：K826.11=7/20053

基本信息：钱伟长, 杨福家主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130 页
内容简介：本书叙述了“两弹”元勋邓稼先，这位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光辉的一生。他
将自己的智慧、个人幸福以至生命无偿的献给了中国的国防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的 28 年奋斗
历程。

7《雷锋的真实人生》

馆藏索书号： K825.2=7/200513

基本信息：华琪编著.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239 页
内容简介： 为真实展现雷锋的人生轨迹，探索雷锋的精神世界，作者在雷锋生前的领导、同学、同事、战友王
良太、吴海山、戴明章、董祖修、张峻、季增、王佩玲、冯健、李仲凡、彭正元、刘思乐等 40 余位同志所提
供的第一手珍贵的回忆史料基础上编撰而成・展现了雷锋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8《十个共产党员》

馆藏索书号：D263/981

基本信息：穆青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190 页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生活、调查研究，从现实生活中发掘出工人的旗帜赵占魁，至
死不忘周总理嘱托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植树老人潘从正，红旗渠的除险英雄任羊成等众多共产党员的感人事
迹。

9《高原雪魂：孔繁森》

馆藏索书号： I247.5/9662

基本信息：郭保林著.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314 页
内容简介：苍凉原始的高原,白茫茫望不见尽头的雪域下,吉普车载着孔繁森不停地奔来奔去,为了改变西藏贫穷
落后的面貌,为了藏民,在这生命的禁区,孔繁森将自己的生命融进了高原,他用赤诚的心拥抱了人民,拥抱了高原,
成为典型的“高原雪魂”。

10《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王铁人》
基本信息：工人日报编辑部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66:70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优秀共产党员王进喜的先进事迹。

馆藏索书号： K827.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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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拓创新篇（1978-至今）

1. 理论创新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

馆藏索书号：D616/201114

基本信息：颜晓峰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10:472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作者近 20 年来写作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的 55 篇论文。主要分为九个章节：马克
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经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持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促进社
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反思借鉴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潮。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60 年》

馆藏索书号：D61/201037

基本信息：王浦劬, 李涛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325 页
内容简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60 年》总结建国 60 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重点论述。第二部分主要是汇集了近几
年来我们学会举办的各次研讨会和论坛会上的重要论述。第三部分是我们学会在重要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研讨
综述》，这些《研讨综述》紧扣我们党和理论界关注的政治理论研究主题，并充分体现出各次研讨会的精华要点
和创新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

馆 藏索书号： D616/201038

基本信息：田海舰, 邹卫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257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对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为起点，系统总结和分析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
本蕴涵与本质特征，挖掘梳理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艰辛探索、理论贡献及经验教训，概括
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专题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态的核心价值
观，详细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原则和基本途径，展望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发展前景。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

馆 藏索书号： D616/201048

基本信息：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社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340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叶庆丰, 胡振良等同志主持的一项基础性, 长期性, 重要的教学与科研课
题的阶段性成果. 该研究以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调研访谈为基础, 以中央党校及校外相关理论学术界的专家学者
为研究主体, 力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和学术敏感及时提出和解读当前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并以理论为指导力求对问题做出理论的说明与现实的分析。

5《《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馆藏索书号：A811.22-53/20091

基本信息： 赵存生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254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科学发展观话语中的领导者与战略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命运”、“新农村建
设实践思考”、“批判精神的践履——马克思主义“回归”与“走向当代”的方法论基础”等论文。

6《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创新和发展：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馆藏索书号：D616/200947
基本信息：费迅, 张爱武, 刘勇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671 页
内容简介：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展开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的
理论成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7《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

馆藏索书号：D616/200949

基本信息：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8:350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收入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二十篇，均选自《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
公开出版物，集中反映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
想观点。

8《惠风和畅： 2002-2008》

馆 藏 索书号： D619/20097

基本信息：沈传亮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308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反映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军事外交、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
策。

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

馆藏索书号：D261.1/20081

基本信息： 石云霞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 册(24, 1078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为线索，以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重大历史活动为基础，以中共中央文献和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成员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成
员的重要讲话为根据，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内容，全方位、
多视角、诸领域地考察了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事业。

10《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新体系》

馆藏索书号：D25/200616

基本信息： 李忠杰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14, 433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对执政理论的认识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等。

11《 八荣八 耻党员 干部 读本》

馆 藏 索书 号： D261.42/20066

基本信息：本书编写组编. 北京:红旗出版社, 2006:5,211 页
内容简介：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个为荣、八个为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
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具有很强的民
族性、时代性和针对性，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指出了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书是其学习参考资料。

12《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研究》

馆藏索书号：D80/20054

基本信息： 许月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208 页
内容简介：本书首先对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政党外交与党际关系、政党外交与政党政治等几组概念进行界定。
回顾了建国后第一代党的领导人的外交理论与实践,阐述了新时期党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
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及其经验性、时代性、综合性、独创性、动态有效性等五个特征。

13《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

馆藏索书号：D26/200511

基本信息： 朱有志,贺培育著.北京:红旗出版社, 2005:155 页
内容简介：该书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经常遇到的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理论问题，概括为
五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社会主义是不是、
“三个代表”新不新、股份制度公不公、私营业主怕不怕。该
书直面现实，释疑解惑，既重理论服人，更重事实服人。

14 《中国共产党新世纪宣言：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思想》 馆藏索书号：D261/200515
基本信息：石仲泉主编.北京:红旗出版社, 2002: 35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论述了“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对为何要做到
和怎样做到“三个代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同时，对永葆党的先进性、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促进人的
全面而自由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问题做了深刻的论述。

15《“三个代表”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馆藏索书号：D26/20032

基本信息：杨建国主编.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314 页
内容简介：本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的基本判断和回答，
时代发展与“三个代表”的重要意义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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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党政建设

1《新时期机关党建概论》

馆藏索书号：D267.5/20011

基本信息： 武连元主编.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15, 461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绪论；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地位；机关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机关党的思想
建设及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

2《邓小平执政党组织建设思想研究》

馆藏索书号：A849.162/20101

基本信息：王春玺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284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邓小平执政党组织建设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在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的创新、
邓小平对干部队伍与领导班子建设的创新、邓小平对党员队伍和基层组织建设的创新等。

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研究》

馆藏索书号：D25/20102

基本信息：温敬元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345 页
内容简介：本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执政基础的基本理论，以政治学中的“政治合
法性基础”为研究视角，从意识形态基础建设、绩效基础建设和法理基础建设等层面界定了党的执政基础建设
的基本内涵。之后，回顾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历史，介绍了国外执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和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影响以及社会转型时期加强党的执政
基础建设的对策与思路。

4《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研究》

馆 藏索书号： D26/20101

基本信息：刘川生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326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九章，从党的思想和理论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回顾
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历程，总结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经验，分析了不同阶段党的建设特点，并探讨了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基本途径和根本要求。

馆藏索书号：D26/20102

5《当代中国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研究》
基本信息：谢春红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54 页

内容简介：本书认为，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面对日益变化和发展的世界，
面对世界政党政治的变革潮流，对如何才能适应与超越这种变化，并在这种纷繁复杂的变化中保持本色、立于
不败之地的深刻思考。建设学习型政党就是要通过在全党开展新的学习活动。不断拓展党适应社会变化的各种
能力，以使党成为一个能持续学习、不断创新进步的政治组织，一个能引领社会不断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政治组织。

6《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

馆藏索书号：D26-53/20103

基本信息：李慎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491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和相关问题研究三
部分，收录了“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的探索和贡献”、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全
面准确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等文章。

7《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馆藏索书号：D25/20096

基本信息：丁晓强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211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五章，主要内容包括：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研究；巩固和扩大党的执
政基础研究；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研究；党政领导班子素质匹配研究；拓展党的执政资源研究。

8《 新 时 期 党 建 研 究 》

馆 藏 索 书 号 ： D26 /2 009 6

基本信息：梅宪宾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218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我国国情出发，分析了新时期党建的基本状况，并从党的先进性建设，
执政能力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对党建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详细阐述。

9《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馆藏索书号：D25/20073

基本信息：吴怀友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338 页
内容简介：本书包括“导言”，“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适应全球政治发
展要求，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把握文化全球化动态，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等
五个章节。全球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都是时代发展提出的崭新课题，把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
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开拓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研究的新视域。

10《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

馆藏索书号：D26/200711

基本信息：杨德山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302 页
内容简介：本书对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了研究, 内容涉及时代背景与发展过程、历史方位与执政党建设
理论的基础、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等方面。

11《中国社会变革与基层党建创新》

馆藏索书号：D267/20061

基本信息： 董连翔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438 页
内容简介：本书重点研究随着改革的深化,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目标的正确定位以及活动方式、方法
的科学选择,如何与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的转变谋求一致等一系列问题。

12《城市社区党建：内涵与体系》

馆藏索书号：D267.7/20061

基本信息：马西恒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5:267 页
内容简介：社区党建是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一个有关党建学术内涵和实践潜力尚未得到充
分重视的库藏。若干年前，笔者在有幸参与一次对上海卢湾区社区党建实践探索的深入调查时，便深感其中蕴
涵的诸多命题足以令人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变革的路径有着诸多的思考和探讨。

馆藏索书号：D26/20052

13《新世纪党建热点问题探索与思考》
基本信息：顾建键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306 页

内容简介：本书对新世纪执政党建设的一些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作了较深入、系统的理性思考和探索，并在
此基础上，对执政党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解读、阐析和应答。本书不仅可作为广大党员、党务
工作者学习的参考教材，也可作为党建理论研究人员进一步深入深讨的参考读本。

馆藏索书号：D26/20056

14《信息时代的党建创新》
基本信息：曹泽林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385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具体内容包括：阐述了党建创新的指导思想，在党建创新中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的思 想路线；具体论述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加强新时期军队建 设等方面的进
程中，实现党建创新的意义、途径、内容等；重点探讨了信息化对党建创新的影响，进而提出了运用最新科技
成果--电子网络技术，实施电子党务工程，以加强和促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内生活民主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

馆藏索书号：D26/20014

15《“三个代表”与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基本信息：江金权主编.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298 页

内容简介：本书试图将这些新成果进行系统化的概括。构成本书基本框架的各章、节的标题，基本都是第三代
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江泽民同志文献中的原话。笔者所作的工作仅仅是按照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所固
有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归纳和概括，使其系统化，并根据我们的理解作了有限的阐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
党的建设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思想十分深刻。

返回页首

3. 人民楷模

1《创新为民的丰碑：中国科学院抗震救灾英模志》

馆藏索书号：K820.7/201011

基本信息： 方新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10,213 页
内容简介：本书所写的是：荣获“全国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封松林和荣获中国科学院抗震救灾先进
领导集体、科技团队和个人荣誉称号的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等 8 个集体；汶川地震
灾害遥感监测与灾情评估工作组等 11 个团队或部门；张侃等 54 位同志的先进事迹简介。本书用志书的要求，
真实地记述了中国科学院在汶川特大地震中，自救和救，特别是用航空遥感、宽带无线通信、滑坡预警、心理
求助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知识参加抗震救灾，所发挥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2《十七大代表风采录》

馆藏索书号：D263/20085

基本信息：本书编写组编.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7:14,530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 120 余位十七大代表的先进事迹，涉及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
卫生、体育等领域，全片以形象生动的画面，展示了代表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牢记党的宗旨，立足本职岗位，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精
神风貌，对广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馆藏索书号：D263/20086

3《忠诚践行党的理论的楷模－－方永刚》
基本信息：中宣部, 新闻局编.北京:学习出版社, 2007:470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方永刚同志的典型事迹，新闻媒体报道，评论文章等内容。20 多年来，方永刚同志深入
学习、坚定信仰、积极传播、模范践行党的理论。他为人师表，诲人不倦，身患癌症仍情系讲台，用忘我拼搏
的精神履行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方永刚同志用忠诚和青春诠释了对党的无限热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不懈
追求。

4《当代青年军人的楷模王庆平》

馆藏索书号：K825.2=7/200732

基本信息：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 北京:学习出版社, 2007:18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王庆平先进事迹报告会、媒体聚焦王庆平、评论王庆平三部分，其内容包括：在王庆平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的讲话、以燃烧的青春作证、道德的丰碑等。

5《牛玉儒：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楷模》

馆藏索书号：K827=7/200726

基本信息：钟诚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05:4,222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介绍中国模范共产党员牛玉儒的英雄模范事迹的著作，内容包括：光辉的足迹，平民书
记，众人追思等。

6《时代楷模：当代优秀共产党员事迹选》

馆藏索书号：D263/20066

基本信息：程杰主编.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5:307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的 26 位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 是从各条战线涌现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事迹中精选的, 特别
选择了对当前党员思想教育更具现实意义的事迹。

7《共产党人的楷模》

馆藏索书号：D261/200514

基本信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与实践》编写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3:317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记叙了一些领导干部的题记，主要有勤政为民公仆本色、“我要为湘西群众服务一辈子”、
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愁、“长征”路上的英魂、她把心交给病人、平凡一员 伟大一生、共产党要争当最优
秀的、人民的忠诚卫士、党心民心融为一体、魂系乡里为民生、“全村人都住上砖瓦房我才住新房”、大家好才
是真的好、“沙漠里的老妈妈”、法永远大于权、“一定要让我穿着税服走”、从将军之子到草原赤子、特区“包
青天”、大峡谷里的掌旗人、“贷”着农民奔小康、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青山作碑铸党魂、只求为百姓办事、
将生命融入事业、平凡的“崧姐”……

8《时代先锋：新世纪 100 位共产党员先进典型》

馆藏索书号：D263/20054

基本信息：本书编写组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370 页
内容简介：本书由领导楷模、基层典范、政法英雄、军旅先锋、岗位尖兵等 5 个部分组成，选取了 2000 年以来
全国涌现的 100 位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党员先进典型进行介绍・全书以人物叙事，内容生动感人，具有
较强的可读性，是目前配合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好教材。

9《共产党员的先进代表：
《人民日报》头版人物选》

馆藏索书号：D263/20055

基本信息：人民日报, 国内政治部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6,378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模范共产党员生平事迹的著作，内容包括：
“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能丢”－追记
洛阳市幼儿师范学校党办副主任赖越江、排爆英雄的生死之约、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记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
长张云泉等。

10《时代强音：当代优秀共产党员名言录》

馆藏索书号：D263/20058

基本信息： 程杰主编.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5:222 页
内容简介：本书精选了当代优秀共产党员牛玉儒、周国知、郑培民、马祖光、任长霞、宋鱼水、许振超、李素
芝、史来贺、张荣锁等 60 多位共产党员的名言，并配有他们的相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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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期刊

馆藏索书号：D2/2

1《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基本信息：中共中央党校.北京:《中国党政干部讼坛》编辑部, 1994-

内容简介：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是中共中央党校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思想理论月刊。该刊物以
各级党政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反映党政干部在学习和实践中的体会经验。

2《红旗文稿》

馆藏索书号：D2/3-1

基本信息：《红旗文稿》编辑部.北京:《红旗文稿》杂志社, 2003内容简介：
《红旗文稿》为求是杂志社主办的、面向国内发行的综合性政治理论半月刊，是中共中央机关刊《求
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

馆藏索书号：D2/8

3《求是》
基本信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编.北京:该杂志社, 1988-

内容简介：求是杂志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担负着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地宣传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任务，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
论工具，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

4《党史文汇》

馆藏索书号：D2/17

基本信息：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总编辑.太原:党史文汇编辑部, 1985内容简介：《党史文汇》由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主管主办，创刊于 1985 年 4 月，是全国创刊最早的大众化
党史宣传期刊。薄一波题写刊名。创刊时为双月刊，1991 年改为月刊。标准 16 开，64 页。迄今共出版 269 期。
形成了稳定的读者群，在弘扬革命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基层党员教育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5《党的文献》

馆藏索书号：D2/19

基本信息：《党的文献》编辑部.北京:《党的文献》杂志社,1988内容简介：
《党的文献》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的中央级学术理论刊物。邓小平题写封
面刊名。被评为全国一级中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央级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连续三届获得国家期刊奖提
名奖。该刊以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领导人的重要历史文献，刊发中共领袖人物的生平思想研
究文章以及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文章为主要特色，同时也发表党史国史专题研究、作
者亲历、访问记录、学术争鸣、研究综述、历史随笔、书评、文摘信息等方面的文章。

6《党政干部学刊》

馆藏索书号：D2/24

基本信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主编.沈阳 : 该刊编辑部, 1989内容简介：《党政干部学刊》是为广大党内政界干部人士量身定做的刊物。本刊讲述时政要闻，论述天下大事，
经典理论回顾，新型理论探索，聚焦热点，关注专题，放眼世界政坛，通观天下局势，为执政者提供不可多得
的参考。

7《党政论坛》

馆藏索书号：D2/25

基本信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该刊编辑部. 上海 :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1987内容简介：本刊为理论性刊物，着重论述党政工作的重大问题，紧紧围绕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这一目标，提高
党政干部的理论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及领导的能力素质。

馆藏索书号：D2/31

8《理论探讨》
基本信息：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主办. 哈尔滨 : 《理论探讨》编辑部, 1984-

内容简介：
《理论探讨》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研究和探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9《中共党史研究》

馆藏索书号：D2/39

基本信息：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北京 :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 1988内容简介：
《中共党史研究》是一份政治性强、学术品位高的党史专业性杂志。作为党中央研究中共党史的学术
机构的重要窗口，该刊及时反映中央对党史研究工作的最新要求和指示精神，及时反映党史研究、教学的最新
成果，所刊登的一些重要文章起到了引导、规划、总结、推动全国党史研究工作的作用，在全国学术界尤其是
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受到读者好评，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社会效益。

10《中国发展观察》

馆藏索书号：F7/14-1

基本信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 2005内容简介：
《中国发展观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月刊。发展
中心的专家群，是月刊的强力支持者和基本作者。本刊从政策的角度观察、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力争用鲜活、
通俗的文字为“思者”开辟一块自由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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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网站

1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3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4 中共中央党校

5 中共党史网

6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http://cpc.people.com.cn/

http://www.gov.cn/index.htm

http://www.zytzb.cn/

http://www.ccps.gov.cn/

http://www.zgdsw.com/

http://www.dzlt.com/

7 中直党建网

8 理论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

9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http://www.zzdjw.com/

http://www.cntheory.com/

http://www.npc.gov.cn/

http://www.wxyjs.org.cn/G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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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为了给广大师生创造一个多读书、读好书的环境，今后我们会继续针对不同主题，推荐优秀图书，引
导求学者阅读。欢迎广大读者通过各种方式（面谈、电话、发 E-mail）提出宝贵的建议，将您希望我们推荐的
书目主题告诉我们，我们将根据读者的需求不定期地编制《读者专题推荐书目》，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