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幸福广东 共享幸福生活
——“幸福广东”专题书目推荐
“幸福 广东” 由中共 中央 政治局 委员 、
省委书 记汪洋 在广东 省委 十届八 次全 会上
提出， 其定义 为：让 民 众 幸 福更 给力 更持
久 ！ 2011 年 2 月 10 日 ，在这 “十二 五” 开
局之年 ，正处 于转型 升级 关键时 期的 广东就
一步完 善经济 提升发 展战 略，全 省上 下凝聚
共识， 以建设 “幸福 广东 ”为目 标， 掀开新
一轮更 有力度 、更富 内涵 的推动 全省 经济转
型升级 的发展 大幕， 通过 转型升 级提 高经济
发展的 质量， 端正经 济发 展的目 的， 追求科
学、更 均衡、 可持续 、绿 色的发 展。 幸福转 型，成 为 2011 年广东 经济发 展 的关键 词。
为此，图书馆特精心制作本期专题 书目 ，让 读者 更了 解正 在幸 福转 型的 广 东， 并推 荐有
关幸福 的图书 供读者 赏阅 。内容 包括:建 设幸福 广东、广东 在发展 、幸 福读 本等三 大部分 ，
同时介 绍了部 分相关 论文 、网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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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

（一）建设幸福广东 12
《幸福是朵花: “建设幸福广东”读本》

馆藏索书号：D619.65/20112

基本信息：王桂科主编.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1:153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幸福头条、幸福访谈、幸福镜头、幸福地图几部分，从方方面面解
读了“建设幸福广东”这一政策，从而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过程中，对“幸福广东”
这一政策有深层次的理解。

1《建设幸福广东 100 问》

馆藏索书号：D676.5/20112

基本信息：梁桂全主编.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228 页
内容简介：本书解析了抓住幸福和幸福观、“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科学内
涵、努力使幸福广东建设决策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实践这三个重大问题。

《中国未来 30 年》

馆藏索书号：F123.2-53/20111

基本信息：吴敬琏,俞可平,(美)罗伯特·福格尔等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80 页
内容简介：本书特邀国内外 17 位知名学者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把脉，内容涉及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贸易、农业等方面，为我们勾画了未来中国发展的大致轮
廓，以及应该关注的问题。主要内容有：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权贵资本主义、
对未来 30 年的展望等内容。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 GDP 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馆藏索书号：F222.33/20114
基本信息：(美国)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印度) 阿马蒂亚·森, (法国) 让-保罗·菲
图西著.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1:193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传统的 GDP 问题、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三个部分，全面分
析了 GDP 作为衡量社会幸福程度的标准的局限性，介绍了一系列大胆的新概念，从可
持续的经济福利量到储蓄和财富的评估以及“绿色 GDP”，为综合衡量国家经济增长与
社会进步提供了建议。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

馆藏索书号：D64/20116

基本信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126 页
内容简介：本书紧密联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对有关问题作了深入浅出、有
针对性和说服力的回答。

《与幸福同行: 转型期社会建设专家谈》

馆藏索书号：D61/201124

基本信息：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编.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1:232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中国一流的社会学家在“岭南大讲坛”有关社会建设问题的演讲报告
汇编，涵盖当前中外社会建设的前沿问题，信息量大、前沿、及时、理性、深刻，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强。

《大变局———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解读》

馆藏索书号：F124/201156

基本信息：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 22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 中国经济统筹
发展，结构跳帧：中国经济协调发展等。

《动态治理》

馆藏索书号：D733.93/20101

基本信息：(新加坡) 梁文松, 曾玉凤著.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 : 363 页
内容简介：本书结合新加坡公共服务系统自建国以来的发展和实践, 生动翔实地描述了
动态治理过程, 并阐释了深层原因。

《和谐社会与主观幸福感》

馆藏索书号：B82/20098

基本信息：毛振华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415 页
内容简介：中国社科院博管办, 社会学所和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共同举办的第二届
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主题是'和谐社会与社会保障". 30余位社会学博士后围绕主题,
从不同角度展开研讨和交流, 本书是本次论坛中遴选出的优秀研究成果的汇编。

《制度与经济发展———欠发达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与治理》
馆藏索书号：F091.349/20081
基本信息：(美)克里斯托夫·克拉格主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459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新制度经济学论文集，出自马里兰大学著名的“制度改革和非正
规部门中心”（IRIS）。收入本书意在突出法律与发展研究与近年来成就非凡的另一种学
术传统即新制度分析之间的联系。选择 IRIS 则是因为，该机构参与了世界上许多发展
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改革计划，促成了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变革。

《世界大趋势：正确观察世界的 11 个思维模式》
馆藏索书号：G303/20073.2
基本信息：(美) 约翰·奈斯比特著.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 266 页
内容简介：本书更多的是在激荡我们的思维, 并帮助我们摆脱惯性的思维, 它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看透世界的工具——它是在“授人以渔”。

春天里的幸福广东 李宜航 羊城晚报出版社 (简装本 - 2011-03出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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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在发展 20
《广东民生问题与政府行为研究》

馆藏索书号：D676.5/20111

基本信息：张强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299 页
内容简介：作者将政府治理模式作为具体分析民生问题与政府行为的制度变量，通过
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理论分析，探求在这一制
度变迁过程中民生问题与政府行为的演变规律。

《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辅导读本》

馆藏索书号：G127.65/20111

基本信息：林雄主编.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0:236 页
内容简介：本书描绘了未来十年广东文化发展的美好蓝图，揭开了广东文化建设的崭
新篇章，全书主要是围绕全会精神和《纲要》内容进行解读。

《缩小差距促进平等:实现广东经济的共享式增长》
馆藏索书号：F124.7/20113
基本信息：世界银行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281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八章，介绍了广东国民收入分配情况，对广东经济进行了研究并
给出建议，内容包括：认识广东省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通过农村低保救助贫困人群；
培育有效率、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让金融为缩小广东省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发挥作
用等。

《广东经济市场化进程二元性与社会和谐发展研究》
馆藏索书号：F127.65/201111
基本信息：安晓云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259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导论；理论基础；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多层面二
元性非均衡现状；广东经济社会二元性均衡特征形成的原因；二元性非均衡对建设“和
谐广东”的双重影响等。

《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研究报告》

馆藏索书号：F752.865/20101

基本信息：隋广军主编.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0:304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包括三大板块：一是总论, 分析了当前广东外经贸面临的内外部环
境的变化; 二是外贸与外资专题研究, 分析了广东对外贸易发展状况; 三是区域问题及
企业专题研究, 对广东省内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粤港澳合作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

《广东南海模式与建立中国式绩效预算》 馆藏索书号：F812.765.3/20101
基本信息：白景明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391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绪论和上、下两篇。内容包括绩效预算体系的构成、基层政府具
有强烈的预算改革积极性、南海区概况、南海财政与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南海绩效预
算的形成等18章。

《广东图书馆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

馆藏索书号：G259.276.5/20101

基本信息：胡俊荣主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254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图书馆国际化的概述、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的回顾与
现状、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调查与分析、社会因素与图书馆国际化的关系等。

《经典广东》

馆藏索书号：K296.5/20103

基本信息：林雄主编.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12322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史话、民系、名人、粤韵、名胜、名产、名城七个部分，对广东的
历史过程和文化遗产做了一次系统的梳理和盘点，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广东历史、人文
地理、文化精华和民俗风情。

《就业广东》

馆藏索书号：D669.2/20104

基本信息：雷育胜, 黄兆团主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9:283 页
内容简介：本书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为 26 位毕业生求职的故事。第二部分
为各类型用人单位人力资源负责人的访谈。第三部分为多位优秀毕业生求职时的全真
中英文简历。第四部分为珠三角地区发展规划和多家企业访谈。第五部分为珠三角地
区及各重点高校交通指引。

《广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讲》

馆藏索书号：F127.65/20107

基本信息：陈鸿宇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152 页
内容简介：本书论述广东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书分十讲，
内容包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自主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动力、产业结构调
整与广东经济的转型升级等。

《广东“双转移”战略：广东经济转型之路》 馆藏索书号：F127.65/201011
基本信息：汪一洋主编.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0:176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六个部分，内容涵盖了广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讲话精神和“双
转移”战略出台的来龙去脉、实施“双转移”战略的具体政策措施及取得的初步成果。

《创业广东》

馆藏索书号：I253.3/201012

基本信息：林雄主编.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 261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理想在燃烧”、“自我大挑战”、“永远不放弃”、“创新向未来”、
“爱心大奉献”五个篇章，全面反映了 30 个典型人物的创业历程、创业故事、创业奇
迹。

《中共名人在广东》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省公共支出管理制度改革研究》

无

馆藏索书号：F812.765.2/20092

基本信息：刘华伟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227 页
内容简介：随着我国各项改革事业的深入推进，切实改进和强化公共支出管理已显得
日益必要和紧迫。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逐步建立，广东省在公共支
出管理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多项改革在全国属首创，处于领先地位。

《广东省流通产业竞争力研究》

馆藏索书号：F727.65/20093

基本信息：蒋年云, 舒扬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267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对广东省流通业竞争力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阅和分析，为提高广东
省流通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影响中国的 100 个广东第一》

馆藏索书号：K296.5/20093

基本信息：殷国明, 汤奇云编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300 页
内容简介：本书选取广东近现代史上对中国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
重大影响, 有独创性的事情、人物、行业等, 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化性的特点。

《党的先进性建设在广东》

馆藏索书号：D26/20094

基本信息：王玉云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360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广东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总体布局、广东城市社区党建的新路子
和新思考、广东农村基层党建的探索和经验、广东“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等内容。

《解放思想在广东》

馆藏索书号：D676.5/20094

基本信息：苟志效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170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解放思想的历程及其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影响，同时围绕广东实际探讨了如何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广东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

《战略思维论广东》

馆藏索书号：D676.5/20095

基本信息：郑盛廷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310 页
内容简介：本书运用战略思维方法研究广东发展，通过分析研究解放思想与树立战略
思维、广东未来的区域定位与国际竞争力等问题，为各级领导干部把握广东发展的世
界坐标、全国方位和阶段性特征，提供思维方法和思想资源。

《广东经济发展探索录》

馆藏索书号：F127.65/200915

基本信息：陈俊凤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411 页
内容简介：本书就广东 60 年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经济发展的方式和途径编撰而
成，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人民的奋斗历程及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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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幸福》

馆藏索书号：B8/20111

基本信息：沈颢, (不丹) 卡玛·尤拉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77 页
内容简介：本书追溯了 GDP 的前世今生，借鉴了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探寻比 GDP 涵
盖范围更广的国家指标体系方面的初步尝试，对幸福的标准和衡量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
还详细介绍了亚洲小国不丹的另一个指标体系——国民幸福指数(GNH)。

《幸福的历史 》

馆藏索书号：B82-091/20111

基本信息：达林·麦马翁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46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包括：至高的善；永恒的福气；从天堂到尘世；不证自明的真理；质
疑证据；自由主义及其不满等内容。

《幸福了吗？》

馆藏索书号：K825.42=7/20111

基本信息：白岩松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279 页
内容简介：
《幸福了吗》是白岩松写下那本著名的《痛并快乐着》十年之后的最新随笔作品。
是他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期间的心灵成长全纪录。开篇作者便借用六世达赖喇
嘛仓央嘉措的一首诗，勾勒出了全书的轮廓——如何寻找幸福和信仰。这是对当下光怪陆
离的社会的质问，也是对人们久经炎凉而日益麻木的心灵的一种呼唤。

《幸福的方法》

馆藏索书号：B82-49/20111.2

基本信息：泰勒·本-沙哈尔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13, 188 页
内容简介：本书对“幸福”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遗传基因、与
幸福有关的环境因素，以及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幸福的行动。用积极心理学的最新科学研究
成果和传统智慧精华，教给你提升幸福指数的方法。

《幸福书》

馆藏索书号：B82-49/20113

基本信息：李嘉美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179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300条对幸福的认识和感悟，凝聚了众人的经验、智慧和力量。

《与生命相约》

馆藏索书号：B948-53/20117

基本信息：一行禅师著.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10:285 页
内容简介：这本书是由一行禅师的三本著作《初恋三摩地》
、《般若之心》
、《与生命相约》
集结而成。在《初恋三摩地》，你可以看到在一般大师身上绝对听不到的「一行禅师说自己
的初恋故事」，而由此来了解大乘佛教经典《金刚经》、
《华严经》
、
《维摩诘经》
、
《法华经》，
《般若之心》谈《心经》，
《与生命相约》则是谈小乘佛教的《上座比丘经》，告诉人们如何
活在当下。在他的深入浅出的阐释下，不仅易懂，而且容易在生活中实践。

馆藏索书号：B82-49/20118

1《古今中外话幸福》
基本信息：蒋斌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109 页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收集整理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力图从六个层面揭示幸福的真谛，从而
引领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遇见懂爱的自己 : 100个幸福的理由》

馆藏索书号：B82-49/20119

基本信息：王珣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1:309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十一章，主要内容包括：每天一个幸福的理由；放下错爱，幸福花
开；幸福就像狗尾巴；好命女人，成熟比成功重要等。

《幸福之道》

馆藏索书号：B82/201113

基本信息：吕秀斌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11: 285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介绍几位哲人的幸福观、人类需要产生的本原、人类需要
产生的特点、幸福与快乐的区别、对主观幸福感理论的批判等。

《跟哈佛教授学幸福》

馆藏索书号：B821-49/201113

基本信息：莫语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162 页
内容简介：2006年以来，哈佛教授泰勒·本·沙哈尔主讲的积极心理学在哈佛所有课程中
“受欢迎率”排名第一，被师生们誉为“幸福课”，并纷纷向学校教学委员会反映，称这门
课程“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本书运用丰富的案例、明快的语言对哈佛教授泰勒·本·沙哈
尔的幸福学理论进行了详尽阐述，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从本书中获益。

《幸福超越完美》

馆藏索书号：B82/201115

基本信息：(以) 泰勒·本-沙哈尔著.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236 页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应对完美主义。应用积极心理学的重要
原则，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完美主义”和“最优主义”，这两
者在每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全书包括理论、应用、冥想三篇。

馆藏索书号：B82/201120

1《什么是幸福》

基本信息：万俊人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1:225 页
内容简介：本书汇集了众多学者的学识与智慧，立足广东现实，着眼中国未来，从政治学、
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角度，探讨了“什么是幸福”，以及“建设幸福广东”的
重大课题。

《被骂的幸福: 优秀的人都是在骂声中成长、成功、成熟》
馆藏索书号：B821-49/201184
基本信息：(日) 川澄佑胜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161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如何在被骂中成长、掌握骂人的技术与艺术、感恩认真责骂你
的人、骂人的基本原则等。

《幸福密码:快乐做女人》

馆藏索书号：I267.1/2011190

基本信息：缎苏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0:211 页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许多有关女人和爱人、家庭的故事，分析阐述了如何去做一个快乐
的女人。

《幸福制造:我的魅力我做主》

馆藏索书号：I267.1/2011191

基本信息：汪洋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0:226 页
内容简介：向我们讲述了女人如何展现自己的魅力，包括美女是自己炼成的、让美丽深入
骨髓生长出新的魅力、关Ӛ时尚的闲言碎语等内容。

《幸福的七种颜色》

馆藏索书号：I267/2011325

基本信息：毕淑敏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206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选集之一。本书收录著名女作家毕淑敏近年来散文精
品新作，她的散文于寻常中见深刻哲理，语言朴实生动，记录了她探索人生的心理历程。

幸福和什么有关

订购中

《幸福与教育》

馆藏索书号：G41/20101

基本信息：(美) 内尔·诺丁斯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14, 285 页
内容简介：本书对如果将幸福作为一种教育目的的话，我们将会如何去教学这一主题进行
了探讨。本书首先追问了什么是幸福。其次，又讨论了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孩子们去理解幸
福是什么。在对当代这个几乎只看重经济幸福和快乐的社会进行批判的同时，本书谈到了
持家、为人父母、珍爱居所、培养品格、人际关系的发展、找到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和参与
民主生活方式等于幸福的意义。

《教师幸福论》

馆藏索书号：G443/20101

基本信息：王传金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242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相关研究文献述评、教师职业幸福的理论追索、教
师职业幸福的现状调查、教师职业幸福的实现路径、教师职业幸福的支持条件等。

《寻找幸福:阿尔卑斯的另一种生活 》

馆藏索书号：J424/20101

基本信息：薄义群, 肖琳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21, 35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上篇幸福是什么及下篇心灵的诉说，主要内容涵盖幸福就在家门口；幸
福是享受生活中的小事；幸福是不要对生活奢望太多；幸福是生活在现实中等。

《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

馆藏索书号：B82/20102

基本信息：苗元江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376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从心理学视角解读与量化幸福指数，对幸福感概念、影响因素、心理机制、
测评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

《破解幸福密码》

馆藏索书号：B84-49/20104

基本信息：毕淑敏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259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
“有意义的快乐就是幸福”
；
“放下包袱，持花而行”
；
“从自卑走
向幸福”；“封印悲伤，再建自我”；“适当应激，缓解焦虑”等。

《穷人不是天生的: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下的生活智慧》
馆藏索书号：F822.5/20094
基本信息：牛博士著.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9:154 页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在金融危机下我们如何过日子？危机当头，富人如何生活？危机当
头，穷人如何省钱？危机当头，居民如何应对？危机当头，居民如何理财？本书帮助我们
学会面对困难如何坚定信心，而且让我们在紧缩开支时，生活得有滋有味。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馆藏索书号：H194.1/20098
基本信息：李逸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9:14, 205 页
内容简介：本书对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进行了注释和译文。

《当幸福来敲门》

馆藏索书号：K837.125.34/200916

基本信息：(美)克里斯·加德纳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203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美国著名黑人投资专家克里斯·加德纳生平的真实写照，他用生命诠释
了责任和奋斗以及如何去实现梦想，永不放弃梦想，永远奋力前行。

《幸福之路》

馆藏索书号：B561.54/20081

基本信息：(英) 罗素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219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罗素散文中的一本名著，介绍了他对人生的感悟，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
度深入透彻地阐释了人类不幸的源泉和幸福的来源，并根据东西方人不同的伦理道德与社
会观念，抽象出普遍适应的获取幸福的原则。书中关于婚姻与爱情的精辟记述，关于人生
与理想的经典名言，读起来饶有趣味，让你感到亲切和信服，并且充实。

刘墉 (1949~) 著 《被羡慕的幸福》

(美)史密斯 (Smith, Ian K.) 著

无

幸福感 : 简单几步让你收获内心真正所需

无

徐拯 著

人的幸福与为人服务 : 经济·伦理与管理分析

《幸福的 1001 种方法》基普弗 著，冯英译

无

无

《穷人的福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纳斯传》
馆藏索书号：K833.545.3/20081
基本信息：白开元, 江锦成编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8:197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孟加拉国现代银行家尤纳斯的个人传记。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
述了穆罕默德·尤纳斯创办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神奇故事。

《穷人的美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 馆藏索书号：B512.49/20033
基本信息：(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206 页
内容简介：《穷人的美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开篇之作）
就开始探索并发现了人的精神世界里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其所有主人公身上。他
揭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悲剧，认为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的人，必然得出“一切都是允许的”
这一结论，奉行这个结论的人最终走向毁灭，即精神世界的瓦解。专注自己的人最终并没
有获得自由，而是戕害了自由，叛逆上帝的任性导致了人的自我毁灭。

从今天起，做个幸福的人；作者：卜伟欣 著 出 版 社：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有限公司

当下的幸福——我们并非不快乐 ；作者：（美）契克森米哈赖
版社

无

无

著 出 版 社：中信出

曾经想要幸福的人

罗朗·古内尔「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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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资料
1 建立民生幸福档案,促进幸福广东建设——在全省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基本信息：肖志恒. 广东:广东档案. 2011(3)
内容简介：(2011 年 3 月 3 日)这次全省档案工作会议，是在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启动实
施《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关键时刻召开的，非常及时，十分重要。

2 普惠金融建设幸福广东
基本信息：宋建新, 于洋. 北京:中国邮政. 2011(10)
内容简介：邮储银行广东省分行成立四年来，积极践行普惠金融理念，以小额贷款和小企业贷款为龙头，以基础
金融服务体系和城乡结算网络建设为两翼，走出了一条“大银行聚焦小贷款”的特色发展之路，成为支持百姓创
富、建设幸福广东的一支重要金融力量。

3 幸福广东 携手共创
基本信息：施卫华. 广东:广东经济. 2011(1)
内容简介：新年伊始，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在广州胜利召开，会议提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
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着力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进一步开创广东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排头兵的新局面。

4 建设幸福广东，关键在“还富于民”
基本信息：温思美. 广东:同舟共进, 2011(3)
内容简介：“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这个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广东整个发展观念、执政理念和社会治理
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5 广东省制定 2011 年国际森林年广东行动方案 共建绿色家园 共享幸福广东
基本信息：岑苗, 戴晓军. 北京:国土绿化, 2011(3)
内容简介：今年是国际森林年，也是我国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30 周年。广东省绿委、省林业局制定了《2011
国际森林年广东在行动方案》。

6 “幸福广东”不是梦
基本信息：谷梁. 广东: 红广角, 2011(3)
内容简介：最近，众多媒体热议建设“幸福广东”的问题，注意力多偏于讨论个人的幸福感。其实，依我浅见,
建设“幸福广东”应该是建设整个广东社会的幸福，并非是某一部分人或某个别人的幸福。

7 幸福广东 春天起飞
基本信息：邓小栗. 北京: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011(4)
内容简介：广东省 GDP 在 22 年间一直占据全国之首。2011 年 1 月，在全省两会上，广东省在全国第一次提出
了“幸福广东”的概念，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十二五”时期的核心工作，民生工作成为各
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GDP 的发展让位于关注和保障民生这一党的执政理念在广东变成了具体行动。全国两会
期间,本刊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欧真志，在他的描绘下，一幅“幸福广东”
的美好蓝图已展现在我们面前。

8 未来的美好愿景——幸福广东
基本信息：林永豪. 广东:人民之声, 2011(2)
内容简介：“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我省“十二五”工作的核心，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点睛之笔。
加快转型升级是手段，建设幸福广东是目标。广东的科学发展之路，迈进一个全新的里程。

9 汪洋：转型升级是手段，
“幸福广东”是目的
基本信息：领导决策信息, 2011(4)
内容简介：1 月 6 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表示，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主题、
转变发展方式的思路，落实到广东“十二五”的发展，核心就是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

10 构建幸福广东的理论与现实思考
基本信息：严维石. 广东: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1)
内容简介：在分析幸福广东的涵义基础上，强调幸福广东的内涵多维性和跨学科性，提出幸福广东建设面临诸多
问题，包括凝聚幸福广东的共识、幸福指数制定与考核机制以及相关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最后提出
建设幸福广东的一些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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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站资料
1. 幸福广东 http://baike.baidu.com/view/5050099.htm
2. 建设幸福广东 http://wenku.baidu.com/view/6551b71e59eef8c75fbfb330.html
3. 学习〈建设幸福广东中再立新功〉的学习心得
http://wenku.baidu.com/view/4d12881cb7360b4c2e3f64ef.html
4. 幸福广东指标体系 http://wenku.baidu.com/view/07c4daa2b0717fd5360cdc3b.html
5. 关于幸福广东指标体系情况的说明(组图)
http://news.163.com/11/1012/04/7G50P30A00014AED.html

编后语：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荐优秀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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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