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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中国

作者

2017.04

推荐人：孙馆长
书名

德国

法国

俄国

馆藏地点/索书号

《老子》
《孟子》
《论语》
《中庸》
《尚书》
《礼记》
《周易》
《国
语》
《庄子》
《荀子》
《墨子》
《管子》
《韩非子》
《孙子兵法》
社科图书借阅室
《资治通鉴》
《晏子春秋》
《吕氏春秋》
《黄帝内经》
《史记》
（馆藏多个版本，可自行选择）
《淮南子》
《汉书》
《贞观政要》
《红楼梦》
《古诗源》
《文心
雕龙》《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苦难辉煌》
《左传》
《尹文子》
《说苑》
《申鉴》
《帝苑》
《新五代史》
《新
唐书》《旧唐书》
《东坡乐府》《创业史》

美国

信息整理：韩玉凤

暂无馆藏，已纳入采购计划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

托马斯.潘恩

《常识》

社科图书借阅室 D097.124/1

海明威

《老人与海》

社科图书借阅室 I712.45/10

基辛格

《世界秩序》

社科图书借阅室 D81/29

歌德

《浮士德》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13.34/2

雅斯贝尔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暂无馆藏，已纳入采购计划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暂无馆藏，已纳入采购计划

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65.44/48

《悲惨世界》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65.44/168

《巴黎圣母院》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65.44/18

拉伯雷

《巨人传》

暂无馆藏，已纳入采购计划

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奥斯特洛夫斯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肖洛霍夫

《静静的沌河》

暂无馆藏，已纳入采购计划

《仲夏夜之梦》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61.33/99

《哈姆雷特》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61.33/152

《奥赛罗》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61.33/129

《李尔王》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61.33/109

《麦克白》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61.33/150

《双城记》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61.44/15

雨果

莎士比亚
英国

狄更斯

《雾都孤儿》

社科图书借阅室 D971.21-53/2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12.44/6:1
社科图书借阅室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61.44/38=2

杰弗雷.乔叟

《坎特伯雷故事集》

暂无馆藏，已纳入采购计划

意大

但丁

《神曲》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46.23/1

利

薄伽丘

《十日谈》

社科图书借阅室 I54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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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学大师说国学》 章太炎 梁启超 蔡元培等著
推荐理由：国学，兴起于 20 世纪初，而鼎盛于 20
年代，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的“中国传统
文化”探寻与反思热潮于今再次勃兴，代表了民族复
兴历程中对传统和民族文化根源的正视与珍视，也是
在世界多元文化潮流中对中华文化的重新定位。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国学，正确认识诸如国学的确
切涵义、国学与西学的关系、国学对现实的意义、国
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国学研究的方法等基本问题，编者选编了这套《国
学殿堂》丛书。本丛书收录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冯友兰、傅
斯年、钱穆等数十位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通论传统国学及专门论述国学入门、国
学典籍、国学方法及国学主要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精辟论文数百篇，按照主题
分册出版。第一批出版的书目有:《国学大师说国学》、《国学大师说儒学》、《国
学大师说孔孟》、
《国学大师说老庄及道家》、
《国学大师说诸子百家》、
《国学大师
说佛学》。
希望通过大师们权威的论述、深入浅出的讲解，使读者可以正确领悟国学的
真谛，以本书为发端和阶梯，步入国学的殿堂。
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I126.27/11

推荐人：侯蓉蓉

2、
《人性的观照》 柳鸣九著
推荐理由：
《人性的观照》一书是一本读书札记式的随笔
集，这本书汇集了世界名著小说里关于人性形态与情态
的描述，作者自己对于人性情态与形态的描述和分析，
让更多的读者产生了兴趣，并且重新认识人性。从内容
上看，可以说是在拿一些世界小说名篇说事，说什么事?
集中一件事，那就是人性的形态——爱情形态与性格形
态。从另一个角度看，该书也可以说是在世界小说名篇
的海洋中采藻拾贝，专门采撷、收集那些闪耀着人性形态之光彩的“藻”与“贝”。
作者写作这些篇章的初衷本来就是思考与评析人性的情态与性态，如果读者产生
３

《每月阅读推荐》

总第 40 期

2017.04

了对人性形态的兴趣，那么，对有关名篇佳作的理解与鉴赏，也会相应有所深化。
认识人性，赏析名篇，该书能在这两方面对读者有所助益。
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 I106.4-52/1

推荐人：姜钧元

3、
《追忆似水的未来》 吴岩著
推荐理由：
《追忆似水的未来》围绕着国内外各个时代的
科幻作品和科幻作家，谈科幻讲未来，与读者分享不同
时期不同作家深刻的思想和非凡的想象力。首先此书是
向普鲁斯特致敬，其次全书的编排散乱，最后该书是想
用一种全新的先验定位来诱导读者。

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 I106.4/22

推荐人:姜钧元

4、
《老舍小说全集一》 张新民著
推荐理由：书籍，是智慧的源泉，是知识的海洋，它还
是一位最好的朋友—孤寂时给你结伴，苦闷时给你欢欣，
疲惫时给你抚慰，面临诱惑时给你纯洁，徘徊犹豫时给
你坚定；它是体贴的，永远不向你索取，它只需一盏灯，
和一颗向它敞开的心灵。
屡屡茶香，飘出市井之情。寥寥数笔勾勒人生百态。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一个小故事如一盏明灯，
指引我们的方向，一本好书如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的心房。《老舍小说
全集》一书，能成为您生活中的伙伴，工作中的搭档，生活中的朋友，带给你“沙”
的温暖，“花的芬芳”，为你成功之路指引了方向......
《老舍小说全集》共分为六册，老舍先生的小说，多以城市百姓生活为题材，
地方色彩浓郁，语言风格朴实无华。起伏跌宕的情节、个性的鲜明人物、幽默诙
谐的笔调，一篇篇小说仿佛徐徐展开的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市井画卷。让您如同坐
在老北京的茶馆里，品一碗香茗，看一世风景。
《老舍小说全集》取材较广、构思精辟、耐人咀嚼，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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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I246/9:1

推荐人：侯蓉蓉

5、
《51 菜鸟到 ARM(STM32)高手进阶之旅 》 彭震会著
推荐理由：《51 菜鸟到 ARM（STM32）高手进阶之旅》
内容非常丰富，以新颖的思路带领读者从 51 单片机菜
鸟晋升为 ARM 高手。书中内容多由作者从 10 多年工作
实践中总结而来。
本书主要介绍 51 单片机和 ARMCortex-M3 系列
STM32 的原理及应用。全书共 6 章。第 1 章主要是引
导读者从零开始，接触 51 单片机的 DIY 项目；第 2 章
介绍 51 单片机的理论知识；第 3 章为 51 单片机全方位实战，通过手把手的操作，
全面剖析 51 单片机的结构及其应用；第 4 章介绍 ARM 处理器，掌握了前面的基
础，就可以理解从 51 单片机过渡到 ARM 需要哪些知识；第 5 章为 ARM 实战，通
过几个精彩的实战例程来真正学懂 ARM；第 6 章介绍嵌入式开发过程的经验和技
术心得，同时概括了行业的现状。
《51 菜鸟到 ARM（STM32）高手进阶之旅》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图文并茂，
学习脉络环环相扣，非常适合广大学生、电子爱好者...
馆藏地点：自科图书阅览室

索书号：TP368.1/235

推荐人：江海林

6、
《弘兼宪史葡萄酒入门讲座》（日）弘兼宪史著 吴素华、戴伟杰译
推荐理由：如果你是对葡萄酒完全没概念、一时也找
不到了解窍门的人，那么看这本书就对了。
《弘兼宪史葡萄酒入门讲座》是你了解葡萄酒知
识的最佳选择。作者弘兼宪史牢牢把握了初学者对于
葡萄酒的疑惑，通过 81 个关键词，以漫画+文字的形
式介绍了决定葡萄酒的风味的四大要素——葡萄品
种、产区、年份、生产者，以及从辨识酒标、选酒、
品鉴，到了解产区、酒庄、葡萄园等非常实用的知识，为我们勾勒了葡萄酒世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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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迷人轮廓。
此外，弘兼宪史还分享了古往今来有关葡萄酒的逸闻趣事，以及他与葡萄酒
为伴几十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初学者的葡萄酒知识助益良多。
馆藏地点：自科图书阅览室

索书号 TS262.6/6

推荐人：江海林

7、
《董明珠营销局》 李静编著
推荐理由：总结董明珠的成就，离不开她一手摸索出
来的独具魅力的营销策略。有人把董明珠对商界的贡
献归纳为：技术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人才组
织创新。这四项正是驱动现代企业得以稳健发展的重
要引擎。出身营销行业的她以营销创新为契机，在管
理和人才组织上，大但采用新思维，以其“霸道”的
管理手段，影响了一个企业，影响了中国商界。
实际上，董明珠的全部商业传奇加在一起，短短的 19 年:从 36 岁到今年 56
岁，时间一如改革开放"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瑰丽绚烂，炽烈奔放，挟着改革春风
呼啸而来，势不可挡。春天从不期许果实，带着诚意走进春天的，总能发出自己
的第一枝春芽。36 岁，许多人都在筹谋下半生的安逸，留恋固定工作的无忧无
虑，这个年龄似乎是一个远离创业、远离改革浪潮的年龄，但对于董明珠来说，
一切才刚刚开始。
馆藏地点：自科图书阅览室

索书号：K825.38/77

推荐人：江海林

8、
《居里夫人自传》 居里夫人著
推荐理由：这是伟大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留下的唯独的
人生自述，其中也包括她为丈夫皮埃尔?居里所写的传
记。她用直白、坦诚的语言，记录了一个出生在华沙的
普通家庭的女孩，通过刻苦努力、顽强奋斗，前往巴黎
求学，与皮埃尔?居里相识、相知，为了科学研究而甘
于寂寞，最终取得卓越成就的传奇一生。本书还通过居
里夫人的记叙、两人的书信和日记、他人的评价等多个角度展现了皮埃尔?居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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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尚人格魅力.
馆藏地点：自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K835.656.13/5

推荐人：李静

9、
《俺是山东人》作者:郝桂尧
推荐理由：以“忠孝”著称的齐鲁大地，为什么又是历
史上农民起义最多的地区？因“中庸”“保守”备受批
评的山东，为什么又孕育出孙子、鲁班、诸葛亮、王羲
之、贾思勰、李清照等等灿若星河的军事家、发明家、
文学家？其发展趋势是怎样的？还有更多的话题值得
提出：儒、释、道，在山东是怎样兼容并存的？东西走
向的黄河与南北走向的大运河，在山东构成了怎样的生态坐标和经济发展维度？
山东快书、煎饼大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是否是山东人永远的爱？
馆藏地点：自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K295.2/7

推荐人：刘静

10、《解忧杂货店》 东野圭吾著
推荐理由：
《解忧杂货店》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写作的奇
幻温情小说。该书讲述了在僻静街道旁的一家杂货店，
只要写下烦恼投进店前门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会
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答：因男友身患绝症，年轻女
孩月兔在爱情与梦想间徘徊；松冈克郎为了音乐梦想离
家漂泊，却在现实中寸步难行；少年浩介面临家庭巨变，
挣扎在亲情与未来的迷茫中……他们将困惑写成信投进
杂货店，奇妙的事情随即不断发生。
该书获得第七届中央公论文艺奖[2]、苹果日报翻译小说销售排行榜连续两
季第二名，荣登纪伊国屋、诚品、博客来、金石堂各大排行榜第 1 名，亚马逊中
国 2015 年度畅销图书榜第二。
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I313.45/102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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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管子全鉴 》 作者:孙红颖
推荐理由：《管子》是一部记录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改
革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论和事迹的汇编，是一部博采众
家之长的论文集。全书内容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
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
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社会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内
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管子》大约成书于战国后期。
西汉刘向编定该书时共 86 篇，今本实存 76 篇，其余 10 篇仅存目录。由于篇幅、
体例的限制，孙红颖解译的《管子全鉴(典藏版)》选取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目，
对其进行解译，旨在使读者对管子思想有概括性的理解和认识。
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B226.1/1

推荐人：陈爱卿

12、《Photoshop CC 图层，蒙版和通道大魔法》
推荐理由：本书分为上篇(图层)、中篇(蒙版)和下篇(通
道)三大部分共计 15 章。其中，图层篇详细讲述了图层
基础操作、图层混合模式、图层效果、文字图层、视频
图层、智能对象、调整图层、3D 图层等高级应用；蒙版
篇详细讲述了图层蒙版、矢量蒙版、剪贴蒙版和快速蒙
版四大蒙版的高级应用；通道篇则详细讲述了颜色通道、
Alpha 通道和专色通道的高级应用。特别适合于具备一
定 Photoshop 基础的初学者和希望进一步掌握 Photoshop 核心技术的学习者使用。
馆藏地点：自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TP391.41/1228

推荐人：孙维

13、《历史其实不是那回事》 东篱子著
推荐理由：源远流长的中国五千年历史,扑朔迷离的众多未
解之谜。每个未解之谜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震动古今的重大
历史悬案而这些悬案也使得更多的人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与体验,也让更多的痴迷者体验到了探索历史真相之后的美
妙感觉。还原历史真相,让后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历史。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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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吴川

14、《自然的艺术形态》德恩斯特.海克尔著
推荐理由：是科学家、插图艺术家、生态学鼻祖海克
尔的天才插画集，深远影响了 20 世纪的艺术走向。
这本书的作者是海克尔，毛主席说自己世界观的形成
主要归功于四个德国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
海克尔。毛主席和刘少奇见最后一面时，他推荐刘少
奇好好学习海克尔的著作。海克尔原来是学医学的，
一生致力于传播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写了很多科普文
字，但到了 20 世纪他在科学界的名声远不如他在艺术界的名声。
《自然的艺术形
态》是从他众多的精美插画中选择最为 100 余幅，展示出大自然惊人的对称和
令人窒息的炫美。汤姆·拜恩在《自然的历史》中介绍说：“在《自然的艺术形
态》中,最令人惊艳的元素是其所绘生命奇妙的排列方式——尤其是微观生
物……单单从美学的角度看，那厚重的黑色背景、精雕细琢的细节和令人愉悦的
粉彩色调都令海克尔的科学插图直至今日也如初次出版时一样迷人。”
馆藏地点：自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N49/171

推荐人：李静

15、《宫变》张程著
推荐理由: 内容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对具体案例的
描写和论证，后一部分介绍了中国的宫廷政变历史。专
制制度是政变爆发的温床，包括帝王在内的任何人都可
能是牺牲者。皇权位于权力金字塔顶端。金光闪耀，却
包裹杀机，是各条政治斗争支流和各派政治力量最后汇
聚之处。当积蓄已久的黑暗撕开伪善的外衣，“宫变”
发生……
馆藏地点：自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K220.9/33

16、《花能解语带你读懂齐白石》 吕立新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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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是文化学者吕立新全新视角解读齐白石作品，
赏析作品的感悟心得，同时很好的融入了对齐白石作品技
法以及创作特点的分析。全书采取一文一画为主，多画为
辅的解读形式，共 36 篇，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另有单
独开篇“定居北京”，概述齐白石转型期的故事和艺术背
景，承上启下。全书收录 50 幅左右齐白石经典作品高清
大图，其中大部分为北京画院馆藏精品，另有少量民间收藏佳品精彩呈现。行文
流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是一本普及大众审美的人文艺术大众阅读出版物。
馆藏地点：自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K825.72/102

推荐人：吴川

17、《恶意》 东野圭吾著
推荐理由：《恶意》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挑战悬疑小说写作
极限的佳作，是以加贺恭一郎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的第四部，
该系列的上一部作品是《谁杀了她》，该系列的下一部作品
是《我杀了他》。《恶意》于 1996 年由日本讲谈社出版发行
单行本，文库本由讲谈社于 2001 年出版发行。
《恶意》被媒
体和读者列为东野圭吾的巅峰之作，与《白夜行》同享光辉
与荣耀，这两部作品恰似两生花——《白夜行》为了爱粉身碎骨，《恶意》因为
恨万劫不复。
馆藏地点：社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I313.45/223

推荐人：张娜娜

18、《从北大走出的文学家》作者:刘国生
推荐理由：
《从北大走出的文学家》是“名家视界书库
丛书”之一，不仅是讲述了文学名家的人生经历，展
示精神风范的窗口，以反省个人与时代、科学与人文
为重大主题，诠释人生的真谛，掘取文明的碎金，更
成为广大读者精神食粮的仓储。不仅如此，穿插其间
的大量历史资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更是将这些“名
家”们所处的那个真实的时代背景予以复原，展现出了他们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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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精神。
馆藏地点：自科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K825.6/21

推荐人：刘静

19、推荐期刊《啄木鸟》
推荐理由：
《啄木鸟》杂志是中国公安系统惟一大型公安
法制文学期刊，创刊于 1980 年，由茅盾先生提写刊名，
此刊曾创下 180 万份发行量，多次荣获国家“五个一工
程奖”、
“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国家期刊奖提名奖”、
第五届“矛盾文学奖”等奖项。目前，啄木鸟杂志社正
以编辑为龙头，发行、广告、经营、通联为两翼、影视、
科技为策应的崭新格局向前发展。全新的啄木鸟=杂志+图书+光盘+影视+科技+
网络的具有多种传播手段的实力雄厚的多媒体。
杂志大致分：特别推荐 、大案要案 、好看小说 、侦探与推理 、尘封档案 、
外国推理探索 、啄木鸟论坛 、散文随笔 、侦探俱乐部几个方面来编写。
馆藏地点：期刊阅览室

索书号:I21/015

推荐人：张娜娜

20、推荐期刊《萌芽》
推荐理由：《萌芽》杂志创刊于 1956 年 7 月，是中国第一
本青年原创文学刊物，至今已走过了 60 年的辉煌历程。目
前《萌芽》发行量已达 50 万份，是对中国青年深具影响力
的一本原创文学杂志。《萌芽》因而被誉为“80 后偶像摇
篮”。
“萌芽”，是名词，是动词，更是一个中国知名青春文
学文化品牌。
“萌芽”，一个全方位的青春文学文化平台，“萌芽”，一本具有 50 年辉煌历
史、仍为中国权威畅销的原创青春文学杂志，
“萌芽”，一个历时 8 年，被誉为“中
国语文奥林匹克”的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萌芽”，一个近 60 万会员，每天百
万流量的超人气青春文学文化网站。
馆藏地点：期刊阅览室

索书号：I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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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张娜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