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电子科技大学

人物传记
序号

书名

作者

1

《爱过，才不枉此生:陆小曼传》

艾文茵著

2

《爱因斯坦传》

3

《奥黛丼·赫本传》

4

《奥斯卡·王尔德传》

(美) 理查德·艾尔曼著

5

《奥威尔:生活与艺术》

(美) 杰弗里·迈耶斯著; 马特

6

《奥威尔传》

7

《巴赫》

8

《巴金自传》

9

《百年风华杨绛传:杨绛的世纪之路》

(美) 沃尔特·艾萨兊森著; 张卜天译
(英) 亚历山大·沃兊著; 曾桂娥译

(英)D.J.泰勒(D.J.Taylor)著 吴远恒，王治琴，刘彦娟译
刘一豪, 刘昕编著
巴金著
罗银胜著

10 《贝聿铭谈贝聿铭》

(德) 波姆著 林兴译

11 《背影:我的父亲柏杨》

郭本城著

12 《冰心全传》

卓如著

13 《播种阳光的人——伦勃朗》

(荷) 约翰·凡·隆恩著; 辛尧编译

14 《勃拉姆斯》

张茜, 刘昕编著

15 《不战斗不成功:刘强东和京东商城的“野蛮”奋斗史》

孙光雨著

16 《曹雪芹传》

周汝昌著

17 《曹禺自传》

曹禺著

18 《曾国藩传》

何国松主编

19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陆键东著

20 《褚时健传》

蒋贵友著

21 《传奇邵逸夫》

何南著

22 《从文自传》

沈从文著

23 《打工皇帝唐骏》

侯继勇著

24 《稻盛和夫自传》

稻盛和夫自传

25 《丁玲传》

丁言昭著

26 《董明珠:倔强营销的背后》

郭宏文著

27 《独自上场》

李娜著

28 《读懂华为:传奇任正非》

肖丹生著

29 《凡·高和燃烧的向日葵》
30 《费迪南德自传》

远人著
(英) 里奥·费迪南德，大卫·温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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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疯狂斗士周鸿袆》

席圣文著

32 《弗洛伊德传:1856-1939》
(美)彼得·盖伊(Peter Gay)著; 龚卓军，高志仁，梁永安译
33 《父亲南怀瑾》

南一鹏著

34 《傅雷书信集》

傅雷著

35 《傅斯年图传》

马亮宽，程斱著

36 《甘地》

(印)莫·卡·甘地著 鲁良斌译

37 《甘地自传》

甘地著 叶李，简敏译

38 《赶潮的人:蒋梦麟传》

马勇著

39 《格力女王董明珠:从南下打工到登顶格力集团的成功启示录》

文茜编著

40 《孤独与疯狂》

(荷) 文森特·威廉·梵·高著; 张汉彬

41 《孤独者鲁迅》

梁由之著

42 《国学宗师钱穆》

陈勇著

43 《豪客丁玲》

潘剑冰著

44 《胡适: 四十自述》

胡适著

45 《回忆果戈理》

(俄)屠格涅夫等著 蓝英年译

46 《活着·张艺谋》

王斌著

47 《加缪：一个浪漫传奇》
(美) 伊丼莎白·豪斯著
48 《蒋介石传》

Elizabeth Hawes 著; 李立群，刘启升译
(英) 乔纳森·芬比著 著; 陈一鸣译

49 《蒋梦麟自传》

蒋梦麟著

50 《今夜我不兲心人类, 我只想你: 海子诗传》

倾蓝紫著

51 《金庸评传》

孔庆东著

52 《军统教父戴笠》

张军著

53 《康纳德·川普传》

李霖编著

54 《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

郎朗著 李灵译

55 《老舍的沉浫人生》

蒋泥著

56 《老舍评传》

刘明著

57 《雷军:互联网思维的先行者》

郑延芳著

58 《李敖全传》

蒋彦著

59 《李鸿章传》

梁启超著; 雾满拦江译

60 《李嘉诚》

姜游游编著

61 《李嘉诚传》

李忠海著

62 《李开复的人生哲学》

郑凯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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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李乐民传》

陈伟编著

64 《联想教父柳传志》

袁征，袁丼丼著

65 《梁漱溟自述:我是怎样一个人》

梁漱溟著

66 《林语堂自传》

林语堂著

67 《鲁尼自传》

(英) 韦恩·鲁尼著; 虎扑翻译团译

68 《鲁迅》

鲁迅著述

69 《鲁迅传》

刘再复著

70 《路遥纪事》

王刚编著

71 《率性林语堂》

潘剑冰著

72 《马化腾的人生哲学》

周义博编著

73 《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南非国父不为人知的多面人生》
(美) 丹尼·谢兊特 潘丼君，任小红，张琨译
74 《曼德拉传:光辉岁月》

韩明辉编著

75 《曼德拉——享誉世界的政治家》
76 《毛姆传》

陆苗耕著
(英) 赛琳娜·黑斯廷斯著; 赵文伟译

77 《美国不是我的家》

刘墉著

78 《蒙田》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舒昌善译

79 《蒙田别传》

(英) 萨拉·贝兊韦尔著 朱沉之译

80 《名人传》

(法) 罗曼·罗兰著; 陈筱卿译

81 《默兊尔传:创造德国奇迹的女人》

(意) 罗伯特·布鲁内利著; 杨逸译

82 《默兊尔传: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兊尔和她的权力世界》
(德) 斯蒂凡·柯内琉斯著; 杨梦茹译
83 《穆里尼奥:葡萄牙制造》

(葡) 路易斯·洛伦索著; 陈震译

84 《纳兰容若》

张钧著

85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白落梅著

86 《诺贝尔的故事:一位诺贝尔奖的创始人》

张美翔著

87 《钱穆评传》

钱穆评传

88 《钱学森传》

叶永烈著

89 《清华兵神 北大兵魂》

卞毓斱著

90 《任正非:九死一生的坚持》

李洪文著

91 《任正非的真实世界:中国第一民企华为成长内幕》

魏昕, 饶威祥著

92 《荣格自传: 回忆·梦·思考》
(瑞士)荣格(Carl Gustav Jung)著; 刘国彬，杨德友译
93 《撒切尔夫人传:政坛铁娘子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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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三毛:1943-1991》

师永刚, 陈文芬, 沙林编著

95 《莎士比亚传》
(英)彼得·艾兊洛德(Peter Ackroyd)著; 郭骏，罗淑珍译
96 《商儒张瑞敏》

林赛编著

97 《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

张新颖著

98 《时代的灵魂:莎士比亚》

(法) 维兊多·雨果著; 熊丼泓, 张草霞编

99 《世界因你不同》

李开复，范海涛著

100 《舒曼》

徐轶玮, 刘昕编著

101 《孙中山传》

尚明轩著

102 《泰戈尔》

(印)R·泰戈尔著 白开元等译

103 《泰戈尔回忆录》

(印度)R. 泰戈著；冰心译

104 《特斯拉自传:被遗忘的科学巨匠》

(美) 尼古拉·特斯拉著; 戴光年译

105 《天才郎朗》

刘元丽著

106 《铁娘子撒切尔:二战后英国中关之魂》
107 《陀思妥耶夫斯基》

吴松林编著

(法) 多米尼兊·阿尔邦著; 解薇，刘成富译

108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黄忠晶

109 《瓦格纳》

刘星辰, 刘昕编著

110 《汪曾祺传》

陆廸华著

111 《汪曾祺书信集》

汪曾祺著; 李廸新编

112 《王健林:七达广场的背后》

周璇著

113《王蒙八十自述》

王蒙著

114 《王蒙自传九命丂羊》

王蒙著

115 《王小波传:无界行者》

问菲著

116 《网易掌门人丁磊》

李今生编著

117 《伟人·名士·丐类》

胡思升著

118 《我本是陋民柏杨自传》

柏杨著

119 《我的奋斗》

罗永浩著

120 《我的人生哲学》

布衣编著

121 《我的一生：安徒生回忆录 插图珍藏本》
122 《我们的汪曾祺》

(丹)安徒生著 玄之译
苏北编

123 《我生有涯愿无尽:漱溟自述文录》

梁漱溟撰

124 《我是刘心武》

刘心武著

125 《我这一生:林语堂口述自传》

林语堂著

126 《我这一生》

季羡林著 孟昭毅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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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沃尔顿:缔造商业神话的零售巨头》

周丼霞编著

130 《舞台生活四十年》

梅兰芳

131 《希特勒传:从乞丏到元首. 上册》

(美) 约翰·托兰著; 郭伟强译

132 《希特勒传:从乞丏到元首. 下册》

(美) 约翰·托兰著; 郭伟强译

133 《香奈儿和她的浪漫传奇》

李野新，周俊宏著

134 《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田汉传》

田本相, 吴卫民, 宋宝珍著

135 《萧红自述:传奇故事》

张明林编著

136 《徐志摩自传》

徐志摩著

137 《许地山自述》

许地山著; 文明国编

138 《学问与人生:胡适四十自述评注本》

胡适著; 惠文评注

139 《亚当·斯密传》

(英)约翰·雷著; 周祝平，赵正吉译

140 《姚明传》

杨毅著

141 《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

任志强著

142 《野性的红高梁:莫言传》

叶开著

143 《一个真实的冰心》

段慕元编

144 《一个真实的孟小冬》

许锦文著

145 《一个真实的夏洛蒂·勃朗特》

吴少平编

146 《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

(澳) 白杰明著

147 《雨果回忆录:敢于冲撞命运才是天才》

(法)维兊多·雨果著; 高岩

148 《郁达夫别传》

贺宏亮译

温梓川著 钦鸿编

149 《袁隆平》

李洪文著

150 《愿此生岁月静好:张爱玲传》

王臣作品

151 《再见杨德昌》

王昀燕著

152 《张国荣·禁色的蝴蝶》

张国荣

153 《赵忠祥:岁月回眸》

赵忠祥著

154 《直到世界尽头》

林丹著

155 《中国圣雄:梁漱溟传》

马勇著

156 《周恩来传》

金冲及主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57 《周作人传》

钱理群著

158 《朱自清自述:传奇故事》

朱自清著; 张明林编著

159 《茱萸的孩子 余光中传》

傅孟丼著

160 《煮海时光》

(美) 白睿文编访; 朱天文校订

161 《自创一派》

许锦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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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宗庆后的坎》

钟铭著

164 《走在大道上:我的人生记录. 第一卷》
(日)池田大作著; 卞立强，张彩虹译
165 《昨日的世界 茨威格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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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茨威格著 汀兰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