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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经典 传文明    

                  ——《人类文明经典赏析》课程组推荐图书展 

 《人类文明经典赏析》是由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在教务处的

指导、各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开展建设的，是致力于培养学生“新四会”能力和人文素养的核

心通识课。该课程以文学人文（以文学、史学和哲学为核心，及其衍生的美学、宗教学、伦

理学、艺术学等）和当代文明（以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为核心，涵盖法学、心理学、管

理学等的科学领域）为主要教学内容，通过强化学生大量阅读人类文明经典论著，辅以深度

讨论和规范写作，达成培养学生阅读与写作习惯、提升人文基础素养等目的。 

以下书单来自该课程组的老师们，他们结合人文素养知识及自身擅长的专业领域，特向

读者推荐尽享人文盛宴的如下图书。 

 推荐老师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柴俊武 王丹丹 

董良 王路昊 

郭磊 王明庆 

韩宏 王倩 

何茜 武畅 

胡杰辉 许文骊 

李冬青 叶本乾 

李滚 游宏志 

李智超 游宏志 

刘文彬 有祥君 

刘钰 周劲松 

彭岷 周涛 

彭焱 朱晶 

钱宇 邹涛 

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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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书名  作者、译者 出版社 

1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曹雪芹 线装书局 

2 《人类简史》 
尤瓦尔·赫拉利  

译林俊宏 
中信出版社 

3 《少有人走的路》 斯科特·派克 译于海生 中国商业出版社 

4 《极简科学史》 
苏珊·怀斯·鲍尔  

译徐彬，王小琛 
中信出版社 

5 《智能时代》 吴军 中信出版集团 

6 《为数据而生》 周涛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7 《算法时代》 Luke Dormehl （胡小锐） 中信出版集团 

8 《尼各马可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 译廖申白 商务印书馆 

9 《人的境况》 汉娜·阿伦特译王寅丽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0 《偶像的黄昏》 尼采 译李超杰           商务印书馆 

11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译刘继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2 《忏悔录》 奥古斯丁译  周士良       商务印书馆 

13 《被遗忘的真迹》 徐小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4 《唐诗杂论》 闻一多 中华书局 

15 《新民说》 梁启超 商务印书馆 

16 《论自由》 约翰.密尔 商务印书馆 

17 《新大陆游记》 梁启超 商务印书馆 

18 《欧游心影录》 梁启超 商务印书馆 

19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890-1907）》 
张灏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 《幽暗意识与时代探索》 张灏 广东人民出版社 

21 《从晚清到民国》 唐德刚 中国文史出版社 

22 《严复全集》 严复 福建教育出版社 

23 《孙中山全集》 孙中山 人民出版社 

24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史华慈 中信出版社 

25 《自由与国家》 高力克 浙江大学出版社 

26 《红楼梦(上下)》 曹雪芹  人民文学出版社 

27 《中国艺术史》 迈克尔·苏立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8 《写给大家的西方美术史》  蒋勋 湖南美术出版社 

29 《丰子恺:如何看懂印象派》 丰子恺 新星出版社 

30 
《摄影里程碑:国家地理学会 125

周年纪念特辑》 
莉雅•宾达威瓦 译者黄中宪  电子工业出版社 

31 《思想的眼睛:布列松论摄影》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译者赵欣 
中国摄影出版社 

https://book.jd.com/publish/%E7%BA%BF%E8%A3%85%E4%B9%A6%E5%B1%8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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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信息图表设计入门》 樱田润 译者施梦洁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33 《写给大家看的设计书》 
Robbin Williams  

译者苏金国 
人民邮电出版社 

34 《艺术的故事》 贡布里希 译范景中 广西美术出版社 

35 《现代设计史（第 2版）》 大卫·瑞兹曼 译者李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6 《配色设计原理》  
奥博斯科编辑部  

译者暴凤明 
中国青年出版社 

37 《希腊罗马神话欣赏（修订版）》 编者王磊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8 《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 荷马；译者罗念生，王焕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39 《荷马史诗 奥德赛》 荷马；译者罗念生，王焕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40 
《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复仇主题探

究》 
杨德煜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41 《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 加斯帕•格里芬；译者刘淳 北京大学出版社 

42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希腊神话故事（新版）》 
古斯塔夫•施瓦布 花城出版社 

43 
《希腊罗马神话（英文权威版） 

[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译者塔特洛克（Tatlock，

J.M.） 
中央编译出版社 

44 《古希腊神话与悲剧》 

让-皮埃尔·韦尔南，皮埃

尔·维达尔-纳凯；译者张苗，

杨淑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5 《荷马 3000 年》 
亚当·尼科尔森； 

译者吴果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46 《希腊神话（英汉对照）》 施瓦布；译者王志娇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47 《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鲁斯 本尼迪克特；译者吕万

和，熊达云，王智新 
商务印书馆 

48 《武士道》 新渡户稻造；译者 浙江文艺出版社 

49 
《知日！知日！这次彻底了解日

本套装版（全四册）》 
苏静（主编） 中信出版社 

50 《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黑川雅之； 

译者王超鹰，张迎星 
河北美术出版社 

51 《武士道》 
新渡户稻造； 

译者矢内原忠雄 
岩波書店 

52 《挪威的森林（上下）》 村上春树译赖明珠（台湾） 时报出版（台湾） 

53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村上春树 译施小炜 南海出版公司 

54 《无比芜杂的心绪》 村上春树 译施小炜 南海出版公司 

55 《魔山》 托马斯·曼 译杨武能 上海文艺出版社 

56 《林少华看村上·村上文学35年》 林少华 青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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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村上春树与后现代日本》 三浦玲一 译陈明霞 华中科技大学 

58 《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 本·鲁宾 译陈明霞 南京大学出版社 

59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村上春树 译林少华 上海译文出版社 

60 《1973年的弹子球》 村上春树 译林少华 上海译文出版社 

61 《且听风吟》 村上春树 译林少华 上海译文出版社 

62 《萤》 村上春树 译林少华 上海译文出版社 

63 《寻羊冒险记》 村上春树 译林少华 上海译文出版社 

64 《古希腊神话与传说》 施瓦布 商务印书馆 

65 《圣经的故事》 房龙 浙江文艺出版社 

66 《文字小讲》 许进雄 天津人民出版社 

67 《互联网的误读》 

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  

娜塔莉•芬顿（Natalie 

Fenton）  德 斯•弗里德曼

（Des Freedma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8 《英国通史》 钱乘旦 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69 《英语发展史》 张勇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70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

模式溯源》 
钱乘旦等 江苏人民出版社 

71 《牛津英国史》 
Kenneth O. Morgan， 

钟美荪 翻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72 《英国通史(套装全 6卷）》 钱乘旦 等 江苏人民出版社 

73 《人工智能的未来》 
雷.库兹韦尔  

译盛杨燕 
浙江人民出版社 

74 《人工智能时代》 杰瑞.卡普兰 浙江人民出版社 

75 《道德哲学史讲义》 约翰.罗尔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6 《哲学史讲演录 1》 黑格尔 商务印书馆 

77 《哲学史讲演录 2》 黑格尔 商务印书馆 

78 《脑机穿越》 米格尔.尼科莱利斯 浙江人民出版社 

79 《奇点临近》 雷.库兹韦尔 机械工业出版社 

80 《新卖桔者言》 张五常 中信出版社 

81 《重寻无处》 张五常 中信出版社 

82 《经济解释》 张五常 中信出版社 

83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

的命运》 

贾雷德·戴蒙德著； 

谢延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84 《现代世界的诞生》 
艾伦·麦克法兰著； 

        管可秾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8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

代到法国大革命》 

弗朗西斯·福山著； 

毛俊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http://book.jd.com/writer/%E9%92%B1%E4%B9%98%E6%97%A6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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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

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 

毛俊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7 
《社会权力的来源：从开端到

1760年的权力史 （第一卷）》 

[英] 迈克尔·曼著；  

刘北成, 李少军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88 
《社会权力的来源：阶级和民族

国家的兴起（第二卷）》 

[英] 迈克尔·曼著； 

陈海宏 等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89 
《社会权力的来源：全球诸帝国

与革命（第三卷）》  

[英] 迈克尔曼著， 

郭台辉 茅根红 余宜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90 
《社会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第

四卷）》 

[英] 迈克尔·曼 著；郭忠华，

徐法寅，蒋文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91 
《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

统社会学到什么？》 

贾雷德·戴蒙德著； 

廖月娟 译 
中信出版社 

92 《文明之光（全三册）》 吴军 人民邮电出版社 

93 《浪潮之巅（上下册）》 吴军 人民邮电出版社 

94 《信息简史》 
[美] 詹姆斯·格雷克著； 

高博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95 《人间词话》 王国维 中华书局 

96 《中国人的脸面观》 翟学伟 北京大学出版社 

97 《城市里的陌生人》 张鹂 江苏人民出版社 

98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新

版）》 

[澳] 约翰·赫斯特著； 

席玉苹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99 《艺术的故事》 
贡布里希 

译范景中 
广西美术出版社 

100 
《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

神》 

林巳奈夫 

译常耀华等 
三联书店 

101 《中国艺术史九讲》 方闻 上海书画出版社 

102 《剑桥中国史》 
编[英]崔瑞德  鲁惟一 

译杨品泉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3 《古文观止》 译注钟基等 中华书局 

104 《史记》 著司马迁 中华书局 

105 《哈佛中国史》 

编[加]卜正民 

著[美]陆威仪等 

译王兴亮等 

中信出版集团 

106  英美诗歌教程（第二版）》  李正栓 清华大学出版社  

107 
《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第二版）

（人文大讲堂）》  
茅于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8 《英美诗歌精品赏析》  郭嘉 编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109 《诗歌经典鉴赏》 林可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https://book.jd.com/publish/%E4%B8%8A%E6%B5%B7%E4%B8%96%E7%BA%AA%E5%87%BA%E7%89%88%E9%9B%86%E5%9B%A2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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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英语诗歌欣赏(语言文化类)》 蒲度戎 重庆大学出版社 

111 
《中外诗人共灵犀：英汉诗歌比

读与翻译研究》 
张保红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12 《英美诗歌鉴赏》  黄家修  武汉大学出版社 

113 《中国诗学》 叶维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14 《经典全阅读 中外诗歌精选》 莜禾 团结出版社 

115 《外国诗歌名作欣赏》 飞白，辜正坤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16 《老人与海（买中文送英文）》 海明威著，孙致礼译  中国宇航出版社  

117 《变形记（全译本)》 卡夫卡著，李文俊等译     商务印书馆     

118 《小王子（买中文版送英文版）》 圣埃克苏佩里著，柳鸣九译 译林出版社 

119 《万叶集》 大伴家持等；翻译赵乐甡 译林出版社 

120 《伊豆的舞女》 
川端康成； 

翻译叶渭渠唐月梅 
中国书籍出版社 

121 《心》 夏目漱石；译者林少华 中国宇航出版社 

122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亨廷顿 

译王冠华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23 《政治秩序的起源》 福山 译毛俊杰 广西人民出版社 

124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福山 译毛俊杰 广西人民出版社 

125 《灯谜基础知识》 蔡芳 中州古籍出版社 

126 《中华当代灯谜艺术家大辞典》 刘二安等 中州古籍出版社 

127 《中华谜书集成》 高伯瑜等 人民日报出版社 

128 《中华谜语大辞典》 编委会 安徽文艺出版社 

129 《权力与影响力(珍藏版)》 
约翰˙科特(著)， 

李亚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130 《乡土中国》 费孝通(著) 人民出版社 

131 《领导力(第四版)》 
詹姆斯˙库泽斯等(著)， 

李丽林等(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132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

戏》 
黄光国(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33 《话本小说概论上下册》 胡士莹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134 《中国现代小说起点》 陈平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35 《道德哲学史讲义》 陈平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36 《小说史：理论与实践》 陈平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37 《千古文人侠客梦》 陈平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38 《社会心理学》 
戴维 迈尔斯著（美国）， 

侯玉波等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139 《社会性动物（第九版）》 E 阿伦森著，邢占军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40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 勒庞著（法国），

冯克利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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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金庸小说论稿》 严家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2 《老人与海 软精装 珍藏版》 (美) 海明威著，孙致礼译 中国宇航出版社 

143 《变形记》 （奥）卡夫卡，李文俊等译 商务印书馆 

144 《变形记（英文版）》 弗朗茨•卡夫卡 译林出版社 

145 《小王子》 
（法）圣埃克苏佩里， 

柳鸣九（译） 
译林出版社 

146 《遇见未知的自己》 张德芬 华夏出版社 

147 《活出生命的意义》 维克多·弗兰克著，吕娜译 华夏出版社 

148 《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著，听泉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49 《自卑与超越》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 

马晓娜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50 《论人的成长》 
卡尔·罗杰斯著， 

石孟磊等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51 《前世今生》 
布莱恩•魏斯 著， 

谭智华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52 《金刚经说什么》 南怀瑾著述 复旦大学出版社 

153 《六祖坛经》 净因法师 导读及译注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54 《宽容》 房龙著,胡允橙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155 《新世界》 艾克哈特·托尔著,张德芬译 南方出版社 

156 《当下的力量》 埃克哈特·托利著,曹植译 中信出版社 

157 《人间是剧场》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新星出版社 

158 《正见-佛陀的感悟》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59 《爱的艺术》 艾·弗洛姆著,李健鸣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60 《西藏生死书》 索甲仁波切著,郑振煌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161 《新家庭如何塑造人》 
（美）维吉尼亚.萨提亚著,

易春丽等译 
世界图书出版社 

162 《爱的序位》 伯特•海灵格 著,霍宝莲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63 《弗洛伊德自传》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顾闻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

公司 

164 《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 商务印书馆 

165 《佛教的见地与修道》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著,马君

美、杨忆祖、陈冠中译 
新星出版社 

166 《与爱同在》 克里希那穆提 著,缪舒宜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167 《最好的告别》 阿图•葛文德 著,彭小华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68 《死后的世界》 雷蒙德•穆迪 著,林宏涛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后浪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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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生命的重建》 露易丝•海著,徐克茹译 中国宇航出版社 

170 《活在当下》 
芭芭拉•安吉丽思著, 

黎雅丽译 
华文出版社 

171 《悉达多》 赫尔曼•黑塞著杨武能译 译林出版社 

172 《少有人走的路》 
M•斯科特•派克 著,于海生、

严冬冬 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173 《不抱怨的世界》 威尔•鲍温著,陈敬旻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74 《相约星期二》 米奇•阿尔博姆著,吴洪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75 《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 荣格著,刘国彬 杨德友译 上海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