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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书单 

序号 书名 作者 

1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著 

2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著 

3 资本论 马克思著 

4 剩余价值学说史 马克思著 

5 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著 

6 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著 

7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 马克思，恩格斯著 

8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著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 马克思，恩格斯著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2 马克思，恩格斯著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3 马克思，恩格斯著 

12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著 

13 反杜林论 恩格斯著；吴黎平译 

14 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著 

15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著；张仲实译 

16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著；秦邦宪译 

17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列宁著 

18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

作导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

经典著作导读》编写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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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

研究 

S.H. 里格比著; 吴英译 

20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研究读本 

白云真著 

21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读本 曹典顺著 

22 政治经济学批判 陈俊明著 

23 

重温经典：拜访马克思：七个重大理

论问题 

陈文通著 

24 活着的马克思 

程建宁, 丁宏远, 刘常仁, 袁

德金编著 

25 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韩庆祥著 

26 

马克思地产权制度理论研究：兼论中

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 

洪名勇著 

2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研究读本 

江洋编著 

28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研究读本 姜海波编著 

29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 G. A. 科恩著; 段忠桥译 

30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从

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 

孔明安, 尚杰, 王凤才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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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读 李成旺编著 

32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问题 李惠斌，叶汝贤编著 

33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李惠斌，叶汝贤编著 

34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李惠斌，叶汝贤编著 

35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研究 李惠斌，叶汝贤编著 

36 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研究 李惠斌，叶汝贤编著 

37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 李惠斌编著 

38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

社会>一书摘要》研究读本 

李义天，田毅松著 

39 《自然辩证法》研究 林可济著 

40 

从剥削论到调节论：“资本论”的当

代价值研究 

陆国梁著 

4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改革开放三

十周年 

吕贵，田丰，陈章亮主编 

42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

原理>一书摘要》研究读本 

吕梁山，潘瑞编著 

4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孟宪东, 周文华, 严宗泽等著  

44 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读本 聂锦芳, 彭宏伟著 

45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研究读本 裴晓军著 

46 回忆恩格斯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http://webpac.uestc.edu.cn/search~S1*chx?/t%7bu9A6C%7d%7bu514B%7d%7bu601D%7d%7bu4E3B%7d%7bu4E49%7d%7bu57FA%7d%7bu672C%7d%7bu539F%7d%7bu7406%7d%7bu7814%7d%7bu7A76%7d/t%7b21612c%7d%7b21336b%7d%7b213e2e%7d%7b213039%7d%7b215242%7d%7b21383c%7d%7b214369%7d%7b213478%7d%7b214b48%7d%7b214e37%7d%7b214f4e%7d/1%2C4%2C5%2CB/frameset&FF=t%7b21612c%7d%7b21336b%7d%7b213e2e%7d%7b213039%7d%7b215242%7d%7b21383c%7d%7b214369%7d%7b213478%7d%7b214b48%7d%7b214e37%7d%7b214f4e%7d&2%2C%2C2/index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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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新马克思主义哲学 50 年 任俊明主编 

48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著 

49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上） 孙正聿著 

50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 孙正聿著 

51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下） 孙正聿著 

5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

究 

陶德麟， 何萍主编 

5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传统与创

新 

汪信砚著 

54 时代先声：走进《共产党宣言》 王炳林编著 

55 

马克思“《莱茵报》政论文章”研究

读本 

王代月编著 

56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研究读本 

薛俊强编著 

57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 颜晓峰主编 

58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当代阐释 叶汝贤，李惠斌编著 

59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问题 叶汝贤，李惠斌编著 

60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现代解读 叶汝贤，李惠斌编著 

61 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 叶汝贤，李惠斌编著 

62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 叶汝贤，李惠斌编著 

63 马列经典在中国 60 年 俞可平主编 

http://webpac.uestc.edu.cn/search~S1*chx?/a%7bu859B%7d%7bu4FCA%7d%7bu5F3A%7d/a%7b215623%7d%7b213165%7d%7b213d48%7d/-3,-1,0,B/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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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俞良早著 

65 

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村社”研究读

本 

袁雷、张云飞著 

66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导读 甄晓英著 

67 马列著作选编 中共中央党校 

68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

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

作司编 

69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论 庄福龄编著 

70 马泽东哲学思想史 庄福龄, 杨瑞森, 余品华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