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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1 少有人走的路 (美) M·斯科特·派克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2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人生发

展：成长，从关爱心灵开始 
蔺桂瑞，杨芷英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乌合之众 (法) 古斯塔夫·勒庞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 

4 梦的解析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5 自卑与超越 (奥)阿德勒,A.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6 
影响力: 何为影响力, 如

何利用影响力 
(英) 珍妮·纳本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7 逃避自由 (美)埃里希·弗罗姆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8 
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

验 
美)劳伦·斯莱特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9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美) 卡伦·霍尼著 译林出版社 

10 心理学与生活 
(美) 理查德·格里格, 菲利

普·津巴多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11 当尼采哭泣 (美) 欧文·亚隆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12 我们内心的冲突 (美) 卡伦·霍妮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13 社会心理学 (美) 阿伦森、威尔逊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14 
拖延心理学: 向与生俱来

的行为顽疾宣战 
彭清清编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

社 

15 拖延心理学 (美) 简·博克, 莱诺拉·袁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16 
怪诞心理学 : 揭秘不可思

议的日常现象 
(英)理查德·怀斯曼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17 引爆点 (美)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著 中信出版社 

18 
进化心理学： 从猿到人的

心灵演化之路 

(英) Robin Dunbar, Louise 

Barrett, John Lycett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 
说谎 : 揭穿商业、政治与

婚姻中的骗局 
(美)保罗·埃克曼著 三联书店, 

20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加拿大)斯塔诺威克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1 社会性动物 E. 阿伦森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22 心理学导论 
(美)查尔斯·莫里斯，阿尔伯

特·梅斯托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3 怪诞行为学 (美) 丹·艾瑞里著 中信出版社 

24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高铭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5 当下的力量 (德)埃克哈特·托利著 中信出版社 

26 追寻记忆的痕迹 (美)Eric R. Kandel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7 直面内心的恐惧 (德)弗里兹·李曼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8 生命的重建 (美) 露易丝·海著 中信出版社 

29 
拆掉思维里的墙 : 原来我

还可以这样活 
古典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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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遇见未知的自己 : 都市身

心灵修行课 
张德芬著 华夏出版社 

31 
你的误区：如何摆脱负面思

维掌控你的生活 
(美)韦恩·W·戴尔著；崔京瑞、 群言出版社 

32 
身体语言密码 2.0 ：工作中

的身体语言优势 
(美) 卡罗尔·金赛·高曼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33 罗杰斯心理健康思想解析 李洋, 雷雳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34 阿德勒心理健康思想解析 李冬梅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35 艾森克心理健康思想解析 李宏利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36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译林出版社 

37 中国人心理解读 杨德森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 

38 当代积极心理学 刘翔平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39 心理学理论价值的再发现 霍涌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40 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41 存在心理学 (美)科克·施耐德、罗洛·梅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42 心理学关键词 刘希平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43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

调查研究 
沈德立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44 清华心理课 石楠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45 心理学与工作 (美) 安德鲁·杜布林著 中国人民出版社 

46 马斯洛谈自我超越 (美) 亚伯拉罕·马斯洛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47 心理的模拟 贾林祥编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48 何谓心理学 石晓燕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49 追时间的人 阳志平主编 中信出版社 

50 心理学简札 潘菽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51 心理学 (美) 丹尼尔·夏克特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52 
哈佛教授给学生讲的200个

心理健康故事 
邢群麟、李敏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53 
哈佛教授常讲的心理健康

故事 
檀明山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54 大学生心理适应指南 张革主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

社 

55 成功走向社会 祝卓宏主编 科学出版社 

56 北大 24堂心理课 赵文彤编著 台海出版社 

57 
心理科学论总：心理学命运

与前途的全景考察 
葛鲁嘉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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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阿内特青少年心理学 (美) 杰弗瑞·简森·阿内特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59 心理生活论纲 葛鲁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60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人生发

展 
蔺桂瑞，杨芷英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61 
大学生常见心理行为问题

案例集 
罗晓路, 夏翠翠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62 
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心理

学名著 26种 
叶浩生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6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张双会，刘春魁，柳国强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64 
大学生心理健康理论与实

务 
李先锋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65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 : 

我的大学，从“心”开始 
吴萍娜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66 心理学: 国际视野 (英)迈克尔·艾森克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67 
上海高校学生心理健康与

发展研究报告 
张海燕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68 大学生心理互助热线 刘丹，李焰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