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阅读示范基地·   电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四季书香第 66 期——拥抱新生 书香起航 

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1 自控力 (美) 凯利·麦格尼格尔著 印刷工业出版社 

2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美) 约翰·格雷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3 变态心理学 (英)Neil Frude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4 情商 (英)克里斯汀·韦尔丁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5 专注力 (美)埃伦·兰格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6 微表情心理学 (美) 哈里·巴尔肯著 群言出版社 

7 爱情心理学 
(美) 罗伯特·J·斯腾伯格， 

凯琳·斯滕伯格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8 天才向左 疯子向右 (美)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9 记忆导图 (德) 薇拉·F·比肯比尔著 东方出版社 

10 冥想 (英)大卫·米契著 中信出版社 

11 哈佛情商课 尚波编著 中译出版社 

12 少有人走的路 (美) M·斯科特·派克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3 活出生命的意义 (美)维克多·弗兰克尔著 华夏出版社 

14 超级记忆力训练 (美)哈里·洛拉尼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15 情商 15课 曾莉著 中信出版社 

16 超级记忆 (英) 东尼·博赞著 中信出版社 

17 爱的艺术 (古罗马)奥维德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8 微表情微反应 朱建国编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 习惯的力量 (美) 查尔斯·都希格著 中信出版社 

20 自控术 菲尼克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1 我最想要的记忆魔法书 (英) 多米尼克·奥布莱恩著 新世界出版社 

22 意志力 
(美) 罗伊·鲍迈斯特, 

 约翰·蒂尔尼著 
中信出版社 

23 EQ情商 (美)克里·摩斯著 海潮出版社 

24 爱的五种语言 (美)盖瑞·查普曼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5 哈佛记忆课 (美) 哈里·洛拉尼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6 情商决定命运 田晴编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7 最强大脑 (美) 哈里·洛拉尼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8 记忆力提高手册 
(美)埃里克·詹森， 

(美)卡伦·马克维茨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29 每天学点幽默 岳强编著 海潮出版社 

30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美) 卡伦·霍妮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31 哈佛情绪控制课 徐宪江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32 情商决定命运全集 田晴编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33 人对抗自己 (美) 卡尔·门林格尔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34 超意识 (美) 菲尔图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35 恋爱心理学 白山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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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直面内心的恐惧 (德)弗里兹·李曼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37 30 种大脑训练方法 (日)筱原菊纪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38 看完就用的超凡记忆术 (以) 伊兰·卡茨著 中信出版社 

39 心理调节术 
(美) 尤文·韦伯，约翰·摩根

著; 周国柱，曾慧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40 哈佛最重要的情商课 王宇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 

41 心理学与控制力 张印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42 FBI 表情行为学 徐冰莹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43 第六感之谜 林翔云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44 情绪管理 (美)艾伯特·J.伯恩斯坦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 

45 完全图解恋爱心理学 穆铭编著 南海出版公司 , 

46 毁人一生的 99个坏习惯 金海编著 哈尔滨出版社 

47 战胜拖拉 (美) 尼尔·菲奥里著 东方出版社 

48 超越孤独 克里希那穆提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49 
哈利&杰里超级魔术记忆

法 

(美)哈利·洛拉尼， 

杰里·卢卡斯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50 人性 (英)爱理斯原著 新世界出版社 

51 叔本华人生哲学 (德)叔本华著 九州出版社 

52 与爱因斯坦月球漫步 (美) 乔舒亚·福尔著 中信出版社 

53 不可思议的情商 
(美) 特拉维斯·布拉德伯利,  

吉恩·格里夫斯著; 钟娜译 
龙门书局 

54 哈佛大学每天一节情商课 王惠敏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55 就是让你记得住 (德) 马丁·西蒙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56 丘吉尔的黑狗 (英) 安东尼·斯托尔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57 幽默改变人生全集 田伟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58 助人技术 美) 克拉拉·E. 希尔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59 动机心理学 
Herbert L. Petri，  

John M. Govern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60 走出忧郁 (美)安德鲁·所罗门著 重庆出版社 

61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覃彪喜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62 不要等到毕业以后 张志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63 
记住你是谁：15位哈佛

教授震撼心灵的人生故事 
(美)黛西·韦德曼编著 赵丹译 商务印书馆 

64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秦传

安译 
哈尔滨出版社 

65 非暴力沟通 
(美)马歇尔·卢森堡著; 阮胤华

译 
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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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成电芳华: 电子科技大学

60周年校庆纪念文集 
申小蓉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67 成电记忆 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68 成电校友风采 杨晓波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69 成电教师风采 王志强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70 成电建校初期领导人传略 王志强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71 
智造未来: 成电学子创新

创业风采录 
申小蓉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