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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1 傅雷家书 傅雷，朱梅馥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傅雷著 傅敏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3 浮生六记 沈复著; 彭令整理 人民文学出版社 

4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俞敏洪著 中信出版社 

5 秘密 (澳) 朗达·拜恩著; 谢明宪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6 终身成长:重新定义成功

的思维模式 

(美) 卡罗尔·德韦克著; 楚祎

楠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7 麦肯锡问题分析与解决技

巧 

(日) 高杉尚孝著; 郑舜珑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8 简单的逻辑学 (美)D. Q. 麦克伦尼(D. Q. 

McInerny)著 赵明燕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 因为痛, 所以叫青春 (韩)金兰都著; 金勇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0 少有人走的路 心智成熟

的旅程 

(美) M·斯科特·派克著; 于

海生译 

中国商业出版社 

11 厚黑学 李宗吾著 北京友谊出版公司 

12 看人的艺术 : 11种以物

识人方法, 看人看到骨子

里 

(美) 山姆·高斯林著; 宋媛媛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3 影响力 美)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B. Cialdini)著 陈叙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 心流 : 最优体验心理学 (美)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

著; 张定绮译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5 精神分析引论 (奥) 弗洛伊德著; 张爱卿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16 不抱怨的世界 道格拉斯·勒尔顿著; 韩晓秋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7 存在主义咖啡馆 : 自由、

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英) 莎拉·贝克韦尔著; 沈敏

一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8 柏拉图和鸭嘴兽一起去酒

吧  : 一本用笑话写成的

极简西方哲学史 

(美) 托马斯·卡斯卡特, 丹尼

尔·克莱恩著; 王喆, 朱嘉琳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9 写给大家的西方美术史 蒋勋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 这么慢, 那么美 罗敷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1 人性的弱点 (美) 戴尔·卡耐基 (Dale 

Carnegie) 著; 岳玉庆，姜雪

梅译注 

中国宇航出版社 

22 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李文军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23 小王子 (法)安东尼·圣艾修伯里著 艾

梅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 

24 好好说话: 新鲜有趣的话

术精进技巧 

马薇薇, 黄执中, 周玄毅等著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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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三体 刘慈欣著 重庆出版社 

26 烟火人间 老舍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7 局外人 （法) 加缪著 ; 柳鸣九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8 无声告白 (美) 伍绮诗著; 孙璐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9 岛上书店 泽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30 慢煮生活 汪曾祺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有限公司 

31 解忧杂货店 (日) 东野圭吾著; 李盈春译 南海出版公司 

32 罗生门 (日)芥川龙之介著 楼适夷等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33 情人 (日) 渡边淳一著; 祝子平译 青岛出版社 

34 前世今生 : 生命轮回的

启示 

(美) 布莱恩·魏斯著; 谭智华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35 自私的基因 (英) 里查德·道金斯著 卢允

中等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36 基因传: 众生之源 (美) 悉达多·穆克吉著; 马向

涛译 

中信出版集团 

37 活出生命的意义 (美)维克多·弗兰克尔著; 吕

娜译 

华夏出版社 

38 30年后,你拿什么养活自

己 

(韩) 高得诚著; 于淼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39 在难搞的日子笑出声来 大鹏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40 建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日) 安藤忠雄著 中信出版社 

41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42 不曾走过 怎会懂得 (美) 安娜·昆德兰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43 硅谷钢铁侠: 埃隆·马斯

克的冒险人生 

(美) 阿什利·万斯著 中信出版社 

44 枪炮、病菌与钢铁 (美)贾雷德·戴蒙德

(JaredDiamond)著; 谢延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45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以) 尤瓦尔·赫拉利著 中信出版集团 

46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 吕思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47 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光明日报出版社 

48 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49 万历十五年 (美) 黄仁宇著 中华书局 

50 我的人生哲学 : 马云献

给年轻人的 12堂人生智

慧课 

张燕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51 李敖自传 李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52 爱你就像爱生命 王小波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53 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张振玉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4 原则 (美) 瑞·达利欧著; 刘波, 綦

相译 

中信出版社 

55 见识 吴军著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

http://webpac.uestc.edu.cn/search~S1*chx?/t%7bu82CF%7d%7bu4E1C%7d%7bu5761%7d%7bu4F20%7d/t%7b21563c%7d%7b214426%7d%7b21382b%7d%7b213246%7d/-3,-1,0,B/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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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56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林奕含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57 自控力 (美) 凯利·麦格尼格尔著; 王

岑卉译 

文化发展出版社 

58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高铭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59 财务自由之路: 7年内赚

到你的第一个 1000万 

(德) 博多·舍费尔著 现代出版社 

60 白金数据 日) 东野圭吾著; 王蕴洁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61 丝绸之路 : 一部全新的

世界史 

(英) 彼得·弗兰科潘著; 邵旭

东，孙芳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62 知行合一王阳明 度阴山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63 未来简史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著 中信出版社 

64 大学之路: 陪女儿在美国

选大学 

吴军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65 刻意练习: 如何从新手到

大师 

(美) 安德斯·艾利克森, 罗伯

特·普尔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66 嫌疑人 X 的献身 (日) 东野圭吾著; 刘子倩译 南海出版公司 

67 星际争霸 刘慈欣等著 现代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