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心理学》

馆藏索书号

B84

B163

基本信息：(美) 阿比盖尔·A·贝尔德著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本书用贴近生活的视角、通俗流畅的语言、

生动直观的画面，向读者诠释了心理学与生活的关系，

以及学习、了解心理学的重要意义。本书兼具科学性与

趣味性，适合所有希望认识自己、认识周围世界、认识

人与生活关系的大众读者阅读。

2 《北大心理课》

馆藏索书号

B84

W397

基本信息：王星星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从北大心理课堂的角度，结合现实需求，

从发展心理学、情绪心理学、人际关系心理学、认知心

理学、消费心理学、心理咨询、电影与心理、爱的心理

学等八个层面阐述心理学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在这里，

你可以了解性格、情绪等各个方面的心理知识。

3《心理学了没?》

馆藏索书号

B84-49

L547

基本信息：林肇贤著.中信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有什么事情，比认识你自己更重要的？

完成内在成长，没有心理学怎么行？

读懂心理学，一周时间，刚刚好！

在这里，会晤荣格、埃里克森、马斯洛……等 8 位

心理学大师及其关于人内心的精辟见解；

在这里，理解投射作用、防卫机制、重复曝光效应

等众多关于心理现象的精确概念；

在这里，用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学会沟通，习得

自信，获得快乐！

有多少生活的烦恼，可以用心理学来解决？

有多少内心的纠结，可以用心理学来解开？

想学心理学，却没有方法，没有时间？

《心理学了没？》，一周时间，读懂心理学！

看了很多成功学，发现自己仍然原地踏步；读了很

多心灵励志，回到生活发现自己仍然没变。原来，那些

书讲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对于你认识自己，并没有

真正的帮助。而认识自己，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开始。

世界上却存在的这样一个学科，能够帮助你认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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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千百年来，这个学科里的许多智者贡献了大量知识、

理念、方法和技巧，可以让我们用来认识自己，了解他

人。没错，这个学科就是心理学。

一周时间，就足够了解心理学的全貌！《心理学了

没？》将重要的心理学知识和方法，分门别类，融化到

7天的学习时间里，让读者轻松读完心理学。

4 《哈佛心理课:经典案例升级版.第 2

版》

馆藏索书号

B84-49 H022-2

基本信息：哈佛公开课研究会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构筑心灵力量的心理学读物。

你可以在感受哈佛理念的同时，极大程度丰富自己的心

理学知识储备，即便不进哈佛，也能具有哈佛学子阳光

而健康的灵魂，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社会生活与人生路上

的风风雨雨，拥抱成功与幸福。

5《什么是影响:一位法国催眠师的疗愈

论》

馆藏索书号

B841.4

R868

基本信息：(法) 弗朗索瓦·鲁斯唐著.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6

内容简介：“轻与重”文丛 精装 如何认识真实的“自

己”？如何“救赎”自我？你将在此找到答案。 “影

响”是左右人类命运的、无生命或有生命的存在物的隐

蔽而连续的作用。几千年来，人类都在研究这股力量，

以便了解自己被准许做什么。而今，他们不再认为这种

力量来自星辰，而通过自己内心所经受的以及与同类建

立的关系看到它的活动。催眠，作为“影响”的

métaphore（“隐喻”），应该被称作身体的醒觉或生命

的苏醒。它是人类的动物本能和人性得以相互交流的枢

纽。如果不先使人回归动物本能，那么也无法让动物懂

得人性。被如此理解的“影响”，成为了自由的先决条

件。

6《比从前更好:运用习惯的力量, 开启

比从前更好的生活》

馆藏索书号

B842.6

R896

基本信息：(英) 格雷琴·鲁宾著 .中信出版社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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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你有拖延症吗？你经常失眠吗你感到工作永

远也做不完？你时而悲观消极，觉得人生无望吗？你想

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拥有成功、高效的生活吗？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你或许感到精疲力

竭，心中也充满了疑惑与迷茫。习惯研究领域中极具影

响力的专家、畅销书作家格雷琴•鲁宾为我们带来了这部

力作。 格雷琴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习惯。只有养成好

习惯，才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从而提升自己，

得到幸福健康的生活。 事实上，我们 40%的日常行为是

习惯的结果，并不是我们做出的决策导致了行为本身，

而是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因此，一旦

养成了好习惯，你就可以不费力地让你的好行为持续下

去，真正让自己获得快乐成功的人生。 本书为读者提供

了极具实践性及可行性的方法，它首先要求我们测试自

己内在的的性格特征，继而量身定做，帮助我们找到*

适合自己的习惯养成方案，包括不再拖延、及时把握机

会、拒绝诱惑、化繁为简等具体方法，从而摒弃以前的

坏习惯，重塑好习惯，循序渐进地消除不良行为，在心

态及行动上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拥有健康、高效、富

足的生活。

7《寻求灵魂的现代人 》
馆藏索书号

B84-065 J95M

基本信息：(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上海译

文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是 1930 年前后发表的 11 篇论文的合集，

是荣格脱离精神分析学会，独创心理分析学派后的著作。

书中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继承性的批判和更新性的

发展，对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都赋予了自己

的理解和新的涵义，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在《寻

求灵魂的现代人》一书中，荣格从精神分析学派赖以建

立理论大厦的基本手段——梦的解析出发，精辟论述了

分析心理学的各个问题。其中由梦的解析论及无意识、

由人生的各阶段论及与弗洛伊德的根本、由集体无意识

论及宗教、文艺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问题。 他以极恳

切口吻写成此书，毫无保留地把多年作为一位精神医学

家与分析学者所获得的宝贵经验，和对于灵魂的知识加

以综合，写成了一部普及大众的、适用于大众的知识专

书。他为现代人积心处虑所探索出来的心理特性与效用

提供了许多线索。他为我们所提供的观点，可以说是一

种对精神的挑战，因而一定能在每个人的心中引起积极

的共鸣，促使每个人都产生出超越传统的冲动。

8 《你其实不懂你自己:全图解好读又好

馆藏索书号

B84-49

S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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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隐性心理学》

基本信息：(日) 涩谷昌三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为什么看似关系很好的朋友会反目成仇？为

什么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为什么我

命犯渣男？为什么没人愿意和我聊天？ 不用感叹人心

莫测，其实关键在于是否了解自己、如何审视内心。本

书不仅教你读懂各种无意识、下意识、潜意识，让你做

到快速攻心、精准识人，而且告诉你如何通过外在行为

了解其内在个性。 全书分为 5个章节，从心理学的不同

领域出发，介绍生活、职场、社交等简单、实用的心理

学知识，而且加入了大量插图和实例，增加了趣味性和

可操作性。让你更了解自己和别人，聪明地避开各种偏

见和陷阱，理解各种千奇百怪的人类行为，并学会在人

际交往中瞬间识破人心，透视对方的小动作后隐藏的秘

密。

9《父性》

馆藏索书号

B844.6

Z85

基本信息：(意)鲁格·肇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2015

内容简介：人类父亲的原型是史前阶段带有攻击性的雄

性动物。成熟的父亲是兼有冲动与理性、刚烈与温和两

种性格特质的复杂形象，这一形象在希腊的古典和神话

时代发展到了完美的高峰。随后的人类历史经过了法国

大革命、工业革命和现代民主文明时期，父亲的雄性冲

动性格和承担家庭责任的特权不断受到残忍的打击和削

弱。

全世界有无数的孩子是在没有“父亲”的生活中长

大的。本书探究了其中的原委，并分析了这一现象对社

会及心理问题所造成的影响。

本书通过采用从古典时代到当今时代的父亲意象，

作者鲁格·肇嘉博士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父

性的起源与进化过程。他认为，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穿越历史而变迁的社会构建。作者

研究了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思索了今天的“父亲”身份

正面临的危机。

10 《成长不困惑》

馆藏索书号

B844

V228A

基本信息：(美) 詹姆斯·W. 范德赞登, (美) 托马

斯·L. 克兰德尔, (美) 科琳·海恩斯·克兰德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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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人的发展充满挑战与乐趣，同时也面临问题

与困惑。《成长不困惑》是美国三位顶级发展心理学家詹

姆斯·w·范德赞登、托马斯·l·克兰德尔、科琳·海

恩斯·克兰德尔的珠联璧合之作，它针对个体成长各阶

段的特点及容易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它告诉我们个体从受精卵到青少年期所经历的发展

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及任务是什么，每个阶段会

出现哪些典型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更为重要

的是，作者将个体的发展置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整体

环境中，关注外部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对于读者具

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11《弗洛伊德论自我意识 》

馆藏索书号

B84-065

F889AH

基本信息：(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中国商业出

版社， 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从弗洛伊德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主要作品

中编译了 42 个经典名篇而成，并参考了一些英译本，内

容涵盖：自我和本我、意识与潜意识、暗示与力比多、

梦的解释、依赖关系等。心理学必不可少的经典名著。

12 《认识你自己:揭秘人类内在的 10 种

原型，让你遇见真正的自己:who are

you?》

馆藏索书号

B84-49

M998

基本信息：(美) 卡洛琳·密斯著.中信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利用原型，找到你自己，过你想过的生活 本

书为著名心理学家、畅销书作家卡洛琳密斯的新作！ 作

者基于荣格的“原型”理论，在此领域研究了 20 多年，

将所有人的原型归纳为 10 种，包括：拥护型原型、艺术

型/创意型原型、运动型原型、照料型原型、时尚达人型

原型、知识分子型原型、女王型/执行型原型、叛逆型原

型、灵性追寻型原型、预言家型原型。 每一个人都能在

这 10 种原型中找到自己的那一款（或几款），然后根据

不同原型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找到*适合

自己的职业、伴侣，从而拥有更加幸福的生活。

13《重口味心理学:怎样证明你不是神经
馆藏索书号

B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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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百万册全彩纪念版》
Y379A

基本信息：姚尧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

内容简介：你的身边是否有些人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

总有一种事物让你没来由地害怕？你的大脑是否经常不

受意识控制地涌入一些想法、影像或冲动？你身边是否

有些人会突然性情大变，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你听说

过有的男性有着“害羞的膀胱”吗？他们在公共卫生间

小便时一定要等到旁边没人，或者到一个单独的小隔间，

否则便尿不出来。本书是心理学的最后一块隐秘，幽默

另类、通俗易懂地讲述了各种重口味心理现象，如多重

人格障碍、特定精神分裂、恋童癖、恋物癖、露阴癖、

性欲倒错、特定对象恐惧症等，配有大量生动真实的案

例，并附作者独到的分析，教你如何一眼看穿身边人的

所有秘密和怪癖。

14《大脑也有奇怪的习惯 》

馆藏索书号

B84-49

C804

基本信息：(日) 池谷裕二.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我们的大脑也有着一些人类才有的习惯和特

征。 面对他人的不幸，自己在偷偷地感觉幸福，这是为

什么？ 即使明知道是白花钱，也带着一种侥幸心理去买

彩票的原因是什么？ 睡觉之前的那几分钟，是记忆东西

的黄金时期吗？ 刚开始做事的时候，兴致勃勃，但是往

往做到一半就半途而废了，是什么在左右你的意志？ 摆

出笑脸就是真心感觉到愉快吗？ 能够同时感觉到心疼

和身体疼痛的部位在哪里？ 这是一本内容新颖、提供新

知的脑科学科普读物，趣味性强，满足人的好奇心，读

者可以从中了解到脑科学与我们日常生活及自我人格的

联系，从而更好地了解自我，更好地生活。

15《自我分析》
馆藏索书号

B84-065 H816C

基本信息：(美) 卡伦·霍妮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

公司， 2016

内容简介：自我分析是霍妮在总结自己以及同行和患者

经历的基础上，为治疗轻度神经症设计出来的方法。作

为精神分析学说中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霍

妮在本书中再次展现了她缜密、周全的个性。她在书中

呈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她的病人，一位对男友有着神

经症依赖的女士，进行了数月的自我分析后，成功地找

到了自己神经症的根源，最后摆脱了这段病态的关系。

16 《这样和世界相处:现代自我心理学
馆藏索书号

B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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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父的十五堂生活自修课:a challenge

to mankind》

A237

基本信息：(奥)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阿德勒的十五堂生活自

修课，一步步带领你的心灵与世界和谐相处，走出自己

孤单的岛屿，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

心理学大师阿德勒在本书中生动细腻地阐述了作为

独立个体的人各种形态、特质、行为习惯，进而剖析出

适合自己的人生任务，修饰我们的生活风格，帮助读者

建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和社会兴趣，从而达到理想的生活

状态。

人生，没有真正的完美， 但有真正的圆满。 你一直

追寻的心灵良药，不是孤傲，而是给世界一个拥抱。

17《大脑也有奇怪的习惯》

馆藏索书号

B84-49

C804

基本信息：(日) 池谷裕二.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我们的大脑也有着一些人类才有的习惯和特

征。 面对他人的不幸，自己在偷偷地感觉幸福，这是为

什么？ 即使明知道是白花钱，也带着一种侥幸心理去买

彩票的原因是什么？ 睡觉之前的那几分钟，是记忆东西

的黄金时期吗？ 刚开始做事的时候，兴致勃勃，但是往

往做到一半就半途而废了，是什么在左右你的意志？ 摆

出笑脸就是真心感觉到愉快吗？ 能够同时感觉到心疼

和身体疼痛的部位在哪里？ 这是一本内容新颖、提供新

知的脑科学科普读物，趣味性强，满足人的好奇心，读

者可以从中了解到脑科学与我们日常生活及自我人格的

联系，从而更好地了解自我，更好地生活。

18《心智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

馆藏索书号

B842.1

P655

基本信息：(美) 史蒂芬·平克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当代伟大思想家、ted 演讲人、世界顶尖语

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经典重现；史蒂

芬·平克“语言与人性”四部曲之三，继《语言本能》、

《思想本质》后又一力作；认知神经科学领域颠覆性著

作，凝聚认知神经学、人工智能和进化心理学等多项研

究成果；观点独到精辟，立论严谨周密，论证新颖犀利，

例证丰富新鲜，行文汪洋恣肆；湛庐文化出品。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525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525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527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06183


19《让时间治愈一切:津巴多时间观疗

法 :overcoming PTSD with the new

psychology of time perspective

therapy》

馆藏索书号

B84

Z71C

基本信息：(美) 菲利普·津巴多, 理查德·索德, 罗斯

玛丽·索德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提起“心理治疗”这个词，很多人的脑海中

会浮现出倚在长沙发上，花一小时来挖掘童年悲惨记忆

的画面。而一种与之不同的治疗方法暗示，我们可以改

变我们思考过去、现在、将来的方式，如果将关注的焦

点转向现在和未来，会让人更快乐、更健康，建立更好

的人际关系。这种方法被称为“时间观疗法”。

20 《走近心理学》

馆藏索书号

B84

G549

基本信息：(加拿大) 威廉·E. 格拉斯曼, 玛丽莲·哈

达德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通俗易懂、简洁、重点突出，不仅从心

理学的起源到当代的发展为读者提供了易于理解的、连

贯的信息，而且该书还向读者介绍了心理学的多个核心

概念架构：从生物学的观点、行为的观点、认知的观点

到心理动力学的观点、人本主义的观点等。它兼具理论

性和实用性。每种理论都简要地介绍了研究方法、理论

和假设，并提供了大量的专栏、图片、关键术语以及进

一步思考和阅读推荐等板块，从而使得读者能将相关的

理论与他们生活的世界联系起来，并顺利地将心理学的

知识应用于对于人类发展、社会行为等的认识。本书不

仅适用于学校的心理学教学，也是心理学爱好者的良师

益友。

21《脑袋里装了 2000 出歌剧的人 》

馆藏索书号

B842.1

S121C

基本信息：(美) 奥利弗·萨克斯著.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内容简介：人类这个物种的特征不只是语言，通过音乐，

认知自我，是人类文化中**根本的一部分。作者仔细聆

听他人的话语，设身处地，想象他们的感受，甚至进入

他们的经验。将一个个有趣并且具有启发性的故事展现

出来：一个轻松记住 2000 出歌剧的天才，却连 2 加 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0712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0712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0712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0712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202896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4883


等于几这样都无法计算；有一种叫做优势地位音感的东

西，你可能拥有，贝多芬、莫扎特他们却不一定拥有；

我们看得到番茄的颜色、咖啡的颜色，有人却看得到音

乐的颜色；不要以为所有唱歌走调的人都是音乐课没学

好，在某些人的耳朵里，音乐就是一堆锅碗瓢盆砸在地

上的噪音……

22 《心理游戏速查速用大全集 》

馆藏索书号

B841.7

Y731

基本信息：于跃龙编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以市场和大众读者的需求为依据，将目

光定位于心理游戏。心理游戏作为一种消遣类的游戏手

段，不同于专业的心理测验。《心理游戏速查速用大全集

(实用珍藏版)》共 12 章，与自我测试、爱情测试、职场

测试、IQ 测试、情商测试、逆商测试等有关。《心理游

戏速查速用大全集(实用珍藏版)》运用心理学理论，在

选取和编制了许多游戏外，还对这些游戏的相关心理学

知识做了简单介绍，提出建议，以期读者在娱乐的同时

能够有所收获。

23《品格之路》

馆藏索书号

B842.1

B873

基本信息：(美) 戴维·布鲁克斯著.中信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凭借智慧、幽默、好奇心和敏锐的洞察

力，戴维•布鲁克斯的《纽约时报》专栏和畅销书吸引了

许多读者。通过手中的笔，布鲁克斯一如既往地从令人

意想不到的角度深入剖析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动

物》一书中，他探索了爱、性格和成就的潜在根源。在

本书中，他重点探讨了培养高尚品格的路径。

针对强调外在成功的“大我”文化，布鲁克斯对我

们——也包括他自己——发起了挑战：如何在“简历美

德”和“悼词美德”之间再次取得平衡。“简历美德”

存在于外部世界，追求的是财富、荣誉和地位，而“悼

词美德”存在于我们内心世界的核心位置，追求的是友

善、勇敢、诚实和同理心。

在本书中，布鲁克斯剖析了几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思

想家、最鼓舞人心的领导者的品格之路，深刻而生动地

呈现出他们通过内心的斗争和对自身局限性的感知，培

养出高尚品格的全过程。他们是：罗斯福新政的幕后女

英雄弗朗西丝•帕金斯，最杰出的美国总统之一德怀特•

艾森豪威尔，用爱和善行去拯救世界的人间天使多萝西•

戴伊，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组织者”乔治•马歇尔，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20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3220


为终结种族歧视奔走一生的斗士菲利普•伦道夫与贝亚

德•拉斯廷，用手中的笔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文学家塞缪

尔•约翰逊，把人生搬至更广阔舞台之上的思想者奥古斯

丁，以及一生都在执着寻爱的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

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悼词美德”，目的是向读者指

出，几百年来，人们已经开始锤炼自己的道德内核，开

辟出一条条品格之路。

作者最后指出：“幸福是我们在追求道德目标和培

养高尚品格的过程中意外收获的副产品。不过，它也是

一个必然结果。”

24 《梦的解析》

馆藏索书号

B845.1

F889E

基本信息：(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浙江文艺出版

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对梦的剖析，提出“潜意识”与“俄

狄浦斯情结”等重要概念，标志着精神分析体系的正式

建立。深刻影响了人类看待自我和世界的方式，与《天

体运行论》《物种起源》并称思想史上三大里程碑。无法

回避的基石巨著。

25《如何杀死心中的怪物:摆脱不安和恐

惧的心理技巧 》

馆藏索书号

H019-49

Z212

基本信息：(韩) 韩德贤著.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韩德贤通过不同体育选手的心理咨

询案例，揭示他们是怎样缓解焦虑、克服负面情绪、度

过低潮期的。

焦虑、自卑情结、忧郁症、恐惧症、强迫症等现象

都是存在于现代人心中，影响现代人生活的怪物。这本

书会带领读者一起探究隐藏在人们心中的这些怪物，并

向读者揭示打败这些怪物的方法。

作者过去十年间开拓了体育精神病学这个领域。在

这本书中，作者列举的每个韩国体育选手的生活要比我

们任何人的都紧张，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比任何人

都大。

为了帮助那些同样在困境中挣扎的读者尽快走出

来，作者提供了体育选手所使用的精神训练法，以期能

够对这些读者有所帮助。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458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366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3662


26 《积极的九型人格:全面发掘和提升

性格中的正面力量》

馆藏索书号

B848-49

R476

基本信息：(美) 苏珊·罗德斯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九型人格是决定我们性格型号的强大体系，

包括我们的核心动机、思维视角、行为倾向。《积极的

九型人格》是以积极心理学观点探索 9种性格型号的开

山之作。本书介绍了一种崭新的方法，描述了影响我们

生活的九个核心动机。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九种当中的一

种能量影响。所以确定我们的类型，也就意味着能够增

加自我了解，改善人际关系，帮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

它主要根据我们的核心动机、精神面貌和行为三个方面

来分类，从一个积极的观点来展示这九种人格、九种动

态的能量，我们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得到帮助。本

书收入的就是这次晚会上发表的演讲。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22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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