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産黨宣言》

馆藏索书号

A122

M392A

基本信息：马克思.中華書局，2011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共产党宣言》的汉译纪念版和

英汉对照版。《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

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

同的纲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认知，记录了理论

传播的足迹。

《理想国》

馆藏索书号

B502.232

P718AS

基本信息：(古希腊) 柏拉图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是西方哲学经典中的经典。在书中，作

者柏拉图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第一人称的角度，

讨论了公正的含义，做一个伪装的好人、实际上的坏人

是否是人的最大的利益；统治本身是有利于统治者，还

是有利于被统治者；国家应有的状态是什么？灵魂的轮

回等，提出了历史上颇负盛名的“洞穴比喻”以及“理

型”的观念。本书中有关于社会形态的讨论成为了共产

观念思想的源头。

本书译者曾译出《苏格拉底之死》（上海译文出版社），

此次对《理想国》的翻译，他参考使用了多种英译本（其

中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学的洛布丛书、保罗·肖里译本、

Basic Books 的布卢姆译本和哈克特出版社的 C.D.C.里

夫的译本）对照翻译，并参考了数种中文译本（包括王

太庆、郭斌和、王晓朝、张竹明等）最大限度地增加了

注释，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准确性。

《利维坦》

馆藏索书号

D03

H682D

基本信息：(英) 霍布斯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传说人类曾请求上帝：“上帝啊，我们太弱

小了，请你给我们创造一个英雄吧，让他保护我们。”

上帝说：“英雄在保护你们的同时，也会欺压你们，吃

你们。”后来人们为了抵御各种外来风险，就创造了一

个利维坦——政府。这个利维坦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

作，因此它就具有了半神半兽的品质，在保护人的同时

也吃人。因此，近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把君主

的权力关进笼子。霍布斯认为，人类最初在“自然状态”

下都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每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5518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2054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512


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自然权利”，这就必然导致“一

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出于和平的愿望，理性教导

人们缔结契约，即“自然法”，从而产生了国家和政府。

霍布斯以这种方式论证了国家的起源，把国家比作圣经

里说的力量巨大无比的海兽“利维坦”。

《利维坦》作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克伦威尔大赞

此书，作者也有幸成为“光荣革命”的见证人、“现代

人之父”。霍布斯的哲学深刻影响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

分权说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把国家的世俗权力从教

会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为后来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国家

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石。

《君主论》

馆藏索书号

D033

M149

基本信息：(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译林出版

社, 2017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君主国的种类及获得君主国

的手段、论世袭君主国、论混合君主国、论依靠自己的

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等。

《全球英语写作经典:风格的要素》

馆藏索书号

H315

S927A

基本信息：(美) 威廉·斯托克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2

内容简介：本书是提供教师课堂辅助教材而编著的, 通

过本书, 学生可以将实际写作与课堂练习结合起来, 融

会贯通。它叙述了构成英语写作风格的一些规则和要求,

旨在通过关注基本要素、使用规则和经常被误用的写作

规范来减轻教学人员和学习者的任务。

《论美国的民主》

馆藏索书号

D771.2

T632C(1);

D771.2

T632C(2)

基本信息：(法) 托克维尔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

内容简介：本书是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代表作。

本书不只是泛泛地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 还从社会学角

度, 分析美国民主的成因和发展, 阐述了作者的政治哲

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本书涵盖面极广, 相当于一部关

于美国的小百科全书, 论述内容包括美国地理环境、种

族状况、移民对北美的影响、美国联邦制的优缺点以及

与其他国家制度的比较等, 还分析了美国人的民族性

格、哲学观念、宗教思想、文学艺术, 是一部不可多得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19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869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378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611


的社会学著作。

《政治学》

馆藏索书号

D0

A717A

基本信息：(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政治学》是公元前 325 年亚里士多德根据

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 158 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调查结

果写成的，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政治问题的

著作，也是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主要依据。

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十分广泛，涉及国家（城

邦）的目的、起源、产生、衰败及保全， 政体的分类、

变革和维持，理想城邦及其构建、公民的教育等。它无

可争议地成了西方政治学的开山之作，对西方政治思想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了解当时古希腊社会的状

况，古希腊人的政治、法律、伦理、教育思想等，均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馆藏索书号

F091.354

S392D

基本信息：(美) 约瑟夫·熊彼特著.商务印书馆，

2011

内容简介：本书是论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的一部

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它以创新理论为基础，将经济学

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制度形态问题，得出了资

本主义存在不下去，社会主义行得通，资本主义可以自

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馆藏索书号

K125 T532(1);

K125 T532(2)

基本信息：(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著.商务印书

馆，2011

内容简介：公元前 431-前 404 年，数百个城邦卷入了规

模空前的“希腊世界大战”，战火几乎波及当时整个地

中海文明世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

帝国这两大城邦集团，一个在陆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

霸，双方巧施权谋，展开长期的拉锯战。正当双方两败

俱伤、财尽兵竭之时，虎视眈眈的波斯人借机干涉，最

终协助斯巴达人击败雅典，摧毁了盛极一时的雅典海上

帝国……

在本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把长达 27

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他不仅

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了战争的进程，而且以理性主义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49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202170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2022148


的精神对待历史，对一些重要的军事问题作出了较为合

理的解释。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馆藏索书号

B976.3 W373H

基本信息：(德) 马克斯·韦伯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本书是韦伯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他的《宗

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韦伯力图使用分析统计数

字确立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和成功率与基

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这一论点对马克思

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

《正义论》

馆藏索书号

D081

R261A

基本信息：(美) 约翰·罗尔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内容简介：功利主义在现代政治和道德哲学中占主导地

位。其他理论，如直觉主义，没有提供能与之抗衡的正

义观和道德观。《正义论》主张以一种更抽象的社会契

约论来替代功利主义。其出发点是：社会基本结构是正

义的主题；人们在达成其它协议之前，首先要就社会制

度的原则达成协议。然而这种缔约不是一种实际的历史

行为，而是在假定的原初状态中的选择的结果，它是互

相冷淡的个人在无知之幕背后的选择。契约目标是选择

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即正义原

则。对所选择的原则的直接检验是看按它们安排的社会

制度是否符合人们的直觉判断；另一个检验是看它们是

否符合人们的目的。由此产生了本书的三个部分：理论、

制度、目的。

《奥德赛》
馆藏索书号

I545.22 H766H

基本信息：(古希腊)荷马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奥德赛》又名《奥德修纪》，与《伊利亚

特》合称《荷马史诗》，是以特洛伊战争为题材的“系

列史诗”中第一部传世的“返乡史诗”。

作品以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攻下特洛伊城后，率领军队

回归故土的故事为核心，讲述了在返乡途中，他与同伴

遭受的各种磨难，最后同伴纷纷遇难，只有他一人在雅

典娜女神的守护下成功返乡。

诗作战争描写之恢宏，结构布局之精美，堪称欧洲叙事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31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295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0344


诗的典范，是古希腊文学辉煌期的代表作，马克思更称

其为具有“永久的魅力”的佳作。

《伊利亚特》
馆藏索书号

I545.22 H766E

基本信息：(古希腊) 荷马著.商务印书馆，2013

内容简介：本书中叙述希腊人为了夺回他们的王后，调

集精兵十万，快船一千一百八十六艘，漂洋过海远征特

洛亚城，九年未分胜负。第十年，希腊大军的勇将阿克

琉斯与主将阿伽门农因为争夺一个女子发生争执。阿克

琉斯愤而退出战斗。特洛亚人乘机大举进攻，势如破竹，

阿克琉斯的亲密战友帕特洛克罗斯也为特洛亚的名将赫

克托所杀。阿克琉斯悲伤懊悔，这才抛却私怨，重返战

场，打退特洛亚人，杀死赫克托，挽回危局，为自己的

战友报了大仇。故事都由古希腊文直接译出，秉承了水

建馥先生一贯的文风，简洁、凝炼、精确而又不失优美、

幽默。

《论自由》

馆藏索书号

D081

M645G

基本信息：(英) 约翰·密尔著.商务印书馆，2011

内容简介：本书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

阐明“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

度”，并提出了自由的各项“原则”。

《社会契约论》

馆藏索书号

D095.654.1

R865A

基本信息：(法) 让-雅克·卢梭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社会契约论》主要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

治权威。卢梭相信，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建立于人与人之

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与约翰·洛克一样，卢梭认为政

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

社会是被人民的“公共意志”控制的，如果主权者走向

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会遭到破坏。人民有

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

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730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331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202061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6557


《国富论》

馆藏索书号

H319.4:F091

S643(1);

H319.4:F091

S643(2)

基本信息：(英) 亚当·斯密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的十大著作之一，影响人类文化进程的百部经典之一，

青年学生必读的世界经典名著。阅读西方经典英文名著

不但可以提高读者的人文修养，而且在享受阅读的同时

对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等非常有帮助，

并提高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但阅读原版英文名著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中文导读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内容背

景，降低阅读难度，进而加快阅读速度。编写本书的另

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准备参加英语国家留学考试的学生

提供学习素材。对于留学考试，无论是 ssat、sat 还是

toefl、gre，要取得好的成绩，就必须了解西方的社会、

历史、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背景知识，而阅读西方原版

英文名著是了解这些知识重要的手段之一。

《鲁滨逊漂流记》

馆藏索书号

H319.4:I561

D314B

基本信息：(英) D.笛福著.中译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一位遇险的航海商人独自一人飘

流到一座荒岛的故事。他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靠

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和顽强意志, 在岛上生活了 28 年,

终于遇救返回故园。

《弗兰肯斯坦》
馆藏索书号

I561.44 S545C

基本信息：(英) 玛丽·雪莱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本书主角弗兰肯斯坦是个热衷于生命起源的

生物学家，他怀着犯罪心理频繁出没于藏尸间，尝试用

不同尸体的各个部分拼凑成一个巨大人体。当这个怪物

终于获得生命睁开眼睛时，弗兰肯斯坦被他的狰狞面目

吓得落荒而逃，他却紧追不合地向弗兰肯斯坦索要女伴、

温暖和友情：接踵而至的更是一系列诡异的悬疑和命

案。

http://www.bookschina.com/6995378.htm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285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330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10361


《合作的进化.修订版》
馆藏索书号

O225 A969A-1

基本信息：(美)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7

内容简介：本书是博弈论的经典之作, 作者的一个重要

结论就是人们相互作用越频繁, 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关于书名, 所谓合作的进化, 也就是说, 合作不是自然

产生的, 而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进化”才能达成。在

这个进化过程中, 人们通过学习、试错逐步向合作演化。

书中对于合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不要嫉妒, 不要首先背

叛, 对合作和背叛都要给以回报, 不要耍小聪明, 并积

极参与社会的各种合作, 促进合作的进化, 通过进化而

逐步成熟, 最后达到“合作”与“和谐”。这也正是本

书的意义所在。

《富兰克林自传》
馆藏索书号

B712.31 F832A

基本信息：(美) 富兰克林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富兰克林自传》是世界上伟大的自传体文

学名著之一，作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独立运动的

杰出领导者、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书中翔实地

记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不屈服于命运安排、艰苦奋斗

的个人历程；以及他不屈服于强权，依靠智慧和不屈不

挠的精神为国家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历程。同时，还

生动地讲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学成才之路，以及

通过勤奋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历程。书中展现了一代伟

人的人生奋斗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历程，及其不断追求真、

善、美与个人奉献的精神境界。阅读本书，是一次与伟

人心灵对话之旅，是实现美国梦的奋斗历程和达到完美

道德境界的精神之旅。《富兰克林自传》以其所包含的

人生奋斗与成功感悟，以及对善与美德的褒扬，而被公

认为是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美国精神读本。

《富兰克林自传》

馆藏索书号

K837.127.4

F832(1);

K837.127.4

F832(2)

基本信息：(美) 本杰明·富兰克林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内容简介：《富兰克林自传》是世界上伟大的自传体文

学名著之一，作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独立运动的

杰出领导者、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书中翔实地

记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不屈服于命运安排、艰苦奋斗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5342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585
http://www.bookschina.com/7136878.htm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4965


的个人历程；以及他不屈服于强权，依靠智慧和不屈不

挠的精神为国家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历程。同时，还

生动地讲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学成才之路，以及

通过勤奋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历程。书中展现了一代伟

人的人生奋斗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历程，及其不断追求真、

善、美与个人奉献的精神境界。阅读本书，是一次与伟

人心灵对话之旅，是实现美国梦的奋斗历程和达到完美

道德境界的精神之旅。《富兰克林自传》以其所包含的

人生奋斗与成功感悟，以及对善与美德的褒扬，而被公

认为是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美国精神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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