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漫步欧洲》

馆藏索书号：

I267.4
Y469C

基本信息：叶永烈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欧洲具有深刻的历史底蕴、深厚的文化沉积、独特的

异域风光、发达的商品经济，埃菲尔铁塔的倩影、古罗马斗兽场

的宏伟、威尼斯独特的水城旖旎……令人心驰神往。《漫步欧洲》

作者叶永烈游历欧洲十一国，足迹遍布东欧、中欧与南欧。他以

这次旅行路线为贯穿线，记述了对欧洲的见闻和感受。

2 《那些我睡过的床:中国 27 家风格酒店手札》

馆藏索书号：

I267.4

W652

基本信息：

文林著.中信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那些我睡过的床》为旅途中的你挑选一张最满意的床。

27 家风格酒店的细腻体验。27 段关于洁癖、瘾、恋物与美学的私

旅行。香港人气作家欧阳应霁推荐并作序，作家阿 Sam、张朴诚

恳推荐。《那些我睡过的床》作者文林，一个极其挑剔的完美主义

者，30 岁出头，睡过全球各式风情的床，采访过大量个性迥异的

时尚界名流，与世界顶尖设计师有过不同程度的艺术碰撞，眼光

不逊于“半个设计师”。经他严苛甄选出来的每一张床，一定能

够征服你。

3 《遇见喜马拉雅山下的时光》

馆藏索书号：

I267.4

W342

基本信息：王十九著. 重庆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

《遇见•喜马拉雅山下的时光》是一本描写作者穷游尼泊尔三十三

天的旅行笔记。《遇见•喜马拉雅山下的时光》的作者王十九一个

人去过许多地方，以不同的视角领略这个世界。这一次，他踏上

了前往尼泊尔的旅程。独立旅游的魅力，就在于每个人可以以自

己的喜好规划行程，去感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旅行。加德都满、博

卡拉、皇家广场、贝佳妮湖、兽主寺、赌场、猴庙、帕坦皇宫……

艳丽纱丽笼罩着的，是 30 多个民族交织在一起的人文历史，在雪

山的映照下，折射出让人心醉神迷的光芒。穿过大街小巷，邂逅

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尼泊尔在《遇见•喜马拉雅山下的时光》中一

点点露出它的真容，作者随性地走，尽心地写，细碎文字述说着

灵魂与诸神的邂逅，沉淀的除了心情，还有时光。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6%BC%AB%E6%AD%A5%E6%AC%A7%E6%B4%B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9%82%A3%E4%BA%9B%E6%88%91%E7%9D%A1%E8%BF%87%E7%9A%84%E5%BA%8A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9%81%87%E8%A7%81%E5%96%9C%E9%A9%AC%E6%8B%89%E9%9B%85%E5%B1%B1%E4%B8%8B%E7%9A%84%E6%97%B6%E5%85%89


4 《到坦桑》

馆藏索书号：

I267

F317

基本信息：非洲的青山著. 北京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到坦桑》是国内第一本全方位记录坦桑尼亚全貌的深

度游记。全书有 400 余张精美图片，约 20 万字，四色彩印，包括

丰富的人文地理知识，对坦桑特有动物的跟踪观察记录，大量难

得一见的精美摄影作品，以及必备的攻略知识。作者细致地描绘

了坦桑尼亚引人入胜的人情风物，用镜头和文字详尽记录了非洲

草原的生命律动。

5 《朵行西藏》

馆藏索书号：

I267.4

M534A

基本信息：美朵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从拉萨到珠峰，从阿里到藏北，从无人区到世界第三

极冰川。在世界屋脊最靠近阳光的地方，美朵用行走六千多公里

的经历，为你点燃一盏心灵的酥油灯，为你讲述拉萨的净、羊湖

的纯，珠峰的奇、古格的寂寞和沉重，阿里的空旷与高远，藏北

的原始与神秘，无人区的恐惧与欣喜，千年冰川的静静细语……
走过一座雪山又一座雪山，看过一个措又一个措，西藏的美尽在

其中；看过高山路上磕长头的信徒，遇见草原深处最朴实的牧民，

抚摸过满脸是泥的孩子的温润脸庞，忘不掉的，依然是那些能映

见蓝天的眼神……在这里，有艰难，有憧憬，有幸福；有人与景、

人与人之间最美妙的相遇。一册在手，西藏永怀于心。

6 《我用眼睛去旅行》

馆藏索书号：

I267.4

M534

基本信息：美狄亚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在人类伟大的历史上，曾经创造过无数让人刻骨铭心

的美——或硕大或典雅的古建筑、或神圣或威严的古文明、或罕

见的山水奇景或独特的民俗民情，还有悬念重重的地球之谜与干

奇百怪的地球之最…………而每一个个体，又都有着其时代的烙印

和自身的传奇。

这本书就是我们为读者采撷的人类有史以来修筑起的最绮丽多姿

的旅行奇观，世界的多种极致之美在这里汇聚、碰撞出一首自然

与人文的交响诗！

7 《东京迷上车:从橙色中央线出发》

馆藏索书号：

I313.65

X551D

基本信息：(日) 新井一二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5%88%B0%E5%9D%A6%E6%A1%9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6%9C%B5%E8%A1%8C%E8%A5%BF%E8%97%8F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6%88%91%E7%94%A8%E7%9C%BC%E7%9D%9B%E5%8E%BB%E6%97%85%E8%A1%8C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4%B8%9C%E4%BA%AC%E8%BF%B7%E4%B8%8A%E8%BD%A6


内容简介：也许，你已经来过东京一次，跟着旅行团走了台场、

浅草、迪士尼乐园；也许，你已经来过东京 很 多次，自己逛银

座、六本木、神田神保町；也许，你还没来过东京……无论如何，

你不可能知道东京的全貌；因为这座城市实在很大。在新井的地

图上，有条橙色的横线，乃 JR 中央线铁轨。中央线的起点是东京，

以横倒的 S 字形穿越市区，由新宿一直往西到高尾。保留着波西

米亚文化气息的中央线，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吸引了各时代的文化

人。川端康成在古老的东京 STATION HOTEL 写下《女身》，摇滚人

的烧鸟店“戎”是东京男人最爱的安息所，御茶之水车站的乐器

街与神保町旧书店街，荻洼站北口的公共浴池“汤托邦”，新宿

东口中村屋的文化沙龙，日本漫画家最集中的吉祥寺……欢迎你

来中央线文化圈！

8 《一半是这里, 一半是欧洲》

馆藏索书号：

I267.4

Y748

基本信息：余斌著. 中华书局，2013

内容简介： 于寻常巷陌中书写不寻常的韵致，于纸墨间铺陈欧罗

巴烟火气息。

作者因缘居法国一年，其间遍游欧洲各地，得以写成这册趣味盎

然的欧洲居游记。细细读去，却又迥然不同于一般常见的游记或

旅行指南，而是别有天地，更具风味，更有烟火气。所到之处，

所见之景，所识之人，皆是经细腻的观察与深入的体悟之后，才

以有趣的文字笔之于书，欧洲异域的风俗民情、饮食男女尤所关

心，于是寻常巷陌皆有个性，各色人物均见性格，于是也成就了

这本书里的各种“闲话闲说”。

9 《无知的游历》

馆藏索书号：

I267.4

C395

基本信息：陈丹青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从 2009 年到 2011 年，陈丹青应《华夏地理》之邀，

每年赴一地，先后游历了土耳其、俄罗斯、德国和匈牙利四国，

并写成长篇游记，极具个人特色地勾画出了彼时彼地的人文、自

然景观，牵连出此时此地的所思所想，本书即为这四篇文字的结

集。除游记本身外，本书还附有 300 余幅历史和现场图片，以及

陈丹青旅途中所画速写手稿。

10 《重返普罗旺斯》

馆藏索书号：

I561.65

M469A

基本信息：(英) 彼得·梅尔著； 王春译. 南海出版公司,201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4%B8%80%E5%8D%8A%E6%98%AF%E8%BF%99%E9%87%8C%2C+%E4%B8%80%E5%8D%8A%E6%98%AF%E6%AC%A7%E6%B4%B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6%97%A0%E7%9F%A5%E7%9A%84%E6%B8%B8%E5%8E%8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9%87%8D%E8%BF%94%E6%99%AE%E7%BD%97%E6%97%BA%E6%96%AF


内容简介：本书记录了彼得·梅尔夫妇重返这片故地的快

乐点滴。普罗旺斯，地中海沿岸的瑰奇之地，孕育了法国

游吟诗人，诞生了塞尚、凡高，滋养过毕加索……直到彼

得?梅尔到来，它才脱下面纱，成为一个令人口中泛甜、

鼻际萦香的名字。世上那么多美丽的地方已经变得千篇一

律，普罗旺斯却依然保留着独特的风情和性格。它让人欢

喜，也让人着恼，就像一位个性十足、我行我素的老朋友。

但它享受生活的精神，从简单中寻求快乐的能力，却像向

阳山坡上的橄榄林，永远饱满而青葱。

11 《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馆藏索书号：

I313.65

C987H

基本信息：村上春树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原来酒是需要等候的，你必须等候身体的成长，

等候人生历练带来鉴赏的能力。但，“酒色之途”是无需

等候的，聚焦以酒闻名又景色动人的目的地，踏上“一举

两得”的主题路线，即刻出发吧。

12 《地球走破》

馆藏索书号：

I313.65

B184D

基本信息：(日) 坂本达著潘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工作、金钱以后还会再有，而时间却一去不复

返。我已经 26 岁了，再这样下去，就再也没机会实现梦

想了！我想在 30 岁之前用脚丈量世界，这是我交上去的

最后一份工作汇报，如果不能实现，就只有辞职一途了。

在欧洲行走三个半月后，有一天我扶着自行车伫立在西班

牙南端的直布罗陀海峡，这时我才有了环球旅行的真实

感。在未来的四年中环游世界所需的身体与心理准备这个

时候才算真正完成。海的彼岸就是非洲大陆，跨过这二十

公里的海峡，就将来到一片未知的世界。本书作者坂本达，

本是大公司白领，上班四年后，26 岁的时候，奇迹般地

得到老板同意，以带薪的形式得到四年零三个月的假期，

踏上了自行车环游世界的旅程。他心思细腻，意志坚韧，

走了很多别人一再善意阻止他前进的道路，一路完成了

“遇见人”的最初愿望，也完成了自己。

13 《不去会死》

馆藏索书号：

I313.65

S540A

基本信息：(日) 石田裕辅著；刘惠卿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5%A6%82%E6%9E%9C%E6%88%91%E4%BB%AC%E7%9A%84%E8%AF%AD%E8%A8%80%E6%98%AF%E5%A8%81%E5%A3%AB%E5%BF%8C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5%9C%B0%E7%90%83%E8%B5%B0%E7%A0%B4%2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4%B8%8D%E5%8E%BB%E4%BC%9A%E6%AD%BB%21


内容简介：本书是日本著名青年作家石田裕辅的最新散文

故事集。我看到恒河的纯白日出、萨宾娜天真无邪的笑脸、

土耳其那尔汀美丽的笑容；满月下的金字塔、在草原上奔

跑的长颈鹿、骑著破烂脚踏车追赶我的保保。泰西亚有点

恼怒地笑着，流下稚气未脱的泪水。大海般的丛林中浮现

蒂卡尔神殿，以及纪念碑大谷地神圣的风光。……""经历

过许多生死绝境、哀痛的别离、幸福的瞬间后，""活著真

好""的体悟，是梦想带给作者最珍贵的礼物。

14 《不过, 一场生活》

馆藏索书号：

I267

A174

基本信息：阿 Sam 著. 中信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在这本书中，阿 Sam 扮演起一个记录者的角色，

将生活中没能成为故事的故事和某些只属于自己的经历

与选择和盘托出，成了另外一种对生活的解读。在文字之

外，阿 Sam 透过镜头，捕捉生活中最美的瞬间，用极致情

绪的美图，与你分享故事里的悲欢离合。演员田原，好妹

妹乐队浪客秦昊，《背包十年》作者小鹏，诚意推荐！

15 《“小不列颠”札记:英国环岛告别之旅》

馆藏索书号：

I712.65

B916A

基本信息：(美) 比尔·布莱森著；黄昱宁, 夏菁译. 上海译文出

版社,2013

内容简介：《布莱森旅行随笔系列•"小不列颠"札记:英国

环岛告别之旅》内容简介：1973 年 3 月，初出茅庐的美

国小伙比尔•布莱森踏上了不列颠这个梦想中的岛屿，突

然间，他发现那里的一切都与他所想象的，与旅行指南上

写的完全不一样。原本只想稍作停留的他竟在这块土地上

娶妻生子落地生根起来。二十年后，他决心带着妻儿回到

自己的故乡美国，在离开英国前，布莱森又重新背起行囊，

坚持要作一番旨在告别的环岛之旅。

布莱森从当初隔着海望到它第一眼的地方起步，再次进入

这个国家，他用他擅长的犀利、睿智以及细腻地语言带领

读者穿越一个个形形色色的英国村镇。在布莱森眼中，不

列颠是个神奇的地方，而不列颠人则疯狂到了极致，可爱

到了极点。那里有奇怪得让人咋舌甚至呕吐的地名，且到

处充斥着闻所未闻的字眼；那里地形多样，历史辉煌永恒，

风景却如此袖珍；那里的法官头上顶着“小拖把”，怪里

怪气；英国人对自己的美德和快乐指数木知木觉，对享乐

的态度更是古怪。旅途中，布莱森还时常回忆起当年造访

时的情景，感慨二十年来不列颠的人和物事变化。

这是一次深入英国人灵魂以及其居住腹地的旅行。尽管字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4%B8%8D%E8%BF%87%2C+%E4%B8%80%E5%9C%BA%E7%94%9F%E6%B4%BB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2%80%9C%E5%B0%8F%E4%B8%8D%E5%88%97%E9%A2%A0%E2%80%9D%E6%9C%AD%E8%AE%B0


里行间对英国风土人情入木三分的刻画中也带有一些嘲

弄，然而贯穿全书的仍是对不列颠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

在环岛之旅行将结束之时，布莱森终于明白自己喜欢英国

的什么了，其实，就是它的全部，它的一点一滴，不论好

坏。

16 《荒野生存》

馆藏索书号：

I712.55

K89A

基本信息：(美) 乔恩·克拉考尔 (Jon Krakauer) 著；陈宇欣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奔走于美国西部，走访与他的旅途曾

有交集的人，并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年轻时的“魔指”峰

冒险经历，以及使他醉心户外探险的家庭、心理因素，试

图解开这个“阿拉斯加之谜”。

17 《没有地图的旅行》

馆藏索书号：

I561.65

G799

基本信息：(英) 格雷厄姆·格林著；邝国强译. 上海文艺出版

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描写作者格林深入利比亚内陆行走 350 英

里，共耗时 4星期的一段旅程。描绘了利比里亚当时未开

化的情况，许多地方到现在还保持着原样。格林对途经的

小镇做了健康状况的记录，大多数利比里亚人遭受着多种

疾病的威胁，格林自己也在旅程接近尾声的时候身染重

病，险些丧命。

18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馆藏索书号：

I267.1

G878A

基本信息：郭子鹰著. 中信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一本好书，一段旅程。一千个日夜，与你一同走过。

2011 年 10 月，出版平装版，上市七天紧急加印。2012 年，被评

为当当网“终身五星书”。2013 年，亚马逊图书总榜第六名。

2013 年，京东网最佳品牌图书。2013 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大

众最喜爱的 50 种图书”。成为近三年来最畅销的旅行书，销量超

50 万册。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每天都是

一次新的旅行，每一个和我们走过一段的人都值得感激。最好的

时光，你在哪里？这最好的时光，又去了哪里？

三年前，我们带着《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开始一次次人生的旅行。

三年后，回归自我的原点。旅行，从不是说走就走的戏言。生活，

不再是勇敢者的游戏。最好的自己，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在

每日必行的路上。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8%8D%92%E9%87%8E%E7%94%9F%E5%AD%9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6%B2%A1%E6%9C%89%E5%9C%B0%E5%9B%BE%E7%9A%84%E6%97%85%E8%A1%8C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6%9C%80%E5%A5%BD%E7%9A%84%E6%97%B6%E5%85%89%E5%9C%A8%E8%B7%AF%E4%B8%8A


19《一个人走欧洲:17 国 22 城完备独游攻略》

馆藏索书号：

K950.9

Y733

基本信息：于岩 (Adaro)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这是一本畅游欧洲大陆的宝典，从申签、抢廉价机票、找

促销车票、大巴票，性价比最高的青旅、科学的安排路线... 作者以

亲身经历手把手交给你，每一步每一节都有最客观、最实用的记录。

如果你有着同样的梦想，正策划着自己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如果你想

用最少的钱、最有限的时间，经历一次暴走欧洲的完美体验，你需要

的一切都在这里：省钱之道、最棒的青旅、淘宝的乐趣、防备骗子的

伎俩；美景、美食、美丽的邂逅……就算你事先定好的行程发生了不

可预测的变化，这里也会提供给你化解危机的巧妙经验。

20 《上帝也会哭泣:行走中东的心灵激荡》

馆藏索书号：

K937

F110

基本信息：范鸿达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既是一本揭示中东诸国现实状况的著作，也是一

本对当下中国富有人文关怀的著作。本书前四部分所写皆是作者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的亲见亲闻，注

重从当地百姓的角度阐述问题，使该书富有可读性和新颖性。本

书的最后一部分是从中东回望中国，认为中国走在大国崛起的路

上，需要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

21 《北海道梦幻旅行》

馆藏索书号：

K931.39

B340

基本信息：（日）taiwanmickey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到北海道一定要知道的事：行李准备、兑换

日元、消费税＆小费、行程建议、租车自驾、新千岁机场吃喝玩

乐、各式交通工具……全部搞定！道产美食、不吃会后悔的口袋

名单：成吉思汗烤肉、独特风味汤咖喱、三大蟹吃到爽，各式拉

面、寿司、冰淇淋……绝对不能错过！札幌、小樽、富良野、美

瑛、旭川、函馆，超赞美景玩个透！自然景观、观光运河、梦幻

童话场景、超人气动物园、百万夜景、温泉名汤……一定要来！

必败伴手礼：薯条三兄弟、白色恋人、六花亭、马油……通通买

到手软就对了哦！ 北海道大自然美景、人文怀旧风情与迷人的当

地美食，一起来体验！

22 《台湾，越慢越美丽》

馆藏索书号：

K928.958

X38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4790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author=%E4%BA%8E%E5%B2%A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author=%28Adaro%2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160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791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3005


基本信息：小柚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本书是专门为穷游族和学生族量身打造的台湾深度旅行手

册，介绍了各种省钱的 tips，涵盖了 100 个免费的悠游地和 108 条

超实用的省钱资讯，给出最值得体验的景区和攻略，不管你是体验

“百年老街+人气夜市+古早好味”，还是徜徉“观景步道+骑行小路+

铁道小站”，亦或者是留恋“创意市集+特色书店+唯美民宿”，这本

书里绝对有你想要的省钱又好玩的旅行！

23《中国国家地理地图集》

馆藏索书号：

K92

H901

基本信息：黄晓凤 主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汇聚最丰富的地图表情，展示最斑斓的中国风俗。

大美中国，跃然纸上！我把世界告诉你！

24 《世界分国地图集.第 2 版》

馆藏索书号：

K991

L703-2

基本信息：刘毅主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亚洲国家 亚洲地形 ; 欧洲国家

欧洲地形 ; 非洲国家 非洲地形 ; 大洋洲国家 大洋洲地形 ;

北美洲国家 北美洲地形等。

25 《十年徒步中国》

馆藏索书号：

I267.4

L081

基本信息：雷殿生著. 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他，是一个现象！

他，就是用十年走遍神州、史上首次徒步穿越罗布泊的勇士雷殿生！

他从未停顿，执着坚毅，实现了用步履铸人生的伟大壮举！一路上，

他多次涉险，却总能全身而退；他差点儿成了大山深处的“上门女

婿”，却与恋人失之交臂；他在山海关下为陌生人所感动，也曾乔装

打扮救人于困厄之中；他迫于饥饿，生食土拨鼠，本人却是一个坚定

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他这十年丰富而真实，磨难重重却愈挫愈勇。

试问，如此阅历还有谁能拥有？今天，徒步勇士雷殿生倾情讲述精彩

人生，以飨读者。

与《十年徒步中国》相伴，你得到的将不仅是壮美的山河、厚重的历

史，更有十年淬励下的世态人情和战胜自我的心路历程。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4074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author=%E9%BB%84%E6%99%93%E5%87%A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4093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10929


与《十年徒步中国》相伴，你的野外旅行将更加容易。作者徒步十年，

风餐露宿，野外生存技巧屡试不爽，这必将成为你徒步时攻坚克难的

不二法门！

如此佳作，岂能错过？

26《布鲁塞尔“烙饼”LOBBYING:一个驻外记者

的欧洲行走笔记》

馆藏索书号：

I267.4

H192

基本信息：何农著. 朝华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真实的欧洲究竟什么样？本书也许不是问题的直接答案，

或至少不是明确的答案。只是一些故事、一些叙述、一些议论。但真

正的答案，也许就在那些故事、叙述和议论之中；或者，至少给您一

个参考、一些思路、一点启发和比较。作者作为常驻欧洲记者的脚步

遍及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经年累月、持之以恒的观察和思考，

使他写作的角度跳脱了人们对于欧洲的传统认识和刻板印象。

作为学者的研究方向，欧洲从未成为显学。但当欧洲作为一种生

活方式、作为旅游目的地、作为享受的对象、场所、工具、作为“你

幸福吗？”的参照物的时候，欧洲的民生百态，欧洲的饮食男女，又

绝对是国人关注的焦点。所以，“解读欧洲”的必要性，就摆到了我

们面前。作者幽默、精当的文字，行走欧洲记录下的照片，将欧洲政

经社会、人文生态坦诚且真实的表达出来，让读者深刻理解发生在欧

洲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大事件和悲喜人生。

27 《.行走·阅读:关于欧洲的笔记》

馆藏索书号：

I267.4

G498

基本信息：顾功尧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作者（顾功尧）自 2006 年至 2007 年留学德国期间，在欧

洲自助旅行，足迹遍及 31 个国家。在旅途中和归来后的几年时间中，

不断整理旅行笔记。同时利用清华图书馆的藏书，广泛阅读与欧洲相

关的书籍，与自身的旅行体验相互印证，又撰写了一系列的读书笔记。

《行走·阅读:关于欧洲的笔记》就是从这些旅行笔记和读书笔记中

筛选汇编而成的。

28《穿越喜马拉雅:中国西藏-尼泊尔-印度独行

游记》

馆藏索书号：

I267.4

D702

基本信息：董静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234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5234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267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65176&ss_c=ssc.citiao.link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273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2736


内容简介：这是一位酷爱旅游、漂亮单身女子的旅行手记。由于对神

秘土地的传统文化、人文历史兴趣浓厚。她一路拦车徒步，穿越喜马

拉雅山脉，独自沿着中国西藏—尼泊尓—印度这条路线，去探寻心仪

已久的神秘土地游历。本书以细腻、明快、清朗的笔触，绘声绘色地

将当地的风情景物、历史文化、建筑艺术、宗教信仰、音乐舞蹈、旖

旎山川、各色人物等融入了作者一路的奇趣见闻之中。跟着作者的足

迹，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美妙的时空之中，享受着作者的给予之乐。

29 《火车上的中国》

馆藏索书号：

I267.4

G384

基本信息：龚晖, 孙健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留学英伦，在毕业与求职间这段“空窗期”，决

定以铁路环线旅游的方式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眼中的中国。一节火车车

厢，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作者在旅途中遇见了形形色色、揣着各种

各样目的的人，或亲切，或憎恶，或喜悦，或悲愤，或开朗，或阴郁，

或成功，或失意。本书以火车上的真实故事为背景，特地选取了 18

个城市或地区的 18 辆火车，通过平实的语言，以期向读者反映和呈

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启发更多的中国年轻一代学会独立思考，了解什

么是民主和科学，团结起来去为改变我们的国家尽心尽力。

30 《咖啡苦不苦》

馆藏索书号：

I267.4

C398(2)

基本信息：陈丹燕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作者游历过的世界各地有名的和无名的各色咖

啡馆，作者以自己深厚的文化积淀，用细腻深透的笔触，向我们展现

了一座座小店的渊源、一排排座椅的情调和一位位饮客的神貌，更配

有一幅幅层次丰富的图片介绍和独具创意的细节装饰，使整本书弥漫

着如咖啡般浓郁的文化醇香。在本书中，读者将品味到的不仅是陈丹

燕的咖啡旅行，更多啜饮着的是异域的文化和风情。

31 《行走亚洲二十国》

馆藏索书号：

I267.4

C167

基本信息：曹正文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本书是作者的一部游记选。亚洲总共 42 个国家，本书囊

括了一半亚洲国家的山水景色，寺庙宫殿，鸟语花香；还有这些国度

的民俗风情、文化素养、道德文明，连同那些国家的奇闻异事，听作

者一一道来，我们会遗憾未能与作者同行共享，但读完这本书，透过

作者的生花妙笔，却能让我们不出家门，耳闻目见，感受“外面的世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28405202&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28405202&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4949810&ss_c=ssc.citiao.link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174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791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1147


界真精彩”。广大读者可作为旅游文学欣赏，也可作旅游指南，读者

读了这本书，再遨游亚洲二十国，定会增益无疑。

32 《行走旅途:全球值得一游的 N 处》

馆藏索书号：

I267.4

L944

基本信息：罗克平著. 上海三联书店，2013

内容简介：本书由资深媒体主编、旅游文学作家罗克平先生亲身体验、

生动描述一般旅行者企望而难以抵达的地区：北极圈的冰旅馆、加勒

比海的明珠——古巴、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世界屋

脊”帕米尔高原等等，令您有亲临其境的刺激和喜悦。

本书专访多位中外旅游部长（局长）、航空公司总裁、机场总裁

等高管和成功人士，给您有触类旁通的启迪。画龙点睛的评论，配以

精美的照片，绝对图文并茂。

33 《遇见时光的慢旅行:LuLu 和马克倾情呈现

十年旅行笔记》

馆藏索书号：

I267.4

L777

基本信息：楼媛媛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LuLu 和马克，一个上海女孩，一个法国男孩，在日本樱

花灿烂的季节相遇，之后开始牵手旅行十年，《遇见时光的慢旅行：

LuLu 和马克倾情呈现十年旅行笔记》是马克用镜头，LuLu 用笔头，

记录下十年来一路上收集的风景，遇见的人，看到的故事。两个人喜

欢随性的生活，居无定所的旅行人生，边走边停留，在喜爱的异境他

乡，找一间房子住下来，体验那里最地道的生活，马克改变了 LuLu

的人生轨迹，他们也在路上见到了更多的不同的人生。他们过着与时

间无关的日子，在印度骑骆驼到沙漠住民家，走进非洲寻找传说中的

猴面包树，到斯里兰卡和泰米尔采茶女聊天，在老挝闻着鸡蛋花香过

日子，去葡萄牙收集地中海的阳光。他们喜欢慢悠悠地在自己的节奏

里旅行，在这本书中，他们分享了这些旅途中感动的片刻。这本书，

关于十年的爱情行走；关于梦想；关于慢性的人生。

34 《踏遍南美:走在地球的另一端》

馆藏索书号：

I267.4

L763A

基本信息：龙泓全著. 测绘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是作者旅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

智利、委内瑞拉、巴拉圭、乌拉圭、法属圭亚那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

的旅行记录与攻略心得。对中国人来说，他旅途中的许多地方都还是

遥远与陌生的，甚至有多个国家尚未对中国公民开放入境签证。作者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6266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771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771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16461


凭借自己的能力、智慧与热情，克服了一系列由于签证、语言、开销、

交通、治安等等问题带来的障碍，成功游历了上述所有地方，成为了

首位完成这一创举的民间华人。在旅途中，他饱览了南半球灿烂的自

然风光、名胜古迹与异域风情。阅读本书，将对会对读者玩转远在地

球另一端的南美洲产生重要的帮助。

35 《航海时代:大西洋航游 760 天》

馆藏索书号：

I267.4

L502

基本信息：林静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以一百章篇幅纪录了林静与法籍丈夫克里斯自驾私家

帆船“同道者号”于大西洋历时 760 天航行两万海里历经二十几个国

家的帆游故事。“人物素描”打开一扇扇特殊窗户；“美食系列”体

现味蕾上的风土人情；见证大海的喜怒哀乐；体验海岛的异国风

情……字里行间不仅让人感同身受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奇特的神

人、有趣的妙事；也惊心动魄地记述了航海体力的艰辛、意外事故的

挑战、技术的苛求、生活的不便。远离习以为常的工作和生活，以全

新的角度观察事物，近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林静的感悟都浸透在每一

章节里。

36 《西班牙旅行笔记.第 2 版》

馆藏索书号：

I267.4

L490-2

基本信息：林达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内容简介：本书记述了作者在西班牙旅行的经历。面对西班牙既充满

异域风情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艺术、人物和宫殿、教堂、城堡等文

化精华，作者在描述其无与伦比的人文及艺术价值外，更把上千年来

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故事一一糅进漫游的行程——使帝王将相、战火

烽烟、山川景物。尤其是它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贯穿于全书。不但能

让读者领略西班牙迷人的风貌。更能深入西班牙幽深的历史，洞悉它

深刻而富于启示的社会演化过程。

37 《不小心, 日子过得这么有趣》

馆藏索书号：

I267.4

C398(2)

基本信息：垒抠著. 中信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因为热爱旅行，因为喜爱文具，不论是出国旅行，

或者是在城市巷弄间找到的新发现，都喜欢将它记录在手帐里，涂涂

写写，和网友们分享，因此，生活对垒抠而言，每一天都充满了快乐

的新鲜事儿。因为懂得在生活中找乐子，懂得在生活中制造乐趣，用

创意和热情，将唾手可得的小玩意、眼睛看见的事物留存记录，化成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1646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3110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4828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49806&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987786&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987786&ss_c=ssc.citiao.link


文字、相片，拼贴、涂鸦通通收藏在手帐里，轻轻松松地，垒抠就这

样把每一天都过得很有趣。现在，她更要将这些「不同乐趣」集结成

书，分享给跟她一样喜欢找乐趣、喜欢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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