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思维的训练手册:脑体操》

馆藏索书号

B804.4-62

L259

基本信息：李尚之, 汤超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创新思维是人在现代社会生存所必备的核心

能力。本书设计了 45 种用于培育以下 7类创新思维习惯

的训练方法: 突破固化思维、对问题意识保持敏感、抽

象与本质思维、联想与组合思维、类比思维、原理迁移

思维、创新导向的元思维。本书列举了各类创新思维在

不同领域的应用实例, 训练题包括了词汇、数字、图片、

音乐等要素, 绝大部分训练题并没有唯一的答案。通过

训练可以将 7 类创新思维转化为思维习惯。脑体操的读

者群体广泛, 老少皆宜。

《逻辑思维:聪明人是如何思考的》

馆藏索书号

B81-49

G873

基本信息：郭志亮著.中国财富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本书第一篇以逻辑小故事出发引导读者进入

逻辑的殿堂。包括概念、命题、推理、逻辑规律、非逻

辑思维等逻辑学基本内容。第二篇主要是和生活相关的

逻辑故事，按照反语，严谨的推理逻辑，敏捷的思维逻

辑，巧妙的演绎推理工具，归纳和类比逻辑推理，教人

如何“清晰思考”。

《小众思维:大多数人认同的不一定是

对的》

馆藏索书号

B804-49

W253

基本信息：王莉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找不到原因, 自己就是原因、经验

是靠不住的、为了不后悔, 就为自己找理由? 别以为你

的选择总是对的、失控的信念、防不胜防的错觉 6 部分,

主要包括: 太丢人了, 真想挖个洞钻进去 ; 你真有自

认为的那么优秀吗? 为什么输球球迷就会喊主教练下课

等。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04952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4169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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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思维:看穿情势的本质和隐藏的

力量》

馆藏索书号

B804-49

X321

基本信息：萧亮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以自身的经历和工作经验, 通过对世界

五百强企业 CEO 通用的管理方法和决策理念的分析, 向

读者阐释什么是“应变思维”, 以及应变思维是如何帮

助这些 CEO 做出正确和重大决定的。同时告诉读者通过

有效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 从而帮助读者自己

做出最佳决策, 并处理好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创新思维与发明问题解决方法》

馆藏索书号

B804.4

Z302

基本信息：赵锋主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本出通 过大量的发明创新案例，图文并茂、

深入浅出地讲解 发明问题解决理论的基础知识。

发明问题解决理论(TRIZ)是苏联伟大的发明家根 里

奇·阿奇舒勒提出的一系列解决各种发明问题的有 效

工具和方法论，不仅适用于工程技术领域，而且适 用于

科学研究、公共管理、人文社会等几乎所有需要 创新性

解决问题的领域。本书力图打破发明问题的学 科界限，

引导人们重新审视发明问题的本质，激发人 们发明创新

的兴趣，让发明创新成为人们在各学科、 各领域的生活

及工作常态。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各专业学生学习创新思维与 发明

问题解决方法的通识课教材，也可作为各领域专 业技术

人员的继续教育教材。同时还可满足各行业工 程技术人

员、技术研发人员以及设计人员对创新方法 学习的需

求。

《趣味逻辑》

馆藏索书号

B81

D692

基本信息：董栋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以生动趣味的语言介绍逻辑学相关知识

及常见的应用，系统介绍逻辑学的基本规律、诡辩、概

念、判断、推理等知识，阐述逻辑学在文学、影视、法

律、数学等诸多领域的应用。本书吸收中外逻辑学书籍

的成功编写经验，在扎实的教学基础上，力求做到科学

性、先进性、规范性和适用性的有机统一，实现传统逻

辑与现代应用的有机结合。 本书强调本体与思维、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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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语言的联系，着重理论联系实际，将传统意义上的逻

辑与现代的多门学科沟通起来，增强学科的适应性和启

发性，突出逻辑学的应用性，在提出新观点的基础上阐

述新方法。结构严谨，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实例与练

习丰富，结构安排符合读者的认知规律，利于读者培养

运用逻辑知识的能力来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使逻辑

学习富有生活气息。 本书可作为高校的教材，也可作为

广大读者自学的参考读物。

《逻辑学原来如此有趣》

馆藏索书号

B81

D591

基本信息：丁毓峰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逻辑入门书，以逻辑

小故事为线索展开。全书分为两篇：第一篇以逻辑小故

事出发引导读者进入逻辑的殿堂。包括概念、命题、推

理、逻辑规律、非逻辑思维等逻辑学基本内容。第二篇

主要是和生活相关的逻辑故事，按照反语，严谨的推理

逻辑，敏捷的思维逻辑，巧妙的演绎推理工具，归纳和

类比逻辑推理，在故事中以很多生活细节讲解逻辑，教

人如何“清晰思考”。

书中每个故事都有很强的趣味性，使得读者可以在

阅读故事的同时，轻松掌握逻辑基础知识，并且学会如

何使用逻辑工具处理实际问题。

《思维风暴》

馆藏索书号

B804-49

B122

基本信息：白虹编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黄金思维、思维导图和思 维游戏三

篇。第一篇详细讲解了改变人生 的 10 种黄金思维：黄

金思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它能使人在学习、工作、

家 庭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处于*的优势，可以说黄金 思

维决定成功；第二篇系统 介绍了风靡全球的革命性工具

——思维导图：思维导 图如今已成为 21 世纪风靡全 球

的革命性思维工具，这一由世界大脑先生东尼·博 赞首

创的瑞士军刀般的思维 工具，成功改变了全世界超过

2.5 亿人的思维习惯， 在全球教育界和商界掀起了一

场超强的大脑风暴；第三篇精选了古今中外的 300 余个

经典思维游戏：每一个游戏 都极具代表性和独特性，内

容丰富，难易有度，形式 活泼，让你不但可以获得解 题

的快乐和满足，还可以活跃思维，全面发掘大脑潜 能。

《创意天才的思维方法:世界著名创意

大师的 13 种思维工具》

馆藏索书号

B804.4

R783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78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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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美) 罗伯特·鲁特-伯恩斯坦, 米歇尔·鲁

特-伯恩斯坦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创造者才是真正的享受者。你是墨守成规，

还是思维制胜？品读天才的思维方法，唤醒你的脑力，

让创意为梦想插上翅膀。本书通过丰富的实例来揭示创

造性思维的形成与构建过程，讲述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向

创造性思维迈进，同时就思维工具的探索也做了较为大

胆的尝试，为新世纪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

《其实你不知道你错得离谱》

馆藏索书号

B804

H592

基本信息：(美) 小理查兹·J. 雅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是美国情报机构培训情报人员的经典教

科书，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官员的必备参考书，被

誉为“情报分析的圣经”，多次再版加印。 本书主要探

讨了人类在判断不完整或模糊的信息过程中的认知心理

问题，如何改善情报分析的思想，以帮助分析时弥补人

类大脑在处理复杂问题方面的局限，这些复杂问题往往

涉及模糊信息、多方参与和多变的环境。全书由思维模

式、思考的工具、认知偏差和情报分析的改进等四部分

组成，重点研究了以下问题： 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应该看

到的东西。 我们如何记住已经知道的事情。 如何根据

有限的信息做出准确的判断？ 怎样对问题进行结构分

析？ 什么是竞争性假设分析法？ 我们的预测为何总是

不够准确？? 本书是美国情报机构培训情报人员的经典

教科书，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官员的必备参考书，

被誉为“情报分析的圣经”，多次再版加印。。

《逻辑学原来这么有趣:颠覆传统教学

的 18 堂逻辑课》

馆藏索书号

B81

D694

基本信息：董桂萍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逻辑学大师及其思想精华的图书。

它虚拟了 18 堂神秘课堂， 每堂课都围绕一个主题展，

并挑选一位合适的逻辑学大师讲授。在授课的过程中，

学生与大师们还有互动和交流。虽然，那些大师们是带

着“任务”前来授课的，但他们并不是“听话”的嘉宾，

还会时不时说些自己的趣闻、趣事，如果你喜欢听关于

逻辑学方面的知识，可千万别错过了这本书！?

http://product.dangdang.com/19005559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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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原来如此有趣》

馆藏索书号

B81

D591

基本信息：丁毓峰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逻辑入门书，以逻辑

小故事为线索展开。全书分为两篇：第一篇以逻辑小故

事出发引导读者进入逻辑的殿堂。包括概念、命题、推

理、逻辑规律、非逻辑思维等逻辑学基本内容。第二篇

主要是和生活相关的逻辑故事，按照反语，严谨的推理

逻辑，敏捷的思维逻辑，巧妙的演绎推理工具，归纳和

类比逻辑推理，在故事中以很多生活细节讲解逻辑，教

人如何“清晰思考”。

书中每个故事都有很强的趣味性，使得读者可以在

阅读故事的同时，轻松掌握逻辑基础知识，并且学会如

何使用逻辑工具处理实际问题。

《逻辑学是什么》

馆藏索书号

B81

C376A

基本信息：陈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在许多人心目中，逻辑学实在是一门艰深的

学问，那些符号、规则、命题看着就令人生畏难之心。

不过，在这本《逻辑学是什么》里，原本晦涩、艰深的

逻辑学变得好玩起来了。“上帝能够创造一块他自己举

不起来的石头吗？”“白马非马”？“织女爱每一个爱

牛郎的人？”“奥林匹克长跑冠军阿基里斯追不上乌

龟？”……书里尽是这些个好玩的问题，每一个都引得

你好奇心大发，不进行一番头脑风暴誓不罢休。于是，

在解题的兴奋和迷惑之中，不知不觉地，你跟随着作者，

走进了逻辑学那个由纯理性的砖石搭建的庄严殿堂。

《逻辑学是什么》中有两根线索，一条是逻辑学的

历史的时间线索，一条是逻辑学的基本内容的空间线索，

沿着这两条线索，作者对逻辑学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而作者设计的那一个个妙趣横生的逻辑问题恰如这两根

线索上连缀的珍珠、饱满、浑圆，彰显了逻辑学的神奇

魅力。原来，逻辑书也可以这样写！

《一本小小的蓝色逻辑书》

馆藏索书号

B812.23

R888

基本信息：(加) 布兰登·罗伊尔著.九州出版社，2016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778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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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大约两千五百年前，苏格拉底创建了一套方

法，通过一系列探问，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苏格拉底方

法”，来获取问题的答案，并对这些答案进行推断。通

过这种方式，他就可以找出各种复杂现象背后的关键问

题，揭开很多貌似有理实则荒谬的说法背后的真相。这

套方法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逻辑推理”

本质上来说，逻辑推理是一个“收集信息、评估信息的

过程”。要想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首先要占有充分的

信息，而要想占有充分的信息，首先需要提出正确的问

题。所以那些擅长逻辑推理的人，往往也比较善于提问，

搜集相关信息，并用“正确的”方式 对这些信息进行评

估。*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不受他人干扰的情况下独立

完成这一过程。

本书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提炼出一套*有用、*完整的逻

辑推理概念，帮助读者在学习和现实生活中更好地理清

思路，解决问题。

《正名:中国人的逻辑》

馆藏索书号

B812

Z048

基本信息：翟玉忠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从为人父母到生物科学家

从企业经理人到国家领导人

本书都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名学是人类一切知识活动和社会行为的基础

《思考, 快与慢》

馆藏索书号

B812.2

K12

基本信息：(美) 凡尼尔·卡尼曼著.中信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 在书中，卡尼曼会带领我们体验一次思维

的创新之旅。他认为，我们的大脑有快与慢两种作决定

的方式。常用的无意识的“系统 1”依赖情感、记忆和

经验迅速作出判断，它见闻广博，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

前的情况作出反应。但系统 1也很容易上当，它固守“眼

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任由损失厌恶和乐观偏见之类的

错觉引导我们作出错误的选择。有意识的“系统 2”通

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作出决定，它比较

慢，不容易出错，但它很懒惰，经常走捷径，直接采纳

系统 1的直觉型判断结果。

为了使读者真切体会到系统 1 和系统 2 这两个主角的

特点，卡尼曼介绍了很多经典有趣的行为实验，指出我

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什么时候不能相

信；指导我们如何在商场、职场和个人生活中作出更好

http://product.dangdang.com/1900366216.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63249
http://product.dangdang.com/22781388.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2020543


的选择，以及如何运用不同技巧来避免那些常常使我们

陷入麻烦的思维失误。

《思考，快与慢》将会彻底改变你对思考的看法。

《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

馆藏索书号

B804

B864

基本信息：(美)约翰·布罗克曼编著.

内容简介：本书编者约翰·布罗克曼召集了约 190 位世

界*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回答这个“大问题”，并把他们

的答案和论述集结成书。

这本书将带你认识这些“*伟大的头脑”，看他们在思考

什么样的问题，从而开启你的脑力激荡。他们都是各个

领域的“科学明星”，包括全球大数据权威阿莱克

斯·彭特兰、世界*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生物地理学

家贾雷德·戴蒙德、互联网思想家凯文·凯利、《全球

概览》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等。

智能机器真的会思考吗？

智能机器会进化出人类级别的智能，并超越其人类制造

者吗？

未来某日，强人工智能是否会发动“权力之战”，将人

类驱逐出权力中心？

人类是否会和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实现人机大融合？

诸如此类的问题，你会在本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趣味逻辑学》

馆藏索书号

B81-49

L669

基本信息：刘润泽著.金城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讲述的是如何指导人们去探索客观

世界的规律与奥秘的新逻辑体系，突破了现代通行的逻

辑教材的旧框框，为传统逻辑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个引

人瞩目的独特的改革方案，观点鲜明，反对用数理逻辑

取代传统逻辑的片面看法，主张改造并发展传统逻辑，

使之更好地为现代人的思维服务。书中将传统逻辑在认

识、表达和论辩等方面的应用充实为三大部分，精选了

100 个引人入胜的科学探索故事进行评析，通过剖析其

中所蕴含的逻辑哲理，借以提高读者认识客观世界的能

力。

《思想的帝国:犹太精英成功智慧揭秘》

馆藏索书号

B804

H321

基本信息：贺雄飞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http://product.dangdang.com/24220893.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109747
http://product.dangdang.com/25163733.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115059
http://product.dangdang.com/1900613158.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4668


内容简介：本书是探索犹太精英成功智慧方面的著作。

爱学习的国家进步快，爱学习的民族进步快，这不仅是

犹太人在历尽几千年磨难之后刻骨铭心的体悟，同时也

是世界其他优秀民族的共识，无论是德意志民族还是日

本民族，都是通过学习跻身发达国家的。因此，本书通

过对群星璀璨的犹太人和诺贝尔奖中的“犹太现象”的

深入分析，向读者阐述犹太是一个怎样的“思想的帝国”

和犹太人用“观念改变世界”的价值观和理想，并通过

对犹太人创造力和精英教育的深刻剖析，揭示了数百位

犹太天才成功的奥秘。 本书是探索犹太精英成功智

慧方面的著作。

爱学习的国家步快，爱学习的民族步快，这不仅是

犹太人在历尽几千年磨难之后刻骨铭心的体悟，同时也

是世界其他优秀民族的共识，无论是德意志民族还是日

本民族，都是通过学习跻身发达国家的。因此，本书通

过对群星璀璨的犹太人和诺贝尔奖中的“犹太现象”的

深分析，向读者阐述犹太是一个怎样的“思想的帝国”

和犹太人用“观念改变世界”的价值观和理想，并通过

对犹太人创造力和精英教育的深刻剖析，揭示了数百位

犹太天才成功的奥秘。

《是高跟鞋还是高尔夫修改了我的大

脑?》

馆藏索书号

B80

F495

基本信息：(英) 科迪莉亚·法恩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 你以为是神经生理学本质决定了你的性格?

你以为小女孩生来就喜欢粉色，小男孩生来就喜欢小汽

车?不要被你现有的大脑认知给骗了。世界不断在改变，

别人对你的看法(或者你以为他们对你的看法)已经穿透

了你的自我概念，你“被成为”了一个理性、重逻辑思

考的男人，一个感性、重家庭情义的女人，或者相反。

可事实上，如果有人为共情能力付钱的话，男人的

共情能力就会突然好起来，而女生的数学能力也不是天

生就比男生差。人的大脑，其实非常有弹性。

大脑，既不是你的缘由，也不应该作为你的借口。

你的表现，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男人或女人，只和你以

为自己是什么样、你觉得别人以为自己是什么样有关。

挑战性别和大脑的常识，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破

除错觉——不要被大脑刻板印象骗了，认识你自己，给

自己更多的可能。

《思维病毒:如何在工作与生活中实现

思维自由》

馆藏索书号

B80

B864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575266.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686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6867
http://product.dangdang.com/1004922223.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6318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63181


基本信息：(美) 理查德·布罗迪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为什么我们会受到媒体的影响，变得支持某

一种言论以及某一个公众人物？为什么我们会受到可口

可乐和百事可乐广告的影响，潜意识中对其他可乐品牌

say no？为什么很多人会加入传销组织，固执地认为这

个组织可以让其飞黄腾达？为什么很多人加入某种邪

教，宁愿为之放弃自己生存的权利？为什么说“男人来

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经过科学研究证明，这一切

行为的背后原来都源于模因正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

模因是一种以人类思维为传播媒介的复制因子。事

实上，所有模因都在竞相争夺思维领地，它们组合成各

式各样的“思维病毒”，不断侵蚀着大脑，让思维失去

方向。

在人类文化中，最普遍流行的正是那些最擅长复制

的模因组成的“思维病毒”。而人类世界中到处都充斥

着“思维病毒”，既有自然产生的“文化病毒”，也有

人为制造的“设计病毒”。在本书中，理查德布罗迪将

首度揭秘文化、性、传销、邪教、赌博、电视、广告等

蛊惑人心的本质，深入洞悉“思维病毒”的设计原理，

并提出“好的设计病毒，有利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

观点。

事实上，若想真正摆脱“思维病毒”的操纵，我们

必须有意识地选择合适的模因，指导自己的行为或向他

人传播，彻底实现在工作与生活中的思维自由。

Word 之父、国际畅销书作家理查德布罗迪继全球畅

销书《让一切释然》（GettingPastOK）后的又一颠覆之

作。无论是对政府、企业、传媒行业，还是对想要克服

模因传播的本能以及改变自己与他人思维、行为的一般

人来说，都十分有借鉴意义。

《我的第一本思维导图入门书》

馆藏索书号

B80

H515

基本信息：胡维茹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内容简介：本书从整理、分类、绘制循序渐进的引导你

进入全脑思考时代强力技术的思维导图，让所有没接触

过心智图的人一看就上手。他可以运用于创意、活动企

划、分析、归纳、作文大纲、个人履历、会议简报中。

本书将思维导图归纳为四类并各引用很多实例来说

明解释，包括用创造型思维导图在脑力激荡、新产品开

发、活动企划，及未来目标的订定；用整理型思维导图

做分析、归纳；用提示型思维导图拟订作文的大纲及演

讲的提词；用沟通型思维导图做自我介绍及会议简报。

本书内容浅显易懂且容易下手练习，在本书的指导下，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579910.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3281


读者就可以轻松地画出思维导图。

《启动大脑》

馆藏索书号

B804

B992

基本信息：(英) 东尼·博赞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思维导图”这一 21 世纪全球革命性的思维

工具，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学习、掌握和使用。目

前，新加坡已将思维导图全面引进全国的中小学教育中；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

校专聘东尼·博赞为客座教授，讲授思维导图的实际应

用；微软、IBM、甲骨文、迪士尼、通用汽车、强生、3M、

摩根大通、汇丰、高盛、伦敦警察厅等，正在使用东尼·博

赞的学习方法，并将思维导图加入到员工的培训之中。

全球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大型组织、跨国集团、知

名院校，都在教授和使用思维导图，以这一工具来训练

人们的高级思维方式，开发拓展大脑无穷潜力，提升个

人、组织甚至整个社会的效率！

《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

馆藏索书号

B80-62

C718

基本信息：成甲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

内容简介：· 为什么读了这么多书，依旧过不好这一

生？

因为大多数人都掉进了低水平勤奋的陷阱。我们读了很

多书，却只是读到了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而并没有把

新旧知识连成一张知识网，长成一棵知识树。

· 学海真的无涯吗？到底什么样的“知识”值得我们

花精力去学？

知识无穷无尽，但掌控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规律是有限

的。你需要的是从海量知识中辨别出其中的“王炸”，

一通百通！

学海非无涯，知识有主次。

· 为什么学习“学习的方法”，比学习本身更重要？

世界这么大，而我们的智慧有限。只有掌握了更有效的

学习方法，才能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把自己的认知水

平比别人多往前推进一厘米。

《思维导图》

馆藏索书号

B804

B122

基本信息：白虹编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624697.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6863
http://product.dangdang.com/24172225.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7108848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568148.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586


内容简介：思维导图，这一由世界大脑先生东尼·博赞

首创的瑞士军刀般的思维工具，如今已成为 21 世纪风靡

全球的革命性思维工具。他成功改变了全世界超过 2.5

亿人的思维习惯，并被广泛应用于学习、工作、生活等

各个方面，在全球教育界和商界掀起了一场超强的思维

风暴。

作为一种终极的思维工具，思维导图除了可以提供

一种正确而快速的学习方法外，运用在创意开发、项目

企划、教育演讲、会议管理、职场竞争、人际交往、自

我分析、解决性格缺失等方面，也往往会产生令人惊喜

的效果。今天，用思维导图提升智力水平、提高思维能

力，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推崇：在哈佛、剑桥等知名

学府，都在使用思维导图来教学；在新加坡，思维导图

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世界 500 强企业如 IBM、

微软、惠普、波音等公司更是把思维导图作为员工进入

公司的基础培训课…… 白虹编著的《思维导图（超值全

彩白金版）》是一本极富成效的思维工具书，能够帮助你

成倍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激发更多的联想创意，从而

唤醒大脑潜能，全面激发思维风暴。

《独立思考:日常生活中的批判性思维》

馆藏索书号

B804

B745

基本信息：(美) 朱迪丝·博斯著.商务印书馆，2016

内容简介：死刑是否应该废除？UFO 是否存在？堕胎合

乎道德吗？同性婚姻应该合法化吗？人工智能会取代人

类吗？

在这个全媒体的时代，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各种各样的观

点和浩如烟海的信息，它们往往真假难辨、良莠不齐甚

至相互矛盾，如何拨除迷雾，去伪存真，批判性思维技

能将借你一双慧眼，帮助你成为独立的思考者。

本书是一部畅销的美国批判性思维课程教科书。与目前

市面上的同类书籍不同，它不仅从逻辑学、科学方法论

以及科学的怀疑精神等角度介绍正确的思维方法，而且

从当前世界现实问题入手，利用批判性思维技巧，对社

会、经济、政治、环境、商业、媒体、科学/学术等领域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性批判，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启发性，

是现代公民建立科学精神、学会独立思考、不盲从的必

读书。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978292.html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7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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