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五千年 辉煌七十载

——礼献新中国七十华诞专题书目推荐

编者按：201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 70 周年华诞。中国，
一个从五千年历史深处走出来的文明大国，带着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经历
了七十年的扬弃和继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在各个方面的建设中不断创造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不仅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
更包含着无穷的智慧，在七十年间的辉煌巨变中，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

值此举国欢庆之际，图书馆特推出《文明五千年 辉煌七十载》大型馆藏

专题书目推荐，精选馆内优质图书，从历史和文化两个维度展示五千年的中
华文明，从经济、社会、科技、生态等方面全面展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辉
煌巨变。诚挚欢迎各位读者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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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图书

第一篇章 灿烂文明五千年

回到目录

1.历史根脉传承

（1）上下五千年

史记 馆藏索书号:K204.2/781.2

基本信息:司马迁著.北京:中华书局,1982

内容简介:《史记》是我国汉代伟大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著，它记

载了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变迁，涉及了

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甚至医

学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一部百科全书式的

鸿篇巨著。

极简中国史 馆藏索书号:K209/20174

基本信息:吕思勉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全书采用白话形式，书中涉及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专门知

识，都是一般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在本书中，作者用简捷流畅的文字

叙述从远古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历史大势、制度沿革、文化发展，

终篇则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依归。

中国历史精神 馆藏索书号:K203/846(3)-2

基本信息:钱穆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内容简介: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其间治乱兴替，波谲云诡，常令治史者

望洋兴叹，有无从下手之憾；而初读史者，亦每苦于重点之难以把握，

以故望而却步。先生在《钱穆先生全集--中国历史精神》书中，以其渊

博之史学涵养、敏锐之剖析能力，解此难题，使读者得窥中国历史文化

之堂奥。藉由本书深入浅出之叙述，读者可在短期间内获得较完整之历

史概念，更有助于深入了解五千年来历史精神之所在，从而认清此一代

中国人所背负之历史使命及应当努力之方向。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4a07092792c90db7a11c54d39939e206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f35dcabba6634d36d50ad5dae38dffeb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7de8835b750e7fa0827d565f0a8d657a


中国大历史 馆藏索书号:K207/20021.2

基本信息:黄仁宇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内容简介: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

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

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

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

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馆藏索书号:K992.6/20041

基本信息:谭其骧主编.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

内容简介:《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由序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以

及上自原始社会下迄中华民国的各历史时期地图共 36 幅组成，并有包

括序图在内的约 7万字的图说及地名索引。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各

历史时期疆域政区设置、部族分布的概貌和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的情

况，供广大的史地工作者、大中学校的史地教师、大学文科学生参考用。

中国精神读本 馆藏索书号:C955.2/20095

基本信息:赵存生主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内容简介: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由这种精

神生发而成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统称为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她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经久不衰，是支撑、凝聚和激励中华民族团结奋斗、

励精图治、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力量。本书系统深入、生动活泼地诠释

了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融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通俗易懂、

雅俗共赏，是学习、宣传和弘扬伟大中国精神的优秀读物，适合党政干

部、部队指战员、青少年学生、企业员工等阅读。

（2）历史回眸

中国历代大事年表 馆藏索书号:K208/20171

基本信息:杜文玉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公司,2017

内容简介:中国历代大事年表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中国历代纪年表，

另一部分是与年表相对应的历史事件。年表中的纪年始于距今约 170

万年，止于 1911 年。此记录始于公元前 2070 年夏朝建立，止于 1911

年清朝灭亡。对公元前 841 年以来的纪年，凡有大事发生的，按年份进

行编次。历史事件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该书既

可以作为中国历代年表使用，又可以作为中国历代大事记查阅，能够满

足读者对中国历史常识的需求。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5f1c180113b0ffa98c3919c653271d4e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f6e3384b7008b4cacd12764121408eec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4caf85525e6250e1dfbc88d1af9048a0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98c9d57eaaaf1318b09e9bfb10ebe4d6


新中国:砥砺奋进的 70 年 馆藏索书号:K270.6/20191

基本信息:张士义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

内容简介:本书提纲挈领地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70 年的辉

煌历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

建设中的伟大光辉的历史成就。书中共用 100 多幅图画将新中国成立后

七十年的重大事件一一展现，图文并茂，生动展现了新中国站起来、新

中国强起来、新中国富起来这一历史过程，展示了我党我国在新中国成

立 70 年中砥砺奋进的奋斗历程。

往事回眸:共和国成长记事 馆藏索书号:K270.5/20115

基本信息:陈坚,王钦双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内容简介:通过对新中国一些具体历史事例的描绘，客观真实地反映了

共和国成长的伟大历程，记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神州大地上发生的沧

桑巨变及一幕幕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的历史画面。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感

受历史、感受时代的变迁；在具体生动的历史画面中感受党、感受祖国

的伟大与神圣；在每个历史时刻鲜活的事例中感受党的英明领导和全国

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奋发图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而不懈奋斗的民族觉醒的力量。

影响中国历史 100 件大事 馆藏索书号:K205/20062

基本信息:欧阳文青主编.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6

内容简介:浓缩国史精华，开启人文之旅，探索大历史，寻求大智慧！

本书由众多学者历时两载打磨而成，甄选出影响中国历史的 100 事件，

详细解读，深入剖析，旨在让读者从历史的玄机中找到思考的方法和生

存的智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历史如同人生，紧要处只有几步，

本书去繁就简，意蕴深厚，一册在手，受益终生。

亲历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

馆藏索书号:K250.6/20011

基本信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内容简介:善读史者不能不关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它们是历史演

进的链条、时局转折的枢纽、世事变换的关节、人生福祸的注解。本书

所选即为晚清至民国末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其讲述者均为各

事件的亲历亲见者。作为知情人、见证人，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

果、详情细节，无疑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能为你披露更多隐情，揭示

更多内幕。展卷一读，必能让你对历史的了解更全面，认识更深入。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3f4443621f99878565b5d14e8e2a566d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4cb28186b748e95cf4be642e4c235ff0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3fd7e3fc4148a2c0c4f0c59259a22b01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041b9bf495db95d3f6686183a3c3188b


（3）史册传奇

诸子百家研究 馆藏索书号:B220.5/981.2

基本信息:高正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内容简介:本书是作者关于诸子百家思想的重要研究成果。作者注重义

理与考据相结合，对传统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研究方法，

加以融会贯通，并吸收了 20 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

对关于诸子百家思想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总结，填补了当前这方

面的空白，为探索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馆藏索书号:K820/941

基本信息:张大可等主编.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内容简介: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本书对中国历史上在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有影响的 200 位人物进行点评,记

述了他们的生平轶事和对中国、世界历史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馆藏索书号:K820.5/20011.3

基本信息:苏同炳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 3版)》中的“关键人物”，

自咸丰、慈禧、同治、光绪以至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袁

世凯、张之洞、刘铭传、盛蜜怀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

性与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

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

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

百年背影

馆藏索书号:K820.5/20129

基本信息:诸荣会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晚清到民国的这段历史，虽然充满了动荡与伤痛，但变革与

求索涌动不止。在晚清宦海里寻求出路的叶名琛、翁同龢、盛宣怀，以

天下为己任的赵声、张自忠、邓演达、马寅初，从旧社会里走出的新知

识分子胡适、徐志摩、高长虹，巾帼不让须眉的新女性赛金花、苏雪林

等，在历史的嬗变中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见解和举动。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85df7ce3c70dbf339493b285f0e1754c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09562ae8404994e19ea6ce934df81b31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a1f2afe00a335e93ac4745461ca5e5bd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fa16ce98d4f7c4ef887b4cf77889ad88


（4）喝彩中国

喝彩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丛书

馆藏索书号:I253.7/201945

基本信息:李子燕著.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2019

内容简介:该套丛书由 6本分册组成，分别为：《青春》《奋斗》《自

强》《坚守》《卓越》和《辉煌》。70 年对于时间长河来说只是弹指

一挥间，但对于我们伟大祖国和每一个中华儿女而言，这是一段波澜壮

阔的历史，也是一条极不平凡的道路：一条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的路，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路，一条平

凡人物改变命运实现自我建设祖国的路。

新中国砥砺奋进的七十年 馆藏索书号:K270.6/20191

基本信息:张士义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

内容简介: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本书提纲挈领地叙述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70 年的辉煌历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伟大光辉的历史成就。全书共

用 100 多幅图画将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年的重大事件一一展现，图文并

茂，生动展现了新中国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这一历史过程。

共和国七十年瞬间 馆藏索书号:D619-64/20196

基本信息:蒋永清撰文.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以画册的形式，通过精选《人民画报》创刊以来的精彩

丰面以及新华社等图片库一大批珍贵历史图片、档案和实物照片、栩栩

如生的模型图片，用鲜活的影像，呈现我们党领导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程。

跨越（1949—2019）：历史的轨迹

馆藏索书号:D616/201978

基本信息:崔友平等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内容简介:本书旨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

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经历

探索、改革和发展，正在昂首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究竟走了

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轨迹，本书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运用可靠

详实的历史资料再现历史。不仅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提升自身素养的优

秀通俗理论读物，更是庆祝祖国 70 华诞的重要献礼。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39824610d15391b81845bfd7e64e7bf3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3f4443621f99878565b5d14e8e2a566d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6720d60bc7be238d2bc0bd96ab0a50e1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bc81b07ed2b290e2a104bae111c5c56c


文化基因延续

（1）国学经典

论语 馆藏索书号:B222.22/20193

基本信息:钱逊解读.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

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推荐的能够代表中国

基本的思想文化的书目之一，《论语》一书的解读人是钱逊。“半部可

治天下”的《论语》，书中充满着哲学，诠释人生的真理。

孟子 馆藏索书号:B222.52/20193

基本信息:梁涛解读.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

解读《孟子》。包括导读、原典、注释、点评四个部分。梁涛教授对孟

子其人、其书的注释正确而清晰，能够反映当前《孟子》研究新成果。

善于提炼孟子思想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引经据典，旁搜博采，

又通俗易懂。把握精华，提炼得当，解说精到。

老子 馆藏索书号:B223.12/20191

基本信息:王中江解读.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老子》又称《道德经》《道德真经》，是道教基本教义的

重要构成之一，被道教视为重要经典，其以独特的“道法自然”“无为

而治”的思想广受推崇，《老子》一书的解读人是王中江。老子讲人与

自然合一才会天清地宁的世界观，其目的就是让生命获得自由。书中所

解释的道，有三意：1.构成世界的本体 2.创造宇宙的原动力 3.促使万

物运行的规律。

庄子 馆藏索书号:B223.52/20192

基本信息:陈鼓应解读.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本书系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陈鼓应先生解读《庄子》，

包括导读、原典、注释、点评等部分。陈鼓应先生对庄子其人、其书的

注释能够反映当前《庄子》研究新成果，善于提炼庄子思想中最重要、

最有价值的部分，引经据典，旁搜博采，又通俗易懂。《庄子》是继《老

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a8d67332bc4b1e1d097c3c6ccc55da0a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892c1210b4881af8c356b0155d8ddada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82430de3b3081aa154ea210bc71996e8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91e7c3de2505821e761f665677560b7b


孙子兵法 馆藏索书号:E892.25/20193

基本信息:黄朴民解读.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孙子兵法》一书，是我国古

代兵学的杰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精博深

邃。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其深远，其作

者孙子被奉为“百世兵家之师”。本书是古代军事史与《孙子兵法》的

研究专家黄朴民先生所著，包括导读、《孙子兵法》十三篇原文、注释

（含必要的文字歧义说明）、点评以及三个附录。各篇逻辑严密，文从

字顺，生动流畅，有利于经典文化的普及与弘扬。

（2）琴棋诗书

诗经 馆藏索书号:I222.2/20194

基本信息:李山解读.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由诗经研究专家李山教授导读。

作者的导言从诗经定义、诗经是精神文明进步的结晶、诗经六义、三百

篇的四重精神和谐、诗经的艺术、历代诗经研究六个方面全面介绍了《诗

经》的内容、价值和影响，又兼顾风雅颂各体，精选 200 多篇，进行文

字注释和诗篇点评，通俗易懂。中国向有“诗的国度”美称，而《诗经》

便是这诗国之诗的伟大源头；中国文学与美学的家底；国人文学启蒙的

必读书目。

楚辞 馆藏索书号:I222.3/20174

基本信息:(战国)屈原,宋玉著.武汉:崇文书局,2017

内容简介:《楚辞》是西汉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

的作品编辑而成的一部诗歌总集,它作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源头,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

章、九辩等。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富音韵感。意境开阔丰富，言辞优美。

朴素的言辞，还原激扬悲慨的民风，不仅词句美，而且想象很有张力。

棋经十三篇 馆藏索书号: G891.3/20111

基本信息:(宋)张学士著.北京:中华书局,2010

内容简介:本书是宋朝时出现的一部在我国围棋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的著作，它在总结历代下棋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建立了我

国古典的围棋理论。全书按棋局、得算、权舆、合战、虚实、自知、审

局、度情、斜正、洞微、名数、品格、杂说排列，次第井然。书中涉及

围棋战略、战术的篇章如“棋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等等，都是妙绝

千古的真知灼见。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9ad9f0b9ea7cc9ebc7cfa4041c1ff429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e21c083a76a35ca432c1d20a86932333
http://opac.jnu.edu.cn/opac/book/75a4c3581823e76d65945eeb2743be2c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a1a79f4b75b427464fedd5e16370b99d


溪山琴况 馆藏索书号: J632.31/20142

基本信息:(明)徐上瀛著.北京:中华书局,2013

内容简介:“琴况”，即琴（琴音、琴乐）之状况、意态（形）与况味、

情趣（神）。徐上瀛根据宋崔尊度“清丽而静，和润而远”的原则，按

照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把音乐的主要特性划分为二十四况，即：

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彩、洁、润、圆、坚、

宏、细、溜、健、轻、重、迟、速，系统地阐述弹琴要点和琴学的美学

原则。

人间词话 馆藏索书号:I207.23/200435

基本信息:(清)王国维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内容简介:本书是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在中国诗话、词

话发展史上堪称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本书观点新颖、立论精辟、自成

体系，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本书提出了以“境界说”为核心的

词学理论，在中西文艺思想交流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人间

词话的核心是境界，“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唐诗宋词元曲 馆藏索书号:I222/201930

基本信息:朱丽翠编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唐诗宋词元曲》所选篇目以普及性为要，唐诗以清蘅塘退

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为基础，宋词和元曲的选择则是在广泛借鉴其

他版本的基础上，对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作品博采众长。内容包括：蝉；

野望；长安古意；于易水送人；从军行等。

我爱的中国：献礼新中国 70 周年诗歌精选

馆藏索书号:I226/201924

基本信息:闻一多等著.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9

内容简介:本诗集在组稿过程中历经数次选摘，从新中国成立前后涌现

出的大批热爱祖国、歌颂祖国的诗歌中反复品读、筛选，甄选出在诗

坛享有声誉的大家名篇，紧贴祖国主题，既有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

也有被载入文学史册的代表性作品。其中包括“九叶诗派”“新月派”

“汉园三诗人”“现代派”“七月诗派”“朦胧诗派”“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新边塞派”“大学生派”等中国现当代文学最为知

名的诗歌群体代表诗人和诗作。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aec0610e4c83ce610cfe8e2bf400ff05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5cfdf9c15aef3a85e1841e02397db37b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6ef0efd01a7246a55a8986f1e89541b0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356c5a9e19d601619e2501839f1e1533


（3）医农工商

黄帝内经 馆藏索书号:R221/20104

基本信息: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内容简介:本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以黄帝和岐伯等人对话的

形式写成，其内容不仅限于医学，而且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地理

等学科密切相关，是一部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著作。包括《素问》

和《灵枢》两部分，各十八卷、各八十一篇。本书注译者选择了最能反

映中医学术思想特点的篇章和段落加以注译，在“题解”部分，对篇中

的名言加以提示，在注释时多引证诸子之言，以加深对《内经》思想的

理解。译文以直译为主，顺畅简洁。

本草纲目:珍藏版 馆藏索书号:R281.3/20173

基本信息:林余霖编著.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精心编选了《本草纲目》中近六百种常用药，分别从别

名详解、科属形态、生境分布、性味归经、功效主治、实用良方、用法

用量、温馨提示等方面全面介绍，以方便读者在日常生活中识别和应用，

书中还精选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疗效显著的药方近六千种，具有很强的

实用性。面对浩瀚的本草宝库，如何驾驭、操纵它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

李时珍不仅解决了药物的方式、检索等问题，更体现了他对植物分类学

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

天工开物 馆藏索书号:N092/20075

基本信息:(明)宋应星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内容简介:本书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也是世界上第

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欧洲学者称为“技术的百

科全书”。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十八卷，描绘了一百三十多项生

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

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

了总结，全面反映了工艺技术的成就。书中说的是“开物”，却贯穿着

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其中的一切正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基础。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c082c0f03ec3f1fe097d2aaca5dc9104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60ddb3430edef8d0c89d729b9671d2e5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1c7332757f26334e7eb1888271ea3e6b


梦溪笔谈 馆藏索书号:I264.4/20041-3

基本信息:(宋)沈括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涉及古代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

综合性笔记体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

化学、生物、农业、水利、建筑、医药、历史、文学、艺术、人事、

军事、法律等诸多领域。该书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

史上的里程碑。本书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

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

的辉煌成就。这部书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也是世界

科学技术史上一部杰出的著作。

续富国策 馆藏索书号:F092.2/12

基本信息:（清）陈炽.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是延续西方经济学著作《富国策》而写，并根据当时的

国情进行论述。书中包含四卷，农书：提出兴修水利，发展畜牧业以

及渔业等生产，矿书：提到要振兴矿产，并且针对货币铸造提出个人

主张，工书：论述了机械生产的意义，希望把制造业作为经济复苏的

关键，商书：意在保护民族式商业，制定商律等。本书从农、工、矿、

商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富国方案，深刻探索晚清时期的经济发展道

路，深度论证当时的环境，并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为后人的

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一份宝贵的遗产。

（4）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五千年 馆藏索书号:K203/200313

基本信息:方国荣主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内容简介:《中华文明五千年》介绍了自远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我国数百项领先于世界的古代发明和发现，以及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

全书分 6 卷，按时代顺序，以讲故事的方式写史，配有大量古代器物

摄影图片和古画资料图片。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馆藏索书号:K203-49/201613

基本信息:楼宇烈著.北京:中华书局,2016

内容简介:在互联网时代，如何重拾传统文化的珍宝？国人怎样才能更

加自信地面对世界，面对未来？楼宇烈先生围绕中国文化的精神，以

及如何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两大主题，以睿智的哲

思颠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为复兴传统文化描绘了行动路线图。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d7ed5147f090103b4d30dff4f844860f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0805700c34dd8293e95137fccca6b25d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544b679531f8aba7713cec4a820c1078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0a45843c5b6f71fe237f1a45543f9d38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馆藏索书号:K203/201910

基本信息:郭齐勇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内容简介:本书集中探讨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儒释道三家的人生智

慧、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智慧、中国哲学的特点、何谓国学等问题，

对于文化自觉、文明比较与文明对话有着积极意义。作者将中国哲学

的精神与特点概括为七个方面：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

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

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这些归纳，揭

示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它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

平凡的世界 馆藏索书号:I247.5/8310(2)-7

基本信息:路遥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小说化的家族史。

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

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特别是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今天

的大学生仍有启迪。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

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作者在近十年间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

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

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

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第二篇章 辉煌巨变七十载

从追求温饱到向往美好生活——经济飞跃的 70 年

回到目录

（1）经济复苏那些年

读懂中国：海外知名学者谈中国新时代

馆藏索书号:D616-53/20192

基本信息:解读中国工作室编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

内容简介:本书以海外专家学者的视角，从新时代中国、中国梦、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建设

文化强国、新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等十个方面，

系统解读了发展中的中国新时代，对读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提供了重要参考。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aa69465d5b832ba521a723f725514769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cfd0a15973f4567bfcb9c68230ccf417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719dc6e5514b59c07036ba02badf89ba


新时代经济强国方略 馆藏索书号:F120.4/20188

基本信息:周跃辉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

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本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为指引，从科技创新、人力成本、中国制造、区域一体、扩大

开放、多元支撑等方面展开系统论述，为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

国建言献策，是全体党员干部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的重要参考读物。

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

馆藏索书号:F129.7/20192

基本信息:王曙光,王丹莉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内容简介:本书对新中国的经济过渡和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与人民公

社化运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探索与演变、新中国工业化的路

径选择与结构演进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解析，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中国模式的内涵与争议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探讨，从“制度-

目标-路径-文化”四维视角全面剖析了新中国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经济复苏的足音:新华社记者笔下的时代记录

馆藏索书号:I253.3/201010

基本信息:新华社总编室编.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内容简介:新华社记者见证和记录了新中国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瞬间，

以敏锐的眼光、宽广的视野、真切的感受和生动的笔触反映现实生活

的重大变化，以新的世界观和新闻观呈现在中国大地上铺展开来的改

天换地的历史进步。本书分为三卷：应对危机一年间、对话中国企业、

冬天里的故事。

中国经济强国之路 馆藏索书号:F124/201940

基本信息:张占斌著.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

内容简介:本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经济发展的探索，讨论了经济

强国发展的动力，以及经济强国发展的依托。因此，站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加强研究经济强国战略，科学地分析实践路

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d6a602923e01684dd02faea1a07b534f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35f34a3dc1b2de57f999626b9e17dd55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d99593b32faad0021a3c37a83c196c24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4cfd61bba6fa34ff25d63955dad8d8c4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模式的历史互动与历史启示

馆藏索书号:F120.4/20194

基本信息:任志江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模式

之间的互动变迁进行专题考察，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战略与

经济体制模式的演变和互动，本书以 1978 年为界，分七个时间段对这

二者关系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深入研究。

（2）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

市场决定的伟大历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执着探索与锐意创新

馆藏索书号:F123.9/20193

基本信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著.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逻辑起点和发展

历程进行系统梳理，进而总结涉及市场主体、重点市场和市场机制改

革的发展历程及相关政策。以此为逻辑链条分析市场化改革的成功举

措和主要成效，在此基础上归纳中国成就、中国经验、中国贡献和中

国模式。

改革开放 40 年:市场体系建立、发展与展望

馆藏索书号:F123.9/20195

基本信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著.北京:中国发展出

版社,2019

内容简介:本书是我国 40 年来市场发展历程的具体呈现。涉及领域广

泛，涵盖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如消费品、期货、

电子商务、金融、产权、房地产及信用、法律等诸多领域。全书共包

括一个总报告和 15 个专题报告，涉及商品领域的批发市场、消费品市

场、电子商务市场等，要素领域的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

场等，及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信用体系和法律体系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回顾: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馆藏索书号:F120.2/20199

基本信息:卫兴华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六篇，包括：四个十年改革中的理论与实践回顾、

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的一些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问题、关

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历史回顾与对策、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的

历史回顾。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9b555e82ca2eeae3cbb953138de220d1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880180dd947cd44f298d1c94c7547987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a9bf9fe5e378a077956d612790f76b94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73e497fa8ce50205946ccea6b4500424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

馆藏索书号:F124/201838

基本信息:厉以宁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辑录了厉以宁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论文。

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

新，中国的农业、工业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管理

等方面的见解。这些文章都是厉以宁对中国经济发展时期的精辟论断，

是他对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 40 年的不间断思考与研究精华，对中

国今后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国新征程: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馆藏索书号:F124/201941

基本信息:张占斌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

内容简介:本项目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大背景，全

面、准确、通俗地阐释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提出的丰富内涵、重

大意义，并从经济发展角度，围绕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主攻方

向、战略支撑、基础工程、改革重点、根本保证等迫切需要细化解读

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激荡三十年 馆藏索书号:F279.297/20071.3

基本信息:吴晓波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作者没有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作品，

而是站在民间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

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汹

涌的商品大潮；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这三种力量此消彼

长、互相博弈的曲折发展；整个社会的躁动和不安……整部书稿中都

体现得极为真切和实在。

（3）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馆藏索书号: F121/20191

基本信息:吴敬琏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从中国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维度，分专题梳理了中国经

济改革进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化路径，从中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统

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冲

突，以及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顿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

风险。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ff46c35ec10e5ca78ef5131e0e31fe1c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0ef180c31b2786378a17f09791ac042e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de6338e7fbe8ef8cb6d12b3e2411a1f5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984161137a77dc8dc62c46aa84fbbe3e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与实践

馆藏索书号:F121/201921

基本信息:张占斌,杜庆昊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任务艰巨，更需要我们坚持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重中之重的位

置，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本书主要是研究 40 年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实现路径和宝贵经验，研究探讨将经

济体制改革推向纵深的新时代背景、重点举措和保障措施。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四十年

馆藏索书号:F125/201918

基本信息:蒋庆哲,王稼琼编.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聚焦于中国开放型经济40年的发展历程与发展现状,着

眼于开放型经济的未来趋势,总结 40 年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历史，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深度剖析未来改革重点,为新时代开放型经济的改

革与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本书邀请四十位在 40 年间亲自参与对外经

济贸易领域某一方面工作的老领导、老专家,以及业界翘楚和新锐分享

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为读者展现他们在理论上的建树及其独到之处。

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馆藏索书号:D616/201954

基本信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的口述资料几乎涉及所有中央层面重大改革措施，诸如

包产到户、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经济特区等以及《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的制定。这些亲历者的口述，有对历史现场

的生动描述，有对个人经历的深刻反思，有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系

统总结，为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提供了丰富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奇迹是如何创造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 40 年轨迹

馆藏索书号:F121/201914

基本信息:郑新立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立足在中央一级主要经济决策机构从事经济理论

和经济政策研究 40 年的经历，梳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政

策措施，力求真实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体

制机制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经济逻辑。作者提出了透视中国经济系

统结构和演化的 6 个重要维度——改革开放、发展方式、宏观调控、

统筹城乡、自主创新，以及产业振兴。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7c2e48e3243cbb24f2ee41cdf61901e3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691dd401df7c47d313ba18dbf2fc3a43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8e9879241a9c7306cfe4dc709836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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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国到现代化强国——社会发展的 70 年

回到目录

（1）社会发展

巨变：改革开放 40年中国记忆 馆藏索书号:D619/20197

基本信息：本书编写组编写.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通过开放前沿城市、代表性城镇和

乡村的具体变迁，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的变迁，涵盖了不同规

模、类型的典型城乡代表；下编分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圆梦工程、

社会民生、文化休闲、生态文明等篇，专题展示了不同领域发生的巨变。

本书选取了新华社照片档案馆珍藏的历史资料照片并配以相关文字，资

料权威、记录真实、细节丰富，可读性强。

当代中国社会 馆藏索书号: D668/201918

基本信息:李路路,石磊等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介绍、阐释当代中国社会轮廓和基本特征的通俗

理论读物。全书从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的人口、中国社会的

婚姻与家庭、中国社会的教育、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社会的环境与资源、互联网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性格九个方面，

描绘出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最特色的特征。

中国社会形势研究 25 年 馆藏索书号:D668/20186

基本信息:李培林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自 1993 年出版第 1本，到 2016

年出版第 25 本，走过了整整 25 年的时间，其对社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

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剖析,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已成为蓝皮书系列的王牌产品,而总报告一直是社会蓝皮书的灵魂。

本书汇集了 25 年来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从中可以窥见 25 年来社会的

变迁，及社会蓝皮书的发展历程。

我们的社会 馆藏索书号:D668/90

基本信息:综合开发研究院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对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持续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城市规

划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医疗体制的弊病、我国工业转型的前景等宏观性

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同时，对商业智慧在社会企业中

的作用、社区治理的方式、区域块重构社会的可能性、刑事诉讼中的公

民权利与法制精神、中医药的未来发展等微观性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63d6a6148cceb18834060cb38559a734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6903f348a3e0ee8b5ca1654be95e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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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 馆藏索书号: D668/201511

基本信息:应星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该教材以中国社会的巨变为主线，首先用社会学的眼光勾勒

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品质，并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现代社会作了概略

描述，而后着重对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

发生巨变的缘由、进程、机制及后果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2）城镇化发展

改革开放与中国城市发展

馆藏索书号:F299.21/201920

基本信息:本书编写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选取了 51 个城市的调研报告。这些报告反映了从中国东

部沿海到西部边陲、从南部开放热土到北部特色城市在改革开放中或全

局或某一领域的突出成绩，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在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

尤其是党中央在生态文明建设、精准扶贫、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

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分析了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对今后的发

展提出了规划和蓝图。

城镇化转型的轨迹与路径

馆藏索书号:F299.21/201620

基本信息:辜胜阻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全书由作者三十多年来的数十篇城镇化专题研究文章组成，

全部文章按照年代顺序编排，这些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

城镇化发展的模式、转型与改革等内容展开了全面、详细、深入的论述，

对当前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与指导价值。这些研究文章

围绕城镇化这一研究主题，从多角度展开研究等。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d42cf46c9015d9fcf2c8bd3660367af5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3dbc7a7a93e80f743171abdf7d9ef963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03f7038ce54178170d62fdf47c431356


（3）民生保障

民生：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40 年

馆藏索书号:D632.1/201919

基本信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著.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妥善处理好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的前提下，以渐进式改革稳步推进民生建设。我们党带领

全国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财富蛋糕不断做大，为社会建设、民

生改善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本书系

统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民生建设的主要历程，坚持故事性、史诗

性和思想性相结合，对我国民生建设历程进行全景描述和分析。

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报告

馆藏索书号:F126/20162

基本信息:王亚南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三部分：总报告介绍了“全面小康”进程、人民

生活发展总体检测情况，包括居民收入、消费、积蓄等的增长态势和民

生发展指数综合检测情况；技术报告与综合分析介绍了“中国人民生活

发展指数检测体系”的技术思路，并报告了 2015 年居民收入、总消费、

物质生活消费、非物生活消费、积蓄的综合指数排行；省域报告分别介

绍了 2015 年度上海、西藏、陕西、浙江、辽宁和安徽的民生指数排行

情况。

民生为本的社会建设 馆藏索书号:D632.1/201839

基本信息:彭华民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由理论篇、社会服务篇和社会治理篇组成。理论篇包括

民生为本的社会建设和管理理论、制度主义视角下民生为本的社会服务

理论、中外社会建设和管理理论传承与发展研究等。社会服务篇阐述民

生为本的社会服务发展战略和政策，特殊弱势群体的社会服务战略和政

策，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群体福利提供政策与区域均衡研究及志愿服务

发展战略和政策。社会治理篇研讨民生为本的社区服务战略与政策、社

会组织创新发展模式、信访制度改革和创新等。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e2b5b20d831041b323c1dc169881453c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6bcfbac25c641cc7ea35ef4c92c43780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35880675050d720ca8cbb22a20e25839


中国社会保障 馆藏索书号:D632.1/201833

基本信息:沈开艳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中国社会保障的分析，提出

理想中国所应该有的社会保障蓝图。从横向讲，本书对中国社会保障所

涉及的主要六个方面: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和服务保障、失业保险、城

镇住房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一一作了介绍、分析和描绘。从纵向

讲，本书遵循过去、现在、将来的历史演绎逻辑，对中国改革开放前的

社会保障的各方面、改革开放至今社会保障的各项内容都作了详细介绍

和评述，接着通过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提出了未来中国理

想的社会保障体制所应该具备的特质，绘就了社会保障的“中国梦”。

社会保障与社会进步

馆藏索书号:D632.1-53/20181

基本信息:胡晓义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作者有关社会保障的 96 篇文稿，分为七个板块，

首先是综合篇，主要围绕社会保障的理念、战略、原则；其后各辑则按

业务专项分别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社保经办服务、基金

监督和投资、信息化建设，这样编排符合社保工作本身的逻辑序列，也

可以为读者选择性阅读提供方便。

消费发展升级之路 馆藏索书号:F126.1/201911

基本信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编.北京:中国商务出版

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从宏观和整体视角出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结

构升级的发展历程，分析影响我国消费发展变化的因素，总结消费在不

同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基于对 40 年来消费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分析，预

测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消费发展的趋势，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如何，

消费自身发展如何变化，消费市场的供给如何变化。

精准扶贫与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研究

馆藏索书号:F126/201924

基本信息:施红主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

济学。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发展，特

别是在扶贫开发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发展实践为中国特色

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实践基础，从中国发展实践特别是从中国取得突出成

绩的减贫实践，提炼总结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对丰富和发展发展经济

学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https://opac.jnu.edu.cn/opac/makeInternet?type= title&param=%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4%BF%9D%E9%9A%9C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b0f7117200e2194da994dfd5b7d97ac8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441cc99a76ca18eac56c543023a28f4b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7bbe84dd40982b0771537acc2c7c0afc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a4fb05d43b2205f5133ae71fb06d6538


（4）工农业发展

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发展

馆藏索书号:F323/20185

基本信息:郭健雄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本套书的上、下两卷，分别讨论的是农业发展两个阶段的问

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这一艰难而长期的过程，大致可以区分为

差异化明显的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存在于工业化初期甚或中期。此

时，农业自身并不具备逃离马尔萨斯陷阱和实现“起飞”的条件，其发

展必须借助于“工业化”等外部力量的驱动。或者说，该阶段农业发展

的突出特征是外生性或被动性。但是，当经济发展越过工业化中期特别

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及后期时，农业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完全改

变了，农业发展的目标开始转向投资收益率与现代产业趋同的现代农业

建设方面。这一阶段，内在因素对于农业发展的决定意义逐渐凸显出来。

农业转型升级与农村全面发展

馆藏索书号:F323-532/20171

基本信息:魏后凯,王兴国等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全书以中国农业转型升级与农村全面发展为主线，对农村土

地产权制度、农业转型升级、粮食安全与风险防范、精准扶贫与精准脱

贫、城乡发展一体化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介绍了各

地的有益探索和创新经验。

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馆藏索书号:F32/20042

基本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念引领农业

新发展，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源泉，以“提质增效转方式、稳粮

增收可持续”为工作主线，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装备、

人才、政策、法治支撑，坚持改革创新，推进绿色发展，统筹国内国际，

巩固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局、起

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

中国工业发展蓝皮书 馆藏索书号:F424/20136

基本信息:罗文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本书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出发，系统剖析了我国工业

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总结归纳了对我国有一定借鉴价值的主要发达国家

的工业转型经验，并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深入探讨了我国工业应

当选择的转型目标、任务和路径。

https://opac.jnu.edu.cn/opac/makeInternet?type= title&param=%E5%B7%A5%E4%B8%9A%E5%8C%96%E8%BF%9B%E7%A8%8B%E4%B8%AD%E7%9A%84%E5%86%9C%E4%B8%9A%E5%8F%91%E5%B1%95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8e9324acb6e49e17ec47584f4630d927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c19f9d8960ca2270a8be762642e28607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46d12daf13af5d50e9bf6f422f2fb97e
https://opac.jnu.edu.cn/opac/makeInternet?type=creator&para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6%9C%E4%B8%9A%E9%83%A8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08952dca6697cdb1e56600601f3f8c71


中国工业发展报告 馆藏索书号:F424/20182

基本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主编.北京:人民邮电出版

社,2017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综合篇、行业篇、热点专题篇、政策法规篇和国际

篇五篇。本报告立足于当前国内外发展新环境和新的发展阶段，全面、

系统地分析了2016年全年及2017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整体运行态势及重

点行业现状，揭示了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研判了未来发展趋势。同时

聚焦热点专题、主要产业政策以及发达国家举措等内容并进行了深入分

析，充分揭示了当前我国工业发展全景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本报告可供

工业领域政府主管机构、行业管理部门、相关企业及研究人员等学习参

考。

从“向科学进军”到科技大国——科技巨变的 70 年

回到目录

（1）发展战略与政策支持

中国科技发展与政策：1978-2018

馆藏索书号:F124.3/20191

基本信息:薛澜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按照两个维度来设计。第一个维度是按照时间顺序，展

现中国科技创新领域改革发展的主要阶段和事件。通过点面结合的分

析，理清了过去 40 年科技体制改革的脉络，系统地展现了中国科技体

制改革与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二个维度是从国家创新体系的各个重

要组成部分展开，包括基础研究、产业技术创新、高校科技创新与人才

培养、区域科技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军民融合发展、科技全球化与国

际合作。本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过去 40 年中国科技创新改革发展的

认识，是所有关心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读者全面了解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科技创新政策与发展的不二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馆藏索书号:G322.1/20192

基本信息:许倞主编.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收集整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编制的科学技术规

划、纲要,内容涵盖综合性中长期规划、综合性五年规划,涉及能力建设、

农村发展、高新区发展、社会发展及领域、行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规

划。本书极具史料价值,以此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献礼。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f5faf6e93cb7592324d146dd167455c1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e5633a1028d8b0c5a9c43d93ca841dc5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21d5ab35daa24b7c63acf22537482a5e


破局与变革：中国科技的升级之路

馆藏索书号:G322-53/20181

基本信息:饶毅,刘亚东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科技已取得长足进步，学术论

文发表量跃居世界位。然而与此同时，学术不端行为屡现、核心技术受

制于人等突出问题愈加严峻，引人忧虑。处于拐点的中国科技亟需清理

沉疴，迎接挑战。本书汇集了数十位科技工作者的真知灼见，从体制机

制、人才教育、论文评价等多个方面梳理问题、建言献策，以期为中国

科技的升级之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关注中国科技的有识之士共商破

局与变革之道。

百名院士谈建设科技强国

馆藏索书号:N12/20195

基本信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内容简介:本书从建设科技强国的角度出发,邀请百名院士,从目前我国

科技发展的现状出发,谈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及如

何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这些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

的骄傲、民族的光荣,他们为努力建成创新型国家、建成科技强国作出

了很大贡献,从科技工作者的角度来谈科技强国建设,针对性更强,也更

实用。

中国科技创新十年大观 馆藏索书号:N12/20131

基本信息:本书编写组编.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全方位展示了十年来中国科技创新最新成果，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向读者讲述科技创新的精彩故事。汇集并解读了载人航天、月

球探测、“蛟龙”潜海、三网融合等科技热词，还收录了中国科技创新

十年大事记。内容丰富、资料性强，是一本集权威性、知识性、趣味性

于一体的精彩科普读物。

（2）科技杰出人才

华罗庚:下棋找高手 馆藏索书号:I267.1/200380

基本信息:华罗庚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内容简介:你同样拥有阳光、雨露和大地，一样的阳光，一样的雨露，

一样的大地，你是否就能让你自己开花？也就是你能让你自己有一个最

好之结果？你唯一的愿望，你自己最大的愿望，让它圆满，终能有一个

期许的结果，这样的事，从来都不是任谁都可以做到的，所以成功者历

来如凤毛麟角。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310d19a26a38bab6fba493a4f30bb8f7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b65e682743a20fc50db1e6ed219b513f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82df48843c583ce6a6eed607430e765e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b74a60847f1a083460de4c1d5be894db


回忆茅以升 馆藏索书号:K826.16=7/201712

基本信息:本书编委会编写.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茅以升同志是中外知名的科学家、成就卓越的桥梁专家。本

书作为茅以升纪念专辑、征集到了海内外文稿，题词，照片若干。文章

内容均为当事人与亲人所亲历，可信可证，情节感人。

国魂:助中国傲立世界的钱学森

馆藏索书号:K826.16=7/201815

基本信息: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本书记录了钱学森一生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钱学森始终把

爱祖国、爱人民作为人生的境界，自觉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

在一起；他对科学执着追求，毕生致力于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为中

国科技事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卓越功勋；他襟怀坦荡、淡

泊名利、无私奉献、坚持真理、科学求实，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

典范。他为中国航天做出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性贡献，为

“导弹自主”“两弹结合”“卫星上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为打造战略威慑力量、实现强国兴军目标，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袁隆平

馆藏索书号:K826.3=7/20093

基本信息: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等编.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

内容简介:《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袁隆平》收录了袁隆平同志的典

型事迹，自述，评论反响等内容。40 多年来，袁隆平同志深入研究杂

交水稻技术，发表了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

作物育种的禁区。国际上的同行们称袁隆平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现在的袁隆平仍然活跃在科研和生产第一线。

两弹元勋邓稼先 馆藏索书号:K826.11/20142

基本信息:祁淑英著.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

内容简介:《感动中国的时代先锋·两弹元勋：邓稼先》我们可以不时

看到中外文化对邓稼先的影响，成为他成功的助推器。他在最艰苦的环

境中带领一批科学家开始艰苦卓绝的研制工作，同时还要对妻子、父母

保密，忍受至亲至爱的人的误解。我们不是看到先贤“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教诲的直接影响吗？而他和“青椒”、“小

白”等年轻人亲密无间的相处，他成为兵团级干部后依然有专车不坐，

自己坐公交车外出的事例，不是可以看到一生布衣的艺术大师邓石如的

影子吗？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49a06971a27fe1498ccbb5e763f5b473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3d1c7e2e64dc5b66bd66c445d8d44324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4ead98233ba8badfb874aaf3c0f67514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8c6543e49a626796e2c2c576ca5e398b


中国天眼:南仁东传 馆藏索书号:K826.14=7/20194

基本信息:王宏甲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内容简介:本书是再现“天眼”巨匠南仁东一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南仁

东经过二十二年的奋斗，终于建成“中国天眼”，一举达至该领域核心

技术。南仁东将全部余生献给了“天眼”事业。南仁东的一桩桩鲜明事

迹，有力诠释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本书通过南仁东建成“中

国天眼”的经历，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集体主义，展现了

中国人民不计功利、共克时艰的精神境界。

人民科学家钟扬 馆藏索书号:K826.15=7/20192

基本信息:刘深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真实再现了人民科学家钟扬从少年立志到成为著名生物

学家 53 年的成长道路和科学人生, 由湖北黄冈中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少年班、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到复旦大学、西藏大学的人生足

迹, 以及援藏16年, 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 为植物研究

和教育事业献身的感人事迹, 弘扬了科学与人文精神, 并为广大党员、

干部更好地学习钟扬的先进事迹, 为即将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3）历史性成就

举世瞩目的尖端科技 馆藏索书号:N12/20141

基本信息:《新中国超级工程》编委会编.北京:研究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新中国超级工程:举世瞩目的尖端科技》在计算机技术、核

能利用、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精密仪器、信息技术等方面，精选了新

中国二十项最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深入解读，高度聚焦，带领读者

了解我国在尖端科技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增强民族自信

心、自豪感以及使命感，集中展现新中国超级工程的磅礴能量，展示新

中国在各方面的无限活力和创造力。

闪耀世界的中国奇迹 馆藏索书号:N1-120.1/20191

基本信息:王麟编著.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闪耀世界的中国奇迹（彩色版）》就是在为广大读者集中

介绍这些重大科技成果，内容分“天文·宇宙篇”“航天·气象篇”“通

信·信息篇”“海洋·材料篇”“航空·交通篇”五部分，共介绍 19

项闪耀世界的科技成就。《闪耀世界的中国奇迹（彩色版）》旨在让读

者朋友了解这些科技成就，感受祖国的强大、民族的自信，进而心怀爱

国之情，笃行爱国之志。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578beafd9ae0c46b7f20596854954f27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53e56f02f4c7ec8228ff745412f3da6f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d0057c911c0ad103bc0984ffd5ea8498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ed6b353a5ad338d4b2ee0105094f7809


辉煌科技四十年 馆藏索书号:N12/20192

基本信息: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由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郭传杰主

编，编委包括中国科学院文联主席郭曰方、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中国

科学院院士刘嘉麒、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中国科

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任福君、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局长周德进等众

多专家学者。画册全彩印刷，构思独到，分为“科技脊梁”“辉煌成就”

“跨越发展”三个篇章，总共收录了过百幅珍贵图片资料，辅以生动精

炼的文字介绍，充分展示了我国科学技术一步步发展的脚印。

改革开放 40 年科技成就撷英 馆藏索书号:N12/20193

基本信息:本书编写组编.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以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取得的科技成就为主线，每年选取

一项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对其历史背景、重要科学人物风采、项目攻

关过程、感人细节、项目取得的成果及历史意义以及项目现今的发展情

况等进行介绍。本书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

煌科技成就作出全面的展示，重点宣传参与其中的科学家、科研团队的

奉献、创新、刻苦攻关的精神，向读者展示我国科技发展的历程，激发

读者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大国重器:图说当代中国重大科技成果

馆藏索书号:N12/20197

基本信息:贲德主编.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领域取得的重大科研成

果和发明发现，包括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

技成果，展示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全景式回顾这

些科技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同时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系统

介绍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及新成果、新方法、新思维，增强

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全书图文并茂，内容通俗易懂。

风云再起:中国互联网 20 年 馆藏索书号:F426.67/20165

基本信息:朱云乔著.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 1994-2015 二十年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之后，

产生的一系列裂变。书中描写了一批互联网人，敏锐的把握时代脉搏，

踩在时代的浪尖上，白手起家，努力拼搏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财富神话，

同时也改变这个时代的每个人的生活，让互联网从一种技术变成一种生

活方式，融入每个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互联网人总爱把自己比做侠客，

把互联网的圈子比做江湖。在这个江湖里，有叱咤江湖问鼎盟主，有失

意隐退不问世事，有东山再起成就传奇，有英雄暮年壮心不以…….此

间种种，或许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其中的风云激荡，本书只是描绘出

这个江湖的轮廓，让局外人管中一窥。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e620fd5a97e72580881c884cb5395b70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522063ec3646d5c00a84e9c9dab0337e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d0ef5495fcd04b954be6c075da0075e2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9890f4acacd86b654808e264e3f667c4


从人定胜天到和谐共生——生态建设的 70 年

（1）生态文明理念

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 馆藏索书号:X321.2/20139

基本信息:刘湘溶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本书总体框架在逻辑上由两部分构成，即“一个构建”和“六

个推进”，在具体设计上，分为七个章节。所谓一个构建，即生态文明

基础理论的构建。所谓六个推进，即推进思维方式的生态化、经济发展

方式的生态化、科学技术的生态化、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城乡建设的生

态化和人格的生态化。

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理论与实践 馆藏索书号:X321.2/20117

基本信息:陈丽鸿,孙大勇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包括理论篇，实践篇两部分组成，分别包括中国生

态文明教育的背景，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历史渊源，中国生态文明教育

理论内核，中国生态文明教育模式，生态文明教育进学校——绿色学校

枝繁叶茂等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

馆藏索书号:X321.2/20176

基本信息:环境保护部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

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后

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和积极成

效。本书汇编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重要文献，动员

全党、全社会积极行动、深入持久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生 态 文 明 启 示 录 馆 藏 索 书 号 : X 3 2 1 . 2 / 2 0 1 7 9

基本信息:范溢娉,李洲著.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历史的回望、人类的家园、增长的极限、路径的选

择四部分。全书围绕什么是生态文明、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怎样建

设生态文明的主线，深刻剖析了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揭示

了走生态文明之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并探讨了生态文明在我国的实现

路径。主线之下，从生态学范畴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人

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为人类提供了资源、环境、生态三个服务功能，

三者一荣俱荣，一荣俱损。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f9cb14dd34050fbcdbcddc5037295311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11510aa3790dd7bd1fe1bf18cdf10d4c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055826e52a959bd21ade0a4631cece64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8b72c7a5e702c6e1e1a366bb3d48d9bb


（2）环境保护政策与制度体系

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环境保护发展战略

馆藏索书号:X22/200912

基本信息:耿世刚主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内容简介: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是发展的代价或成本。环境

问题要用发展的办法而不是停止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我国环境保护的原

则应当是，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发展经济，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

护环境，既不能过分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污染环境，也不能过分强调环境

优先限制发展，延缓现代化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注释 馆藏索书号:D922.685/20143.2

基本信息: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以 2014 年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中心，通过条文注释

的形式全面且详细地介绍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内容，并附录环保领

域的重要的法律文件等，是了解国家环境保护立法的大众实用法规工具

书。

生态文明与中国生态治理模式创新 馆藏索书号:X321.2/18

基本信息:洪富艳著.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以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治理模式创新为主线，从行政学、

管理学视角出发，从理论选择到路径探讨，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

治理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构建起政府主导与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

生态治理模式，以期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为

生态治理实践提供借鉴。

文明激励与制度规范 馆藏索书号:X22/20126

基本信息:栗战书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将文明激励与制度规范界定为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

实证研究，并细化为不同文明条件下发展动力、机制、方式以及演化路

径的研究考察。本书试图运用压力转型、结构嵌入、文明引导、制度规

范、生态红利共享的角度，展现其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机理。在理论分析

基础上，也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对其历史演化、当代考察、典型案例进

行了系统分析与经验证据，并提出战略思考的政策建议，最后，做出研

究结论。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e02523ba594aa21999277f085353796c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01e44044ada5e78822f73e9dd2405e64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8e8f9756633844cc9269ff6bbc0d7202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74885cb69f15c0f2b99d46009f3cc7ac


（3）环境治理成效

改革开放 40年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馆藏索书号:X321.2/201945

基本信息:任铃,张云飞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

内容简介:本书较为系统全面科学地梳理和探寻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成就和经验，主要分协调人口资源环境

（1978—1992）、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2007）、建设生态文明（2007

—2012）以及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2012—2018）四个阶段，

用九章的篇幅概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的

创新成果。

那山，那水：美丽中国从这里开始

馆藏索书号:I253/20185

基本信息:何建明著.北京:红旗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该书以浙江湖州安吉余村为基点，至安吉、湖州乃至全浙江，

通过报告文学的形式生动反映余村人民牢记总书记嘱托，在“两山”重

要思想指引下，坚定不移地举生态旗、打生态牌、走生态路，协调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走出一条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

的可持续发展路子，也写出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平凡百姓、基层乡村

的动人故事，写出了改革转型之痛，观念改变之难，以此展现“两山”

重要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生命力，凸显安吉余村在“美丽浙

江”、“美丽中国”建设中的样本意义。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议程 馆藏索书号:X22/20171

基本信息:潘家华,陈孜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是《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书系》的总论性著作，书

中以全球视野回顾和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和解读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型特征,考察和评估了

新议程中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构建以及重点领域,并全面梳理了当今全球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格局等。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3b0dfe8e721815d3d98e6079e7b3f318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dd6b86c43cf6dc1f672d953b3e129851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4a42e72c8ab1c84bedc27f627b0d7b4f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之路 馆藏索书号:X321.2-53/20131

基本信息:何爱国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基于 2010 年下半年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生态文

明与长三角城市发展论坛”编纂而成，主要收录了约 20 篇高质量的生

态文明理论与实践、长三角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研讨论文。本书从理论

与战略、历史与反思、地域与个案三个部分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之路作

了剖析，同时提出了政策建议和战略选择。全书 25 章，内容包括：生

态文明理论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突破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东方

大国的崛起、“十一五”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回顾与反思、长三角的低

碳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等。

美丽中国:从概念到行动 馆藏索书号:X22/20146

基本信息:陈诗一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讨论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和

实现“美丽中国”的政策建议。报告分为前言（总论）和主体报告。前

言旨在对主体报告各章节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进行总结和归纳，从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对实现“美丽中国”提出可行的概念框架和政策建议。

主体报告包括逻辑递进的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的环境状况进行

“摸底”，包括环境污染的健康风险、生态风险和经济代价三个分报告；

第二部分旨在讨论中国与环境相关的“行动”措施，包括绿色技术、环

境税制和政府污染治理三个分报告；第三部分对中国如何实现绿色的可

持续发展进行展望，对应于第 7个分报告。

中国百年资源、环境与发展报告

馆藏索书号:X22/20025

基本信息:董锁成主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内容简介:本书综合研究了中国 1950～2000 年资源、环境与经济演变态

势、作用规划、存在问题和症结，探讨了 2001～2050 年中国资源、环

境与经济的演变趋势。

第二部分 视频

回到目录
1、大型专题文献片《我们在大路上》

内容简介：

二十四集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呈现出亿万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懈奋斗谱写的

壮丽史诗，展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走在大路上》以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为

主线，全景式展现了新中国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的奋进历程。万丈高楼平地起，千秋伟业在根基。

广大观众表示，为中华民族勇于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精神所感动。
http://tv.cctv.com/special/zzdls/index.shtml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3eb88f4216969a6e7bbc928c6a02e2c8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974d66c454788a340cd92721f359a456
https://opac.jnu.edu.cn/opac/book/a144163ad5836f7aa13dc89069f0d591
http://tv.cctv.com/special/zzdls/index.shtml


2、电视政论片《复兴之路》

内容简介：该片按照历史线索，逐集表现中国如何在国家危亡之际开始了民族觉醒，如何在民族

救亡的探索之中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突

破，如何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科学发展、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http://www.iqiyi.com/a_19rrk230lx.html?vfm=2008_aldbd

3、纪录片《正道沧桑——社会主义 500年》

内容简介：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要义，全面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充

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

制度的自觉性坚定性，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181054063/752c44b78133449f8f97a6ae0a0989b9
4、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内容简介：影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内在逻辑，展示了在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下中国这五年的伟大成就，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征程上的伟

大奋斗，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磅礴力量，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绘制了中国未来发

展的宏伟蓝图，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

就。
https://www.iqiyi.com/v_19rrbqar6g.html?vfm=2008_aldbd

5、纪录片《辉煌中国》

内容简介：全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脉络，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真抓实干，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展示五年来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真

实记录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http://tv.cctv.com/2017/09/21/VIDEAcyO24K2rcQB2J6CI0PX170921.shtml

6、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 40周年》

内容简介：该片以改革开放 4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基础，通过选取我国

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迁故事，呈现改革开放 40年来，靠着一次次解放思想，中国人突破

了一道道难关险阻；靠着艰苦奋斗、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中国人用双手书写了一部发展的壮丽

史诗；沿着成功开辟的这条道路，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http://tv.cctv.com/2018/12/07/VIDEcSI0XMwH1tbtEf5Srne3181207.shtml?spm=C55953877151.P5RmqTVOTiLV.0.0

7、纪录片《激荡·1978-2008》
内容简介：以编年体的形式，重述了中国改革开放 1978年到 2008年的重大经济事件：1979年

看袁庚如何种好蛇口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1984年看王石们如何踏准步点，跨入中国的“公

司元年”；1990年看中国如何启动证券交易，发展资本市场；1999年看中国如何融入世界，走

向新千年；2003 年看中国房地产业如何一飞冲天，面临考验；直至 2008年看中国人民如何跨越

新险阻，以回溯与展望进入下一个激荡三十年。
https://v.qq.com/x/cover/01g3z2p40ab80eb.html?ptag=baidu_aladdin.doco

8、纪录片《中华文明五千年》

内容简介：纵横古今，中华文明进程历历在目，享誉中外，东方古国魅力层层绽放。第一手大量

详实影像资料，全面展现中华文明艺术瑰宝，众多名家、学者汇集一堂，精辟解析中华文化历史

内蕴。佛道盛行，长安之春，大唐遗风，汴京梦华，盛世畅想。从新石器时代到中国最后的王朝，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浓缩展示在这 900分钟的节目里。片中既有气势宏大、震撼人心的辉煌乐章，

也有小桥流水般的涓涓细语；既展示了无数珍贵而典雅的精品文物，也表现了风土人情和历史场

http://www.iqiyi.com/a_19rrk230lx.html?vfm=2008_aldbd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181054063/752c44b78133449f8f97a6ae0a0989b9
https://www.iqiyi.com/v_19rrbqar6g.html?vfm=2008_aldbd
http://tv.cctv.com/2017/09/21/VIDEAcyO24K2rcQB2J6CI0PX170921.shtml
http://tv.cctv.com/2018/12/07/VIDEcSI0XMwH1tbtEf5Srne3181207.shtml?spm=C55953877151.P5RmqTVOTiLV.0.0
https://v.qq.com/x/cover/01g3z2p40ab80eb.html?ptag=baidu_aladdin.doco


景。在这里，您可以徜徉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和大起大落的波澜中，真切感受中华文明五千年

的历程，也可流连于光彩照人独具特色的书法、绘画、建筑、陶瓷、金石等艺术的魅力中。

https://tv.sohu.com/v/dXMvMTAyMDQ3NzE4LzMyNzE3Njk2LnNodG1s.html

9、讲座《百家讲坛》

内容简介：《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2001 年 7 月 9 日开播的讲座式栏目，栏目宗旨

为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选择观众最感兴趣、最前沿、最吸引人的选题。追求学术创新，

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栏目选材广泛，较多涉及中国历史、中国文化。

栏目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

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http://tv.cctv.com/2019/09/21/VIDEyksgvrEznG2GWK50Kvax190921.shtml?spm=C59377.PpQpN

jJyNZw2.EQwwf6KnSnvK.2

10、纪录片《2019 中国记忆》

内容简介：虎鎣回到温暖故乡，北洋战舰浮出水面，青铜修复重现千年光芒，长城找回历史庄严，

圆明园复原华丽容颜，针炙传播非遗文明，敦煌飞进虚拟网络空间，千年遗产走进时尚人间。《2019

中国记忆》将通过这些经历过中华民族从苦难到辉煌的文物，去见证一个国家奋发图强伟大复兴

的历史征程。

http://tv.cctv.com/2019/05/30/VIDAP5wb5s1TMg0q3Rl2m0vl190530.shtml?spm=C28340.PkGaY

9Y5xu5M.EMnJpHThPNT9.11

11、纪录片《军事纪实—使命》

内容简介：全片遵循历史脉络，浓缩时代精神，以典型生动的事例、翔实丰富的文献、形象厚重

的表达，体现了思想性、史诗性与艺术性、生动性的有机统一，既是一部再现国防科技和武器装

备发展历史的文献片，又是一部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片。片中许多文献资料为首次对外

公开。

http://tv.cctv.com/2012/12/15/VIDE1355585849876290.shtml

12、纪录片《军工记忆》

内容简介：该片紧紧围绕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工报国、甘于奉献，为国争光、勇攀高

峰”的军工精神这一主题，以军工重大武器装备型号研制为叙事背景，推选一批亲历或见证这些

重大历史事件的军工人讲述其亲身经历和难忘故事，挖掘并传承军工人的精神财富，以小见大反

映国防科技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
http://tv.cctv.com/2018/09/16/VIDEYBx92iUOkNHGAr9l5gLX180916.shtml?spm=C55924871139.P0ry57F3Q8W2.0.0

13、纪录片《国情备忘录》

内容简介：该片一共分为中国之谜、人口大计、农字当头、苍茫大地、资源扫描、山水之间、民

生纵横、创新元素，以及中国脚步九集。《国情备忘录》以每集 45分钟的篇幅，就当下中国的

人口、三农、耕地保护、资源环境、社会保障以及创新能力等我国国情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

进行了客观详尽的表现。这也是我国的电视媒体第一次全方位展示国情的基本状况，第一次近距

离观察中国的发展元素。
http://tv.cctv.com/2012/12/16/VIDE1355588867221653.shtml

14、纪录片《大国重器（第二季）》

内容简介：该片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历史，全面展现 30 年来中国装

备工业取得的伟大成就。该片将镜头对准了普通的产业工人和装备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创新中的

关键人物，真实记录了他们的智慧、生活和梦想，通过人物故事和制造细节，鲜活地讲述了充满

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再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从无到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背后的艰辛历程，

展望了中国装备制造业迈向高端制造的未来前景。

http://jingji.cctv.com/special/dgzq/

15、纪录片《创新的力量——第一资源（第七集）》

内容简介：本集以习近平总书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为主题，从“识才、爱才、敬才、

https://tv.sohu.com/v/dXMvMTAyMDQ3NzE4LzMyNzE3Njk2LnNodG1s.html
http://tv.cctv.com/2019/09/21/VIDEyksgvrEznG2GWK50Kvax190921.shtml?spm=C59377.PpQpNjJyNZw2.EQwwf6KnSnvK.2
http://tv.cctv.com/2019/09/21/VIDEyksgvrEznG2GWK50Kvax190921.shtml?spm=C59377.PpQpNjJyNZw2.EQwwf6KnSnvK.2
http://tv.cctv.com/2012/12/15/VIDE1355585849876290.shtml
http://tv.cctv.com/2018/09/16/VIDEYBx92iUOkNHGAr9l5gLX180916.shtml?spm=C55924871139.P0ry57F3Q8W2.0.0
http://tv.cctv.com/2012/12/16/VIDE1355588867221653.shtml
http://jingji.cctv.com/special/dgzq/


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index.htm

半月谈

http://www.banyuetan.org/

中国经济网

http://www.ce.cn/

中国文化网

http://cn.chinaculture.org/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http://www.mohrss.gov.cn/

中国科技网

http://www.stdaily.com/

中国环境网

https://www.cenews.com.cn/

中国政府网官方微信

主要发布国务院领导同志政务活动信息、国务院重要会议信息、国务院和国务

院办公厅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及解读稿件等政务信息。

中国经济网微信

中国经济网是经济日报主办的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以经济报道、资讯传播和经

济服务为主要发展方向，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大最权威的综合经济类网络媒体。

用才”的角度，讲述创新活动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人才，在推动科技进步、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展现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在全社会

树立了优秀创新人才的榜样。

http://tv.cctv.com/2019/07/14/VIDE5xrWoKCsRBPoDjowMnCP190714.shtml?spm=C55924871139

.Pyoh1UKNPqt4.0.0

16、纪录片《森林之歌》

内容简介：本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历时 4年精心打造的 11小时自然生态类纪录片。摄制组从 2004
年开始深入中国现有的典型林区，拍摄点遍布中国各主要森林分布地区，如：东北森林、秦岭、

塔克拉玛干沙漠、藏东南林区、神农架、横断山脉、海南热带雨林、南海红树林等，用精美的画

面展示了森林的神奇与美丽，以及人、动物和森林的和谐共生关系。生动、写实，又不失浪漫的

拍摄风格，精彩、奇妙，又不失深度的内容，将让世界了解到中国真实的生态文明。

http://tv.cctv.com/2012/12/16/VIDE1355592524744755.shtml

第三部分 网站 公众号 APP
回到目录

http://tv.cctv.com/2019/07/14/VIDE5xrWoKCsRBPoDjowMnCP190714.shtml?spm=C55924871139.Pyoh1UKNPqt4.0.0
http://tv.cctv.com/2019/07/14/VIDE5xrWoKCsRBPoDjowMnCP190714.shtml?spm=C55924871139.Pyoh1UKNPqt4.0.0
http://tv.cctv.com/2012/12/16/VIDE1355592524744755.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index.htm
http://www.banyuetan.org/
http://www.ce.cn/
https://www.baidu.com/link?url=SkYrIRZ7WG8RQu7Mh6EexjDwQAyzoEx5ydWCz92J_gzXabWLmcV37TDlTdTwFsd7&wd=&eqid=a83af7bf001b6724000000065d7896e2
http://cn.chinaculture.org/
https://www.baidu.com/link?url=0VIFSTo28LAaxvT2ymD-teiRpNI56n41PadhvG0lFnZFMdjj4ePEW86_iCz80j0b&wd=&eqid=c6a67d0e001d2080000000065d7e217e
http://www.mohrss.gov.cn/
http://www.stdaily.com/
https://www.baidu.com/link?url=KUkJgwzLeFJc8OpZOpiDSVMcueM8tYaPEImmhVD01dPHZGpX0sh81R-ZG-s01BKt&wd=&eqid=8fca5cb6000b2803000000065d789764
https://www.cenews.com.cn/


中国文化网微信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注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

办的文化交流资讯平台。为文化交流相关从业者以及各界人士呈现大文化视野

内的新闻资讯、观点评述，实时反馈文化交流动态及热点文化现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微信

发布信息，解读整点，服务民生。

中国环境新闻微信

中国环境报社主办。中国环保权威声音。

半月谈 APP
内容涵盖时政评论、公考题库、公考课程、《半月谈》电子版、公考图书等，

是国内唯一兼具党媒属性的公考学习平台。

学习强国 APP
“学习强国”平台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

要内容。学习内容丰富、涵盖面广、种类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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