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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大地》/ 

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美国] 

1939 《暮年》/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芬兰] 

1944 《安恩与奶牛》/约翰尼斯·延森[丹麦] 

1945 《绝望》/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智利] 

1946 《荒原狼》/赫尔曼·海塞[瑞士] 
1947 《背德者》/安德烈·纪德[法国] 

1948 《荒原》/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英国] 

1949 《喧哗与骚动》/威廉·福克纳[美国] 

1951 《大盗巴拉巴》/ 

帕尔·费比安·拉格奎斯特[瑞典] 

1952 《爱的荒漠》/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法国] 

1954 《老人与海》/厄内斯特·海明威[美国] 
1955 《冰岛姑娘》/ 

赫尔多尔·奇里扬·拉克斯内斯[冰岛] 

1974 《风景》/哈瑞·马丁松[瑞典] 

1975 《希特勒的春天》/ 
埃乌杰尼恩·蒙塔莱[意大利] 

1976 《赫索格》/索尔·贝娄[美国] 

1977 《毁灭与爱情》/ 
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西班牙] 

1978 《傻瓜吉姆佩尔》/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美国] 

1979 《英雄挽歌》/奥季塞夫斯·埃利蒂斯[希腊] 

1980 《离去》/切斯拉夫·米沃什[波兰] 

1981 《迷惘》/埃利亚斯·卡内蒂[英国] 

1982 《百年孤独》/ 
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1983 《蝇王》/威廉·戈尔丁[英国] 

1984 《泪城》/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捷克斯洛伐克] 

1985 《弗兰德公路》/克洛德·西蒙[法国] 

1986 《路》/沃莱·索因卡[尼日利亚] 

1987 《六年以后》/约瑟夫·布罗茨基[美国] 
 

 

                      《诺贝尔文学奖名著全编》 

作  者：吴丹 

                索书号：I11/WD0（1,5,3）-1 
馆  藏：五楼 C 区 

内容简介：本套书详细记录了 1901 年到

2013 年间的 106 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

及作品。本书作者悉心研读每部作品后，采

用经典原文结合解析、鉴赏的手法将原著内

容在短篇幅内完美呈现，并且每篇获奖作品

中还记述了获奖原因、名家点评、作者生平

事迹等，使读者观后可获得对获奖作者及作

品的全面详尽的了解。 
1901 《孤独与沉思》/苏利·普吕多姆[法国]  

1902 《罗马史》/特奥多尔·蒙森[德国]  
1903 《挑战的手套》/比昂斯腾·比昂松[挪威] 17  

1904 《金岛集》/弗雷德里克·米斯塔尔[法国]  
1904 《伟大的牵线人》/何塞·埃切加赖[西班牙] 33  

1905 《你往何处去》/亨利克·显克维奇[波兰]  
1906 《青春诗》/乔祖埃·卡尔杜齐[意大利]  

1907 《老虎！老虎！》/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  

1909 《骑鹅旅行记》/塞尔玛·拉格洛夫[瑞典]  
1910 《特雷庇姑娘》/保尔·海泽[德国]  

1911 《青鸟》/莫里斯·梅特林克[比利时]  
1912 《群鼠》/盖哈特·豪普特曼[德国]  

1913 《吉檀迦利》/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  
1915 《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法国] 

1936 《琼斯皇帝》/尤金·奥尼尔[美国] 

1937 《蒂博一家》/罗歇·马丁·杜伽尔[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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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书 号：I313.65/DJ9-5 

馆    藏：五楼 C 区 

内容简介  ： 

作者通过“广岛”这 

个透视镜，把即将宣告死 

亡的“悲惨与威严”的形 

象一个个地记录了下来，并向读者提出这样

一个问题：人类应如何超越文化的差划而生

存下去？大江还探讨了“生的定义”，将儿

子疾残带来的苦痛，以及经历原子弹爆炸的

悲惨事件，作为文化问题来思考。 

作者：大江健三郎 

日本著名小说家。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

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59 年 3 月从东京

大学法文专业毕业，著有《广岛札记》(1965

年)、《作为同时代的人》(1973 年)和《小说 

方法》(1978 年)等作品和文 

论。1994 年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 

 
 

《 静 静 的 顿 河 》  索书号：I512.45/XL8（1-4）-1    馆藏：五楼 C 区 

内容简介：这是一部杰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以第一次世 

界大战到 1922 年苏联国内战争为背景，描写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在这十年间 

的动荡生活，反映了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 

社会变化，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主人公葛利 

高里因其坎坷、复杂的经历，成为世界文学 

人物画廊中十分耀眼的一位。 

作者：米·肖洛霍夫（1905—1984）  

苏联俄罗斯作家，其作品主要反映顿河 

地区哥萨克人民的生活。在苏联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1965 年获 

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 

个人的遭遇》。 

《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第一部成熟的 

作品，也是作家花费心血最多、本人最喜 

欢的小说。小说进述的是南方没落地主康 

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剧。老康普生手游好闲、 

嗜酒贪杯，其妻自私冷酷、怨天尤人。长 

子昆丁绝望地抱住南方所谓的旧传统不放， 

因妹妹凯蒂风流成性、有辱南方淑女身份 

而恨疚                         交加， 

竟至溺                         水自 

杀。次  索书号：I712.45/FX13—17  子杰生 

冷酷贪    馆藏：五楼 C 区       婪，三 

子班吉则是个白痴，三十三岁时只有三岁 

小儿的智能。全通过这三下儿子的内心独白， 

围绕凯蒂的堕落展开，最后则由黑人女佣 

迪尔西对前三部分的“有限视角“做一补充， 

归结全书。小说大量运用多视角叙述方法 

及意识流法手法，是意识流小说乃至整个 

现代派小说的经典名著。 

作者：威廉·福克纳（l897～1962） 

美国小说家。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在加拿大空军中服役，战后 

曾在大学肄业一年，1925 年后专门从事创 

作。他被西方文学界视作“现代的经典作家”。 

https://baike.so.com/doc/6559705-677345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80345-599312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8196-56563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8196-56563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8196-5656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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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书号：I564.65/MT11 

馆  藏：五楼 C 区 

《诺贝尔文学奖作                          品典藏书系:花的智慧》并非严谨的科学 

或自然史著作，而是梅                          特林克对人类境况的哲学研究的延伸。 

梅特林克在《诺贝                           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花的智慧》中， 

对各种植物作了令人惊                           叹的描写。 

由此可以说，“没有                           一粒种子不是彻底地创造一些属于它 

自己的装置设备，以摆脱                           出母体的阴影。” 

梅特林克的《诺贝尔        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花的智慧》一书，是对植物的美学、

科学和哲学相融合的观察和描写，这对今天人们深入地观赏植物，无疑仍有启发。 

《 挑 战    的 手 套 》 

索书号：I533.34/BA18 

馆  藏：五楼 C 区 

内容简介： 

本剧为比昂松代 

表作品，也为作者引 

起争议最多的作品。 

剧中主要描写女主人 

公和一个金融资本家的 

公子订婚之后，发现未婚夫另有所爱, 

要求解除婚约,并当着众人的面把手套扔到了未

婚夫的脸上。女主人公未婚夫的父亲以为受了

侮辱，他开始无耻地为自己的虚假、声誉、辩

护，公开宣传男子欺压妇女的特权，不择手段

地打击女主角，想迫使她屈服。该剧女主人公

将手套朝未婚夫掷去，意味着男人也应服从加

于女人身上的同样的道德要求。这一点在当时

引起轰动，并在斯堪的纳维亚触发了一场持续

好几年的关于性道德的激烈辩论。尽管持异议

的人很多，但比昂松未放弃自己的立场。 

索书号：I516.45/HS8-6 

馆  藏：五楼 C 区 

本书是老年黑塞 

回溯其一生的精神体验的结晶。 

在一个未来的世界里，玻璃球游戏成了音乐

和数学演变而成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所有的

知识和精神财富。由于纷繁的政治和战争，

人类文明正面临毁灭的威胁。为拯救和宣扬

人类这一精神文化，某宗教团体在做不懈的

努力。克乃西特是个孤儿，由该宗教团体抚

养成人，他天资聪颖，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

和优越的组织才能，在这个精英群体里不断

上升，直至团体的最高顶端，成为玻璃球游

戏大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不满足

这个与世隔绝的精神王国，觉得在这种象牙

塔里是不可能为民众做出贡献的。于是他来

到现实世界，试图用教育来改善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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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 果 树 》  作者：【英】约翰·高尔斯华绥 

索 书 号：I561.45/ES8           馆 藏：五楼 C 区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高尔斯华绥的中篇小说《苹果树》《在前的和在后的》和 

《德文人》。《苹果树》是高尔斯华绥最脍炙人口和令人心碎的名篇。一 

位痴情的农村少女，就像主人公在月夜采摘的 

花朵一样，被随手抛弃，轻易地毁灭了…… 

这只能是一次非矿的恋爱期，一段 

不得安宁的带来悔恨的艰难时期——以后呢——唉，以后他就会 

厌倦，正因为她把一切都给了他，正因为她那么单纯，那么信任 

他，想露水般明净。而露水——是要消失的！ 

——《苹果树》 

 

《 特 莱 庇 姑 娘 》 索书号：I516.44/HZ0-1   馆藏：五楼 C 区 

内容简介： 

本选集的作者保尔·海泽（Paul Heyse），有着多方面的文学才能，但主要 

建树仍在中、短篇小说方面。1910 年，保尔·海泽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的德语作家。 选集中收录的作品包括：《犟妹子》、《特莱庇姑娘》、《台 

伯河畔》、《安德雷亚·德尔莱》、《死湖情澜》等等。 
 

《青鸟》是“比利时的莎士比亚”莫里斯·梅特林克的最著名的代表作。《青鸟》原是直到

今天仍在舞台上演出的六幕梦幻剧。后经梅特林克同意，由其妻乔治特·莱勃伦克将该剧改写

成童话故事，以便更适合小读者阅读。中篇童话《青鸟》   于 1908 年发表。作品讲述了两个

伐木工人的孩子，代表人类寻找青鸟的过程。本书中，青     鸟就是幸福的象征。通过他们一

路上的经历，象征性地再现了迄今为止，人类为了寻找 

幸福所经历过的全部苦难。作品中提出了一个 

对人类具有永恒意义的问题：什么是幸福？ 

但是作品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出乎意料的：其实幸 

福并不那么难找，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大多数人从生到死，始  终 

没有享受过就在他们身边的幸福”，是由于他们对幸福始终有一种错 

觉，即认为物质享受才是幸福，而本书却告诉我们，幸福乃是一颗无 

私的心所带给人的精神享受。人只有为别人的幸福着想，自己才会幸 

福。这种幸福观的改变，表现了作者超人的智慧。 

索书号：I564.88/MT11      馆藏：五楼 C 区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lid=118444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lid=226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