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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好书，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

你的思想、谈吐，以及为人处事、精神气质。现在是全民

阅读的时代，你是否凹凸了呢？现在就离开电脑、手机、

IPAD……让图书飘香吧！开学伊始，以下是 16 位知名大

学校长联合推荐给大学生的必读书单，想要给自己充电的

书友们，不妨速速收藏起来，开始阅读…… 
 

推荐者：清华大学校长 邱勇 

推荐书目：《艺术的故事》J110.9/GB11-1 

推荐理由：《艺术的故事》是关于西方艺术史的经典之作，自 1950 年出版以来影响

了一大批爱好艺术的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作者以朴素的语言重新讲述西方艺术的

发展史，带领读者在历史中品味艺术，在艺术中回望历史，游弋于伟大艺术作品的

海洋，令人常读常新。就如 1995 年美国美术协会主席卡特·布朗对此书的评价：“此

书值得一读再读，就像美酒佳酿那样，愈加品赏，愈觉其味隽永。” 

 推荐者：北京大学校长 林建华 

推荐书目：《人类简史》K02-49/HL11 

推荐理由：此书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圈子，                               从更 

广的视野，阐述人类从一个普通物种的智人， 

通过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及科学革命，一步步走到今天无与伦比的统治地位。全书 

引领读者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人类自身与我们的地球。 
 

推荐者：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 

推荐书目：《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K516.44/LW15-1 

推荐理由：阅读这本书，希望大家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道义； 

第二，是人类施以暴行的能力。人应该是向善的，在我们内心必须有做人的底线， 

而知识分子最大的义务，应该是思考人之为人的意义和底线，引导社会建立善、抵 

御恶。物质生活的丰富，不能取代精神与心灵的丰满与富足。愿大家多读书，读好 

书，多看、多想、多写，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而共同努力。 
 

推荐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陈雨露 

推荐书目：《乡土中国》C912.82/FX19-6 

推荐理由：从 2013 年 4 月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在                 全校本科生 

中发起了跨专业跨学科的读史读经典活动，《乡土中国》是         在学校推荐的 

 20 本中外经典著作中选读人数最多，最受学生欢迎的。这本书是中国乡土社会传 

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它对中国社会的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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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者：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侯建国 

推荐书目：《寂静的春天》 

I712.64/KX11 

推荐理由：我在中国科技大学 

求学时读到这本书的中译本， 

书中许多我第一次了解的事实 

与观点、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 

生命和自然的热爱，都带给我 

很大的心灵震撼。 这本书在美国问世之初曾饱受争

议，作者向西方工业社会漠视生态环境的传统发起了

勇敢的挑战，她所坚持的思想为人类环保意识的启蒙

点亮了一盏明灯。 
 

推荐者：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董奇 

推荐书目：《平凡的世界》I247.57/LY0-24 

推荐理由：曾经，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 

《平凡的世界》是无数人的精神食粮，他们借助着

孙少平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在属于自己的世界中

奋斗、拼搏，追逐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如今，在这个富足幸福的时代，依然有很多 

人喜爱《平凡的世界》，从 

北师大近年的图书借阅排 

行榜看，《平凡的世界》连 

年位居前列。现实的数据也 

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不 

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年轻 

人所需要的，不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推荐者：四川大学校长 谢和平 

推荐书目：《相约星期二》 

B821-49/AE2-1 

推荐理由：现在的社会文化 

习惯于引导青年人关注考试、 

就业、买房等满足物质层面 

需求的东西，却不鼓励他们 

后退一步，站在更宏大的格 

局上去思考，除了物质，还 

有什么能抚慰焦不安的心灵，缓和社会对立和人际

矛盾。 

《相约星期二》就是这样一部从长者的角度出

发，引导人们反思人生态度的佳作，它用质朴、亲

切的语言劝诫被掩盖了真实需要的年轻人，面对死

亡这一不可回避的终点，实利琐事并无过多价值，

唯有无私的爱、勇敢的付出以及内心的平和才能帮

助人们用快乐驱散恐惧和空虚。在浮躁的社会中，

希望大家都能在《相约星期二》中找到自己所需的

感悟。 

 

推荐者：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陈繁昌 

推荐书目：《神雕侠侣》I247.58/JY0(1) 

推荐理由：金庸先生的小说文笔独特，塑造的人

物性格鲜明、深刻细腻，感情澎湃壮丽，意境甚

高。他擅于以历史洪流为背景，再创造故事情节，

成为一种结合写实及创意的文风。 

对我来说，金庸先生的作品，实非普 

通小说，而是经典文学， 

对提升中文造诣、认识中 

国历史，探讨人性、传统 

社会价值观，以至了解中 

国文化的内涵，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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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者：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丁列云 

推荐书目：《论中国》 

D829.712/JX7-1 

 

推荐理由：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励志“补钙”的书。

作者亨利·基辛格以其自身亲身经历传递了一个他

感知的中国和思考的中国。不仅阐释中国人对战争

与国际秩序等问题的思考，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

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对中美建交、台海危机、

改革开放和邓小平访美等历史节点进行了深度解

读，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 
 

推荐者：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 陈骏 

推荐书目：《沉思录》 

B502.43/MK1-2 

推荐理由：作者是著名的“帝王哲学家”——古

罗马帝国皇帝。奥勒留在征战的间隙中写下与自

己心灵的对话，从而铸就了声誉卓著的伟大名著

《沉思录》。 

《沉思录》中那些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文

字，朴实却直抵人心。这是一部让人掩卷沉思、

受益无穷的智慧之作，是以推荐。 
 

推荐者： 

武汉大学校长 李晓红 

推荐书目： 

《 中 国 哲 学 简 史 》

B2/FY11-10 

 

推荐理由：《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先生用英文向

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哲学的力作，长期作为世界各大

学的通用教材。该书探讨了诸子百家的起源，明辨

了宗教和哲学的区别， 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和问

题，视界高远、参古纳今，化繁为简、脉络分明，

尽显大家风范。该书对当下中国大学生提升人文素

养和哲理思维，不无裨益。 

 

推荐理由：几千年来，犹太民族一直被主流社会
排斥、压迫。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
害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就是这样一个民
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难以企及的贡献。
是什么使他们在如此艰难的生存条件下，保持认
同、创造辉煌？这要在犹太历史中体会和探寻。
《五千年犹太文明史》的作者，用 141 个历史故
事，以书信方式，深入浅出地给出了犹太人五千
年历史脉络。中国民族正处于一个波澜壮阔的时
代，更要借他山之石，方能不骄不躁、不卑不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推荐者： 

浙江大学校长 林建华 

推荐书目： 

《 五 千 年 犹 太 文 明 史 》

K18/J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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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者：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黄进 

推荐书目：《大数据时代》 

F062.5/ME18 

推荐理由：大数据让我们 

更加深入走进信息社会， 

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方式，还在改变着我们的 

思维方式，而且深刻影响

着我们社会的转型和制度的创新。 

《大数据时代》是国外大数据研究的先河之

作，本书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被誉为“大

数据商业应用第一人”，拥有在哈佛大学、牛津

大学、耶鲁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个互联网

研究重镇任教的经历，早在 2010 年就在《经济

学人》上发布了长达 14 页对大数据应用的前瞻

性研究。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大数据时代的思维

变革；大数据时代的商业变革；大数据时代的管

理变革。 

 
 

推荐者： 

宁夏大学校长 何建国 

推荐书目：《没有任何借口》 

B848.4/RB11 

推荐理由：成功者找方法，失 

败者找借口。“没有任何借口”、”， 

是美国西点军校一贯奉行的最 

重要的行为                                 

准则。强                      化的是让每一个

学员想方                     设法去完成任何

一项任务。 

正处                     于大改革、大开

放 、 大 发 展 时 代 的 我 们 ， 不 找 借 口 、 主 动               

进取、责任担当、自觉自愿、善于合作、勇于执行，

对做好任何一件事显得尤为重要。 

 
 

推荐者： 

宁夏大学校长 何建国 

推荐书目：《时间简史》 

P159-49/HJ18-6 

推荐理由：《时间简史》 

是史蒂芬·霍金撰写的一 

本有关探索时间本质和宇 

宙最前沿的经典著作，也 

是一部写给普通人看的物理学著作。打开这本

书、走进这本书，呈现在你面前的是浩瀚的宇宙、

神秘的地球、黑洞、空间和时间……这本书不仅

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也能培养人们的科学思

维、启迪人们的智慧，更能教会我们如何正确地

看待世界。 

 

推荐者： 

西南大学校长 张卫国 

推荐书目：《培根随笔》 

I561.63/PG6-6 

推荐理由：《培根随笔》是十 

七世纪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 

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所著。该 

书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政治、经济、爱情、婚姻、

友谊、艺术、教育和伦理等等，文笔优美，说理透

彻，警句迭出。培根作为一名学识 

渊博且通晓人情世故的哲学家和 

思想家，他谈及的问题都有 

发人深省的独到见解，让青年 

人读来，就像听一位睿智的老 

人述说着富有哲理的故事，启 

迪智慧，启迪人生。 

 

知 识 就 是 力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