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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瓣评分 9.8 

上榜理由：★ 七年磨一剑，亚马逊中国高级研发人员重磅力作； 
★ 函数式算法与常规算法对照解读； 
★ 语言实现涵盖 C++、Haskell、Python、Scheme 等 

本书分 4 部分，同时用函数式和传统方法介绍主要的基本算法和数据结构。数 
据结构部分包括二叉树、红黑树、AVL 树、Trie、Patricia、后缀树、B 树、二叉堆、 
二项式堆、斐波那契堆、配对堆、队列、序列等；基本算法部分包括各种排序算法、 
序列搜索算法、字符串匹配算法（KMP 等）、深度优先与广度优先搜索算法、贪心算 
法以及动态规划。 

本书适合软件开发人员 编程和算法爱好者 以及高校学生阅读参考  
 

《算法新解》 
TP301.6/LX22 

豆瓣评分 9.8   
上榜理由：★ 战胜微积分的必备工具； 
★ 一本将易用性与可读性以及内容的深度与数学的严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经典著作 

本书阐述了求解微积分的技巧, 详细讲解了微积分基础、极限、连续、微分、导 
数的应用、积分、无穷级数、泰勒级数与幂级数等内容，旨在教会读者如何思考问题 
从而找到解题 所需的知识点, 着重训练大家自己解答问题的能力。 

本书适用于大学低年级学生、高中高年级学生、想学习微积分的数学爱好者以及 
广大数 学教师. 本书既可作为教材、习题集, 也可作为学习指南, 同时还有利于教 
师备课。 
 《普林斯顿微积分读本》 

O172/BN0-1 豆瓣评分 9.6   
上榜理由：★ 顶级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                    合著的经典著作，被世界多所知名大学采
纳为教材； 
★ 当代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                    TAOCP 的前奏曲 
★ 不仅讲述数学问题和技巧，更侧重教导                    解决问题的方法； 
★ 包括六大类 500 多道习题，给出所有习                     题的解答，有助读者加深书中内容的理

解； 
★ 或平淡、或深刻、或严肃、或幽默的涂鸦，               让你在轻松愉悦的心境下体会数学的美妙； 

本书介绍了计算机的数学基础，内容涉及                求和、取整函数、数论、二项式系数、特殊
数、母函数（发生函数）、离散概率、渐近等等，面向从事计算机科学、计算数学、计算技术诸方面工                           

 
 

《具体数学》 

 



2018 年 10 期 豆瓣评分 9.0 以上编程书 诚毅学院图书馆 

2 
 

 
  豆瓣评分 9.5  

上榜理由：★史上最好懂的 
密码学；★日本数学协会出 

版奖得主、《程序员的数学》 

《数学女孩》作者 结城浩重 

磅力作；★上榜稳居亚马逊 

计算机安全类 No.1 

本书以图配文的形式，详 

细讲解了 6 种最重要的密 

码技术：对称密码、公钥

密码、单向散列函数、消息认证码、数字签名和

伪随机数生成器。第一部分讲述了密码技术的历

史沿革、对称密码、分组密码模式（包括 ECB、

CBC、CFB、OFB、CTR）、公钥、混合密码系统。

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认证方面的内容，涉及单向

散列函数、消息认证码、数字签名、证书等。第

三部分讲述了密钥、随机数、PGP、SSL/TLS 以

及密码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豆瓣评分 9.4  
上榜理由：★深入挖掘 JavaScript 
语言本质，打通 JavaScript 的 
任督二脉 

JavaScript 语言有很多复杂 
的概念，但却用简单的方式体 
现出来，因此，JavaScript 开发 
者无需理解语言内部的原理， 
就能编写出功能全面的程序； 
就像收音机一样，你无需理解 
里面的管子和线圈都是做什么 
用的，只要会操作收音机上 
的按键，就可以收听你喜欢 
的节目。然而，JavaScript 的这些复杂精妙的概念才
是语言的精髓，即使是经验丰富的 JavaScript 开发者，
如果没有认真学习也无法真正理解语言本身的特
性。 
 “你不知道的 JavaScript”系列就是要让不求甚解的
JavaScript 开发者迎难而上，深入语言内部，弄清楚
JavaScript 每一个零部件的用途。本书介绍了该系列
的两个主题：“作用域和闭包”以及“this 和对象原
型”。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无论什么技术、框架和
流行词语，你都能轻松理解。 
 

《图解密码技术》 
TN918.3-64/JC8 

《你不知道的 JavaScript.上卷》 
TP312JA/XP18(1) 

《算法，第 4 版》 
TP301.6/SQ20-4 

豆瓣评分 9.4   

上榜理由：★Sedgewick 之 

巨著，与高德纳 TAOCP 一 

脉相承；★几十年多次修 

订，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涵盖所有程序员必须掌 

握的 50 种算法。 
本书全面讲述算法和数据结 

构的必备知识，具有以下几大 

特色：♣ 算法领域的经典参考

书：Sedgewick 畅销著作的最新 

版，反映了经过几十年演化而成的算法核心知识体系。 

♣ 内容全面：全面论述排序、搜索、图处理和字符串处

理的算法和数据结构，涵盖每位程序员应知应会的 50 种

算法。 

♣ 全新修订的代码：全新的 Java 实现代码，采用模块化

的编程风格，所有代码均可供读者使用。 

♣ 富于智力趣味性：简明扼要的内容，用丰富的视觉元

素展示的示例，精心设计的代码，详尽的历史和科学背

景知识，各种难度的练习，这一切都将使读者手不释卷。 
♣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在重要的科学、工程和商业应用环

境下探讨算法，给出了算法的实际代码，而非同类著作

常用的伪代码。 

 
 

 

豆瓣评分 9.5  

上榜理由：CSS 一姐 Lea Verou 

作品，CSS 魔法执笔翻译， 

Eric Meyer、Jeremy Keith 等前 

端大佬推荐。 

本书是一本注重实践的教程， 

作者为我们揭示了 47 个鲜为 

人知的 CSS 技巧，主要内容 

包括背景与边框、形状、视觉 

效果、字体排印、用户体验、结 

构与布局、过渡与动画等。 

本书将带领读者循序渐进地探寻更优雅的解决方

案，攻克每天都会遇到的各种网页样式难题。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前端工程师、网页开发人员。 

 

《CSS 揭秘》 
TP393.092/W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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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评分 9.3     《流畅的 Python》TP311.561/LM11 
上榜理由：●PSF 研究员、知名 PyCon 演讲者心血之作●兼顾 Python 3 和 Python 2。 
本书由奋战在 Python 开发一线近 20 年的 Luciano Ramalho 执笔，Victor Stinner、Alex  
Martelli 等 Python 大咖担纲技术审稿人，从语言设计层面剖析编程细节，兼顾 Python 3 
和 Python 2，告诉你 Python 中不亲自动手实践就无法理解的语言陷阱成因和解决之 
道，教你写出风格地道的 Python 代码。 
本书致力于帮助 Python 开发人员挖掘这门语言及相关程序库的优秀特性，避免重复劳 
动，同时写出简洁、流畅、易读、易维护，并且具有地道 Python 风格的代码。全书深 
入探讨了 Python 语言的高级用法，涵盖数据结构、Python 风格的对象、并行与并发， 
以及元编程等不同的方面。 

 

豆瓣评分 9.3     《C#图解教程》TP312C/SL18 

上榜理由：●最简单易学的 C#入门图书 

本书是一本广受赞誉的 C# 教程。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用朴实简洁的文字，并辅之 

以大量表格和代码示例，精炼而全面地阐述了最新版 C# 语言的各种特性，使读者能 

够快速理解、学习和使用 C#。同时， 本书还讲解了 C#与 VB 、C++ 等主流语言的 

不同点和相似之处。 

本书是一本经典的 C# 入门书，不仅适合没有任何编程语言基础的初级读者，而且还 

是有 VB 、C++ 等语言基础的 C# 初学者的最佳选择。 

 

豆瓣评分 9.3     《JavaScript 高级程序设计第 3 版》TP312JA/ZK18-3 

上榜理由 ：●JavaScript“红宝书” 

●一幅浓墨重彩的语言画卷，一部推陈出新的技术名著 

●全能前端人员必读之经典，全面知识更新必备之佳作 

全书从 JavaScript 语言实现的各个组成部分——语言核心、DOM、BOM、事件模型讲 

起，深入浅出地探讨了面向对象编程、Ajax 与 Comet 服务器端通信，HTML5 表单、 

媒体、Canvas（包括 WebGL）及 Web Workers、地理定位、跨文档传递消息、客户端 

存储（包括 IndexedDB）等新 API，还介绍了离线应用和与维护、性能、部署相关的 

最佳开发实践。本书附录展望了未来的 API 和 ECMAScript Harmony 规范。 

 
豆瓣评分 9.3     《逆向工程核心原理》TP311.5/LC22-1 

上榜理由：●韩国逆向分析领域龙头之作 

●初上市即连续 5 周蝉联韩国 IT 图书榜 TOP10 

本书十分详尽地介绍了代码逆向分析的核心原理。作者在 Ahnlab 研究所工作多年，书 

中不仅包括其以此经验为基础亲自编写的大量代码，还包含了逆向工程研究人员必须 

了解的各种技术和技巧。彻底理解并切实掌握逆向工程这门技术，就能在众多 IT 相关 

领域进行拓展运用，这本书就是通向逆向工程大门的捷径。 

想成为逆向工程研究员的读者或正在从事逆向开发工作的开发人员一定会通过本书获

得很大帮助。同时，想成为安全领域专家的人也可从本书轻松起步。 
 
 



2018 年 10 期 豆瓣评分 9.0 以上编程书 诚毅学院图书馆 

4 
 

 
 

豆瓣评分 9.2     《Linux 命令行与 shell 脚本编程大全》TP316.85/BL12 
上榜理由：●圣经级参考书最新版 
●轻松掌握 Linux 命令行和 shell 脚本编程细节，实现 Linux 系统任务自动化 
本书是一本关于 Linux 命令行与 shell 脚本编程的全面教程。全书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 Linuxshell 命令行；第二部分介绍 shell 脚本编程基础；第三部 
分深入探讨 shell 脚本编程的高级内容；第四部分介绍如何在现实环境中使用 
shell 脚本。本书不仅涵盖了详尽的动手教程和现实世界中的实用信息，还提供 
了与所学内容相关的参考信息和背景资料。本书内容全面，语言简练，示例丰富， 
适合于 Linux 系统管理员及 Linux 爱好者阅读参考。 

 豆瓣评分 9.2     《网络是怎样连接的》TP393.03/HG16 
上榜理由：●日文版重印 32 次 
●计算机网络概论”图解趣味版 
●以图配文，深入讲解网络基础知识 
●特设“网络术语其实很简单”专栏，生动有趣 
《网络是怎样连接的》以探索之旅的形式，从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开始，一路追 
踪了到显示出网页内容为止的整个过程，以图配文，讲解了网络的全貌，并重点 
介绍了实际的网络设备和软件是如何工作的。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网络的本质意 
义，理解实际的设备和软件，进而熟练运用网络技术。 
 豆瓣评分 9.1     《Python 编程:从入门到实践》TP311.56/MS18 

上榜理由：●Amazon 编程入门类榜首图书 
●完全零基础入门 Python 第一书 
●同时使用 Python 2.7 和 Python 3.5 讲解，全面、详细、深入浅出 
●基本概念到完整项目开发，帮助零基础读者迅速掌握 Python 编程，开发实际项目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用 Python 编程所必须了解的基本概念，包括 
matplotlib、NumPy 和 Pygal 等强大的 Python 库和工具介绍，以及列表、字典、if 
语句、类、文件与异常、代码测试等内容；第二部分将理论付诸实践，讲解如何开 
发三个项目，包括简单的 Python 2D 游戏开发，如何利用数据生成交互式的信息图， 
以及创建和定制简单的 Web 应用，并帮读者解决常见编程问题和困惑。 

 
豆瓣评分 9.2     《正则表达式必知必会》TP301.2/FD0 
上榜理由：●全球技术人员正则表达式入门首选 
●简明扼要、轻松易读，快速掌握 
正则表达式是一种威力无比强大的武器，几乎在所有的程序设计语言里和计算机 
平台上都可以用它来完成各种复杂的文本处理工作。本书从简单的文本匹配开始， 
循序渐进地介绍了很多复杂内容，其中包括回溯引用、条件性求值和前后查找等 
等。每章都为读者准备了许多简明又实用的示例，有助于全面、系统、快速掌握 
正则表达式，并运用它们去解决实际问题。   
本书作者 Ben Forta 是世界知名技术作家，他还出版了非常受欢迎的同系列入门 
书《SQL 必知必会（第 4 版） 》《MySQL 必知必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