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养成健全的人格

——《校长推荐阅读书目》导言

各位新同学：

真诚欢迎你们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并祝贺你们成为法大人！

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在法大的第一次文本上的交流，与大家分享冯友兰

先生关于教育的一句话。冯先生认为，教育的价值应当是使得学生“先成为人，

成为真正意义上完善的人，再成为某种人，某种职业的人”。冯先生这句话讲

得再明白不过了，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让学生成为完完全全的人、健健康康的人、正正常常的人，也就是人格健

全的人。不知大家想过没有，要实现这一目的，在大学期间仅仅进行专业学习

训练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法大竭尽全力推行“健全人格教育”，或者说“全

人格教育”，希冀把学生培养成为“人格健全的人”。

同学们，你们所步入的法大是一所法科强校，被誉为“中国法学教育的最

高学府”，无论你们是法学生还是“非”法学生，具有法治精神将是你们共有

的特质。但要成为冯友兰先生讲的“真正意义上完善的人”，或者说“人格健

全的人”，仅有这个特质是不足以称之“人格健全”的，还需兼备人文情怀、

科学理性、创新潜质、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品质、品格。抑或，当你们真

正成为“人格健全的人”，这些培植于你们心智中的品质、品格方可谓之“健

全”。

成为“人格健全的人”，甚至只是成为“某种职业的人”，大学课堂极尽

勉力而能实现的仍只是有限。故此，每一个法大学子都应当在专业教学的内外

尽量多读书、读好书，努力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努力剔除混沌、狭隘和蒙昧，

增长智慧，同时着力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学习在本质上是开放的，没有任何

力量可以把你的修习、成长局限在所谓的某个专业，限制在今时今地。法大当

然不乏能照亮你们发展成长之路的大师、名师、良师，但我们深知这样的光束

将只是引领照耀你们前行之途的智慧之光的一道。而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踞有

无数道曾划破人类蒙昧暗夜的闪电，这些光，不曾泯灭地指引过我们的一代又

一代先辈、师长、学长，并也确曾成就过无数希冀成为而终究成为了的“真正



意义上完善的人”、“人格健全的人”。上大学本来就是读书。我们应以书为

友，我们须以书为友，读书应成为我们终身的习惯。书籍于我们，正应如空气、

阳光和水。

在我看来，读书至少有三种收获：其一，通过读书知道了原来不知道而且

也没有的东西，这样的收获叫知识。其二，通过读书知道了自己原来有但没有

意识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自己感悟到的，原来好像一直沉睡着，在读书中被

唤醒了、激活了，并且因此获得了生长、开花、结果的机会，这样的收获叫智

慧。其三，通过读书知道了如何查找、识别、选择、思考、传承、更新、批判、

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学会了读书，学会了学习，这样的收获叫学习能力。作

为读书人，你们唯一不能舍弃的爱好就是读书，好读书，读好书，多读书，学

会学习。读书的收获和学习的能力是受用终生的，读书是让自己的灵魂在修行，

读书的人终究是幸福的。

文后附列的，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基于以上与你们已分享了的思考，经过审

慎的择选，推荐给你们在大学期间应当阅读的四十本经典书目，其涵盖文学、

历史学、哲学、美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也涉及自然科学领域有助于培育科学素养的部分。这个推荐书目

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一个尝试，尽管还不周全，在大家看来还有所遗漏，但所选

书籍都有阅读的价值，期待同学选读时开卷有益。书目理应精益求精，今后可

以进行适当的调整。学校将进一步充实图书馆的馆藏，同时针对书目开设有关

的导读课程，并通过建立“学习圈”，组织读书会等活动，支持大家的阅读。

作为师长，我希望看到大家在法大完成学业的同时，修成充盈而富有灵性、

葆蕴人性光辉的内心。不仅成才，更要成为大写的人、人格健全的人，就是成

为一个真正有美丽心灵的人，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一

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一个真正有品位的人，一个真正有修为的人，从而能够超

越成败、享有幸福，拥有一个敞亮的人生。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二〇一七年七月九日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推荐阅读书目

序
号 作者 书名 建议阅读

学期 推荐版次

1.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2. [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四大
悲剧

1 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
版

3. 论语 孟子 大
学 中 庸

1 1.孙钦善《<论语>本解》，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杨伯峻
《<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王文锦《<大学>、<中庸>译
注》，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
书局 2012 年版

4. [古希腊]亚
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
学

1 苗 力 田 译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2003 年

5. 亚 里 士 多
德

政治学 1 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

6.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 2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7. [古希腊]柏
拉图

理想国 2 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8. [德]歌德 浮士德 2 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版。

9. 费孝通 乡土中国 2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10. [古希腊]荷
马

奥德赛 2 陈中梅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

11.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 3 武汉出版社 2012 年未删节版

12. 列奥·施特
劳斯 主编

政治哲学史 3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13. [德]马克思 路 易 · 波 拿 巴
的雾月十八日

3 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版

14. 钱穆 国史大纲 3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15. [英] 以赛
亚·伯林

自由论 3 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

16. [法]托克维
尔

论美国的民主
（上、下）

4 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



序
号 作者 书名 建议阅读

学期 推荐版次

17.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4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18. [英]洛克 政府论（上下） 4 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第 1
版

19. [ 英 ] 约
翰·密尔

论自由 4 许 宝 骙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第 1 版
(1959 年 3 月 1 日)

20. [法]孟德斯
鸠

论法的精神 4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21. [ 英 ] 亚
当·斯密

国富论 5 1.《国富论》，胡长明译，人民日报
出版社 2009 年版

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

22. [ 美 ] 约
翰·罗尔斯

正义论 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3. [ 德 ] 马 克
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

5 1.苏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2.简惠美、康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0 年 9 月版

24. [ 法 ] 米 歇
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5 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第 4 版 (2012 年 9 月 1 日)

25. 司马光 资治通鉴 5 中华书局，第 2 板

26. [ 美 ] 托 马
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
构

6 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2 版 (2012 年 11 月 1 日)

27. 卡尔·波普
尔

科学发现的逻
辑

6 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中国美
术学院出版社第 1 版 (2008 年 1 月
1 日)

28. [ 法 ] 马 塞
尔·莫斯

礼物：古式社
会中交换的形
式与理由

6 汲喆译、陈瑞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6 月版

29. 亚 历 山
大·柯瓦雷

从封闭世界到
无限宇宙

6 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2 版
(2008 年 5 月 1 日)

30. [ 美 ] 罗 纳
德·哈里·科
斯

企业、市场与
法律-

6 盛洪、陈郁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
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 版

31. 金岳霖 逻辑 7 中国人民大学 2011 年版



序
号 作者 书名 建议阅读

学期 推荐版次

32. [美]道格拉
斯·诺斯、
罗伯特·托
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
起

7 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 2009
年 6 月版

33. 卡尔·波兰
尼

巨变：当代政
治与经济的起
源

7 1.《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
起源》，冯钢、刘阳等译，浙江人民
出版社第 1 版（2007 年 4 月）

2.《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黄 树 民 译 ，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2013 年版

34. 曹雪芹 红楼梦 7 冯 其 庸 《 瓜 饭 楼 重 校 评 批 < 红 楼
梦>》，青岛出版社 2013 年版

35. [德]马克思 1844 年 经 济
学哲学手稿

7 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36. 道德经 8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老子道德经
注》（中华国学文库），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37. 庄子 8 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
华书局 2007 年版

2.《庄子注疏》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38. 诗经 8 1.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
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2.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
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39. 宗白华 美学散步 8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40. 王国维 人间词话 8 1.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8 年版

2.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中
华书局 2011 年版

建议同学们参考上表以每学期 5本的进度来安排阅读。同时，也鼓励
同学们结合大学四年期间自身的课业负担及学习进展情况，做出符合实际
的自主的、个性化的阅读安排。个性化的安排并不会影响你选择修读相关
导读课程以及参与读书会、学习圈等阅读活动。

古训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将不断促动你的思与
学，深信你们会在有益的学与思中不断成长，同时也更深信你们在大学期
间的阅读不会止于所开列的这个书单。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中国哲学简史》

作者：冯友兰

推荐理由：讲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
史，打通了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在
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冯友兰对中国哲
学的理解，是史与思的结晶，充满了
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行文流畅，
常读常新。

建议阅读学期：1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版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作者：莎士比亚

推荐理由：莎士比亚绝不仅仅是伟大
的文学家或戏剧家，而且是真正伟大
的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通过对莎士
比亚的阅读，我们可以领会对人类德
性的深刻理解和对高贵生活的热切渴
望。莎士比亚的戏剧既是一种哲学—
—感性地讨论人类事物的哲学，又是
一种诗——将优美的激情和严格的理
性统一起来的诗。

建议阅读学期：1



孙钦善《<论语>本解》，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2010 年版
王文锦《<大学>、<中庸>译注》，
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
书局 2012 年版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推荐理由：

《论语》、《孟子》主要记录了孔子、
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重要的儒家
原始文献，其语言文学价值、史料价
值及思想价值毋庸多言。

《大学》、《中庸》自宋代以来受到
空前重视。二程认为《大学》是初学
入德之本，《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
朱熹将二者从《礼记》中抽出，与《论》、
《孟》一道构成完整的《四书》体系。

《论》、《孟》、《学》、《庸》，
是了解原始儒家思想不可不读的文
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理
解近八百年来传统文化的一把重要钥
匙。

建议阅读学期：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尼各马科伦理学》

作者：亚里士多德

推荐理由：西方伦理学开山之作。亚
里士多德被认为是第一位百科全书式
的作家，他的研究涵盖了当时人类所
能够掌握的一切知识部门。亚里士多
德对本科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贴近每
个人生活的《伦理学》。

建议阅读学期：1



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

《政治学》

作者：亚里士多德

推荐理由：《政治学》是西方政治思
想史上的奠基之作，蕴藏着亚里士多
德政治哲学的精髓，深刻塑造和影响
了西方的政治观念和思想。该书着重
分析了最佳政制、公民德性和国民教
育等问题，并展示了这些问题的内在
有机关联，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亚里士
多德的思想世界，同时可以理解古典
政治伦理的根本精神。该书直接促成
了当代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可
以为我们反思当今世界由现代性所引
发的困境提供深刻的启示和有益的思
想资源。

建议阅读学期：1

中华书局，2006 年版

《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曾经让国内史学
界耳目一新的小书，刚刚步入开放年
代的国内学人，由此知道严肃的史学
研究著作原来也可以写得如此生动。
不过，值得称道的，不仅仅是它的写
法，还有作者对中国历史关键症结的
深邃见解。

建议阅读学期：2



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

《理想国》

作者：柏拉图

推荐理由：美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略带
夸张地说：西方哲学史乃是柏拉图思
想的注脚。由此可见柏拉图在西方哲
学史上的地位。《理想国》代表了柏
拉图思想发展的一个项峰。它不仅集
中体现了柏拉图成熟时期的理念论哲
学，而且从理念论出发还同时论述了
他的国家哲学、道德哲学、教育哲学。
是西方哲学史上最经典的不可逾越的
代表作之一。

建议阅读学期：2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版

《浮士德》

作者：歌德

推荐理由：一个众口相传的人物，一
个广为人知的故事，经歌德近乎一生
的熔裁与锤炼，最终成为一篇新型史
诗，一座新的文学丰碑，一种新的求
索历程，一种全新的思想境界。对于
这样的作品，任何评介都显得贫乏、
多余。《浮士德》的意义当然不仅局
限于文学领域，也不仅局限于日耳曼
精神，甚至不仅限于整个西方文化。
也许可以断言的是，如果不读此书，
我们将永远难以体会，什么是文学作
品所能达到的深邃、崇高与恢弘。

建议阅读学期：2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乡土中国》

作者：费孝通

推荐理由：《乡土中国》系费孝通 1940
年代农村社会学授课内容辑录而成。
《乡土中国》以短小精悍的篇章，平
和通达的文字，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
的运行特点、乡民的民族性格精辟地
呈现出来，是研究乡土社会的里程碑
作品。其中所讲的“乡土中国”，“并
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绘，而是包
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
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生活的各个方
面。”该书对于认识面临现代冲击下
的传统乡村基层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
性。一些概念如“差序格局”、“礼
治秩序”等，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建议阅读学期：2

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

《奥德赛》

作者：荷马

推荐理由：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与丰
碑，荷马史诗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地
位。《奥德赛》描绘了西方文学史上
第一个个人形象，其主题与表现手法
也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读
此书，不仅能直接体味西方史诗传统
的内涵与魅力，对于全面、深入理解
西方文学乃至思想文化而言，亦不可
或缺。

建议阅读学期：2



武汉出版社，2012 年未删节版

《中国近代史》

作者：蒋廷黻

推荐理由：以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为
问题意识，对鸦片战争至于抗战的历
史做要言不烦的阐述，尽显对国家民
族命运前途的关怀，是以现代化史观
研究近代历史的代表作。

建议阅读学期：3

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

《政治哲学史》

作者：列奥·施特劳斯

推荐理由：这部政治哲学史是由当世
大家斯特劳斯主编的文集，因此，它
绝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政治哲学教科
书，它是对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最
深刻的反思和批评，是对自由与德性
之间关系最深刻的探究。任何一个愿
意严肃思考生活的人都可以从这本书
得到有益的启示。

建议阅读学期：3



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作者：马克思

推荐理由：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
劳斯对该书有过这样充满激情的介
绍：“从马克思那里，我接触到一个
全新的世界。我对马克思的钦佩始终
不变，每次我要考虑一个新的社会学
问题时，几乎都要先重读几页雾月十
八日。几乎所有的政治科学都从这部
著作中汲取了思想源泉：历史学家声
称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事件史”分析
的早期范本，政治学家则说是马克思
第一次在这里论述了“国家自主性”
的存在，社会学家则通过马克思的描
绘，得到了一幅阶级斗争分析的活生
生的画面。”

建议阅读学期：3

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

《国史大纲》

作者：钱穆

推荐理由：全书从政治、经济、文化
三个角度入手，旨在把握历史发展之
大脉络，明政治之治乱盛衰，立文化
之一贯统序，弘民族之生命精神，扬
中华之伟大光明。虽为一家之言，但
以其卓识与情怀，自有长久之价值。

建议阅读学期：3



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

《自由论》

作者：以赛亚·伯林

推荐理由：《自由论》是以赛亚·伯
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论》的修订与
扩充版，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被誉
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
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伯林因此书所表达的思想，成为二十
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最重要
思想家之一。

建议阅读学期：3

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 年版

《论美国的民主》（上、

下）

作者：托克维尔

推荐理由：在多数主义的民主与暴政
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完美，民主的
趋势也会因时因势有所差异，对此，
本书采取一种审慎细微的视角统和美
国社会，通过方方面面的制度细节来
分析民主的双刃性。本书文风质朴清
新，具有很强的感染性，为悦读佳品。

建议阅读学期：4



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

《社会契约论》

作者：卢梭

推荐理由：对人类社会应有的完美图景
之描述，但却又隐含着摧毁性的力量，
如何看待这样的悖论？本书是西方社
会科学研究中，一个坐标中心式的研
究，开创政治哲学分析的一个全面崭新
范式。完美与毁灭由此分野，却又有此
同源。既孕育出美国革命，也孕育出德
国纳粹，不同角度，评断千差万别。本
书语言优美中偷着犀利与激情，是浪漫
与理性的杂糅的经典之作。

建议阅读学期：4

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

第 1版

《政府论》（上下）

作者：洛克

推荐理由：西方政治哲学经典之作，通
过对光荣革命的分析，一举奠定了洛克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集大成者地位。本
书设计封建制度、宗教、社会契约、天
赋权利、国家权力限制、法治等诸多内
容。深入浅出，思想性强。

建议阅读学期：4



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第 1 版

(1959 年 3 月 1 日)

《论自由》

作者：约翰·密尔

推荐理由：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
以多学科的工具，尤其是功利主义的视
角切入政治哲学的自由理论，分析了多
个层面的政治自由。本书以自由为核
心，但内容所涉及政治哲学、传播学、
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自由研究的经
典之作。作者行文优美，全书小而精巧，
适于阅读。

建议阅读学期：4

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

《论法的精神》

作者：孟德斯鸠

推荐理由：作为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的这部著作是古典时期最经典的社会
科学作品，不仅成为社会学、法哲学、
政治学等领域的经典，而且深刻影响了
当代政治形态的发展。本书涉猎范围之
广泛，论题之开放，开创研究方法之多，
影响之深远，值得所有社科学生细细品
读。

建议阅读学期：4



1.《国富论》，胡长明译，人民日

报出版社，2009 年版

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

书馆，1972 年版

《国富论》

作者：亚当·斯密

推荐理由：20 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
通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说过，
正像牛顿对宇宙世界有所洞察一样，
苏格兰人亚当·斯密窥见了经济学人
文世界的真谛。《国富论》（全名为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776 年）书中，斯密揭示了自立的
动机如何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润滑了
经济及其，从而形成了自我调整的自
然秩序。该著作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理论体系，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开
山之作。“看不见的手”是斯密对经
济学不朽的贡献——如果只推荐一本
经济学著作，那一定是《国富论》。
斯密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就是“经济人”
假设，而要深刻理解其内在含义，必
须连同《道德情操论》（1759 年）同
时阅读。

建议阅读学期：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

《正义论》

作者：约翰·罗尔斯

推荐理由：现代政治哲学的经典作品，
在古典社会契约基础上，融入现代分
析工具，将多学科的分析工具纳入进
来，完成经典的论述，所设定的原初
状态和无知之幕成为社会科学分析无
法绕过的经典之说。对于法学而言，
奠定规则的伦理基础，此书也无法绕
过的。全书行文规范，适于精读。

建议阅读学期：5



1.苏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1 年版

2.简惠美、康乐译，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0 年 9 月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马克斯·韦伯

推荐理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系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
代表性作品，是其致力于世界诸宗教
经济伦理观比较研究的一部分。在这
部著作中，从“理性化”理论出发，
韦伯通过对路德派的“天职观”、加
尔文宗的“预定论”等教义与实践伦
理的细致考察，揭示出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之间亲和性，从而解释了
为什么近代只有西方才出现了“理性
资本主义”的历史命题，引发后世诸
多争论与进一步的研究。

建议阅读学期：5

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第 4版 (2012 年 9 月 1日)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作者： 米歇尔·福柯

推荐理由：后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扛鼎之作。公开残
酷的行刑为细致隐蔽的监禁所取代—
—福柯从谱系学的角度，通过对监狱
这一典型的规训形式的分析，精辟指
出权力的微观性、弥散性以及网络构
成及自为自觉，分析了知识/权力的特
点，阐明了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机制，
启迪对人性解放进行深度思索。该著
作内容引人入胜、新意叠出，行文饱
含激情，体现出福柯鲜明的写作风格。

建议阅读学期：5



中华书局，第 2 版

《资治通鉴》

作者： 司马光

推荐理由：《资治通鉴》系中国第一
部编年体通史，叙述西周末年至宋以
前 1000 多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
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
和历史人物评价。史料来源可靠，语
言简练，文笔生动，较传统正史（纪
传体）而言，更有可读性。此外，本
书是司马光为宋神宗提供“治国理政”
之参考而编写的历史读物，不仅注重
简要，且所载历史多事关国家盛衰、
民族兴亡。因此，本书是学生在最短
时间内了解中国宋以前历史发展脉络
和趋势的最佳读本，也是系统阅读中
国史学原典的敲门砖。

建议阅读学期：5

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第 2版 (2012 年 11 月 1 日)

《科学革命的结构》

作者： 托马斯·库恩

推荐理由：“科学革命是如何发生
的？”库恩在对科学史的研究中，开
创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以表
明科学的革命不仅仅是两个理论之间
的替换，更重要的是发生在科学家共
同体中的范式的转变。这是二十世纪
学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它不
仅深化了我们对于科学及科学史的认
识，而且为我们考察各门学科打开一
个很好的视野。

建议阅读学期：6



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中国

美术学院出版社第 1 版

《科学发现的逻辑》

作者：卡尔·波普尔

推荐理由：“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
科学？”这是科学时代的一个重要问
题，在认识论里它表述为科学与非科
学的划界问题。波普尔批判了以前的
划界标准：可证实性，而开创性地提
出了“可证伪性”的标准，并在此基
础上给出了科学知识如何增长的观
点，对归纳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成为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流
派，对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都有很大的影响。它可以改进我们
对科学的素朴的认识，是进入科学哲
学的一个很好的进路，有助于多学科
研究者学习实证研究的规范。

建议阅读学期：6

汲喆译、陈瑞桦校，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2 年 6 月版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

式与理由》

作者：马塞尔·莫斯

推荐理由：在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
莫斯运用白描式的笔法，呈现出一幅
非西方社会、古式社会中的“赠礼”
画面，在看似不经意的比较中，莫斯
在现代“经济人”的迷途上点燃了一
盏油灯：回归到慷慨与善意，是重建
社会道德的可行之路。“友谊，是多
么美好！” 这是莫斯在失忆多年后临
终前最后一句，也是这本小书的灵魂。

建议阅读学期：6



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2 版

(2008 年 5 月 1 日)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作者： 亚历山大·柯瓦雷

推荐理由：作者柯瓦雷是科学思想史
的开创人，使得科学史摆脱了“剪刀
加浆糊”的简单编年史方法。本书是
他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他开创的思
想史的编史方法的威力，这种方法对
各门学科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柯瓦
雷在书中把科学思想置入与哲学、宗
教更加紧密结合的大背景中，使人可
以更加身临其境地理解十六、七世纪
哥白尼革命。这场科学革命奠定了近
代人思维的世界观背景，然而却很少
有人能充分理解其中的含义，若想要
追溯自己世界观的起源，或者更进一
步挖掘其中的问题以有所创新，本书
是不可或缺的。

建议阅读学期：6

盛洪、陈郁译，格致出版社、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 版

《企业、市场与法律》

作者： 罗纳德·哈里·科斯

推荐理由：本书包括了科斯两篇最著
名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
本问题》。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法
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科斯创建性的提
出“交易费用”概念，并把交易费用
纳入经济分析中，由此，引发了新制
度经济学、法经济学领域无数的研究
成果。科斯的研究具有法律与经济学
结合的跨学科特性，这就是以法科见
长的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一定要了解和
学习科斯经济学的原因。

建议阅读学期：6



中国人民大学 2011 年版

《逻辑》

作者： 金岳霖

推荐理由：培养学生逻辑思维。作者
以深厚的学术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
将貌似枯燥的逻辑理论娓娓道来，令
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

建议阅读学期：7

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

年 6 月版

《西方世界的兴起》

作者：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
马斯

推荐理由：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另一位
独树一帜的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的诺
斯教授创建了新经济史学派，他本人
也在 1993 年，因为将经济理论和量化
方法应用到制度变迁的研究，进而更
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而获得诺贝尔经
济学奖。本书是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
之一。作者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
术革新中去寻找发生产业革命的原因
的偏见，而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
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去寻
找经济增长的原因。对于正在完成工
业革命变革，正在市场经济转轨的中
国，这本书无疑会引发各个专业同学
的不同视角的思考。

建议阅读学期：7



1.《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

济起源》，冯钢、刘阳等译，浙江

人民出版社，第 1版

2.《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

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3 年版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作者： 卡尔·波兰尼

推荐理由：经济学永恒不变的主题是
如何界定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经
济学家也因此而引发无数的争论。当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两
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出版了。一
本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它
成为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的自
由市场革命的推动性力量。另一本是
20 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
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撰写的《巨
变》（或译作《大转型》），它是 20
世纪“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著作”，
波兰尼强调了经济关系只是社会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且镶嵌于整体社会以
及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就扩展和加
深对市场社会的批评而言，这个时代
没有其他书比《巨变》做得更多了。

波兰尼的这部著作为人们反思现实之
中自由市场的弊端，思考如何构建国
家、市场、社会之间均衡的关系提供
了一剂良药。阅读这本书有助于激发
我们对经济社会最根本问题全面而深
入的思考。

建议阅读学期：7



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

梦>》，青岛出版社 2013 年版

《红楼梦》

作者： 曹雪芹

推荐理由：“开口不谈红楼梦，读尽
诗书也枉然。”《红楼梦》是一部才
子书，一部奇书，其内涵之丰富与复
杂，堪称全部传统文化之缩影。此书
须从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去透视，
因此，任何概括性的评介位都未免苍
白。生曹霑之后，为中国文化人，不
深味此书，可乎？

建议阅读学期：7

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作者： 马克思

推荐理由：毋庸置疑，马克思是人类
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手稿》
是二十世纪被讨论得最多，也是对西
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它会改变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的
粗疏了解，对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思
想以及马克思与以往哲学尤其是与德
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具有异常重要的作
用。

建议阅读学期：7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老子道德

经注》（中华国学文库），中华书

局 2011 年版

《道德经》

推荐理由：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言，
道家是中国哲学的根基，因而《道德
经》不仅是道家和道教的奠基之作，
而且是中国文化的最深的源头之一。
此外，它还包含了治国之术，用兵之
道以及独特的历史观与人生观。老子
五千言，言简意赅，深刻隽永，沉淀
了中国文化的智慧。

建议阅读学期：8

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

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2.《庄子注疏》中华书局 2011 年

版

《庄子》

推荐理由：老庄并举。庄子的思想源出
于老子，但其文汪洋恣肆，奇瑰万千，
想象宏富，了无拘束，似非人力能为者。
这是《道德经》所不能比拟的。不仅极
深地塑造了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审
美，而且深刻地建构了两千年中国人的
文化心理。它的影响遍及中国文化的一
切领域，远远超出了哲学学科的范围。

建议阅读学期：8



1.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

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2.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

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诗经》

推荐理由：孔子云：“兴于《诗》，立
于礼，成于乐。”其平生之教，尤推重
《诗》、礼。《诗经》为五经、十三经
之一，是了解经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
文化必读之书。《诗经》之“风、赋、
比、兴、雅、颂”六义，“思无邪”与
温柔敦厚等诗学主张，长久而深远地影
响了后世文学，可谓百代文学之祖。从
文字、训诂、音韵角度看，《诗经》有
无可替代的语料价值。

建议阅读学期：8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美学散步》

作者：宗白华

推荐理由：《美学散步》以优美的笔触，
洗练的文字，在融摄西方美学精髓的同
时，以特具民族性的方式，诠释了中国
传统美学的精神内涵，隽永深长。随宗
白华先生此种散步美学进路，可怡养情
性、澡雪精神，深得中国传统美学之三
昧。

建议阅读学期：8



1.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8 年版

2.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中

华书局 2011 年版

《人间词话》

作者：王国维

推荐理由：此书言简意长，铄古铸今，
既是中国传统词话集大成之作，亦化用
西方哲学美学之妙义，浑然天成。借王
国维之慧眼，可窥传统诗词境界之本；
读《人间词话》，可陶冶情怀，庶几为
一诗性人、审美人。

建议阅读学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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