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社科 学术著作

哲 学 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恢复性司法与儒家伦理 单纯、张发 ２０１７．０２

行业协会处罚权研究 凌潇 ２０１７．０３

唐君毅佛教哲学思想研究 张云江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

中国伦理学史经典精读 姚新中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批判性思维 武宏志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生物进化的信息机制 韩明友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教育部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后期资
助项目

科学文化社会背景下的技术编年
史（远古—Ａ．Ｄ１９００） 姜振寰 ８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教育部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后期资
助项目

汉语言哲学发凡 刘梁剑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物理学革命的哲学思考∗ 曹文强、贺恒信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
科学哲学概述（第三版） 邱仁宗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 杨怀忠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中国思想史经典精读 方光华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中国哲学史经典精读 郭齐勇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０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女性主义知识考古学∗ 倪志娟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形而上学导论———一种关于道的
哲学理论∗ 沈顺福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蒙古秘史》伦理思想研究∗ 斯仁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

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
科学哲学概述（第二版） 邱仁宗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６．０７

文 学 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２０ 世纪西方文论经典精读 高建平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经典精读系列

２０ 世纪西方美学经典精读 高建平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经典精读系列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经典精读 李浩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经典精读系列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精读 高建平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经典精读系列

红学史谫论 王人恩 ２０１７．０２

想象西方———晚清民间视野中的
西方形象

王娟 ２０１７．０４

都市空间与人的生存状态研究 张红翠 ２０１７．０２

反启蒙 季广茂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反者道之动

反启蒙与现代西方思想进程 季广茂 ４４．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

１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反全球化 和磊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反者道之动

反英雄 黄肖嘉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反者道之动

反消费主义 李辉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反者道之动

反乌托邦 王建香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反者道之动

红色经典导论 惠雁冰等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 （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５） 张建华 １１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

明代文学与明代的科举文化生态 陈文新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

中国文学批评史经典精读 李春青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经典精读系列

《礼记要义》整理与研究∗ 王锷 瞿林江 １８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库切作品与后现代文化景观 邵凌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诗词格律简说 姜仁涛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清空：宋代词学的创作风格 郭锋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七月派文献汇编∗ 张传敏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江南城市群文化研究（上下册）∗ 刘士林 １８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马克思与 ２０ 世纪美学问题 汪正龙 ７２．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２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明代词学编年史∗ 张仲谋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元稹资料汇编（上下册）∗ 杨军、周相录 １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中国古代歌谣整理与研究 王 娟 ２５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国家十二五规划
重点图书、 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北京新闻出
版局精品项目

中国文学史经典精读 陈文新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春秋文学系年辑证（全 ４ 册）∗ 邵炳军 ３９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现代化与中国 ２０ 世纪文学∗ 黄曼君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佛教经典诗学研究∗ 孙尚勇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喧闹与闲适———休闲视野下的晚
明文学研究

王晓光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格萨尔王传》 汉译本系列丛书
（总 ８ 册）∗ 角巴东主等 ４５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意识 批 评、 语 言 分 析、 行 为 研
究———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批评
之批评∗

肖锦龙 ３１．５０ ２０１１．０５

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 周裕锴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楚辭書録解題（上下册）∗ 崔富章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３７



语言学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汉台语源关系研究 陈保亚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

古代汉语经典精读 孙玉文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经典精读系列

纳西语比较研究 李子鹤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 沈澍农 １９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语言学经典精读 陈保亚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经典精读系列

威廉· 琼斯———东方学、历史比
较语言学的先驱∗ 陈满华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楚辞》训诂史 黄建荣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汉字与中华传统文化 李索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汉语隐喻认知与 ＥＲＰ 神经成像∗ 王小潞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乌尔都语汉语词典∗ 孔菊兰 ３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２０１３—２０２５ 年国
家辞书编纂出版
规划项目

杂糅与会通———词汇语义学与修
辞的交叉研究

刘茁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周国光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十三经字频研究 海柳文 ５３．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４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
家口述实录

张宜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汉语大词典札记∗ 马固钢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扬雄《方言》校释论稿∗ 华学诚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方言》与扬雄词汇学∗ 王智群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法言》《扬雄集》词类研究∗ 路广 ４７．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扬雄集》词汇研究∗ 马莲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扬雄《方言》用字研究∗ 王彩琴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两汉语法比较研究∗ 魏兆惠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两汉方言词研究∗ 吴吉煌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的语音研
究∗ 谢荣娥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楚简帛通假汇释∗ 刘信芳 ２８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历史学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考古学史经典精读 李伯谦 陈星灿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经典精读系列

南宋经学史∗ 姜海军 ２０１７．０６

５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明代九边形成及演变研究∗ 胡凡 ２０１７．０７

简帛《五行》研究 刘信芳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中国出土简帛研
究系列

《雅典政制》汉译与研究 郝际陶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

乐浪研究 苗威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

周一良全集·第一编（３ 卷） 赵和平 ２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国家十二五规划
重点图书

周一良全集·第二编（２ 卷） 赵和平 １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国家十二五规划
重点图书

周一良全集·第三编（２ 卷） 赵和平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国家十二五规划
重点图书

周一良全集·第四编（３ 卷） 赵和平 ３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国家十二五规划
重点图书

简帛易卦考 史善刚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中国出土简帛研
究系列

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
制∗ 杨红伟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中国史学史经典精读 乔治忠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经典精读系列

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 瞿林东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 常建华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 冯天瑜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汉代学术史论∗ 熊铁基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６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日知文集（５ 卷本 简装）∗ 林志纯 ４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 郭卫东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白寿彝与 ２０ 世纪中国史学 瞿林东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日本“满洲移民”社会生活研究 石艳春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江南大学项目

走近清华简 刘国忠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沉默的决策者———法国公民投票
制度化进程研究∗ 孙一萍 ４３．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日本占领期间山西社会经济损失
的调查研究∗ 岳谦厚 等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艺术学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工艺美术通史（４ 卷） 田自秉 ２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中国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及其
当代价值

吴隽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中国画学文献史略 韦宾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淮河流域戏曲音乐实证研究 郭德华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中国历代乐书要籍精诠 修海林 １８２．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韦启美的素描课 余丁 ４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７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图鉴∗ 潘公凯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中国墓室壁画史 贺西林 李清泉 ３６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上
卷、下卷） 赵声良 ９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国家十二五规划

唐代书画理论∗ 邵军 １８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国家形象———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博会
中国国家馆展示设计札记

黄建成 ４５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潘天寿绘画艺术 潘公凯 ４５８．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潘氏辑略

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文化
研究

格桑曲杰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佛教音乐文化丛
书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 杨民康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佛教音乐文化丛
书

敦煌佛教歌辞研究 王志鹏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佛教音乐文化丛
书

经济学、管理学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前沿问
题研究

徐大伟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公平贸易的公平性及福利效应研
究

曲如晓

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的演变 马涛 ２０１７．０３

工科院校经管类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研究

何楠 ２０１７．０８

８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孟夏 ２０１７．０３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发生机制及
其治理研究

吴淼 ４７．７０ ２０１６．０９

大别山金融工程———基于中国湖
北黄冈的示范分析

叶永刚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资源枯竭型地区经济转型政策研
究

宋冬林等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灰色博弈理论及其经济应用研
究∗ 方志耕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监管学 晏维龙，李昆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养老金替代率适度水平的确定研
究∗ 郝勇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东南亚国家城市化与乡村发展研
究

韦红 等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 刘守刚 ６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管理者行为特征与上市公司盈余
管理

李延喜、王阳、陈
克兢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经济转型与发展之中国道路 洪银兴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行业协会商
会发展

郁建兴 周俊 张
建民 等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伍皓经济学微论：中国城镇化“问
题清单”及创新解决

伍皓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

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模式选
择与优化

何振 等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经济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地位变
迁史∗ 兰日旭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９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明清北方资源环境变迁与经济发
展∗ 梁四宝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经济学与实在 龚威 ６４．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精读﹒当
代价值

洪银兴 张宇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超越经济人
叶航 陈叶烽 贾
拥民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国土经济学通论 谷树忠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宏观金融工程：区域卷（上、下） 叶永刚 宋 凌 峰
张培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宏观金融工程：国别卷（上、下） 叶永刚 宋 凌 峰
张培

１１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宏观金融工程：理论卷
叶永刚 宋 凌 峰
张培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宏观金融工程：宏观经济资本卷
叶永刚 宋 凌 峰
张培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行为公司金融 饶育蕾 蒋波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循环经济系统论
徐玖平 赵勇 黄
钢 胡知能

１４３．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小额信贷发展比较研究
谢玉梅 郭 建 伟
朱群芳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测量维
度、影响因素及绩效关系

郑海东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刘晨阳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孟夏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０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宫占奎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２ 孟夏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２０１１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宫占奎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世界贸易组织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屠新泉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世界贸易组织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张汉林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世界贸易组织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张汉林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世界贸易组织发展报告 ２０１２ 张汉林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世界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车维汉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世界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车维汉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世界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车维汉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世界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２ 车维汉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制度分析与绩
效评价

樊胜岳 张卉 乌
日嘎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财政分权、财政竞争与经济绩效 付文林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战略性环境政策的贸易效应：理
论、实证及我国的对策

李昭华 ４１．５０ ２０１０．０２

管理式医疗———美国的医疗服务
与医疗保险∗ 胡爱平 王明叶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１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史∗ 丁建定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

法 学 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人格权各论 张红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国际经济法治：全球变革与中国
立场

何志鹏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５．８

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 韩立余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

国际法史论∗ 杨泽伟 ６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促进技术创新的法律机制研究∗ 林秀芹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环境法的理念更新与制度重构∗ 史玉成 郭武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政治学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成长———
源自地方的本土化解答

贺东航 ２０１７．０６

国家软实力问题研究 李家祥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逻辑研
究———以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为
视角

洪明星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２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 钟德涛 ８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研究 段尧清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公共生活的发生∗ 张康之 张乾友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

中外关系鉴览 １９５０—２００５———中
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 阎学通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坚持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
学原理中国化研究∗ 赵连章 ４６．８０ ２０１０．０２

改革与重建———中国乡镇制度研
究∗ 吴理财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马克思主义研究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延安精神概论 谭虎娃 ２０１７．０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肖贵清 ２０１７．０８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科学精神与当
代中国社会进步

蒋道平 ２０１７．０５

新时期干部教育文化建设研究 王晓锋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民族复兴的价值支撑———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郭建宁 ４１．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

社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基于
利益论视角的研究

王成国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话语体系研究

韩庆祥 张健 张
艳涛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３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话语体系研究

韩庆祥 张健 张
艳涛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郭建宁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上下册） 秦宣 ９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教育学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教师惩罚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学生
问题行为研究∗ 李美华 ２０１７．０３

中国大学精神研究 胡显章 ２０１７．０３

追寻生命的整全———个体成人的
教育哲学阐释

刘铁芳 ２０１７．０３

东亚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与政策 姜英敏 ２０１７．０３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宋乃庆 ２０１７．０５

文明的守望与重塑———中世纪欧
洲大学研究

崔延强 邓磊 ２０１７．０３

中国高水平大学建设研究 陈希 王孙禺 ２０１７．０５

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及其优化研究 张德祥 ２０１７．０５

当代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心理学研
究（上） 张大均 ２０１７．０８

当代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心理学研
究（下） 张大均 ２０１７．０８

４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２０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传
统研究

侯怀银 ２０１７．０８

教育体制综合改革发展报告（第
二辑） 李玲 ２０１７．０４

共享与再生：新型教与学资源建
设

黄慕雄 ２０１７．０５
“教育部－中国移
动科研基金” 项
目

应用与示范：智慧环境与学习创
新

胡小勇 ２０１７．１０
“教育部－中国移
动科研基金” 项
目

深化与重构：移动学习与在线教
育

穆肃 ２０１７．０４
“教育部－中国移
动科研基金” 项
目

融合与创新：教育信息化理论发
展

胡钦太 ２０１７．０２
“教育部－中国移
动科研基金” 项
目

连接与整合：智慧校园与电子书
包

柯清超 谢幼如 ２０１７．０３
“教育部－中国移
动科研基金” 项
目

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估研究与实践 吴砥 ２０１７．０８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论 李进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在线教育的路径选择与质量保证 白滨 ２０１７．０７

后 ４％时代教育财政：国际经验与
中国借鉴

刘强 ２０１７．０４

教学做统一：理论与实践的新发
展

曾良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教育就是留着灯留着门———育人
工作的使命与回归

徐建成 张密丹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现代学徒制“东莞模式” 肖胜阳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世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研究 赵跃宇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５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我国城乡教师均衡发展研究：理
论与方法

唐松林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混合教育组织的契约治理研究 于光辉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未来教育家：中小学校长队伍建
设研究

李潮海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

超越与变革：翻转课堂与项目学
习

柯清超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互联网 ＋时代的
教育信息化理论
发展丛书

引领与推动：教育信息化绩效评
价

谢幼如等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互联网 ＋时代的
教育信息化理论
发展丛书

愿景与决策：教育信息化战略研
究

焦建利等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互联网 ＋时代的
教育信息化理论
发展丛书

教育公平的本质与测评 郝文武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意义与使命 瞿振元 王建国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做强地方本科院校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

潘懋元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项目组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扩大对外开放，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

卢铁城 谢安邦 ６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研究 张安富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建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
强国

刘献君 李培根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做强省域高等教育研究 丁晓昌 ８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组织文化变
迁

任玥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６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知识世界的漫游者———西方大学
教师国际流动的历史

潘奇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欧盟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与发展
趋势

陈时见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隐形的力量：世界银行的高等教
育政策及其影响

沈蕾娜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
治理结构研究

欧阳光华 ４０．４０ ２０１１．０３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结构、功能
与效率研究

王绽蕊 ３１．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当代英国高等教育绩效评估研究 阚阅 ３４．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英国教育督导与评价：制度、理念
与发展

王璐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路径研
究———学术理念、学术语言与学
术评价的视角（修订版）

潘懋元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情绪智力———中国理论发展及应
用研究∗ 王晓钧 张玮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辅导员：高校立德树人的关键力
量

任少波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ｅｅｓ（全
球化与学术人才跨国流动：中国
留美归国学者研究）

陈琼琼 ６３．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Ｊｕｎ Ｆｅｎｇ， Ｙｉｎｇ
Ｊｉｎ， ｅｔ ａｌ． ９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高等职业教育“三元模式”研究 孟保和 孟博苑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教育信息化标准与应用 吴砥 彭娴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７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差异教学研
究———小学英语差异教学的理论
与实践

袁磊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中国西南地区大学生面众恐惧调
研报告

王洪礼 等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强校之路 卢铁城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空心村·空壳校·进城潮———陕
北六县农村教育调查研判

胡俊生 符 永 川
高生军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教育中国梦———５０ 位教育名家访
谈录

熊建辉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福州大学发展史稿
福州大学校史编
写组

３４．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高等教育热点问题调研报告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编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高校领导论教育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编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北京高等
职业教育回溯

孙毅颖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大学特色论∗ 张忠家、 张相乐
等著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语文教学论 乔桂英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西方教育管理 ２１ 世纪进展研究∗ 冯大鸣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意识形态解蔽与教育批判———阿
普尔教育哲学思想研究

徐冰鸥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教育人学论纲 扈中平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教育财政与经济增长 赵晓江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８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文化育人的理念与实践研究———
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刘洪一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大学发展的经济分析 王连森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教育发展融资创新论 王小兵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教育学名词
教育学名词审定
委员会

９６．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与实践 刘绍怀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基于问题的学习：理论与实践∗ 杜翔云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中国教育政策分析报告（２０１１） 国家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教育政策研究丛
书

汲取经验：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
反思

威廉·鲍文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 治校之道丛书

查斯校长的 １００ 个学期 威廉·查斯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 治校之道丛书

面向合作的高等教育管理：校领
导手册

阿德里安娜·基
泽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治校之道丛书

后大众化高等教育之挑战 肖念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二十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史 生兆欣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比较教育学科建
设丛书

重德博学 务实尚美———四川师范
大学文化研究

傅林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实事求是 日新又新———天津大学
文化研究

李义丹 王杰 ６２．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求是之光———浙江大学文化研究 王玉芝 ６４．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９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北京大学
文化研究

杨河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山高水长———中山大学文化研究 吴承学 彭玉平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世纪清华 人文日新———清华大学
文化研究

胡显章 蔡文鹏 ６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正气完人的精神家园———苏州大
学文化研究

范培松 ５１．８０ ２０１１．０３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思源致远 百年神韵———上海交通
大学文化研究

潘敏 李建强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梅与牛———中国科大文化研究 鹿明 蒋家平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从书院到大学———湖南大学文化
研究

章兢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南方之强———厦门大学文化研究 潘懋元 ４１．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冲突与整合：高等教育供求主体
利益分析

马永霞 著 ２５．１０ ２００６．０９

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 梁柱 著 ４２．００ ２００７．０１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三辑）
教育部中外大学
校长论坛领导小
组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６．１２

大学何为：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
及协调

赵婷婷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５．１２

大学教学管理制度论 郭冬生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５．１０

大学之道 王冀生 ２８．００ ２００５．０８

０９



综合及其他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四部丛刊（全 ６４６ 卷） 张元济等 ３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鲁迅卷 １－５）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６（章太炎、崔适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６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７（许广平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７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８（周作人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７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９（周氏家族、青木正
儿等人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８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１０（钱氏家族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８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１１（吴敬恒、马裕藻等
人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８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１２（刘师培、马叙伦等
人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９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１３（孙伏元、林语堂等
人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９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资源
图谱集：手工纺织技艺卷

蔡丰明 ２０１７．０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资源
图谱集：民间剪纸卷

蔡丰明 ２０１７．０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资源
图谱集：传统节日卷

蔡丰明 ２０１７．０５

１９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资源
图谱集：民间传说卷

蔡丰明 ２０１７．０５

学术诚信与建设 沈亚平 ２０１７．０２

西方伦理学史经典精读 姚新中 ２０１７．０９

科研诚信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和文
件汇编

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

２０１７．０３

第三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论文集 吴波 ２０１７．０２

图书馆核心价值阐释 毛赣鸣 等 ２０１７．０３

进阶回归分析 王存同 ２０１７．０５

湘学通论 朱汉民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文化治理视域中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

吴理财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
践探索

吴理财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中国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调查 吴理财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文化治理：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国
故事研究

刘辉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社区文化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行动
路径

李山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传播学经典精读 邵培仁 ２０１７．０８ 经典精读系列

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 ２０１３
年研修报告汇编

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２９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 ２０１４
年论文及专题报告集

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 ２０１５
研修论文及报告汇编

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

２０１７．０３

中国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研究 杨桦等 １３６．００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
指南

教育部社会科学
委员会

２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大学生论文写作指南 张晨 丁迅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学术规范译丛

从学位论文到学术专著（第 ２ 版） 许茜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学术规范译丛

怎样为书籍编制索引 祝鹏程 ２０１７．０３ 学术规范译丛

数字论文———运用图书馆、互联
网资料研究与写作指南

张晨 陈晨 ２０１７．０３ 学术规范译丛

正 确 引 用： 引 用 格 式 快 速 指
南———ＭＬＡ、ＡＰＡ、芝加哥、科学、
专业及其他引用格式（第二版）

岳云强 译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学术规范译丛

社会 科 学 学 术 写 作 规 范 与 技
巧———如何撰写论文和著作（第
二版）

Ｈｏｗａｒｄ Ｓ． Ｂｅｃｋｅｒ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学术规范译丛

芝加哥学术生涯规划———从研究
生到终身教授

Ｊｏｈｎ Ａ．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Ｊｏｈｎ Ｋｏｍｌｏｓ， Ｐｅｎ⁃
ｎｙ Ｓｃｈｉｎｅ Ｇｏｌｄ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学术规范译丛

芝加哥手册（第 １６ 版） 吴波 译 ３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学术规范译丛

中国乡村调查———农村居民媒体
接触与消费行为研究

陈刚 ６８ ２０１５．０７

跨文化视角下的北美与中国文化 李盈 王健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囊括万殊 裁成一相———中国汉字
“六体书”艺术

赵宏 ６８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３９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东 学 西 渐： 北 美 东 亚 图 书 馆
１８６８—２００８ 周欣平 １１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 ２６
个乡民的口述史

曾维康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像·非像———视像传播机理研
究∗ 刘洪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社会 科 学 学 术 写 作 规 范 与 技
巧———如何撰写论文和著作（第
二版）

Ｈｏｗａｒｄ Ｓ． Ｂｅｃｋｅｒ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学术规范译丛

芝加哥学术生涯规划———从研究
生到终身教授

ＪｏｈｎＡ．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Ｊｏｈｎ Ｋｏｍｌｏｓ， Ｐｅｎ⁃
ｎｙ Ｓｃｈｉｎｅ Ｇｏｌｄ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学术规范译丛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
告（２０１１ 年版上下册）∗ 苏新宁 ２９８．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反思与重构：西方传播理论的人
学解读

李欣人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国学文摘（第一辑） 刘东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城市物流研究 方虹 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７．０２

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 章友德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６．０９

居住城市化：人居科学的视角 卢卫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５．１２

城市土地资产运营与管理 罗永泰 赵艳华 １１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４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