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工业大学文件

大工大校发〔2016〕85 号

大连工业大学“经典诵读”学分记载

及管理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积极贯彻落实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我校决定在 2016 级

培养方案的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学分体系设立“经典诵

读”项目学分。

第二条 学校推荐 100 本经典阅读书目，供学生选读。

第三条 我校本科生应有选择地认真阅读所规定的书籍，努

力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能力和素质。

二、成绩考核

第四条 学生在前 6 个学期，须从必读书目中，至少选读 6

本书籍，且每学期至少读 1 本，并提交手写读书笔记，字数不少

于 2000 字。

第五条 “经典诵读”项目共记载 1 个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



素质拓展学分，在第七学期由学院统一记载。“经典诵读”项目过

程考核由学院负责，每学期由学生所在学院根据读书笔记评定成

绩，考核成绩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不合格者累计至下一个学期补

交完成。

第六条 学校将不定期举办读书沙龙、比赛、讲坛、论坛等

活动。学生可自愿选择参加，并按照《大连工业大学“创新创业

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学分实施办法》记载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

素质拓展学分。学校还将开设“经典诵读”相关的通识选修课，

修读通过记载通识选修课课程学分。各院(部)应围绕“经典诵读”

开展富有特色的读书活动，并将此列入院级本科教学工作评价考

核范围。

第七条 教务处将不定期抽查学生的读书笔记及学院过程考

核情况。

第八条 各院(部)应指定专人负责该项工作，每学期定期检

查“经典诵读”进展情况、完成过程考核和最终创新创业能力与

综合素质拓展学分的记载工作，已取得成绩的读书笔记由学生所

在学院留存备查。各学院负责“经典诵读”项目的教师，在完成

每届学生过程考核及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学分的记载工

作后按照每班 10 分记载教分。

第九条 未获得“经典诵读”项目学分的学生不能毕业。

三、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从 2016 级本科生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

释。



附件：推荐书目

大连工业大学

2016 年 9 月 8 日

教务处拟文 2016年9月8日印发



编号 书名 作者

1 《论语译注》 杨伯峻

2 《颜氏家训》 （北齐）颜之推

3 《中国传统文化》 张岂之

4 《彭林说礼》 彭林

5 《老子注译及评价》 陈鼓应

6 《围炉夜话》 （清）王永彬

7 《菜根谭》 （明）洪应明

8 《增广贤文》 （清）周希陶  修订

9 《小窗幽记》 （明）陈继儒

10 《红楼梦》（及“红学”类书籍） （清）曹雪芹

11 《幼学琼林》(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
》)

（明）程登吉

12 《幽梦影》 （清）张潮

1 《时间简史》 （英）霍金

2 《通往奴役之路》 （奥地利）哈耶克

3 《国史大纲》 钱穆

4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5 《西方哲学史》  (英)罗素  著/何光武  译

6 《西方的故事--西方哲学的故事》 文聘元

7 《当代哲学经典：科学哲学卷 张志林

8 《思想的盛宴》 （英）汉默顿  著，吴琼等  译

9 《西方的智慧》 （英）罗素

10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哲学修养十五讲》 孙正聿

11 《哲学有几副面孔》 李晓东

12 《哲学与人生》 傅佩荣

13 《苏菲的世界》 （挪威）乔斯坦·贾德  著/萧宝森  译

14 《人论》 （波兰）恩斯特·卡西尔  著/李化梅  译

15 《大问题》
（美）罗伯特所罗门·凯思林希金斯  著/

张卜天  译

16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塞缪尔·亨廷顿

1 《额尔古纳河右岸》 迟子建

2 《白夜行》 （日）东野圭吾

3 《往事并不如烟》 章诒和

4 《边城》 沈从文

5 《围城》 钱钟书

6 《唐宋词十七讲》 叶嘉莹

7 《红与黑》 （法）司汤达

8 《小王子》 （法）安东尼·德·圣埃克絮佩里

9 《一九八四》 （印）奥威尔

10 《文化苦旅》 余秋雨

一、传统经典

二、哲学

三、文学（含励志文学）



11 《四世同堂》 老舍

12 《家·春·秋》 巴金

13 《茶花女》 （法）小仲马

14 《世界是平的》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15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季羡林

16 《致加西亚的信》 （美）阿尔伯特·哈伯德

17 《傅雷家书》 傅雷

18 《胡雪岩全传》 高阳

19 《做最好的自己》 李开复

20 《大卫·科波菲尔》 （英）查尔斯·狄更斯

21 《雪国》 (日) 川端康成

22 《生死疲劳》 莫言

23 《漫漫自由路》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24 《追风筝的人》 (美) 卡勒德·胡赛尼

25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捷克）米兰·昆德拉

26 《故事新编》 鲁迅

27 《屈原》 郭沫若

28 《子夜》 茅盾

29 《雷雨》 曹禺

30 《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31 《白鹿原》 陈忠实

32 《穆斯林葬礼》 霍达

1 《第四文明》 傅治平

2 《历史研究》 （英）汤因比

3 《万历十五年》 (美) 黄仁宇

4 《全球通史》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5 《光荣与梦想》 (美)威廉·曼切斯特

6 《中国通史（1-10）》 范文澜

7 《大故宫》 阎崇年

8 《上下五千年》 林汉达 曹余章

9 《大外交》 (美)亨利·基辛格

10 《菊与刀》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11 《苦难辉煌》 金一南

12 《天朝的崩溃》 茅海建

13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1 《中国艺术美学》 陈良运

2 《艺术哲学》 （法）丹纳

3 《艺术发展史》 （奥地利）贡布里希  著/范景中  译

4 《西方美学史》 朱光潜

5 《中国美术史大纲》 叶朗

6 《朱光潜谈美》 朱光潜

四、史学

五、艺术美学



7 《美的历程》 (美)李泽厚

1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英)肯尼思·库克耶

2 《自由在高处》 熊培云

3 《沉思录》 (古罗马)马克·奥勒留·安东尼

4 《工业4.0》 王喜文

5 《宇宙的结构：空间、时间以及真实性的意义
》

(美)布赖恩·格林

6 《习近平用典》 人民日报评论部

7 《零边际成本社会》 (美)杰里米·里夫金

8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美)贾雷德·戴蒙德

9 《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  (英)艾伦·麦克法兰

10 《中国文化生成史》 冯天瑜

11 《五千年犹太文明史》 （英）马丁·吉尔伯特

12 《叩响命运的门》 马小平

13 《批判性思维》
(美) 布鲁克·诺埃尔·摩尔

理查德·帕克著

14 《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刘同

15 《本色:写的是我，说的是你》 乐嘉

16 《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 李尚龙

17
《学会提问: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
(美) 尼尔·布朗，斯图尔特·基利

18
《习惯的力量: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那样工
作？:why we do what we do in life and

business》
(美) 查尔斯·都希格

19 《心理学与生活》 (美) 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

20 《低智商社会:如何从智商衰退中跳脱出来》 (日) 大前研一

六、社科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