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候选图书 60 种（按借阅量排序） 

 

1  

花季雨季 

郁秀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6.10 

416 页 

ISBN：7-80615-489-2 

I247.5 

深圳图书馆 

本书描写了特区中学生斑斓多彩的生活，同时对社会生活进行

多视角思索，用少年的意识思考着师长，并以轻盈的笔触加以

勾勒和描画，字里行间流泄出理想的光彩，呈现出青少年阳光

沐浴下的绚丽世界。小说中写的是一群在改革开放前沿的青少

年，真切地折射出特区年轻一代人的心绪情感、思想轨迹和理想追求。 

 

2  

深圳记忆：1949-2009 

南兆旭编著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1 

314 页 

ISBN：978-7-80709-248-3 

D619.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以民间视角真切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众多普通深圳人

的迁徙、改变的命运。从一个小视点出发，通过城市原有的居

住文明、原有的生活状态，原有的住宅环境，寻找曾经属于这

个城市的记忆，发现值得记忆的城市精彩，让更多人了解深圳历史。全书用 19 万文字，330

幅图片为您讲述深圳 60 年的惊世之变，每个城市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景观，年轻的深

圳，也不缺少沧海桑田的记忆，光荣和骄傲属于所有的深圳人，是他们以拓荒牛的精神成就

了一个移民城市的传奇，铸就了深圳灿烂的记忆。 

 

3  

深圳自然笔记 

南兆旭著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3.11 

222 页 

ISBN：978-7-80709-548-4 

P966.2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深圳第一本记录本土自然生态的图书，作者用十余年时

间徒步走遍了深圳典型性的山岭、田野、海岸线、岛屿、溪谷、



湖泊和老村，同时进行生态观察和记录，试图为城市建一份“自然档案”，与读者一起发现

深圳自然之美。精选多张记录深圳自然生态的图片，每一张图片标注了内容，记载了时间和

地点。 

 

4 

我想要的一天 

蔡东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8 

221 页 

ISBN：978-7-5360-7581-8 

I247.5 

深圳图书馆 

蔡东的小说以城市书写为主，对城市文明展开反思，致力于对

城市经验的开掘和表达。她的作品显示出一个年轻作家的深度、

情怀和艺术才华，是当代城市文学领域的丰美收获。她将短篇

小说的“精深”发挥得淋漓尽致，透视着人心和人性的丰富、

幽暗与曲折。其写作立场是知识分子式的，既有对人物现实困境的精准描画，又有对生命绝

境的形而上的思考与叩问。她书写的并不只是此时此地的现实，她在努力切近我们的精神疑

难，切近那些深夜里我们孤独一人时的辗转反侧。 

 

5 

深圳读本：感动一个城市的文字 

姜威主编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9.10 

454 页 

ISBN：978-7-80747-744-0 

I217.01，I218.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收录了描写深圳经济特区 30 年伟大历程的文学作品精选

集，分为散文卷、诗歌卷、歌词卷、小说卷、报告文学卷，以

感动人、鼓舞人、激励人为选文标准，许多作品也是中国当代

文坛上的名篇，如散文卷中的徐敬亚《历史将收割一切》、小说卷中刘西鸿的《你不可以改

变我》、马立诚的《“蛇口风波”始末》等等。 

 

6  

深圳十大观念 

王京生主编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 

365 页 

ISBN：978-7-80709-373-2 

F127.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按深圳“十大观念”排列，“十大观念”是 2010 年深圳经

济特区成立 30 周年时，深圳报业集团在民意发动基础上主办的



评选中选出的。本书将每条观念分为故事与对话两部分进行解读：故事部分对观念产生的背

景、经过、影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挖掘整理；对话部分则邀请了丁学良、强世功、袁伟时、

南方朔、任剑涛、秋风、钱文忠、吴建民、朱清时、高全喜等十位国内经济、历史、文化、

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就每一条观念进行深入解读与阐述。 

 

7  

深圳在北纬 22°27’-22°52’ 

邓一光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1 

170 页 

ISBN：978-7-5507-0247-9 

I247.7 

深圳图书馆 

本书收录作者于 2011 年左右创作的以深圳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包括《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乘和谐号找牙》、《宝贝，我们

去北大》、《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

《深圳在北纬 22°27’-22°52’》、《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在龙

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有的时候两件事情会一起发生》等九篇，是深圳当代短小说 8 大家之

一。 

 

8  

深圳口述史（1980——1992）（1992—2002）五卷 

深圳：海天出版社 

5 册 

K296.53 

深圳口述史：1980-1992.（上卷，下卷）分上下两册，选取了 66

个人物的口述故事编辑成书，既有大历史事件，也有平民视角的

故事，包括张信安的《对我的事业忠诚，对我的病人忠诚》、马

成礼的《我们无愧于这个时代》、王发祥的《我一直怀念那个时

代》、祝希娟的《我来深圳，就像开始了另外一个人生》、孔爱玲

的《做梦都想不到会有今天的成绩》等。深圳口述史 1992-2002

（上卷，中卷，下卷）以口述者个人命运为讲述主体，从个人历

史的切面反映城市历史的编写风格。全书共编选 100 位于 1992 年至 2002 年间奔赴深圳，

或参与该时期深圳重要发展的不同行业、不同社会背景的口述者（包括政府管理者、专业技

术人员、企业家、普通从业者等等），讲述他们寻梦、追梦与圆梦的历程。 

 

9  

王石是怎样炼成的 

陆新之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1 

299 页 

ISBN：7-213-02751-4 

K825.38=76 

深圳图书馆 



本书讲述了万科创始人王石自 1994 年以来和企业成长发展密切相关的情节，包括创立万科、

股份制改造、功成上海、再造品牌效应、管理用人之道、登山的缘由和过程等，反映了万科

如何通过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服务和创新来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以及王石在企业家符号

之外的传奇人生。书末附有王石身边人物志、王石与万科二十年大事记。 

 

10  

草木深圳：郊野篇 

深圳市城市管理局，深圳市林业局主编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3 

356 页 

ISBN：978-7-5507-1826-5 

Q948.526.53 

深圳图书馆 

《草木深圳》是一部大众普及的植物科普读物，分为郊野篇和

都市篇两本。《草木深圳·郊野篇》精选了深圳常见的 160 种野

生植物进行详细解读，为方便读者阅读，全书没有采用经典的植物分类系统进行撰写，而是

以花的颜色为一级分类，以乔灌草藤类型为二级分类进行介绍，方便读者快速查询植物信息。 

 

11  

亿万年深圳历险记：《深圳地质》科普版 

康镇江，余成华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7 

121 页 

ISBN：978-7-5507-1132-7 

P562.653.53-49 

深圳图书馆 

本书以《深圳地质》为基础，经过内容甄选，化专业为通俗，

构思出一连串的回归远古历险故事，用流行的漫画形式，将远

古的地质变迁直观呈现在读者眼前。 

 

12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李岚清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1 

388 页 

ISBN：978-7-5073-2664-2 

D616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一本有关改革开放的历史书籍。本书在查阅大量文献档

案的基础上，结合作者的亲身经历，向广大读者介绍了改革开

放初期的故事，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全书采用故事叙

事、图文并茂的体裁。用小故事阐述大历史，用人们身边的小

事情说明大道理，以对外开放为主线，以创办经济特区、引进技术和设备、举办中外合资企

业、利用外国政府贷款、探索外贸体制改革等重点突破领域为面，立体地再现了国门初开的

历史场景，阐述了高层决策和具体实践的过程，以及收到的实效和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 



 

13 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 

陈开枝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8 

189 页 

ISBN：978-7-5034-1570-8 

D8 

深圳图书馆 

本书记录了 1992 年 1 月，邓小平南方之行和南方讲话，这是我

国经济发展关键时刻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重大历史事件。它指导中国航船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向着更健康

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本书作者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

长，当年负责全程安排、陪同邓小平在深圳、珠海的十一天巡视，零距离聆听教诲、讲话，

以耳闻、目睹，见证了历史上这短暂而极不平凡的一瞬，并以充满激情的文字把老人家的行

踪、语言及周围人员的反应予以实录描述，记载下来，真切、生动，弥足珍贵。 

 

14  

观念的力量 

王京生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 

357 页 

ISBN：978-7-01-011531-3 

G127.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提出了“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建设

“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以及建设“全球

视野、时代精神、民族立场、深圳表达”为核心的“深圳学派”

等文化理念并对其进行阐述。同时对深圳经济特区发展中产生的深圳观念，如“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进行了理论分析。- 

 

15  

南寻深圳：南兆旭自然读本百期合集 

南兆旭著；晶报社编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4.10 

1 册 

ISBN：978-7-80709-628-3 

P942.653-53 

深圳图书馆 

深圳报业集团晶报社自 2012 年 11 月起开设了“南寻深圳”专

版，每周一期，分专题对深圳的地理地貌、植物、动物、历史

典故、生态环境变迁等进行查访与记录，探索自然的神奇，讲

述生命的故事。通过行走、记录、分享深圳的自然万象，让更

多的深圳市民发现自己所生活的家园的美丽，珍惜和呵护家园的美好。本书为该专栏出满

100 期的纪念合辑。 



 

16  

文化的魅力 

王京生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 

201 页 

ISBN：978-7-01-013892-3 

G127.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重点收入关于文化理论研究的文章，包括九十年后看《中

国问题》、文化流动催生的无疆界时代、对文化积淀的几点质疑、

学派的魅力、城市文化运营战略的思考等 11 篇文章，每篇都附

有专家的点评。这些文章主要体现作者对文化观、学术文化、城市阅读、文化产业以及深圳

文化未来发展的创新思考。 

 

17  

深圳市人口变迁研究 1979-2010 

王世巍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2 

402 页 

ISBN：978-7-5507-0992-8 

C924.24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深圳学派建设丛书之一，是第一部系统研究 1979 年至

2010 年深圳市人口变迁问题的专著。全书分为 10 个章节，主

要梳理了深圳市人口变迁的脉络，审视了深圳市的人口现状，

探究了深圳市人口变迁的背景和动因，总结了深圳市人口变迁现象的积极意义，分析了深圳

市人口变迁现象与深圳市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之间的互动情况。 

 

18  

深圳人 

薛忆沩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246 页 

978-7-5675-6590-6 

I247.7 

深圳图书馆 

作者 1964 年生于湖南长沙，小说家，90 年代曾任教于深圳大

学文学院，2002 年起移居加拿大。本书收录了《母亲》、《小

贩》、《物理老师》《出租车司机》、《女秘书》、《剧作家》、《两

姐妹》、《同居者》、《文盲》、《神童》、《“村姑”》、《父亲》等“深圳人系列”短篇小说，用沉

静的语言和沉着的叙述呈现了焦躁不安的现代生活和暗流涌动的人物心理。集中的每一篇作

品都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又都立足于生活中的细节，它们用现代派小说的美学呈现了汉语

写作对人的内心生活和命运的深情关切。 



 

19  

决断：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 

田炳信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6 

292 页 

ISBN：978-7-5011-8833-8 

A762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新中国 60 周年丛书之一。作者以新华社资深记者的身份

亲历了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前后经过，事后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

深入的访谈，再现了邓小平此次南行的全过程和诸多细节，追溯

改革开放历史脉络中的重要节点及其台前幕后，对这一里程碑式

的事件作展示和记录，当中对邓小平到深圳考察皇岗口岸、国贸大厦、民俗文化村等地的情

形多有详细描述。 

 

20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 

陶一桃，钟坚主编；罗清和，钟若愚，高兴民副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 册 

F127.9 

深圳图书馆 

《中国经济特区报告》是经济特区蓝皮书，是中国关于各类经

济特区发展形势分析的权威性年度研究报告。该报告考察了中

国经济特区发展的最新进展，阐述了中国经济特区发展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分析了中国经济特区未来的发展前景。研究对象

为各类经济特区，注重研究和分析，对涉及各特区发展的主要

问题提出政策建议。2009 年起一年一卷，我馆藏有 2009-2016 年《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 

 

21  

深圳日记：一九八○~二○一○（上、下册） 

胡洪侠主编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7 

2 册（215 页，212 页） 

ISBN：978-7-5507-0201-1 

D619.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深圳新锐媒体晶报 2010 年度的大型策划，《深圳日记》

开展了对过去、乃至未知的回访。2010 年 1 月 1 日，《深圳日

记》在晶报启动，直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结束，历时整整一年，

每天两个整版，有近百名编辑记者参与，共刊出稿件两百余万

字、图片两千余幅，从这些文字和图片中精选出三十万字，出版了这套书。其中，上册为晶

报记者和特约撰稿人的采访结集，下册为向读者和市民征集的三十年日记选粹。 



 

22  

深圳文化三十年——民间视野中的深圳文化读本 

吴俊忠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 

631 页 

ISBN：978-7-100-07218-2 

G127.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记录的是深圳的“文化记忆”，重点收集反映深圳文化现象

和文化研究的文章，体现深圳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历程，旨在从

文化的角度展现深圳这座新兴城市 30 年来所发生的历史巨变。

上篇：文化现象与文化感思；中篇：文化理念与文化研究；下

篇：文化名家论深圳文化。编者尽量收集能反映深圳文化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文章，并撰写

长篇前言，对深圳文化发展与评价的焦点进行客观评述，以形成深圳文化 30 年发展概貌。 

 

23  

深圳民俗寻踪 

廖虹雷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5 

348 页 

ISBN：978-7-80747-197-4 

K892.4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运用翔实的田野考察和文献典籍的搜索钩沉，描绘了一幅

万花筒式的深圳民俗画卷，包括：深圳解放日、宝安古盐场、

香云纱等生活习俗记忆，元宵节、八月半、重阳节等节庆习俗、

麒麟舞、客家凉帽、南澳草龙舞等文化习俗等，证明深圳拥有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和深厚的民俗文化根基。- 

 

24  

从边缘走向中心：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王为理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 

326 页 

ISBN：978-7-01-006051-4 

G127.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以深圳作为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分析了深

圳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通过彰显深圳文化产业

发展的轨迹，梳理其中所反映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复

杂关系，把握深圳城市文化的律动，从一个新的角度描述深圳

文化的成长历程；通过考量深圳文化产业在各个不同阶段的表现，检讨其得失，为急速扩张

中的城市文化产业提供经验和教训；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理念，拓宽深



圳文化产业的研究视域，为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注入新元素。 

 

25  

邓小平与深圳经济特区 

《邓小平与深圳经济特区》编委会主编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11 

218 页 

ISBN：978-7-80747-472-2 

F127.653，A849.166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所推出的专题出版物，收集了创办

经济特区决策过程的有关背景材料，记录了邓小平同志两次视

察深圳的史实，并附有相关视察活动的珍贵照片，收录了国内

和海外媒体关于深圳特区建设的评论。全书共分六大部分，详

细回顾了邓小平对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探索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价值和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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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阅读致敬：深圳读书月历届嘉宾回望与回访 

胡洪侠，张清主编；夏和顺执行主编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9.11 

327 页 

ISBN：978-7-80747-742-6 

G12 

深圳图书馆 

本书回顾了深圳读书月 10 年的发展历程。全书包含上、中、下

三编。“回望”编，收录了读书论坛 60 多位嘉宾的简介和他们

精彩演说的精华；“回访”编，是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安排、深圳

商报《文化广场》执行的“深圳读书月历届重要嘉宾系列回访”

文章；“回放”编，包括“在历史的天空下”对话的内容，“精彩现场”和“所思所想”的现

场花絮、对演讲嘉宾的采访和演讲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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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质 

《深圳地质》编写组编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8 

876 页 

ISBN：978-7-116-06012-8 

P562.653.53-49 

深圳图书馆 

本书在整理总结深圳经济特区 30 年地质工作积累的大量宝贵

资料和丰硕成果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反映了深圳地质与国土资

源调查工作的重大进展和成就，展示了基础地质、环境、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岩土工程、区域物化控及数字化地质、地质测绘等方面的成果，为深圳市



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环境保护、灾害防治、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科普工作提供翔实的基

础地质资料和地质科学依据。 

 

28 深圳人口与健康发展报告（2011，2012，2013，2014，2015，

2017） 

陆华杰等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 册 

C924.24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由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十余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深圳人口与健康蓝皮

书课题组编撰的系列报告，几乎包括了深圳市卫生计生事业的

方方面面，可作为管理学角度的深圳市人口与健康工作大全。

报告内容一般包括：深圳人口与健康发展的最新实践总结和理

论梳理、深圳市人口要素与卫生资源配置的关系、深圳市人口与健康发展的典型案例、国内

外其他地区人口与健康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启示等。 

 

29  

深圳 

《深圳》编辑委员会编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1 

112 页 

ISBN：978-7-5507-0901-0 

K926.53-64 

深圳图书馆 

本书收集了反映深圳的自然风光，文化设施、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图片约 100 幅，包括罗湖全

景、大梅沙航拍图、中国杯帆船赛、深圳湾大桥、城市夜景、会展中心、深圳机场、盐田港、

福田 CBD、观澜版画基地、大鹏所城等，以图片的形式展现了深圳在自然、人文、经济方面

的发展概况。书末附有图片索引。 

 

30  

昨日深圳 

江式高摄影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8 

179 页 

ISBN：7-5006-3951-1J421  

K29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中英文摄影集，作品有邓小平同志两次视察深圳的照片，

江泽民同志视察深圳和深圳建设初期的照片资料，以及普通创业者和老百姓的照片。作者江

式高是深圳特区报资深摄影记者，擅长用镜头记录老百姓和千万个无名的创业者，把新闻报

道与历史记录、主旋律和摄影艺术结合起来，真实反映深圳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31  

深圳：以小说之名 

于爱成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1 

508 页 

ISBN：978-7-5507-1192-1 

I206.7 

深圳图书馆 

作者为深圳作协驻会副主席，长期从事深圳文学的研究与评论。

本书内容包括：现代城市经验与文学叙事的向度；深圳文学：

现代性叙事与城市化语境下的一种考察；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

新城市文学；“打工文学”的发生兼及“后打工文学”的可能等，采用文学文本细读化的解

读，目标是进行深圳文学经典化的个性化初选，从中寻找深圳文学所产生的现代性背景和经

验。 

 

32  

深圳市福田区志：1979-2003.（上册，下册） 

深圳市福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深圳：方志出版社，2012.11 

2 册（1304 页） 

ISBN：978-7-5144-0655-9 

K296.53 

本志是福田第一部地方志，它记录的是 1979 年 1 月深圳建市至

2003年12月福田的发展历史，记述地域范围以2003年底为界，

重点记述区属事项。分上下两册，卷首设图照、概述、大事记，

正文分三十三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人物等，卷末设附录，包括文件辑要和区委、区政府工作报告，展示了福田区发展的历史脉

络，总结了福田建设的历史经验。 

 

33  

深圳当代建筑：2000-2015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时代建筑》杂志编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11 

583 页 

ISBN：978-7-5608-6569-0 

TU2 

深圳图书馆 

本书主要关注近 15 年深圳当代建筑的创作和实践，通过对深圳

当代城市建筑进行系统性梳理、探索和研究、总结，借此建立

城市建筑研究档案，展现深圳建筑整体面貌，为国际、国内建筑的长远研究提供珍贵的参考

文献。收录深圳市 45 个有代表性的建筑作品，27 篇研究深圳的学术文章，并收录了多名国

际知名建筑师的访谈。 

 

 



34  

深圳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 

黄敏，徐中平，张晓春等编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5 

266 页 

ISBN：978-7-5608-5834-0 

TU984 

深圳图书馆 

本书以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为主题，整理了深圳市在综合交通体

系建设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全书分为综合交通规划体系，城市

与交通发展现状，一体化的城市与交通发展目标，对外交通系统，公共交通系统，道路交通

系统，步行和自行车系统，交通需求管理探索与实践，交通规划决策支持技术等 9 章。 

 

35  

深圳市交通拥堵综合治理探索与实践 

黄敏，徐中平，张晓春等编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5 

274 页 

ISBN：978-7-5608-5835-7 

U491.1 

深圳图书馆 

本书以治理城市交通拥堵为主题，整理了深圳市在城市交通拥

堵综合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实践经验。全书分深圳市交通拥堵综

合治理工作概述，现阶段深圳市交通拥堵治理特点及策略，有

限发展公交，再造慢性系统，持续交通基建，挖掘节点潜力，调控交通需求，绿色智慧出行，

严格交通执法，提升交通文明，机制和保障措施等 11 章。 

 

36  

深圳市南山区志.（上册，下册） 

林超金总纂；深圳市南山区区志编委会办公室编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12 

2 册（1335 页） 

ISBN：978-7-5144-0457-9 

K296.53 

深圳图书馆 

本志上限为 1983 年 9 月县级行政机构深圳市南头区成立，下

限为 2003 年 12 月，人物上溯至民国，分上下两册。正文按综

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专记的顺序，设 36 编，卷首设图照、总述、大事记、

卷末置附录、索引。以 2003 年南山区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区域范围内企业、单位在区外

的重要活动亦作相应记述。 

 

37  

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深圳实践 

余其铨主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 

371 页 

ISBN：7-5073-1095-7 

A849.163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深圳市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学科重点一类课题“邓小

平哲学思想与深圳改革开放实践”的最终研究成果。全书由 9

个章节组成，分别探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髓、逻辑起点、实

践观、唯物辩证法、生产力理论、发展观、价值观等内容；同

时，各章节最后又结合深圳特区建设的实践和经验，从具体层

面进一步展示邓小平哲学的内涵。 

 

38  

深圳市志九卷 

深圳市地方志编委会编 

北京：方志出版社 

9 册 

K296.53 

深圳图书馆 

本志共计九卷，含 84 部分志，总计 1400 多万字，全面记述 1979

年深圳建市至 2000 年间，深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与

现状，客观真实地反映深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历史进程。1998 年 6 月 1 日召开深圳市地方志编纂工作动

员大会正式启动编纂工作，历时 16 年到 2014 年 12 月第九卷《社会风俗卷》出版，历经六

届深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才全部完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深圳地情书。包括基础建设卷、

改革开放卷、第一二产业卷、第三产业卷、经济管理卷、政党政权卷、法制政务卷、教科文

卫卷和社会风俗卷。 

 

39  

深圳植物志.第 3 卷 

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2.11 

705 页 

ISBN：978-7-5038-6828-3 

Q948.52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深圳植物志》系列丛书之第 3 卷，收录维管植物 48 科

391 属 709 种和 21 变种，每种植物有中文名称（含别名）、学

名外，附有英文名，阐述各植物的主要形态、地理分布及用途

等。 

 

40  

深圳年鉴 

深圳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33 册 

ISSN：1005-1996 

Z526.53 

深圳图书馆 

本年鉴是中共深圳市委主管、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主办的大型综

合性年刊。旨在全面、系统、翔实地载录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为社会各界了解和研究深圳提供基本资料。采用分类编

辑法，主体内容设类目、分目、条目 3 个结构层次，部分分目

增设子分目，以条目作为记述的基本形式。着重反映上一年深

圳市的基本情况，在保持基础框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对部分内容进行调整、补充，以体现

年度特色和符合科学分类要求。创刊于 1985 年，每年出版一卷，1985-1996 年名称为《深

圳经济特区年鉴》，1997 年改为现名。本馆藏有 1985-2017 年《深圳年鉴》。 

 

41  

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 

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3 

2 册 

D235.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分一、二两卷。第一卷（1924~1950 年）反映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深圳地区党组织活动情况的史书，以党组织诞生、成

长、壮大的发展历程为主线，记述了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领

导工农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开展武装斗争的史实等。第二卷

（1949~1978 年）记述了深圳 1949-1978 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的建设和发展历程，包含宝安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宝安向社会主义过渡、宝

安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等。 

 

42  

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理论与实践 

彭立勋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3 

416 页 

ISBN：7-216-01653-X 

F127.9 

深圳图书馆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同志经济特区建设思想的内容、特色

和伟大意义，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了它对我国经济特区改革开

放和发展的指导作用；同时，全面归纳和总结了特区建设 15

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启示，分别就特区的经济体制改革、

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党的建设、精神

文明建设等领域进行深入总结，同时也进一步探讨了特区未来发展模式与定位问题。 

 



43  

深圳旧志三种 

张一兵校点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5 

1128 页 

ISBN：978-7-80697-763-7 

K29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收录存留至今的深圳古代方志三种的校点本：清嘉庆新安

县志、清康熙新安县志、明天顺东莞旧志。书前有书影三十二

幅，每种方志校点本包括细目、凡例、序、正文等内容，正文

中将底本原文按卷目、篇章或内容分为小段，每段先列原文，在该分句之末标注校勘序号，

其次列校勘记。书末附有《康熙新安县志油印本疑误录》《嘉庆新安县志铅排本疑误录》。 

 

44  

深圳改革开放实录（第一、二辑） 

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共 2 册 

ISBN：978-7-80709-670-2 

D619.653-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共收录反映深圳改革开放史内容的 17 篇文章。这些文章

百花齐放，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建设等多方面，

反映了深圳各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系

列富有特色的重要事件和重要经验。本书为全面系统总结改革

开放以来深圳各方面工作有规律性的认识和可资借鉴的经验，留存深圳改革开放的辉煌历史

而作。 

 

45  

深圳企业应对国外反倾销案例精选 

深圳市世界贸易组织事务中心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2 

305 页 

ISBN：7-80190-863-5 

D912.290.5 

深圳图书馆 

全书是由长期从事代理中国企业应诉国外反倾销的国内知名律

师编写的案例分析，旨在立足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应对中外贸

易摩擦实践的需要，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为企业和政府应对

贸易摩擦提供有益的对策。全书从律师的专业视角对近年来全

国企业遭遇的典型反倾销案件进行了深入剖析，介绍了当前美国、欧盟、加拿大等主要贸易

伙伴的反倾销法律规则和操作程序，提出了应对国外反倾销的主要技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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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技结合与创意城市建设：2010 年深圳文化蓝皮书 

彭立勋主编；乌兰察夫副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 

383 页 

ISBN：978-7-5004-6982-7 

G127.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根据近年来深圳推进文化与科技结合，促进创意城市建设

的新情况、新经验，阐述文化与科技结合对于文化发展和创意城市建设的意义，探讨加快创

意城市建设、推动城市发展转型的思路对策。以此为中心，对如何促进城市文化的科学发展、

如何推进文化产业与高科技结合、如何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体制机制等，均从理论与实

际结合上作了论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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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心区街道景观与设施设计 

王芃主编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4 

207 页 

ISBN：7-112-07007-4 

TU984.191 

深圳图书馆 

本书在深圳市规划局委托日本 GK 公司进行的《中心区整体环

境概念设计及北片区街道环境设施设计》成果基础上，收录了

深圳市中心区街道景观与设施设计，包括中心区整体环境概念

设计及北片区街道设施实施设计、深圳市中心区 22、23-1 街坊

设施和公园设计等内容。为《深圳市中心区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系列丛书 1996-2002》之第

1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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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智库看深圳 

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编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1 

235 页 

ISBN：978-7-5177-0621-2 

F127.653-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对 2016 年“一带一路”国

际智库合作联盟研讨会相关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来自“一带

一路”沿线 50 个国家的 7 位前政要、120 多位智库代表和专家

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本书详细记录了会议上包括嘉宾致辞、专

访、主题发言、媒体报道等有关“一带一路”的相关见解和思考，以及他们对深圳参与“一

带一路”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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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 

廖虹雷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11 

250 页 

ISBN：7-80542-902-20 

I247.57 

深圳图书馆 

作者 1946 年出生于深圳，一直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广东省作协、

广东民间文艺家协会、广东民俗学会会员，深圳市作协理事。

本书收录作者的《老街》、《老村》、《老厂》、《老圩》4 篇中篇

小说，凝聚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从南国边陲波澜壮阔的社会背景，哀怨、愤慨、亢奋地娓娓

诉说“四老”今昔去触及生活在南国的子民们延续的生活方式及观念的嬗变，找寻人性的复

归与失落，刻画鲜活的南国人物群像，揭示和颂扬了特区人图强思变的生命意识，具有浓郁

的乡土味的场景和语言，凸显岭南文学“广味”、“粤味”的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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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城叙旧：何煌友摄影集 

何煌友摄 

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0.8 

232 页 

ISBN：7-80007-384 

J421.653 

深圳图书馆 

本书为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20周年摄影作品集。作者-挑选了 240多幅照片以鹏城、春雷、

腾飞、边陲、叙旧五个主题编辑出版。该书以平民的视角，土著人的眼光从一个历史的侧面

见证了深圳由落后的小渔村向现代大都市的转变，使人们对 20 年前的深圳有了一个全面的

感性认识，并在今昔对比中使人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正确性，也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

热爱和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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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行纪：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全记录 

牛正武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 

158 页 

ISBN：978-7-218-07549-5 

A76 

深圳图书馆 

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了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

作者是当时唯一全程随行采访的文字记者。全书依照日期顺序，

通过整理第一手采访资料，并附上每日的行程安排表、视察路

线图和作者拍摄的照片，图文并茂地向世人还原“南方谈话”

这一事件相关的细节，这些细节多与深圳息息相关，如在仙湖

植物园亲手种下一颗常青树、在深圳国贸大厦提出“基本路线要管 100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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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特区导论 

苏东斌，钟若愚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 

390 页 

ISBN：978-7-100-07222-9 

F127.9 

深圳图书馆 

本书为“纪念中国经济特区成立 30 周年丛书”之一，展示了深

圳大学特区研究这一特色学科之部分成果。本书分为三篇。第

一篇从经济体制的转型、深港合作、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发展等

方面叙述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历史性贡献；第二篇从制度的开放、经济和城市国际化、特区与

人、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介绍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基本经验；第三篇从发展的质量、分配制度、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法治保障、区域经济发展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时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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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宝安不是“文化沙漠”：1949-1979 年宝安县文化人口述实录 

黄玲主编；深圳市史志办公室采编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4.8 

321 页 

ISBN：978-7-8070-9602-3 

K825.41=76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在深圳市史志办公室启动的《1949-1979 宝安县老文化人

口口述史实录》项目基础上编写而成。该项目由史志办招募大

学生采访员，历时两年时间，采访了 20 位老同志，完成了 17

篇采访稿，并收集了一些回忆资料和珍贵老照片，最终编辑而

成。反映了老宝安由于毗邻香港的地缘关系，不但不是“文化沙漠”，反而是国内对外文化

交流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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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 30 年建设科技成果回顾和展望 

刘琼祥主编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8 

344 页 

ISBN：978-7-112-12349-0 

TU 

深圳图书馆 

本书分结构、建筑、给排水、电气、岩土工程、市政工程、轨

道交通、施工、混凝土工程、幕墙、防水工程等各个专业，汇

集深圳特区成立 30 年来取得的 1000 多项重点建设科技成果，

展示深圳建设科技的发展，为建设科技工作者以及相关专业科研、教学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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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百科全书 

深圳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0.1 

795 页 

ISBN：978-7-80747-557-6 

Z228 

深圳图书馆 

本书是由数百名专家学者历时五年打造的深圳第一部城市百

科全书，图照约 800 幅，约 150 万字，涵盖深圳古往今来、方

方面面基本情况和知识，收录了深圳的天文地理、风土人情、

历史沿革、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城市建设、人文风貌等各个方面，设条目 3200 余条，书

末设有条目的笔画索引和汉语拼音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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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纵队史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10 

418 页 

ISBN：7-218-01740-1 

E297.3 

深圳图书馆 

本书在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出版，记录了东江纵队建立和发

展的历程，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东江人民英勇抗战的

光辉历程，包括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建、建立东宝抗日根据

地的恢复和发展、坚持敌后抗战、粉碎敌伪顽的进攻、东江纵队的成立、胜利北撤。书前有

反映东纵战斗历程的珍贵老照片和地图，书末附有战斗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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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特区研究：昨天和明天的理论与实践 

樊纲等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1 

283 页 

ISBN：978-7-5017-8771-5 

F127.9 

深圳图书馆 

本书共分三大篇章。第一篇着重对特区进行一般经济理论的分

析，分别从制度经济学暨转轨经济学的角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

度来解析特区现象。第二篇以理论为指导，对特区建立的历史

背景、实践过程和在中国改革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

梳理。第三篇则立足于今天的现实，放眼未来，研究特区如何在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进一

步创新，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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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模式：深圳“图书馆之城”探索与创新 

张岩，王林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 

208 页 

ISBN：978-7-5161-9853-7 

G259.252 

深圳图书馆 

本书为深圳图书馆之城的建设作了一个系统性的总结，从探

索、创新、成就与展望等维度，总结了“图书馆之城”建设

的发展历程，归纳了“图书馆之城”建设理念、技术、服务

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提炼了“深圳模式”的主要内涵，

为深圳城市图书馆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勾勒了历史画卷、描绘了未来愿景，同时提出“图

书馆之城”建设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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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追寻 

胡经之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10 

640 页 

ISBN：978-7-5507-1471-7 

K825.6=76，C52，I251.5 

深圳图书馆 

本书分三部分：美的追寻、附编：文友抒怀、生平要略。美的

追寻是作者对自己的八十载人生做了一次完整回顾，展示了人

生的三大阶段：江南稚子，北大学子和岭南游子。最后沉淀在

深圳，和较早来深圳的祝希娟、王子武等人一起被文化界称为

特区文化的开荒牛。文友抒怀部分是相关领导、同行对胡经之学术和经历的介绍和评述。生

平要略按年代顺序介绍了胡经之的主要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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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深圳特区：来自《深圳特区报》的报道 

吴松营主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6 

147 页 

ISBN：7-5006-2535-9 

K827.7 

深圳图书馆 

本书选编了邓小平两次视察深圳之后，深圳特区报公开发表的

部分文章和照片。内容包括：邓小平 1984 年视察深圳的纪实和照片，邓小平 1992 年视察

深圳谈话要点、纪实、猴年新春八评，1997 年纪念邓小平视察深圳 5 周年的新春八评、领

导访谈录、专家访谈等，邓小平同志追悼会的实况、唁电、评论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