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展  目  录 

书   名 著（译）者 出版社 本馆索书号 

三秦古民居 刘中亭等摄 中国工人出版社    J429.3/1 

黄姚古镇 陈理, 苍铭等著 民族出版社   K926.74/1 

中国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旅游．宗教建

筑、原始遗址类 
柳正恒, 林可编著 湖南地图出版社    K928.7/53 

诗情画境：中国园林 王其钧编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K928.73/2 

圆明园：一个帝国的背影 金铁木著 新世界出版社    K928.73/3 

中国十大塔楼 惠焕章等编著 西安地图出版社   K928.74/3 

中国最美 100 个寺庙观堂 《最美中国》编辑部编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K928.75/18 

传承久远的古塔建筑 谢宇主编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K928.75/21=2 

巍巍千年：衢州城墙 黄韬著 商务印书馆   K928.77/8 

跨越天堑的桥梁建筑 谢宇主编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K928.78/1=2 

常熟古桥 陈颖，张军编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K928.78-64/1 

古代桥梁：力与美的交融 田久川, 孟宪刚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K928.79/2 

中国最美的 100 个古城 魏郁珉主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K928.9/308 

林徽因谈建筑 林徽因著 译林出版社   TU/116 

桂筑华章：广西历史建筑遗存 陆卫编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TU/120 

1939 最后的乡愁：重走梁思成 1939 年

川康考察路线 
肖伊绯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U/121 

中国清代官式建筑彩画图集 蒋广全编绘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TU/136 

看懂中国建筑第一本书 艺术大师编辑部编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    TU/137 

建筑：传统与诗意的文本 舒阳,李海英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TU/15 

青藏建筑与民俗 陈秉智,次多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TU/19 

全彩中国建筑艺术史 汝信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TU/20 

建筑艺术馆 吕品晶,奚传绩编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TU/28 

透视上海近代建筑 沈福煦, 沈燮癸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TU/54 

中国建筑图学文化源流 刘克明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TU/86 

中国传统建筑悬鱼装饰艺术 刘淑婷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TU-092.2/1 

宫殿的欲念 陈世珍编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TU-092.2/10 

寻踪中国古建筑：沿着梁思成、林徽因

先生的足迹 
赵炳时, 林爱梅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U-092.2/12 

结构奇巧的楼阁建筑 谢宇主编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TU-092.2/14 

气势恢宏的宫殿建筑：彩色图文本 谢宇主编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

司    
TU-092.2/15 



宫省智道 柏桦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TU-092.2/16 

古建春秋 庄裕光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TU-092.2/2 

中国传统建筑形制与工艺 李浈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U-092.2/3 

中国牌坊的故事 张玉舰编著/摄影 山东画报出版社   TU-092.2/4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户牖之艺 楼庆西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U-092.2/5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装饰之道 楼庆西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U-092.2/6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砖雕石刻 楼庆西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U-092.2/7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千门之美 楼庆西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U-092.2/8 

中国古典建筑文化的神话基因 赵晓峰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TU-092.2/9 

话说中国．第 10 卷，建筑 翟文明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TU-092/1 

桂林靖江王府 林哲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U-092/11 

建筑 翟文明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TU-092/2 

宗教建筑 黄续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TU-098.3/2 

艺术天堂的寺庙建筑 谢宇主编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TU-098.3/3=2 

程泰宁文集 程泰宁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TU-53/5 

林徽因讲建筑 林徽因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TU-53/7 

朝花夕拾集：建筑学专业笔记 田国英[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TU-53/8 

中国趣味建筑文化 苏山编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TU-8/1 

建筑美学笔记 王振复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TU-80/3 

上海梦 
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

主编 
文汇出版社   TU-881.2/6 

梁思成评点的中国著名建筑 张弘, 刘超编著 远方出版社  TU-882/1 

中国民族建筑概览．华东卷 戴志坚, 李华珍, 潘莹编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TU-882/2 

中国建筑·形式变迁 王又佳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TU2/169 

古建筑木门窗棂艺术与制作技艺 路玉章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TU228/3 

中国传统建筑门窗、隔扇装饰艺术 朱广宇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TU228/4 

中国的门文化 吴裕成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TU228/5 

中国门文化 吴裕成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TU228/6 

浙江民居 楼庆西 ... [等]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U241.5/10 

北方民居 贾珺, 罗德胤, 李秋香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U241.5/11 

赣粤民居 叶人齐, 楼庆西, 李秋香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U241.5/12 

四合院 王忠强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TU241.5/13 

潮汕民居 潘莹编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TU241.5/19 

客家民居 潘安[等]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TU241.5/20 

雷州民居 梁林编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TU241.5/21 

广府民居 陆琦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TU241.5/22 



民居建筑 王其钧，谢燕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TU241.5/24 

民居建筑 戴华刚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TU241.5/25 

记者眼中的福建土楼 卢基莹主编 海风出版社   TU241.5/26 

皇城脚下四合院 
北京市东城区旅游发展委员

会编 
旅游教育出版社   TU241.5/30 

老北京的居住 白鹤群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TU241.5/4=2 

北京的四合院与名人故居 顾军编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TU241.5/5 

福建民居 陈志华 ... [等]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U241.5/8 

中国民居文化 刘丽芳编著 时事出版社  TU241.5-05/1 

古韵广西：钢笔手绘古民居 张中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U241.5-64/9 

梦中的天地：中国传统园林艺术 刘晓明,吴宇江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TU986.6/6 

皇家园林 谢燕，王其钧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TU986.62/3 

苏州园林 金学智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TU986.625.3/1 

中国传统民居 荆其敏，张丽安编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TU241.5/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