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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獻書目參考～  

   

  陳思和，《人格的發展--巴金傳》（中國文化名人傳記; 

3），臺北 : 業強出版社 ; 台北市 : 發行聯合發行中心，1991

年。[中] PL2780.F4 Z576 

  周立民，《巴金手册》，桂林市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04 年。[中] PL2780.F4 Z526 2004 

  李致顧問，田夫編著，《巴金的家和《家》》（人文書

房），上海市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5 年。      

[中] PL2780.F4 Z875 2005 

  譚興國，《巴金的生平和創作》，再版，成都 : 四川文

藝出版社， 1988 年。中 848 B78-9 /01-1 

  陳丹晨，《巴金的夢 : 巴金的前半生》，北京市：中國

青年出版社，1994 年。[中] PL2780.F4 Z582 1994   

       李存光編，《百年巴金 : 生平及文學活動事略》 = Main 

literary activities of Ba Jin in hundred years, 北京市 : 人民文學出

版社，2003 年。[中] PL2780.F4 Z525 2003 

       林立編，《巴金語言詞典》(中國現代作家語言辭典叢

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 年。        

[R] PL2780.F4 Z459 1990 

  汪應果、呂周聚編，《簡明巴金詞典》（中國現代文學

大師詞典），蘭州市：甘肅教育出版社，2000 年。   

[中] PL2780.F4 Z459 2000 

  唐金海、張曉雲，《巴金的一個世紀》，成都，四川文

藝出版社，2004 年。[中] PL2780.F4 Z886 2004 

  陳瓊芝，《生命之華：巴金》，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

社，2001 年。[中] PL2780.F4 Z5753 2001 

  吳泰昌，《晚年巴金》（九思實錄書系），香港：時代

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年。[中] PL2780.F4 Z8432 2005 

 

 

巴金－上海文化名人 
http://www.jfdaily.com.cn/logo/mingren/bj/ 
 
巴金－中國文化名人 
http://www.library.sh.cn/chinese/pub/whmr/bjin.htm 
 
巴金－中國文化研究院 
http://www.chiculture.net/php/frame.php?id=/cnsweb/
html/0425 
 
巴金－名人書庫 
http://www.dragonsource.com/bminren/bajin.htm 
 
巴金－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87%
91#.E4.B9.A6.E7.9B.AE 
 
文學巨匠巴金逝世  
http://news.sina.com.cn/z/bajinshishi/ 
 
永失巴金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278496.htm 
 
巴金圖片 
http://www.cflac.org.cn/bajin/jctp.htm 
 
名家繪巴金 
http://www.cflac.org.cn/bajin/mjhbj.htm 
 
特別策劃︰與世紀同行 世紀的良知—巴金   
http://www.people.com.cn/GB/news/9719/9720/3777371.html 
 
懷念人民作家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5-10/17/
content_3631333.htm  
 

 

 

 

～ 網上資源選輯 ～ 



進入香港大學圖書館目錄(Dragon)，網址： 

http://library.hku.hk 

1. 著者名稱(Author)檢索： 

可以找出“巴金＂撰寫的作品。 

2. 主題(Subject)檢索： 

採用美國國會圖書館主題詞表(LCSH)，部份東方

語文資料兼有馮平山圖書館之中文主題詞表。 

可以找出與“巴金＂相關的資料。 

部份主題如： 

巴金, 1904-2005 Aesthetics.   

巴金, 1904-2005 Congresses. 

巴金, 1904-2005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巴金, 1904-2005 Chronology. 

巴金, 1904-2005 -- Dictionaries. 

巴金, 1904-2005 Friends And Associates.   

巴金, 1904-2005 Interviews. 

巴金, 1904-2005 Pictorial Works. 

巴金, 1904-2005 Quotations.   

巴金, 1904-2005 -- Travel -- China. 

小說： 

 《家》（激流三部曲之一），第 2 版，北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1962 年。 [中] PL2780.F4 J53 1991  

 《春》（激流三部曲之二），上海：開明書店，民 27
[1938 年]。中 848 B78-715 

 《秋》（激流三部曲之三），上海：開明書店，民 29
[1940 年]。[中] PL2780.F4 Q58 1940     

 《霧．雨．電》（愛情三部曲），上海 : 平明出版社，
1954 年。[中] PL2780.F4 W8 1953 

 《火．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上海 : 開明書店， 民 
38 [1949 年] 。(共 3 卷) 中 848 B78-73 

 《寒夜》，北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年。       
[中] PL2780.F4 H3 1983 

 《憩園》(三聯文庫; 65)，香港 : 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2001 年。[中] PL2780.F4 C53 2001 

 《砂丁》，第 8 版，上海 : 文化生活出版社，民 37 [1948
年]。中 848 B78-765 

 《雷》，上海 : 文化生活出版社，民 26 [1937 年]。           
中 848 B78-756 

 《第四病室》，香港 :南國出版社，[197-年]。           
[中] PL2780.F4 T5 1980 

    《巴金小說全集》，臺北市：遠流出版公司，1993 年。 
(共 12 卷) [中] PL2780.F4 A6 1993 

 

～巴金的著作選輯～ 

巴金巴金巴金   

散文集： 

   《巴金隨想錄》(回憶與隨想文叢)，香港 : 三聯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1988 年。[中] PL2780.F4 S85 1988 

 《旅途隨筆》，上海：開明書店，民 28[1939 年]。          
中 848 B78-631 

    《海行雜記》(開明文宮新刊)，上海：開明書店，1935
年。[中] PL2780.F4 H35 1935 

    《懷念》(開明文學新刊)，上海：開明書店，1947 年。   
中 848 B78-52 

 《中華散文珍藏本．巴金卷》，北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年。[中] PL2780.F4 A6 2001 

其他文獻書目： 

 《巴金文集》，北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1962 年。
（共 14 卷）中 848 B78-1 / 亞 848 78-1 

 《巴金譯文全集》，北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年。
（共 10 卷）[中] PN886 .P3 1997 

   《巴金全集》，北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年－（共 26
卷）[中] PL2780 .F4 1986   

 《巴金自傳》，香港 : 自力書店，1956 年。        
[中] PL2780.F4 Z52 1956 

 《巴金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叢; 1)，鄭州市：大象出版

社，2002 年。[中] PL2780.F4 Z46 2002 

 《憶》(中國現代作家自述文叢)，北京，中國華僑，1994
年。[中] PL2780.F4 Z467 1994 

 《創作回憶錄》(名家自述叢書)，北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1982 年。[中] PL2780.F4 Z465 1997 

視聽資料： 

  人間三部曲 [錄影資料] ：巴金 = Trilogy of life : Ba Jin, 台
北市 : 春暉國際數位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2002?]。      

[av] PL2277 .Z86 2002 no.1 v.10  DVD  

  巴金文選精品 [錄音資料] ，[上海] : 上海音像公司，
2003。[av] PL2780.F4 A6 2003b  CD  

～檢索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