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秦时明月汉时关:古诗词中

的边塞豪情
詹亮浈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I207.2 Z053

诗词风景:古诗词中的空灵

之景
张觅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I207.227.2 Z143A

淡色青春:我曾被这世界温

柔爱过
张觅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I267 Z143B

民国才子舌尖上的爱恋与才

思
周小蕾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I267 Z803

当你到达我.第 2版 (美) 丽贝卡·斯戴德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I712.45 S799-2

爱默生随笔全集 (美) 爱默生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712.64 E53K (1),

I712.64 E53K (2)

大街 (美) 辛克莱·路易斯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712.45 L673C (1),

I712.45 L673C (2),...

宪兵父亲的遗言:父女两代

人的心路历程
(日) 仓桥绫子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313.65 C092

罗生门 (日) 芥川龙之介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313.45 J743K

木偶奇遇记 (意) 卡洛·科罗迪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546.88 C714

哈佛百年经典.03卷,约婚夫

妇,Five-foot shelves
(意) 曼佐尼原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546.44 M296

吞噬地球:当人类成为无家

可归的流浪者
刘慈欣等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247.7 L597H

人生不过一碗温暖红尘 汪曾祺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267 W085O

追杀 K 星人,K星走狗 王晋康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247.7 W233A

时光阡陌, 你一直未曾走远 周作人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266 Z815J

偷书贼.典藏纪念版 (澳) 马克斯·苏萨克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611.45 Z96A

走出非洲 (丹) 凯伦·布里克森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534.45 B649C

奇特的一生:柳比歇夫坚持

56 年的“时间统计法”
(俄) 格拉宁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512.45 G277

神秘岛 (法) 凡尔纳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565.44 V531AR

困在宜家衣柜里的苦行僧 (法) 罗曼·普埃尔多拉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565.45 P977

二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匠人精神:一流人才育成的 30 条法则 秋山利辉著 中信出版社 B848.4-49 Q758

西夏紀事本末 (清) 張鑑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K246.304.4 Z125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增订本 许纪霖著 中华书局 K825.4 X873

世界会计史:财务报告与公共政策,美洲

卷:financial reporting and public

policy,Am

(美) 加里·J·普雷维茨,

(法) 皮特·沃顿, (澳) 皮

特·沃尼泽主编

立信会计出版社 F23 P944

黑暗入侵:1915 美国首次反恐与卷入一

战秘因
(美) 霍华德·布鲁姆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D771.288 B658

蔡元培自述 蔡元培著 中华书局 K825.46 C074A

跨国金融与财务

(美) 戴维·K. 艾特曼, 阿

瑟·I. 斯通希尔, 迈克尔·H.

莫菲特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276.7 E36A

e 时代打官司一本通 孙军工主编 青岛出版社 D925.04 S921

卡斯特桥市长 (英) 托马斯·哈代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H319.4:I561 H268C

心理学家的故事 (美) 戴维·霍瑟萨尔著 商务印书馆 K815.1-49 H832

瑞士.第 2版
澳大利亚LonelyPlanet公司

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 K952.2 A766-2

大学英语四级汉译英16字真经:新题型.

第 2版
曹丽霞, 肖波, 高长主编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315.9 C127-2

80 天环游地球:英汉对照.第 3版 (法) 儒勒·凡尔纳著 东华大学出版社 H319.4:I565 V531C-3

个人与原因 (美) 蒂莫西·奥康纳著 商务印书馆 B089 O18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加) 卜正民著 商务印书馆 K265.07 B872

新版剑桥BEC考试真题集.第5辑,高级:

附答案和听力 CD,Business higher 5

with answers

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编著 商务印书馆 H310.41 J332 (5)3

新版剑桥 BEC 考试真题集.第 4 辑.4,高

级
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编著 商务印书馆 H310.41 J332 (4)3

新版剑桥 BEC 考试真题集.第 2 辑,初级 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编著 商务印书馆 H310.41 J332 (2)1

资本及其结构 (德) 路德维希·拉赫曼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F091.343 L138

政治的密码 (英) 安德鲁·海伍德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0 H622F

Oil and natural gas marketing 刘葆, 王超, 康国强编 石油工业出版社 F407.225 L586

无将定约的做庄计划测试
(英) 大卫·伯德, (澳) 蒂

姆·伯克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G892 B910 (7)

缓解气候变化的财政政策:决策者指

南:a guide for policymakers

伊恩·W.H. 帕里, 鲁德·德

穆伊, 迈克尔·基恩主编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F811.0 P264

暗黑心理学:幸灾乐祸与人性的阴暗

面:schadenfreude and the dark side of

human n

(美) 理查德·史密斯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B84 S643

艺术体操运动教程
《艺术体操运动教程》编写

组编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G834 Y190

巴金与安那其主义 (日) 樋口进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K825.6 B035C

表演训练手册 (美) 梅利莎·布鲁德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J912-62 B888



[等] 著

彼得·格雷素描基础教程.第 2版 (美) 彼得·格雷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J214 G778-2

人力资源管理
(美) 约翰 M. 伊万切维

奇 ... [等]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240 I93B

大师十论

(美) 迈克尔·波特, 罗伯

特·卡普兰, C·K·普拉哈

拉德等著

中信出版社 F270 P844B

商务英语入门 主编陈惠惠, 田杰, 刘玉君 北京大学出版社 F7 C442

考研政治思维脉络核心考点.第 2版 主编张鑫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D0 Z215-2

科技想要什么 (美) 凯文·凯利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G303 K29

史密斯油画基础教程.第 2版 (美) 斯坦·史密斯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J213 S583-2

中世纪服饰 著者谭蝉雪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K870.6 T097

少做一点不会死 (美) 里奥·巴伯塔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C935 B112

店铺服务体验师报告 (日) 本多正克著 东方出版社 F717 B713

Berliner platz.4.4.新版 Eva Harst ... [等] 等 同济大学出版社
H339.41 L549 (4)1,

H339.41 L549 (4)2,...

当责:从停止抱怨开始:the underlying

logic of office

罗杰·康纳斯, 托马斯·史

密斯, 克雷格·希克曼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B848.4-49 C752

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修订版 田家青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K825.81 T625-1A

三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身边的未来 (韩) 李焌桢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N49 L189

看得见的相对论 (日) 飞车来人著 科学出版社 O412.1 F312

完美理论 (英) 佩德罗.G. 费雷拉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O412.1-49 F383

化学史 (英) 托马斯·汤姆森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 O6-091 T482

天空的魔力
(加)特伦斯·迪金森,(加)艾

伦·戴尔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P1-49 D553B

引力是什么:支配宇宙万物的神秘之力 (日) 大栗博司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P159-49 D029

追逐太阳 (美) 理查德·科恩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P182 C678

水科学概论 谭绩文 ... [等] 编著 科学出版社 P33 T107

上升的海洋
(美) 奥林·H. 皮尔奇, 罗

伯·扬著
海洋出版社 P542.1 P639

地球生命的历程
(英) 理查德·穆迪 ... [等]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Q10-49 M817

演化 (法) 让-巴普蒂斯特·德·帕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Q111 P187



纳菲厄著

一场持久的论争:达尔文导读 (英) 马克·里德利著 中信出版集团 Q111.2 R546

遗传学与社会 主编陈火英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Q3 C448

我心爱的雷龙:一本写给大人的恐龙书 (美) 布赖恩·斯威特克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Q915.864 S979

百合圣经
(法) 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

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Q949.71 R319

人类学之梦 徐杰舜, 李晓明, 韦小鹏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Q98-53 X736

水是最好的养命药 杨力著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R123.5 Y223

营养圣经 (英) 帕特里克·霍尔福德著 北京出版社 R151 H729

当代医学的困境 原著 Charles E. Rosenberg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R192.3 R813

不吃药最健康 王康裕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R212 W248

每天学点中医对症自疗法 (日) 根本幸夫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R242 G324

证治要义 (清) 陈当务撰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R249.49 C397

女科百效全书 (明) 龚居中辑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R271.1 G385

12 周摘掉眼镜恢复视力.第 2版 (美) 爱德华·索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R770.1 S681-2

花卉学 王奎玲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S68 W243

情感机器 (美) 马文·明斯基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TP18 M666

我的第一本面包书 (日) 石泽清美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TS213.21 S557

养生豆浆 米糊 蔬果汁全书 陈禹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TS214.2 C638

一本书读懂保健食品 于雅婷主编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TS218 Y733

厨房里的哲学家
(法)让·安泰尔姆·布里亚－

萨瓦兰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TS971.2 B857

一眼挑出好食材 (日) 脇坂真吏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TS972.111 X000

排出来, 就瘦了 (日) 小林弘幸著 青岛出版社 TS974.14 X376

无人机 DIY (美) John Baichtal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V279 B152

经典常谈 朱自清著 中华书局 Z835 Z89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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