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上海·一九三七 江建文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I247.52 J367

梦焰 苗长水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I247.52 M723A

鬼吹灯全集 天下霸唱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I247.56 T595H

人模猫样 周仕凭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I247.57 Z794

榕陰草堂詩草校注 (清)荔浦 潘乃光著 巴蜀書社 I222.749 P181

二战巨头的幕后博弈 姜晓光著 白山出版社 I247.57 J531

莫扎特, 请入席
(法) 米歇尔·波尔图, 娜塔

莉·克拉夫特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565.65 P853

园丁的十二个月 (捷) 卡雷尔·恰佩克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524.65 C237

思家小馆的晚餐 (美) 安·泰勒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712.45 T982A (1)

拉美科幻文学史
(美) 拉切尔·海伍德·费雷

拉编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730.09 F383

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
(乌拉圭) 爱德华多·加莱亚

诺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782.65 G152B

笼中的爱人 (英) 蕾切尔·阿博特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561.45 A131B

启功教我学书法 陈启智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51 C539

浪漫时代 戴谙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47.57 D105

花儿朵朵 韩梦泽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47.57 H089

天天都有大太阳 康志刚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47.57 K291

卿本妖娆 田小璃作品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47.57 T673

单身妈妈的周末
(法) 热娜维茨芙·布丽扎克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565.45 B859

异乡人.2,被诅咒的婚约 (美) 戴安娜·加瓦尔东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712.45 G112 (2)

黑色弥撒:爱尔兰黑帮教父与美国联邦

调查局的魔鬼交易:whitey bulger, the

FBI, and a devi

(美) 迪克·莱尔, 杰拉德·奥

尼尔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712.55 L524

二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山东抗战大纪实 刘干才, 李奎编著 团结出版社 K265.606 L610

四庫章句集注.影印本 (宋) 朱熹撰 中国书店
B222.12 Z883J (1),

B222.12 Z883J (2)

小句中枢视点下的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 周毕吉著 世界图书广东出版公司 H146.3 Z752



史記志疑 (清) 梁玉繩撰 中華書局
22.21 L445 (1), 22.21 L445

(2), 22.21...

产品内分工的区域化与全球化:基于东

亚生产网络的研究
周昕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F114.46 Z805

格瓦拉日记 (古巴) 切·格瓦拉著 译林出版社 K837.517 G939E

图本鲁迅传.第 2版 高旭东, 葛涛著 长春出版社 K825.6 L824U-2

平行历史:阴谋论塑造的世界 (英) 大卫·阿罗诺维奇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K109 A114

SAP 财务管理报表 (德) 艾林·科尔克马兹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F275 K84

英语词典史 雍和明，彭敬著 商务印书馆 H316 Y648

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

(1941-1991):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D819 C938A

中华家训经典大全集 秦泉主编 外文出版社 B823.1 Q425

人天眼目释读 智昭, 上海古籍出版社 B946.5 Z491

法国商法典 罗结珍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D956.539.9 L949 (1),

D956.539.9 L949...

三千年冤狱 杨师群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D929.2 Y275

实用爆炸现场调查 (美) 詹姆斯·T. 瑟曼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D918.4 T539

世界简史 何炳松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K109 H166A (1), K109 H166A

(2)

正心修身, 养性育德:跟《鬼谷子》学处

世, 跟《菜根谭》学修身
欧阳彦之著 台海出版社 B821-49 O599

空心村乡村文化研究 韦祖庆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G127 W526

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修订版 季红真著 现代出版社 K825.6 X311H

品牌与品牌地理化 (英) 安迪·派克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F293 P636

北京砖雕 张彦著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J314.9 Z225

落叶 (美) 威尔·杜兰特著 重庆出版社 B-49 D951A

仁化古村 龙兆康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K296.55 L766

矿业权政策性整合法律问题研究:以山

西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为背景: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M&

郗伟明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D922.624 X136A

论俄国革命 (德) 马克斯·韦伯著 上海三联书店 D15-53 W373A

摄影笔记 宁思潇潇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J41 N658

汉字与交通 郭浩瑜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H12 G808

创意产业理论与实践 张迺英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G124 Z148

鬼谷子全编 道纪居士主编 海潮出版社 B228-49 D192

酒吧运营管理 鲍洪杰, 张平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F719.3 B295

国际矿产资源战略对我国重要矿产资源

安全影响及对策研究
王宇, 谭立勤, 淳伟德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F426.1 W448

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对产业升级的促进

作用分析
梁泳梅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F241 L422



农村经纪人 赵宪军, 赵瑞琴, 陈娆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F321 Z332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第Ⅳ册,机

械、仪表工业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G254.242 H309 (4)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第Ⅵ册,武

器工业、原子能技术、航空航天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G254.242 H309 (6)

强爸爸好女儿:父亲决定女儿一生的 10

个秘密:10 secrets every father

should know

(美) 梅格·米克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G782 M494

2014-2015 图书馆学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G250-12 Z572-14

能源约束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基

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
徐学才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F426.2 X820

高占祥论中国人格 高占祥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C955.2 G217

三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十万个冷门知识:话题达人的秘密武器 张静波编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Z228 Z120

一本不正经的科学 著 (法) 皮埃尔·巴泰勒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Z228 B285

别客气, 请随意使用科学 (美) 马克·亚伯拉罕斯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228 A159 (2)

女子的茶时光 (韩)李裕真,(韩)黄井姬著 中信出版社 TS971 L329

让你的 PPT 更精美:美化 PPT 必备 100

招
赛贝尔资讯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P391.41 S019

Photoshop 蒙版与合成

(美) Katrin Eismann, (美)

Seán Duggan, (美) James

Porto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TP391.413 E36

写给大忙人看的 Java 核心技术 (美) Cay S. Horstmann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TP312JA H819H

为何害怕核能与辐射？ 林基兴著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TL-49 L507

十二味生活设计 林怡芬著 九州出版社 TB47 L521A

养眼就是养精神 (日) 今野清志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R77 J749

今夜不再失眠:12 招让你睡得香 (日) 内山真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R749.7 N409A

更年期:女人的第二次生命 (法) 克里斯蒂娜·克隆日著 现代出版社 R711.51 C697

孩子长高 从吃开始 大嘴妈妈育儿工作室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R339.31 D089

大脑也有这么多烦恼 (日) 池谷裕二, 中村兔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R338.2-49 C804

再见吧, 烟瘾君 (英) 肖恩·沃德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R163.2 W256

奇妙养生益寿法 杜宣新著 金盾出版社 R161.7 D877

校园健康与医学急救知识 主编张利远, 陈建荣 江苏大学出版社 R161 Z138

30 岁后体力不败的秘密 (韩) 金杨中著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R161 J829

吃的真相! 你应该知道的饮食宜忌 张银柱著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R155 Z239A



全家人的营养书 陈勇主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 R155.1 C622

疯狂人类进化史 史钧著 重庆出版社 Q981.1 S578

给四月的信:我们如何知道 (英) 艾伦·麦克法兰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Q98 M143

萤火虫在中国 付新华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Q969.48-49 F831

转基因的前世今生 申俊江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Q785 S366

生命不老的源泉:干细胞 罗振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Q24 L975

舌尖上的化学 李远蓉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O6 L325

我的探险生涯 (瑞典) 斯文·赫定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N83 H454B (1)

我的探险生涯.Ⅱ.Ⅱ (瑞典) 斯文·赫定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N83 H454B (2)

技术大发明:100 则故事启示录 董仁威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N19-49 D727

X 事件 一切陷于崩溃 (美) 约翰·卡斯蒂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X4 C351

救救我们变暖的地球
亚太环境清洁发展合作组织编

著
东方出版社 X383 Y023

生活中危险有害因素认知与实验 胡宗元编著 气象出版社 X924.4 H538

科学大爆炸 (英) 罗伯特·丁威迪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Z228 D587

Photoshop CS5 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神龙影像编著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

社,2014
TP391.41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Photoshop+CS5%E4%B8%AD%E6%96%87%E7%89%88%E4%BB%8E%E5%85%A5%E9%97%A8%E5%88%B0%E7%B2%BE%E9%80%9A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coden=TP39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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