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北去来辞 林白著 北京出版社 I247.57 L493B

门外文谈 鲁迅著 北京出版社 I210.4 L824P

《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 萨孟武著 北京出版社 I207.411 S006

审判 (奥) 卡夫卡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521.45 K11O

艺术话语:艺术因素分析法:Анали

тик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

ого

(俄) 瓦列里·伊·秋帕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0 Q754

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 (美) 查尔斯·伯恩海默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I712.06-53 B527

罗马的文学与宗教:文化、语境和信

仰:cultures,contexts, and beliefs
(美) 丹尼斯·费尼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546.092 F295

狐狸猎手:“约翰·杜邦杀人案”与一个

美国梦的幻灭:the true story of my

brother's murd

(美) 马克·舒尔茨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712.55 S387

荒野猎人 (美) 迈克尔·庞克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712.45 P984

危险的夏天 非洲的青山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712.45 H488AH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 (美) 苏源熙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I0-03 S259

等鹿来 (美) 约翰·缪尔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712.64 M953

现代主义与“战后女性诗”的展开 (日) 水田宗子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313.072 S685

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 (英) 加斯帕·格里芬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545.072 G851

家园万岁 蔡测海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247.57 C022

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 马乃强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I712.074 M116

天涯若比邻 魏延政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267.1 W609

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与演进 叶嘉莹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I207.23 Y434K

爱经·海螺
(古罗马) 奥维德, (西) 洛

尔卡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I546.22 O96A

独立苍茫自咏诗:流传千古的现实主义

诗词
武庆新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I222 W985

二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故纸硝烟:抗战旧书藏考录 钱念孙著 黄山书社 G239.296 Q226

吴彤们 吴彤著 作家出版社 K825.76 W872

高校图书馆发展规划编制指南 高凡主编 海洋出版社 G258.6-62 G125



数码时代无菜鸟,数码摄影曝光从入门

到精通
光合网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J41 G582

Angry Editor 愤怒的英语 Jeremy Webb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H31 W365

查询意图自动分类与分析 张晓娟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G354.4 Z212

奢侈品策略:世界顶级服装品牌的 26 种

设计策略:26 principles every fashion

designer

(美) 劳拉·沃丁特斯塔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768.3 V933

东周列国志 中文改写/英文翻译胡志挥 中译出版社 H319.4:I242 H532

北大精神 吴丕, 刘镇杰编著 现代出版社 G649.281 W843

访古与传古:吴大澂的金石生活考论 李军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K877.24 L185

广告设计教程.2.II 陈莹 ... [等] 编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J5 L670 (4)2

北京宫灯 李俊玲著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J528.7 L183

中国画学全史 郑午昌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J209.2 Z450E

会计 (审计) 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陈宋生, 罗少东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F230 C566

海派时尚产业价值创新能力与发展路径

研究:基于上海时尚产业现状的发展建

议

颜莉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F127.51 Y107

中国有能力养活中国 丁声俊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F326.11 D562

给自己一点掌声:自富小秘帖.第 2 版 姚蔚珺著 上海三联书店 B848.4 Y371-2

《老乞大》与《朴通事》:蒙元时期庶民

的日常法律生活.第 2版
徐忠明著 三联书店 D929.47 X844-2

温州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第 2版 林亦修著 三联书店 G127.553 L527-2

进城务工人员就业集中地区医疗保险研

究.第 2版
吴传俭著 上海三联书店 F842.684 W922A-2

四书读本 蒋伯潜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222.12 J555A (1),

B222.12 J555A (2)

军旅民谣精选 主编孙意书, 陈天星 金盾出版社 J642.1 S976

中国古代家训 李楠编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B823.1 L225

体育教学研究 陈玉群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G807.01 C635

每天读一点世界文化常识 王颖编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K103 W432

收入分配对出口产品质量及其福利效应

的影响
金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F752.62 J828

一个大投机家的告白 (匈)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著 重庆出版社 F830.91 K86B

孟子 杨伯峻今译 外文出版社 B222 Y142

中国青少年体育发展报告.2015 主编郭建军, 杨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G812.45 G802-15

所罗门王的宝藏:英汉对

照: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第 3 版

(英) 亨利·莱德·哈格德著 东华大学出版社 H319.4:I561 H145A-3

奥威尔信件集 (英) 乔治·奥威尔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K835.615.6 O79A

游牧东京 (日) 米田智彦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C913.3 M684

天使的百合.第 2版 (美) 罗素·H·康威尔著 东华大学出版社 B821 C767-2



公共关系学.第 3版 唐雁凌, 姜国刚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C912.3 T273-3

宋史紀事本末 (明) 陳邦瞻撰 中华书局
K244.044 C369 (1),

K244.044 C369 (2),...

国际关系关键概念

(澳) 马丁·格里菲斯, (澳)

特里·奥卡拉格汉, (美) 史

蒂芬·罗奇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D80 G855

在人生拐角处:知名生涯导师 answer 职

场难题与人生困惑
赵昂著 九州出版社 C913.2 Z292

物理实现 (美) 西德尼·舒梅克著 商务印书馆 B089 S559

西太后: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大清帝国

最後の光芒
(日) 加藤徹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K827 C945I

洛阳伽蓝记 尚荣译注 中华书局 K296.13 S312

三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思想传播史 (英) 戴维·奈特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N091 K71

发明的故事 (美) 房龙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N091 V217

中国传统科技 周桂钿, 福建教育出版社 N092-53 Z760 (1),(2)

西方科学的起源 (美) 戴维·林德伯格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N095 L742A

中国梦·科学梦 主编汤寿根, 沙锦飞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N19 T201

自然的艺术形态 (德) 恩斯特·海克尔绘著 北京出版社 N49 H133

数学思想 10 讲 张广祥著 科学出版社 O1-0 Z107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第 3版 王孝武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O231 W387-3

爱因斯坦的宇宙 (美) 加来道雄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O412.1-49 J210

天文之书 (美) 吉姆·贝尔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P1 B433

通俗天文学 (美) 西蒙·纽康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P1-49 N538A

生物起源探索 王明编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Q10 W282

生命乐章:生物进化 本书主编左晓敏, 宋香锁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Q11-49 Z992

生物安全知识 800 问 主编蒋健敏, 翁景清, 张双凤 浙江大学出版社 Q81 J564

发现最美的鸟
马克·凯茨比,约翰·古尔德等

著
商务印书馆 Q959.7 C359

会下蛋的哺乳动物 周高升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Q959.8 Z766

重返人类演化现场 (美) 奇普·沃尔特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Q981.1 W232

这样吃全谷就对了 董俊杰主编 中国纺织出版社 R151.3 D702

厨房里的营养功夫 左小霞编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R151.4 H114

6 个月打造健康的身体 (韩) 柳泰宇著 现代出版社 R161 L756



如何使大脑保持持续敏锐
(美)亨利·埃蒙斯,大卫·阿尔

特
中国青年出版社 R161.1 E54

百岁非梦 胡国华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R161.7 H462

亲爱的戒烟吧 (韩) 田智硕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R163 T696

吃多不如吃巧 刘建平主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R247.1 L634

三国演义与中医 主编胡献国, 罗新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R2-49 H511A (1)

大脑大搜查
杰克·刘易斯,阿德里安·韦伯

斯特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R338.2 L673

人人都能学得会的运动按摩书 (日) 曾我武史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R454.4 Z029

肠内革命:年轻 10 岁的肠道健康法 (日) 光冈知足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R574 G582

走出创伤, 再度起航

芭芭拉 沃拉索 罗特鲍姆

(Barbara Olasov Rothbaum) ,

艾德娜 B·福阿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R749.055 F649

别做停不下来的人:从此戒掉强迫症 倪雪君著 台海出版社 R749.99 N516

脱发 主编魏保生, 刘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R758.71 W578

就爱阳台种菜 (韩) 文芝惠, 张伦娥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S63 W674

神奇的紫色食品 张天柱主编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S63 Z189

绿色低碳生活 朱翔, 贺青云等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TK01 Z882

国学概论 章太炎讲演 中华书局 Z126 Z26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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