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虚拟的伤痛 姚良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247.5 Y361

义理与考据 赵伯陶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206.2 Z296

生命美学的诉说.2,生命界碑前的悲凉

之美.修订版
周殿富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267.1 Z751 (2)-1A

愿人心温暖 万物复苏 周志燕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313.65 D904J

古希腊神话与传说 (德) 斯威布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I545.73 S399

兰波诗歌全集 (法) 兰波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I565.24 R575A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法) 莫泊桑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I565.44 M452L

热爱生命: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选.第 4

版
(美) 杰克·伦敦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I712.44 L847O-4

富人，穷人 (美) 欧文·肖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I712.45 S534B

野棕榈 (美) 威廉·福克纳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I712.45 F263Z

保守的人 (南非) 纳丁·戈迪默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I478.45 G662A

午夜之子 (英) 萨曼·鲁西迪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I561.45 R953B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柯南道尔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I561.45 D754P

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 陈亚珍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I247.56 C619

朕要开饭 沈悠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I247.57 S428A

俄罗斯文学的“第二性” 陈方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I512.06 C412

圣诞老人的失误:利考克幽默精华

录:Leacock at his best
(加) 斯蒂芬·利考克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I711.78 L434

明天来吧:拉腊讽刺文集:Mariano Jose

De Larra: articulos

(西班牙) 马利安诺·何

塞·德·拉腊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I551.64 L333

穆斯林的葬礼 霍达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I247.59 H964A

黄雀鲊 李金山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I267 L186

陌生人的玩笑 李晋瑞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I247.7 L185

苍黄尧天 乔忠延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I247.53 Q344

因了心意 赵亭人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I267.1 Z325

有故事的法国 洛艺嘉著 测绘出版社 I267.4 L988A

狼群全集.第 2版 刺血著 朝华出版社 I247.5 C951-2

足球黑手党:“布拉特王朝” (英) 安德鲁·詹宁斯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I561.55 J54A

精彩三国 方北辰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I207.413 F180

浮生六记 (明) 沈复著 崇文书局 I264.9 S398F

世说新语 (南北朝) 刘义庆著 崇文书局 I242.1 L705E

声律启蒙 (清) 车万育著 崇文书局 I207.21 C333A



二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商务英语步步为赢 (韩) 金静好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7 J772

应用 STATA 学习计量经济学原理
李·C. 阿德金斯, R. 卡

特·希尔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F224.0-39 A236

TED 竞争心理学 (美) 玛格丽特·赫夫南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B848 H461

你的形象决定你的价值:韩国明星展现

自我魅力的每天 10分钟演技训练
(韩) 金载烨著 台海出版社 B834.3 J838

是员工不会做, 还是你不会教 (日) 石田淳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F272.92 S536

社会资本与健康
(美) 河内一郎, S. V. 萨布

拉马尼安, 丹尼尔·金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C912 K22

活用英语脑, 零基础也不怕 (日) 加藤俊德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H31 J210

丰田人才精益模式
(美) 杰弗瑞·莱克, (美) 大

卫·梅尔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431.364 L727A

美国城市学校制度的建构 李朝阳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G571.22 L338

证据法学反思:跨学科视角的转

型:results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turn

(美) 罗杰·帕克, 迈克尔·萨

克斯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D915.130.4 P235

商务德语 900 句.第 2版 郭铭华编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H339.9 G812-2

超级阅读术 (日) 斋藤孝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G792-49 Z043

龙与鹰:中美政治的文化比较 (美) 罗素·邓肯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D6 D912

死刑的终结:英国废除死刑问题的历史

考察
王晓辉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D956.14 W382

冬天的故事
英文主编 Jonathan Bate,

Eric Rasmusse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H319.4:I561 S527M (19)

教育:促进健康, 凝聚社会
OECD 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主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G40-052 J690

学习如何学习 [新加坡] 吴松发著 鹭江出版社 H319.4 W861

图解篮球个人技术:基础训练 180 项 (日) 日高哲朗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G841.19 R659

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

样入侵:why things catch on.全新修订

版

(美) 乔纳·伯杰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713.50 B496-1A

组织文化:传承与创新 王若军, 雷高岭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C936 W322

希特勒传:跃升年代 (德) 福尔克尔·乌尔里希著 东方出版社
K835.167 H675L (1),

K835.167 H675L (2)

比较法哲学 (美) 威廉·B. 埃瓦尔德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D90 E94

冷眼观爱 冷爱作品 人民邮电出版社 C913.1 L098

众筹的智慧:互联网投资终极指南:the

ultimate guide to raising investment

fun

(英) 克里斯·白金汉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F830.45 B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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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3,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郑其斌著 法律出版社 D9 L96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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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5,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李佳著 法律出版社 D9 L962 (5)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第 2版 主编陈燕 科学出版社 G254.9 C615-2

好莱坞怎样谈生意
(美) 黛娜·阿普尔顿, 丹尼

尔·扬科利维兹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J997.123 A649

管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应用 李少颖, 陈群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C931.6 L258

创业成功范式:硅谷创业教父的忠

告:lessons from an entrepreneurial

life

(美) 史蒂夫·布兰克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272 B642A

整合:实现商业转型的 7大法则:seven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美) 巴里·瓦克斯曼, 克里

斯·斯图兹曼著
中信出版社 F062.5-49 W115

考研英语试题库精选.2017,阅读理解

120 篇,基础 60 篇
徐绽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H319.4 X845E (2)

初级会计电算化基础培训教程 陈静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F232 C472

金钱与好的生活

(英)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

基, 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

著

中信出版社 F0 S628

合作学习技能 35 课:培养学生的协作能

力和未来竞争力

(美) 哈维·斯莫基·丹尼尔

斯, 南希·斯坦尼克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G420 D186

富国的贫穷 (德) 卡特琳·哈特曼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F151.66 H023

南沙群岛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法律研究 杨翠柏 ... [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D993.5 Y150

冲刺 710 分 陈仲利，刘娜娜主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 H310.421 C653B

初识传播学:在信息社会里正确认知自

我、他人及世界
(美) 埃姆·格里芬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G206 G851A

文德尔班哲学导论 (德) 文德尔班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516.49 W763

三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技术、时间与现代性的会谈
(美) 洛伦佐·查尔斯·辛普森

著
科学出版社 N11 S613

达·芬奇机器:secrets & inventions in

the da vinci codices
(意) 多米尼哥·罗伦佐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19 L383

黎曼猜想漫谈:一场攀登数学高峰的天

才盛宴
卢昌海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O156 L780A

合作的进化.修订版 (美)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O225 A969-1A



物理思想与人文精神 李梅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O4 L213

诗意的原子:8 种连结你和宇宙万物的

无形元素:the invisible elements

that conect you

(美) 科特·施塔格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O611 S779

46 亿年的地球物语:地球起源到今天的

全部历史
(美) 约翰·H. 布瑞德雷著 哈尔滨出版社 P-49 B811

生命的跃升:40 亿年演化史上的十大发

明:the ten great inventions of

evolution

(英) 尼克·莱恩著 科学出版社 Q11 L265

虾青素:红色奇迹 席卷世界 孙存普, 田文勇编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Q586 S904

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发现隐藏在神

话、甲骨文、远古遗址中的外星人踪迹.

第 2 版

李卫东著 海南出版社 Q693 L280-2

昆虫世界与人类社会.第 3版 张古忍, 张丹丹, 陈振耀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Q969.9 Z105-3

最适合中国人体质的营养膳食指南 彭玉清著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R151.4-62 P585

奇迹:转变命运的直觉法则:living in

the light
沙提·高文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R161.1 G284

没有克服不了的伤痛 (韩) 朴民根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R161.1 P826

医学原始 (清) 王宏翰著 学苑出版社 R223 W202

胃气论 (清) 张锡驹撰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R223.1 Z202

活人事证方后集 (南宋) 刘信甫撰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R289.344.2 L691

大医生说,糖尿病跟你想的不一样 《健康时报》编辑部主编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R4 J333

假如我得了失智症 王培宁, 刘秀枝著 华夏出版社 R749.1 W304

一粒种子的幸福生活,有益健康的 100

种花草轻松养
彭春生，石万钦主编 青岛出版社 S68 P456

如何养好一只猫 (英) 海伦·皮尔斯著 新星出版社 S829.3 P624

大数据爆炸时代的移动通信技术与应

用

(美) 迪内希·钱德拉·维玛,

帕利德·维玛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TN929.5 V522

Arduino 可穿戴设备开发 (瑞典) 托尼·奥尔森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TN929.53 O52

C++必知必会 (美) Stephen C. Dewhurst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TP312C++ D519A

21 天学通 Java (美) Rogers Cadenhead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TP312JA C122C

谁说菜鸟不会数据分析:入门篇.第2版 张文霖, 刘夏璐, 狄松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TP391.13 Z193A-2 (1)

火药的历史 主编东方暨白 河南大学出版社 TQ56-092 D661

从迷你烤箱开始学烘焙:曲奇·面包·蛋

糕
(韩) 高尚振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TS213.2 G614

来吃意大利菜:一场华丽的美食行走:a

wonderful cuisine journey
(意) Marino D'Antonio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TS971 D194

茶之书 (日) 冈仓天心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TS971 G081

顿顿美食压力锅 (日) 行正理香著 南海出版公司 TS972.12 H620

精编 1000 种养生药膳 主编吴剑坤, 于雅婷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TS972.161 W803

国学经典集锦 刘高杰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Z126 L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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