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南极的斯芬克斯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565.44 V531AT (1)

利沃尼惨案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565.44 V531AT (2)

“首相”号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565.44 V531AT (3)

空中村庄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565.44 V531AT (4)

世界尽头的灯塔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565.44 V531AT (5)

面对国旗:迎着三色旗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565.44 V531AT (6)

文学肖像 (法) 圣伯夫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512.65 S157

用理想温暖自己:监狱里的思索 (韩) 申荣福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312.665 S368

人类接管手册:喵星人的自白书 (美) 保罗·加利科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712.45 G168A

致命拜访 (美) 杰克·芬尼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712.45 F514

罗丹岛之恋 (美) 尼古拉斯·斯帕克思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712.45 S736F (2)

最好的我 (美) 尼古拉斯·斯帕克斯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712.45 S736F (1)

精神病患 (美) 威廉·彼得·布拉蒂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712.45 B644B

鸟人 (美) 威廉·沃顿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712.45 W554G

魔兽世界:伊利丹:Illidan (美)威廉·金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712.45 K52AE

奇爱博士:或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

上炸弹
(英) 彼得·乔治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561.45 G347

总有一个念想, 推着我们向前
爱默生, 海明威, 梭罗 ...

[等]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16 E53

不如任性过生活 蔡澜作品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267 C045C

梁启超爱国诗文选 董雁南编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215.22 D752

近现代爱国诗文选 董雁南编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226 D752

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 渡边和子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313.65 D904K

世间美好, 相信的人能得到 渡边和子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313.65 D904L

世纪回眸:当代红学的记忆 胡文彬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207.411 H510

人生不过如此而已 梁实秋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266 L412S

中国民间目连文化 刘祯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207.37 L725

把每一天当成人生奖赏
蒙田, 叔本华, 胡适 ...

[等]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16 M761

百年血脉 帕蒂古丽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247.57 P011

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培根, 王尔德, 林徽因 ...

[等]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16 B129

风筝:毛姆短篇小说集 沈樱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561.45 M449AA

《红楼梦》与诗性智慧 孙伟科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207.411 S953



二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与

政府规制研究
张孝锋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F279.247 Z211

东京酷玩之旅 (日) 中野先生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K931.39 Z709

亲密伴侣:爱和婚姻的模式 (美) 麦琪·斯卡夫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C913.13 S285

法语介词攻略 张彤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H324.2 Z182

考研英语核心词汇联想记忆词典 郭瑞钢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H313 G822A, H313 G822A (2)

管理学原理
赵金先, 张立新, 姜吉坤主

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C93 Z307

国际法练习题集.第 4版 主编余民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99-44 Y760-4

美丽安徽 中国地理学会编 蓝天出版社 K925.4 W441

人生五大问题 (法) 莫罗阿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B821 M457

好戏上场:50 个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

展
(哥斯) 延斯·霍夫曼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J-28 H711

中国三部曲 张维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D6 Z197A (1), D6 Z197A

(2), D6 Z197A (3)

学生常用法律手册:2016 升级版.第 14

版
法律出版社 D920.9 F025B-14

败在海上:中国古代海战图解读 梁二平著 三联书店 E291 L397

中国农村“土地换保障”的实践反思与

理性建构.第 2版
郑雄飞著 上海三联书店 F321.1 Z450-2

阅读与解释:论斯宾诺莎的历史观念及

其效用
吴树博著 上海三联书店 B563.1 W860

博茨瓦纳的风俗与文化
(美) 詹姆斯·丹博, (博茨

瓦纳) 芬尤·C.赛博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K947.6 D391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理论、图表与案例 林雪贞著 法律出版社 D922.5 L529

罗斯福: 自由的战士:1940-1945
(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

恩斯著
商务印书馆 K837.127 R781G

成功的质量管理:饭塚悦功的质量管理

实践
(日) 饭塚悦功著 中国质检出版社 F273.2 F088

电子商务物流 主编毕娅 机械工业出版社 F713.365.1 B768

经济思想史 主编杨玉生, 杨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091 Y326

阪神大地震受灾老人的五年与老龄化社

会的未来
(日) 大谷顺子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D731.386 D029A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a life of

Dietrich Bonhoeffer
(美) 查尔斯·马什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B979.951.6 M365

新制度经济学 主编杨德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091.349 Y160A

微观经济分析 (美) 哈尔·R·范里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016 V299E



世界简史.修订版 (英) H·G. 威尔斯著 新世界出版社 K109 W453E-1A

辞职后，我后悔的 12 件事 (日) 和田一郎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C913.2 H230

学说汇纂.第三卷,起诉的问题与基本制

度
吴鹏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D904.1 J96 (3)

憋说话，吻我 (俄) 兰迪诗著绘 时代文艺出版社 J238.2 L264

养老法律那些事儿 陈洪忠 ... [等]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D922.182.14 C449

转型中的欧洲政治
(美) 马克·凯塞尔曼, (美)

乔尔·克里格著
人民出版社 D750.0 K42

公共教育 (美) 劳伦斯·A. 克雷明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G40-03 C915

首席内容官:解密英特尔全球内容营销 (美) 帕姆·狄勒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713.3 D556

海德格尔文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孙周兴, 王庆节主编 商务印书馆 B516.54-52 H465 (7)

国外红十字会法选编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D912.182.09 Z561

最好的教育是信任 (韩) 李宗哲著 译林出版社 G78 L349

古典音乐精粹 (美)大卫·杜巴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K815.76 D813A

善意回帖:人性呼唤成功 (韩) 闵丙哲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B82-061 M787

世界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熊澄宇, 张铮, 孔少华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G114 X6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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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卫东著 海南出版社 Q693 L280-2



话、甲骨文、远古遗址中的外星人踪迹.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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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