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消失的女孩 (美) 柯熙·卓安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712.45 Z27

萤火虫小巷 (美) 克莉丝汀·汉娜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712.45 H243

再见, 萤火虫小巷 (美) 克莉丝汀·汉娜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712.45 H243A

牡丹绮情 (美) 邝丽莎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712.45 S451B

抓住属于你的那颗小星星:全彩图文珍

藏版
(美) 刘墉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712.65 L712AE

21 号男孩 (美) 马修·奎克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712.45 Q6A

满愿 (日) 米泽穗信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313.45 M691

古书堂事件手帖.6,栞子与轮回的宿命 (日) 三上延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313.45 S026O (6)

期待您的光临:老街和果子店栗丸堂 (日) 似鸟航一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313.45 S745 (1)

圆桌 (日) 西加奈子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313.45 X064A

十字路口 (日) 新海诚原作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313.45 X532D

植物图鉴 (日) 有川浩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313.45 Y690E

直立的人 (意) 大卫·隆格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546.45 L856

不可违抗的她 (英) 亨利·莱特·哈葛德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561.44 H145G

重新洗牌 (英) 迈克尔·道布斯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561.45 D632B

夫妻舞伴 白旭初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247.82 B140

骨债 茶茶木作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247.57 C188 (1),

I247.57 C188 (2)

甑子场 成都凸凹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247.57 C717

美人为馅.2:大结局 丁墨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247.57 D546A

大圈 1+2+3+4 全集 冷眼看客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247.5 L098D

二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曼斯菲尔德庄园 (英)简·奥斯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H319.4:I561 A933I

外国刑事诉讼特色制度与变革 周欣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D915.3 Z805

我们开店吧:72 小时学会开咖啡店、奶茶

店、甜品店
牧牧酱著 现代出版社 F719.3 M954

如何读中国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中

国书画精品导览
(美) 何慕文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J212.05 H436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赵彦志, 孟韬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G522.7 Z349



阿啰哈!:我在修·蓝博士身边学到的清

理话语
(日) 平良爱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B84-49 P720

文博大家史树青 荣宏君著 上海三联书店 K854.2 R722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有放弃 顾锦妍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C913.1 G498

林徽因的女人天堂 王宇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K826.16 L508J

中国古代帝陵文化探秘 施经纬编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K928.76 S493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研究 朱秋莲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C924.21 Z863

购物狂日记:the diary of a recovering

shopaholic
Alexis Hall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F713.55 H174

全球缉毒:实用侦查技术:practical

investigative techniques
(美) 格雷戈里·D. 李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D918 L477

全球可持续能源竞争力报告
郭苏建, 周云亨, 叶瑞克等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F416.2 G832

经济学与文化 戴维·思罗斯比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G05 T531A

侦查:重建过去的方法:a method for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美) 詹姆斯·W. 奥斯特伯

格, 理查德·H. 华特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D918 O85A

青春期理论 (美) 罗尔夫·E. 缪斯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G479 M993

塔木德 塞妮亚编译 三联书店 B985 S013

群书治要 360 译注.贰
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

译注
上海三联书店 D691.5 M098A (2)

高志华 滕贞甫主编 大连出版社 K825.72 G212

学易笔谈 杭辛斋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221.5 H124B

徐滔进行时 徐滔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D920.5 X816A

大學之路:陪女儿在美国选大学 吴军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G649.712.8 W805 (2)

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英双语·经典版 (法) 亨利·法约尔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C93 F285

跳得出来才是高人:互联网时代摆脱纠

结的方法
叶舟, 胡均亮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B848.4 Y474

非洲经济发展报告.2014-2015 舒运国, 张忠祥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F140.4 S643-14

平面设计师必修 9 堂课 艾德里安·肖纳希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J506 S533

小窗幽记 (明) 陈继儒著 崇文书局 B825 C455

大学 中庸 孝经 忠经 颜培金, 王谦, 卢付林注释 崇文书局 B222.1 Y106

影视动画后期创作教程 徐铮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J954 X842

英语散文精粹 (英) 哈代 ... [等]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H319.4:I16 H268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史述要 许俊达 ... [等]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0-0 X870

物联网与食品质量安全 郑立荣 ... [等] 编著 科学出版社 F303-39 Z437

汽车外贸英语函电 主编肖靖, 周明智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F766 X291

翰林与明代政治 包诗卿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D691.42 B222

美丽中国 创新发展:中国的商业机遇与

成功秘诀
(日) 和田修倖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F722.9 H230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4-2015 主编张平, 刘霞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F124 Z152A-15

三进巴格达:中国外交官亲历海湾战争 郑达庸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D815.4 Z429



专注的力量:资本市场的虚虚实实 班妮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F830.9-53 B176

东瀛之刀:日本自卫队 作者周明, 李巍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313.1 Z782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三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真实世界的脉络:平行宇宙及其寓

意:the science of parallel

universes-and its i

(英) 戴维·多伊奇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N02 D486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关于哲学历史与艺

术的讲演和论文集
(英) 卡尔·波普尔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N02 P831B

科学发现纵横谈:王梓坤教育随笔 王梓坤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N03 W483

耶鲁科学小历史 (英) 威廉·拜纳姆著 中信出版集团 N091 B994

从达·芬奇到互联网 (美) 托马斯·米萨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N091 M678

人类的智慧.第 2版 李莎莎编著 中西书局 N19 L256-2

灰色预测理论及其应用 姚天祥，巩在武著 科学出版社 N949 Y368

改变世界的 134 个概率统计故事 (日) 岩泽宏和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O21 Y079

每天学点博弈学 元亨利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O225 Y872

全球最美的 100 个地方,选美地球 北京日知图书有限公司编 星球地图出版社 P941 B489

外星人与 UFO 之谜 白云天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Q693 B156

外星人入侵生存手册 (英) 肖恩·T. 佩奇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Q693 P132

国外转基因知多少
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办公室
中国农业出版社 Q785 K794

动物是怎样说话的 (美) 康·斯洛博奇科夫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Q95 S634

身体缺的不是药, 是营养 陈培毅著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R151 C528

时尚饮食宝典 刘晓晖, 曾彩红编著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R151.3 L692

营养与膳食 主编孙建琴 复旦大学出版社 R151.3 S925

少食健康:很多疾病是吃饱撑出来的 杨建宇著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R151.4 Y208

怎样走路才有益于健康 (法) 雅克-阿兰·拉尚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R161.1 L133

行走圣经:健康生活从行走开始 史品高著 华夏出版社 R161.1 S580

黄帝内经 书林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R221 S630

点穴疗法速查 伦新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R245.9 L926

雕塑你的大脑 岳晓东，应力，毛紫琼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R338.2 Y952A

我们是如何睡眠的
(法) 伊莎贝尔·阿尔努夫, 德

尔菲娜·乌蒂特 ... [等]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R338.63 A054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聪明人? (美) 埃里克·麦瑟尔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R395.6 M231



永不凋零的心 微尘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R395.6 W506

音乐心理与音乐治疗 邱鸿钟编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R454.3 Q729

颈椎正 身材好 (韩) 黄相普著 青岛出版社 R681.5 H904

眼的奥秘与呵护 主编吴素虹 人民卫生出版社 R770.1 W862

别怕, Excel VBA 其实很简单.第 2版 Excel Home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TP391.13 E000-2

汉服归来 杨娜 ... [等]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S941.742.811 Y230

巴黎女人的时尚经.第 2版
著·绘伊娜·德拉弗拉桑热, 合

著索菲·加谢
中信出版社 TS941.745.65 L111-2

千奇百怪 李昕, 上官紫微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Z228 L305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曼斯菲尔德庄园 (英)简·奥斯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H319.4:I561 A933I

外国刑事诉讼特色制度与变革 周欣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D915.3 Z805

我们开店吧:72 小时学会开咖啡店、奶

茶店、甜品店
牧牧酱著 现代出版社 F719.3 M954

如何读中国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中

国书画精品导览
(美) 何慕文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J212.05 H436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赵彦志, 孟韬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G522.7 Z349

阿啰哈!:我在修·蓝博士身边学到的清

理话语
(日) 平良爱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B84-49 P720

文博大家史树青 荣宏君著 上海三联书店 K854.2 R722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有放弃 顾锦妍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C913.1 G498

林徽因的女人天堂 王宇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K826.16 L508J

中国古代帝陵文化探秘 施经纬编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K928.76 S493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研究 朱秋莲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C924.21 Z863

购物狂日记:the diary of a

recovering shopaholic
Alexis Hall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F713.55 H174

全球缉毒:实用侦查技术:practical

investigative techniques
(美) 格雷戈里·D. 李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D918 L477

全球可持续能源竞争力报告 郭苏建, 周云亨, 叶瑞克等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F416.2 G832

经济学与文化 戴维·思罗斯比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G05 T531A

侦查:重建过去的方法:a method for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美) 詹姆斯·W. 奥斯特伯格,

理查德·H. 华特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D918 O85A

青春期理论 (美) 罗尔夫·E. 缪斯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G479 M993

塔木德 塞妮亚编译 三联书店 B985 S013

群书治要 360 译注.贰
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译

注
上海三联书店 D691.5 M098A (2)

高志华 滕贞甫主编 大连出版社 K825.72 G212

学易笔谈 杭辛斋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221.5 H124B

徐滔进行时 徐滔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D920.5 X816A

大學之路:陪女儿在美国选大学 吴军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G649.712.8 W805 (2)

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英双语·经典 (法) 亨利·法约尔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C93 F285



版

跳得出来才是高人:互联网时代摆脱纠

结的方法
叶舟, 胡均亮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B848.4 Y474

非洲经济发展报告.2014-2015 舒运国, 张忠祥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F140.4 S643-14

平面设计师必修 9堂课 艾德里安·肖纳希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J506 S533

小窗幽记 (明) 陈继儒著 崇文书局 B825 C455

大学 中庸 孝经 忠经 颜培金, 王谦, 卢付林注释 崇文书局 B222.1 Y106

影视动画后期创作教程 徐铮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J954 X842

英语散文精粹 (英) 哈代 ... [等]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H319.4:I16 H268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史述要 许俊达 ... [等]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0-0 X870

物联网与食品质量安全 郑立荣 ... [等] 编著 科学出版社 F303-39 Z437

汽车外贸英语函电 主编肖靖, 周明智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F766 X291

翰林与明代政治 包诗卿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D691.42 B222

美丽中国 创新发展:中国的商业机遇

与成功秘诀
(日) 和田修倖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F722.9 H230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4-2015 主编张平, 刘霞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F124 Z152A-15

三进巴格达:中国外交官亲历海湾战争 郑达庸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D815.4 Z429

专注的力量:资本市场的虚虚实实 班妮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F830.9-53 B176

东瀛之刀:日本自卫队 作者周明, 李巍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313.1 Z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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