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等等 你担得起世界的美好 (韩) 朴光洙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312.665 P688

他们说, 我是幸运的 (美) 艾丽斯·西伯德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S443B

可爱的骨头 (美) 艾丽斯·西伯德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S443C

华生手稿:罪恶的艺术:a

Sherlock Holmes adventure
(美) 邦妮·麦克伯德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M118A

好剧本是改出来的 (美) 保罗·齐特里克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053.5 C543

隐身 (美) 达希尔·汉密特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H224H

自由与荣光:一段不为人知

的美国秘史:1812-1815年美

国第二次独立战争

(美) 黛安·凯里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C273

剧本结构设计 (美) 丹·奥班农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053.5 O12

白宫往事:私人记忆中的真

实白宫:insdie the private

world of the white house

(美) 凯特·安德森·布劳尔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55 B877

烟雾弥漫你的眼:我在火葬

场学到的生命学
(美) 凯特琳·道蒂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55 D732

没有行李的旅行 (美) 克拉拉·班森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65 B474

超越套路的剧作法.修订版
(美) 肯·丹西格, 杰夫·拉

什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053.5 D175-1A

唯奋斗者得功名,刘墉散文

精选
(美) 刘墉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65 L712AB

林中秘族 (美) 柳原汉雅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L757

混沌王子 (美) 罗杰·泽拉兹尼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Z49A (10)

厄运主牌 (美) 罗杰·泽拉兹尼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Z49A (6)

安珀血脉 (美) 罗杰·泽拉兹尼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Z49A (7)

混沌之兆 (美) 罗杰·泽拉兹尼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Z49A (8)

暗影骑士 (美) 罗杰·泽拉兹尼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Z49A (9)

开发故事创意 (美) 迈克尔·拉毕格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053.5 R116

二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从埃及到高加索:探索未知的古文献世

界
(法) 让- 皮埃尔·马艾著 三联书店 G256.1 M214



无印良品育才法则 (日) 松井忠三著 新星出版社 F431.368 S750A

印度尼西亚涉商法律文件汇编 李杰, 姜一飞编译 暨南大学出版社 D934.239.9 L181

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姚树洁, 王攀, 宋林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F124 Y366

中外篮球、足球运动的实证研究 王峰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G840.2 W172

中国电竞幕后史 BBKinG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G899-092 Z554

标题精彩文章 吴敬祝, 余建强著 阳光出版社 C931.46 W809

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第

2 版
姜鸣著 三联书店 D691 J512-2

睡谷传说:英伦见闻录:the sketch book (美) 华盛顿·欧文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H319.4:I712 F945

童年哲学 加雷斯·B·马修斯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G61-02 M438

蛛丝马迹:犯罪现场专家讲述的故事.第

2 版
(美) 康妮·弗莱彻著 三联书店 D918.4 F613-2

光圈世界摄影大师,沃克·埃文斯 (英) 戴维·卡帕尼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J405.1 C186

绘画的故事.修订版 (英) 温迪·贝克特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J209.5-49 B396A

白河方言调查研究 柯西钢著 中华书局 H172.2 K441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公共养老

金改革的挑战

本尼迪克特·克莱门茨 ...

[等]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F249.1 C626

Python 金融大数据分析 (德) Yves Hilpisch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F830.41-39 H655

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

集:essays on ancient Chinese art
(美) 巫鸿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J120.9-53 W728A

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 陈少明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B2-3 C564

韬奋箴言 聂震宁编选 三联书店 K825.42 Z968C

考研英语语法新思维 张满胜编著 群言出版社 H314-43 Z146

人格权法.第 2版 王利明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923.14 W254B-2

做最好的党员 张芬之, 许罡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D261.42 Z109A

西方文明:思想、文化与人物:thoughts,

culture and people
主编张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H319.4 Z235

语言及意识探究 吕新炎著 上海三联书店 H0 L901

物权法律工具箱:法律条文 流程图表

案例要旨 文书范本.第 3 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D923.2 Z562-3

心理学与生活
(美) 理查德·格里格, (美)

菲利普·津巴多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B84 G378B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核心规定 法律出版社 D262.6 D176B (7)

信访举报核心规定 法律出版社 D262.6 D176B (10)

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研究 崔国斌著 法律出版社 D923.404-53 C969

共产党人的精神坐标 许罡编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D261.42 X862

论无罪推定 奚丹霓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 D915.184 X138

中华二千年史 邓之诚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K22 D340 (1), K22 D340



(2), K22 D340 (3)

剑桥英语国际版 For real.第三级

(CEFR B1),扩展资源.=

Pre-intermediate,links

Martyn Hobbs, Julia Starr

Keddl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H319.39 H682 (1), H319.39

H682 (2), H...

看图自学贝司演奏:一看就懂的图解贝

司自学书.第 2版

(美) 瑞安·威廉姆斯, 理查

德·哈蒙德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J623.2 W721-2

大奥秘史:德川幕府后宫生活实录 (日)山本博文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K313.36 S073A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 路大虎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D261.42 L875

中华体育精神研究 黄莉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G803 H853

伊索寓言 施剑刚编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H319.4:I17 S490

审美教育心理新探 丁峻, 崔宁著 上海三联书店 G44 D535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二十年 刘淑春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D351.2 L670

三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力量·启蒙 王亚辉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N0 W412

技术史入门 (日) 中山秀太郎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N091 Z690

大创意:看历史上的最强大脑, 如何塑

造人类未来

(美) 莉莎·麦考伊, 凯瑟琳·葛

莱德, 凯利·汤基思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N19 M131

人类发明史 (美) 约翰·H.林哈德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N49 L477 (4)

数论妙趣:数学女王的盛情款待 (美) 阿尔伯特·H.贝勒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O156 B422

现代控制理论基础.第 2版 宋丽蓉, 邢灿华主编 中国电力出版社 O231 S772-2

时与光:一场从古典力学到量子力学的

思维盛宴:the history of physics
棽棽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O4-09 C000

相对论的意义 (美)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O412.1 E35L

黑洞与时间弯曲 (美) 基普·S. 索恩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P145.8 T511A

宇宙:从地球到宇宙边缘的旅行 (英) 尼古拉斯·奇塔姆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P159 C515

人类宇宙
(英) 布赖恩·考克斯, (英)

安德鲁·科恩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P159-49 C877A

基因的决定 主编张戟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Q343.1 Z123

转基因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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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94A

冬日的世界:动物的生存智慧 贝恩德·海因里希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Q95 H469

中国人类学 周永明主编 商务印书馆 Q98 Z814 (1)

疾病与人类文明
(美) 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

斯特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R-05 S574

简明食物功效手册 唐华伟编著 科学出版社 R151.3-62 T247



新编营养师手册.第 3版 胡敏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R151-62 H495-3

自我按摩选穴疗病 主编陈长青, 卢智, 陈华 金盾出版社 R244.1 C385

我们是如何品尝味道的 (法) 弗朗索瓦斯·雷昂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R339.13 L080

一本书了解痛风 (日) 谷口敦夫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R589.7 G461

101 个心理治疗难题 (美) Jerome S. Blackman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R749.055 B629

灵魂的礼物 (美) 罗伯特·舒华兹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R749.055 S399

强迫障碍.第 2版 主编崔玉华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R749.99 C978-2

我爱小盆栽 (日) 山田香织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S68 S121

奇点来临 (英) Tony Thorne MBE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TP18 T511

职场力!:写给经理人的超强Excel函数

效率提升术
(日) 西沢梦路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TP391.13 X103

技术人创业攻略 张兰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TP393.092 Z135

餐桌上少不了的薯类 甘智荣主编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TS215 G027

我的搭配入门书 崔彦怡著 译林出版社 TS941.11 C980

家的日常, 家的自在 (日) 渡边有子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TS976.3 D904

消防安全百问百答
安全生产知识普及百问百答丛

书编写组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TU998.1 A678

个人安全与社会责任:中英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译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U698 G891

台州科普大讲堂
台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台州市

图书馆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Z228 T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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