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一场关于前男友的葬礼 张躲躲作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247.7 Z090A

太太万岁 张巍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247.57 Z193W

红颜露水 张小娴作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247.57 Z217D

世界不会拒绝你，除非你自己不努力 赵鹏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267.1 Z312

中国歌谣 朱自清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207.7 Z895A

丁香岛之恋 陶林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I247.57 T325

过去现在，一并深爱 祝小兔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I267 Z917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thoery of narrative
(荷) 米克·巴尔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045 B171

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

(美) 戴维·赫尔曼 ...

[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045 H552

唐宋文选 吕福克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264 K66 (1), I264 K66 (2)

梧溪集 (元) 王逢撰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I222.747 W172A

湖边小屋 (加拿大) 威廉·扬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711.45 Y68A

图书馆奇谈 (日) 村上春树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313.45 C987AQ

逃离 艾丽丝·门罗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711.45 M968D

逃离.第 2版 艾丽丝·门罗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711.45 M968D-2

孜孜不倦地爱与被爱 毕淑敏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67 B763AH

蒙古里亚 郭雪波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7 G850C

少女萨吾尔登 红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7 H392B

上庄记 季栋梁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7 J170

黄泥地 刘庆邦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7 L660A

六人晚餐 鲁敏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7 L818

三个三重奏 宁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 N648

认罪书 乔叶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7 Q340A

红军家族前传 绍武, 会林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1 S341 (1), I247.51

S341 (2)

跑步穿过中关村 徐则臣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 X840A

状元媒 叶广芩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7 Y431A

红玫瑰与白玫瑰 张爱玲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6.7 Z073A

倾城之恋 张爱玲,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6.7 Z070A

我终究是爱你的 张小娴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47.57 Z215B

既不当受害者, 也不做刽子手 (法) 阿尔贝·加缪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I565.65 C211G



二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全球化与文化:全球混融:global

melange

(美) 简·尼德文·皮特尔斯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C913 N371

财经通识教程 刘庄, 范忠宝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49 L732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

布: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D091.5 A545-1A

神山奇迹:一个偏远山村变身“绿色硅

谷”的故事
(日) 筱原匡著 新星出版社 F299.313 X398

巴萨关键词
(西班牙) 哈维·托雷斯, 桑

蒂·帕德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K835.515.47 T693

为和平而战 (日) 野坂参三著 解放军出版社 K265.606 Y411

树荫的温柔:亘古人类激情之源 (法) 阿兰·科尔班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K103 C791

理想国的失衡与崩溃:文艺复兴的颠覆

性证言
坐看风云急著 三联书店 K13 Z996

不懂说话你怎么带团队 (日) 吉田幸弘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F272.9 J111

羊皮卷,富足人生
(美) 奥里森·马登 ... [等]

著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B848.4 M322F

技术创新的战略管理 (美) 梅丽莎·A.希林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F273.1 S334A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意) 普里莫·莱维著 上海三联书店 K516.44 L664

公法视野下的住房保障:以日本为研究

对象:the Japanese experience.第 2 版
凌维慈著 上海三联书店 F299.313.033.1 L566-2

慷慨的正义:上帝的恩典如何让我们行

义:how God's grace makes us just
提摩太·凯勒著 上海三联书店 D081 K29

管理哲学视域下“个人力”与“组织力”

的关系研究
沈伟鹏著 上海三联书店 C93-02 S424

美味欺诈:食品造假与打假的历史.第 2

版
(英) 比·威尔逊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F768.26 W747-2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英) 劳伦斯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H319.4:I561 L419C

出版专业基础,中级:2015 年版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

专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编
商务印书馆 G23 G937

适用于计算机领域从业人员的专利法实

例:计算机实现的发明的保护方法

(法) 丹尼尔·克罗萨 ...

[等]
知识产权出版社 D913.405 C645

零售现场力 (日) 大西洋著 东方出版社 F713.32 D088

陶渊明诗文选 (东晋) 陶渊明著 外文出版社 H319.4:I213 T354

众包 (美) 达伦·C·布拉汉姆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F270 B795

唐代传奇选 (唐) 沈既济 ... [等] 编撰 外文出版社 H319.4:I242 S392

ZERO 雅思词汇零起点 主编江涛 石油工业出版社 H313.1 J446A



大学通用学术英语综合教程.1.Ⅰ 主编颜海璐, 王蓓蓓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H319.39 Y104 (1)

美国绘画透视完全教程 (美) 菲尔·梅茨格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J206.2 M596

现金流建模边学边练 (美) 基思 A. 奥尔曼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820.4 A439

灯塔
(法) 克里斯多夫·夏布特绘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J238.4 C428

春日百花 (日) 伊东杂音绘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J238.5 Y488

光与色:油画写生与创作:oil painting

sketches from nature
(美) 凯文·丹·麦克弗森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J213.1 M172

王名扬全集.5,译作、教材汇编,=

Compilation of translations and

textbooks

王名扬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D912.104-53 W288 (5)

绝对成交之一个房地产销售教父的自

白:为什么不管多难卖, 他都卖得掉,

还能卖出好价钱?

(美) 弗雷德里克·埃克伦

德, 布鲁斯·利特菲尔德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F293.352 E36

别忘你也曾野心勃勃 (美) 詹姆斯·阿图彻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B848.4 A469

新民事诉讼法配套规则适用指引,总则

卷

江必新, 何东宁, 张小洁,

程似锦编著
法律出版社 D925.104 J357 (1)

科技写作随笔:学风·文法·规则 高烽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H152.3 G122

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managing

talent in the networked age

(美) 里德·霍夫曼, 本·卡

斯诺查, 克里斯·叶著
中信出版社 F272.92 H711

国际法院解释条约规则及相关问题研

究:以领土边界争端为视角
张卫彬著 上海三联书店 D99 Z190

人口学概论 (美) 约翰·R. 魏克斯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92 W395A

象征和符号
(英) 马克·奥康奈尔, 拉

杰·艾瑞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H0 O18

三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科学发现的哲学:历史与节点 (英) 威廉姆·休厄尔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N02 S516

人类 3.0:不断进步升级的人类:the

upgrading of the species
(加) 彼得·诺瓦克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N091 N946

南极“忍耐号”历险记
(英)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

著
商务印书馆 N816.61 S524

迷人的数学:315 个烧脑游戏玩通数学

史
(英) 伊凡·莫斯科维奇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O1 M896

物理学与世界进步 尹晓冬, 王福合主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O4 Y602

大自然声景:一个野地录音师的探索之

旅:a natural sound recorder's
范钦慧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O42 F122



journey

物质深处:粒子物理学的摄人之美 (美) 布鲁斯 A. 舒姆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O572.2-09 S392

地球科学概论 蒲济林, 李永嵩主编 现代出版社 P P791

伴月共生 (日) 藤井旭著 中信出版社 P184 T426

人类星球:自然界伟大的生存故

事:nature's greatest human stories.

第 2 版

(英) 戴尔·坦普勒 ... [等]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P941 T284-2

原野的故事 (法) 法布尔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Q94-49 F123

吃的真相 云无心著 重庆出版社 R151.3 Y983 (3)

回家吃饭的智慧.上,四代中医传下来

的养生救急食方
陈允斌著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R151.4 C630 (1), R151.4

C630 (2), R15.

放松与健康 江有标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R161.1 J486

红楼梦与中医 主编胡献国, 郑海青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R2-49 H511A (2)

医理真传 (清) 郑钦安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R249.49 Z440

本草分经 (清) 姚澜撰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R2-52 Y363

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 屠呦呦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R282.71 T934

免疫力与健康 主编陈华新, 孙景泰 金盾出版社 R392 C447

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

化: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e

(美) 伊森·沃特斯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R395.2 W346

肠子的小心思 (德) 朱莉娅·恩德斯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R574 E56

心理咨询师手册:发展个人方法 (英) 约翰·麦克劳德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R749.055-62 M165

低碳生活你我他,休闲旅游篇 孙亚锋, 李雪主编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TK018 S971 (3)

迪奥的时尚笔记 (法) 克里斯汀·迪奥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TS941.11 D593

洋葱居:幸福小宅的 41 种软装提案 夏然编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TU241 X207

征服荒野:全地形越野驾驶手册.第2版
(英)文斯·柯博利, 戴夫·菲

利普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U469.309-62 C656-2

缤纷的生命 (美) 爱德华·威尔逊著 中信出版社 X176 W747

环境模拟:一个不确定的未来:an

uncertain future?
(英) Keith Beven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X21 B571

应对地球危机的设计之道 (美) 弗雷德里克·斯坦纳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X32 S822

雾霾里的生存智慧:PM2.5 自我防护手

册
蔡向红编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X510.31 C062

把健康带回家的保健植物.第 2版 王婧编著 哈尔滨出版社 X510.5 W232-2

问得刁钻 答得睿智:200 个有趣的冷知

识.第 2版
(美) 比约恩·凯里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Z228 C273

天机 陶淘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Z228 T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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