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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索书号 题名组 责任者 ISBN
1 B565.26/25 浪漫之魂 : 让-雅克·卢梭 赵林著 978-7-5217-3033-3
2 B804/153 看完就用的思维导图 刘艳著 978-7-5217-0592-8
3 B82-49/228 人生只有一件事 金惟纯著 978-7-5217-2824-8

4 B842.6-49/204 自愈 : 成年人崩溃自救指南
(美) 菲尔·施图茨, 巴
里·米歇尔斯著

978-7-5217-3178-1

5 B844.2/231
青少年大脑使用说明书 : the secret 
life of the teenage brain

(英) 萨拉-杰恩·布莱克
莫尔著

978-7-5086-9648-5

6 B848.4-49/1003
自我提升的45个法则 : what leaders 
innovators and mavericks do to win 
at life

(美) 戴夫·阿斯普雷著 978-7-5217-3156-9

7 B848.4-49/1004
心理韧性 : training your brain and 
body to thrive during stress and 
recover from trauma

(美) 伊丽莎白·A. 斯坦
利著

978-7-5217-2130-0

8 C51/119 自私的基因 (英)理查德·道金斯著 978-7-5217-2978-8

9 C51/120
人类简史 : 从动物到上帝 :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以)尤瓦尔·赫拉利著 978-7-5217-2978-8

10 C51/121
反脆弱 : things thatgain from 
disorder

(美)纳西姆·尼古拉斯·
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著

978-7-5217-2978-8

11 C51/122
情商 : 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美)丹尼尔·戈尔曼著 978-7-5217-2978-8

12 C51/123
公正 : 该如何做是好? :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美)迈克尔·桑德尔
(Michael Sandel)著

978-7-5217-2978-8

13 C51/124
知识大融通 : 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 : 
the unity of knowledce

(美)爱德华·威尔逊著 978-7-5217-2978-8

14 C51/125 品格之路 (美)戴维·布鲁克斯著 978-7-5217-2978-8
15 C51/126 社会动物 (美)戴维·布鲁克斯著 978-7-5217-2978-8

16 C933.41/34
敏捷领导力 : 未来属于擅长随机应变的
多面管理者 : the art and science of 
leadership in a changing world

(美) 杰弗里·赫尔著 978-7-5217-2782-1

17 D923.34/27 债务重组 张杜超, 郭璐璐著 978-7-5217-2405-9

18 E19-49/52
竞逐富强 : 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
事与社会

(美) 威廉·麦克尼尔著 978-7-5217-2089-1

19 F0/811 伟大的博弈 (美)约翰·S. 戈登著 978-7-5217-2896-5

20 F0/812（1）
滚雪球 : 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 
warren buffett and the business of 
life. 上

(美)艾丽斯·施罗德著 978-7-5217-2896-5

21 F0/812（2）
滚雪球 : 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 
warren buffett and the business of 
life. 下

(美)艾丽斯·施罗德著 978-7-5217-2896-5

22 F0/813 投资最重要的事 (美)霍华德·马克斯著 978-7-5217-2896-5

23 F0/814
说谎者的扑克牌 : 华尔街的投资游戏 : 
rising through the wreckage on Wall 
Street

(美)迈克尔·刘易斯著 978-7-5217-2896-5

24 F0/815 随机漫步的傻瓜
(美)纳西姆·尼古拉斯·
塔勒布著

978-7-5217-2896-5

25 F0/816 周期 (美)霍华德·马克斯著 978-7-5217-2896-5
26 F0/817 大空头 (美)迈克尔·刘易斯著 978-7-5217-2896-5

27 F0/818
逃不开的经济周期 : 历史，理论与投资
现实 : history, theory and 
investment reality

(丹)拉斯·特维德著 978-7-5217-2896-5

28 F0/819 大国的兴衰 (英)保罗·肯尼迪著 978-7-5217-2895-8

29 F0/820 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
(美)拉尔夫·戈莫里，
(美)威廉·鲍莫尔著

978-7-5217-2895-8

30 F0/821
时运变迁 : 世界货币、美国地位与人民
币的未来

(美)保罗·沃尔克，(日)
行天丰雄著

978-7-5217-2895-8

31 F0/822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美)大卫·哈维著 978-7-5217-2895-8
32 F0/823 论中国 (美)亨利·基辛格著 978-7-5217-2895-8



33 F0/824

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 捍卫金融
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financial 
markets to create wealth and spread 
opportunity

(印)拉古拉迈·拉詹，
(美)路易吉·津加莱斯著

978-7-5217-2895-8

34 F0/825 世界秩序 (美)亨利·基辛格著 978-7-5217-2895-8
35 F0/828 思考，快与慢 (美)丹尼尔·卡尼曼著 978-7-5217-2890-3

36 F0/829 黑天鹅
(美)纳西姆·尼古拉斯·
塔勒布著

978-7-5217-2890-3

37 F0/830
贫穷的本质 :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印)阿比吉特·班纳吉，
(法)埃斯特·迪弗洛著

978-7-5217-2890-3

38 F0/831 大繁荣 (美)埃德蒙·费尔普斯著 978-7-5217-2890-3

39 F0/832

动物精神 : 人类心理活动如何驱动经济
、影响全球资本市场 :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美)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 Akerlof)，
(美)罗伯特·席勒
(Robert J. Shiller)著

978-7-5217-2890-3

40 F0/833
逃离不平等 : 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
源 :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美)安格斯·迪顿著 978-7-5217-2890-3

41 F0/834 囚徒的困境 (美)威廉·庞德斯通著 978-7-5217-2890-3
42 F0/835 赢家的诅咒 (美)理查德·塞勒著 978-7-5217-2890-3

43 F0-49/422
大侦探经济学 : 现代经济学中的因果推
断革命

李井奎著 978-7-5217-3205-4

44 F0-53/213=2
穷查理宝典 : 查理·芒格智慧箴言录 : 
the wit and wisdom of Charles T. 
Munger. 第2版

(美) 彼得·考夫曼编 978-7-5217-3040-1

45 F131.3/34 动荡时代 (日) 白川方明著 978-7-5217-3439-3
46 F224.32/32 博弈论与生活 (英) 兰·费雪著 978-7-5217-2658-9
47 F269.2/72 理解中国产业政策 江飞涛等著 978-7-5217-2823-1

48 F272/1623 创新者的窘境
(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著

978-7-5217-2887-3

49 F272/1624
第五项修炼 : 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 
: the art &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美)彼得·圣吉著 978-7-5217-2887-3

50 F272/1625
从0到1 : 开启商业到未来的秘密 :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

(美)彼得·蒂尔(Peter 
Thiel)，(美)布莱克·马
斯特斯(Blake Masters)
著

978-7-5217-2887-3

51 F272/1626 格鲁夫给经理人的第一课 (美)安迪·格鲁夫著 978-7-5217-2889-7

52 F272/1627 创业维艰
(美)本·霍洛维茨(Ben 
Horowitz)著

978-7-5217-2888-0

53 F272/1628 将心注入
(美)霍华德·舒尔茨，
(美)多莉·琼斯·扬著

978-7-5217-2888-0

54 F272/1629 原则
(美)瑞·达利欧(Ray 
Dalio)著

978-7-5217-2888-0

55 F272/1630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美)郭士纳著 978-7-5217-2888-0
56 F272/1631 巴菲特传 (美)罗杰·洛温斯坦著 978-7-5217-2888-0
57 F272/1632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美)安迪·格鲁夫著 978-7-5217-2888-0
58 F272/1633 史蒂夫·乔布斯传 (美)沃尔特·艾萨克森著 978-7-5217-2888-0

59 F272/1634 杰克·韦尔奇自传
(美)杰克·韦尔奇，(美)
约翰·拜恩著

978-7-5217-2888-0

60 F272/1635 重新定义公司 : 谷歌是如何运营的
(美)埃里克·施密特，
(美)乔纳森·罗森伯格，
(美)艾伦·伊格尔著

978-7-5217-2887-3

61 F272/1636
从优秀到卓越 : why some companies 
make the leap…and others don't

(美)吉姆·柯林斯著 978-7-5217-2887-3

62 F272/1637
竞争优势 :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美)迈克尔·波特著 978-7-5217-2887-3



63 F272/1638 赢
(美)杰克·韦尔奇，(美)
苏茜·韦尔奇著

978-7-5217-2887-3

64 F272/1639 基业长青
(美)吉姆·柯林斯，(美)
杰里·波勒斯著

978-7-5217-2887-3

65 F272/1640 沟通力
(美)罗杰·费希尔(Roger 
Fisher)，(美)斯科特·
布朗(Scott Brown)著

978-7-5217-2889-7

66 F272/1641 谈判力
(美)罗杰·费希尔，(美)
威廉·尤里，(美)布鲁斯
·巴顿著

978-7-5217-2889-7

67 F272/1642

精益创业 : 新创企业的成长思维 : how 
today's entrepreneurs u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create 
radically successful businesses

(美)埃里克·莱斯著 978-7-5217-2889-7

68 F272/1643
增长黑客 : 如何低成本实现爆发式成长 
: how today's fastest-growing 
companies drive breakout success

(美)肖恩·埃利斯，(美)
摩根·布朗著

978-7-5217-2889-7

69 F272/1644 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
(美)帕特里克·兰西奥尼
著

978-7-5217-2889-7

70 F272/1645

重新定义团队 : 谷歌如何工作 : 
insights from inside Google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you live and 
lead

(美)拉斯洛·博克著 978-7-5217-2889-7

71 F272/1646 顾客为什么购买
(美)帕科·昂德希尔
(Paco Underhill)著

978-7-5217-2889-7

72 F272/1647 发现利润区
(美)亚德里安·斯莱沃斯
基，(美)大卫·莫里森，
(美)鲍勃·安德尔曼著

978-7-5217-2889-7

73 F272/1648 销售圣经 (美)杰弗里·吉特默著 978-7-5217-2889-7
74 F299.233.5/167 房价的逻辑 : 徐远的房产财富48讲 徐远著 978-7-5217-3412-6
75 F426.471/86 非线性成长 : 吉利之路 吴晓波, 杜健, 李思涵著 978-7-5217-3299-3
76 F632.765.3/129（3） 华为没有秘密. 3 吴春波著 978-7-5217-2035-8
77 F713.51/46 商业洞察力 刘润著 978-7-5217-2203-1

78 F753.1/8
美日博弈 : 美国如何将未来给予日本, 
又该如何索回

(美) 克莱德·普雷斯托
维茨著

978-7-5217-3215-3

79 F830.59/1351 极简理财指南 (英) 皮特·马修著 978-7-5217-3250-4

80 F830.59/1352
徐远的投资课. 实战篇 : 投资案例实战
分析

徐远著 978-7-5217-3419-5

81 F830.59/1353 文明、资本与投资 丁昶著 978-7-5217-3098-2

82 F832.5/305
新时代中国资本市场 : 创新发展、治理
与开放

聂庆平, 李广川, 董辰珂
著

978-7-5217-3100-2

83 G78/865
妈妈的远见, 才是孩子的起跑线 : 一个
大学老师的10年教子心得

付雪著 978-7-5217-0025-1

84 H136.31/13 皮笑肉也笑 典婆婆绘著 978-7-5217-1815-7
85 H319.4/2788 我数到三-- : 汉英对照 (美) 约翰·肯尼著 978-7-5217-2000-6

86 I247.53/455
大秦帝国. 帝国烽烟. 2019年全新修订
版

孙皓晖著 978-7-5086-9897-7

87 I247.7/1125 新婚之夜 辽京著 978-7-5217-1103-5

88 I267.1/1071（5）
历史的温度. 5 : 那些博弈、较量与人
性

张玮著 978-7-5217-2372-4

89 I267/2401 山居七年 张二冬著 978-7-5217-1569-9
90 I512.44/121 初恋 (俄) 屠格涅夫著 978-7-5217-1275-9

91 I552.45/8 世界尽头的土地上
(葡) 安东尼奥·洛博·
安图内斯著

978-7-5217-2062-4

92 I561.45/571 天使之门
(英) 佩内洛普·菲茨杰
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著

978-7-5217-2969-6

93 I561.65/65（3） 物外. 03, 赶在冰雪消失前
编著英国Another Escape
编辑部

978-7-5217-1143-1

94 I712.44/96 白鲸
(美) 赫尔曼·麦尔维尔
著

978-7-5217-1606-1



95 I712.45/1306 牛津时间旅行. 灯火管制 (美) 康妮·威利斯著 978-7-5217-1973-4
96 I712.45/1307 牛津时间旅行. 警报解除 (美) 康妮·威利斯著 978-7-5217-1973-4

97 I712.45/1308 链条
(美) 阿德里安·麦金蒂
著

978-7-5217-3338-9

98 I712.45/1309 自杀式疗愈
(美) 杰西·鲍尔(Jesse 
Ball)著

978-7-5217-0428-0

99 J063/270 中国传统色 : 色彩通识100讲 郭浩著 978-7-5217-2883-5
100 J423/14 2020 逆光 主编洪海 978-7-5217-2662-6

101 K02/43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 比尔·盖茨给世
界的解决方案 : the solutions we 
have and the breakthroughs we need

(美) 比尔·盖茨著 978-7-5217-2833-0

102 K1/41 年代四部曲. 革命的年代 : 1789-1848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978-7-5217-2897-2

103 K1/42
年代四部曲. 资本的年代 : 1848-1875 
: 1848-187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978-7-5217-2897-2

104 K1/43
年代四部曲. 帝国的年代 : 1875-1914 
: 1875-1914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978-7-5217-2897-2

105 K1/44
年代四部曲. 极端的年代 : 1914-1991 
: 1914-199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978-7-5217-2897-2

106 K1/45 时间地图 : 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著 978-7-5217-2897-2

107 K1/46
西方将主宰多久 : 东方为什么会落后，
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美)伊恩·莫里斯著 978-7-5217-2897-2

108 K1/47（1）

从黎明到衰落 : 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
1500年至今 :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1500 to the present. 
上

 (美)雅克·巴尔赞著 978-7-5217-2897-2

109 K1/47（2）

从黎明到衰落 : 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
1500年至今 :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1500 to the present. 
下

 (美)雅克·巴尔赞著 978-7-5217-2897-2

110 K103/102
文明 : 文化、野心以及人与自然的伟大
博弈 : 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英) 菲利普·费尔南多-
阿梅斯托著

978-7-5217-1483-8

111 K295/11 长江文明 冯天瑜, 马志亮, 丁援著 978-7-5217-2573-5
112 K500.3/27 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 赵林著 978-7-5217-3065-4

113 K565.0/6
法兰西浪漫史. 品位与堕落, Taste & 
corruption

(英) 西奥多·泽尔丁著 978-7-5217-2927-6

114 K825.6/628
羽来信 : 关于“如何过好这一生”的30
场提问

祝羽捷编著 978-7-5217-3485-0

115 K837.125.38/161
贝佐斯传 : Jeff Bezos and the 
invention of a global empire

(美) 布拉德·斯通著 978-7-5217-3238-2

116 K837.125.42/20
我信仰阅读 : 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
利布回忆录

(美) 罗伯特·戈特利布
著

978-7-5217-1660-3

117 K879.212/2
世纪敦煌 : 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 : 
images of Mogao grottoes in Dun 
huang since 1907

孙志军编著 978-7-5217-3220-7

118 O1-49/102 对称与不对称 (美) 李政道著 978-7-5217-2753-1
119 O1-49/103 用数学魔法改变人生 (英) 博比·西格尔著 978-7-5217-1797-6

120 O1-49/104
感官的盛宴 : 数学之眼看艺术 : art 
through mathematical eyes

(西) 弗朗西斯科·马丁
·卡萨尔德雷著

978-7-5217-2230-7

121 O1-49/105
数学家、间谍与黑客 : 密码与解码 : 
coding and cryptography

(西) 琼·戈麦斯著 978-7-5217-2234-5

122 O1-49/106
数学与决策 : 数学教你做决定 : 
decision processes

(西) 维森斯·托拉
(Vicenc Torra)著

978-7-5217-2235-2

123 P1-49/27 一个天文学家的夜空漫游指南 (美) 郑春顺著 978-7-5086-9713-0
124 Q10-49/3 生命的起源 刘大可著 978-7-5217-2862-0
125 Q343.1/4=2 自私的基因 : 40周年增订版. 第2版 (英) 理查德·道金斯著 978-7-5086-9327-9

126 R161.7/71 长寿的科学
(美) 史蒂文·R. 冈德里
著

978-7-5217-1796-9

127 TB47/77 素材与身体 (日) 黑川雅之 978-7-5217-2468-4
128 TB472/242 设计时重要的事 (日) 佐藤卓著 978-7-5217-1683-2



129 TU241/134
好好装修不将就 : 收纳女王教你从扩容
到收纳一步到位

卞栎淳著 978-7-5217-22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