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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索书号 题名组 责任者 ISBN
1 B/32 哲学课 (美) 威尔·杜兰特著 978-7-5217-1737-2

2 B038/5
十种人性 : 谁在决定我们的善恶选择? : a 
new understanding of who we are and 
who we can be

(英) 德克斯特·迪亚斯著 978-7-5217-2294-9

3 B086/41 看见生命 (美) 布鲁斯·格雷森著 978-7-5217-3417-1
4 B1/97（2） 新哲人. 02, 谁吃了你的脑子? 澳大利亚新哲人编辑部编著 978-7-5217-3233-7

5 B-49/102
另类事实 : 知识及其敌人 : on knowledge 
and its enemies

(瑞典) 奥萨·维克福什著 978-7-5217-2310-6

6 B516.59/44
韦伯的新教伦理 : 由来、根据和背景 : 
origins, evidence, contexts

(美) 哈特穆特·莱曼, 京特
·罗特编

978-7-5217-1974-1

7 B804/154
跳出你的思维陷阱 : how untrained 
brains are ruining America

(美) 斯科特·亚当斯著 978-7-5217-2433-2

8 B804-49/108
如何独立思考 : 跨越认知陷阱 建立科学思
维

(美) 史蒂文·诺韦拉 ... 
[等] 著

978-7-5217-1596-5

9 B821/264
资本的使命 : 资金流、影响力与人本追求 
: elements of impact, financial flows, 
and natural being

(美) 杰德·艾默生著 978-7-5217-2222-2

10 B821-49/2519（2） 呼吸. 02,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英国Breathe编辑部编著 978-7-5217-2221-5
11 B821-49/2556 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美) 玛丽·弗里奥著 978-7-5217-2948-1
12 B821-49/2557 解惑 : 心智模式决定你的一生 (英) E.F. 舒马赫著 978-7-5217-2755-5
13 B821-49/2558 追寻幸福 (美) 威尔·杜兰特著 978-7-5217-1043-4
14 B821-49/2559 人间行走 : 向着通透与自由 郭城著 978-7-5217-3000-5
15 B825.5-49/58 三十几, 来得及 卢璐著 978-7-5217-2374-8
16 B84/264 听心 龚凯著 978-7-5217-1753-2
17 B842.1/55 说谎心理学 傅小兰著 978-7-5217-1184-4
18 B842.2/14 警惕你身边的隐形攻击者 (美) 斯科特·韦茨勒著 978-7-5217-1902-4
19 B842.2/15 管理敏感 (韩) 全弘镇著 978-7-5217-2868-2

20 B842.6/704
如何克服社交焦虑 : quiet your inner 
critic and rise above social anxiety

(美) 埃伦·亨德里克森著 978-7-5217-2189-8

21 B842.6/707 好心情手册 邵夷贝著 978-7-5217-1779-2
22 B842.6-49/205 宁静的力量 (美) 瑞安·霍利迪著 978-7-5217-3257-3

23 B842.6-49/206
不为所动 : 精神科医生写给高敏感人群的
处世建议 : life strategies for 
sensitive people

(美) 朱迪斯·欧洛芙著 978-7-5217-1634-4

24 B842.6-49/207
情绪 : 为什么情绪比认知更重要 : the 
power of gratitude, compassion, and 
pride

(美) 戴维·德斯迪诺著 978-7-5217-0753-3

25 B84-49/508
会好的 : 悲观者常常正确·乐观者往往成
功

(美) 罗伊·鲍迈斯特(Roy 
F. Baumeister), 约翰·蒂
尔尼(John Tierney)

978-7-5217-2184-3

26 B84-49/509
理性决策 : 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做出正确
选择 : the neurobiology of rational 
decisions

(美) 凯利·兰伯特著 978-7-5217-2734-0

27 B84-49/510 焦虑的大人和不被看见的孩子 柏燕谊著 978-7-5217-2781-4
28 B84-53/7 遇见幸福 喻丰著 978-7-5217-2038-9

29 B845-49/10 激素小史
(美) 兰迪·胡特尔·爱泼斯
坦著

978-7-5217-1749-5

30 B848.4/588=3
异类 : 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 the story 
of success. 第3版

(加)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著

978-7-5217-1905-5

31 B848.4-49/1005
成为黑马 : 在个性化时代获得成功的最佳
方案

(美) 托德·罗斯(Todd 
Rose), 奥吉·奥加斯(Ogi 
Ogas)著

978-7-5217-1987-1

32 B848.4-49/1006 我们选择的自己 王彬彬, 王丽, 林吴颖等著 978-7-5217-2359-5

33 B848.4-49/1007
无所畏惧 : brave work tough 
conversations whole hearts

(美) 布琳·布朗著 978-7-5217-3396-9

34 B848.4-49/1008 爆发式成长 : 唤醒你的人生超能力 (瑞) 亨瑞克·费克塞斯著 978-7-5217-3043-2

35 B848.4-49/1009
人生赛局 : how I learned to pay 
attention, master myself, and Win

(俄罗斯) 玛丽亚·康尼科娃
著

978-7-5217-2544-5

36 B848.4-49/1010 俞敏洪 : 我的成长观 俞敏洪著 978-7-5217-2367-0



37 B848.4-49/1012
人性的优点 : 如何消除忧虑 开启全新生活 
: = How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living

(美) 戴尔·卡内基著 978-7-5217-3323-5

38 B848.4-49/1013 拆掉思维里的墙 : 白金升级版 古典著 978-7-5217-3546-8

39 B848.4-49/1015=3 大开眼界. 第3版
(加)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著

978-7-5217-2093-8

40 B848.4-49/1016=2
逆转 : 弱者如何反败为胜 : underdogs, 
misfits, and the art of battling 
giants. 第2版

(加)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著

978-7-5217-2044-0

41 B848.4-49/1017
看见目标 : how successful people see 
the world

(美) 埃米莉·芭丝苔著 978-7-5217-2939-9

42 B848/176 人格心理学
(美) 查尔斯·S. 卡弗, 迈
克尔·F. 沙伊尔著

978-7-5217-2092-1

43 B9-49/2 道金斯科学入门 (英) 理查德·道金斯著 978-7-5217-1962-8
44 C49/38 我读人文学是为了过好人生 (韩) 申道贤著 978-7-5217-2954-2

45 C91/141
向上流动 : 接近成功的三要素 : how 
three unlikely traits explain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al groups in America

(美) 蔡美儿, 杰德·鲁本菲
尔德著

978-7-5217-1705-1

46 C912.1/481 人为何物 : 进化的逻辑 王一江著 978-7-5217-2656-5

47 C912.11/962
无人旁观时我们是谁 : 大数据下的人类真
实面目 : who we are when we think no 
one's looking

(美) 克里斯蒂安·鲁德尔著 978-7-5217-2073-0

48 C912.11-49/172
要赢更要受欢迎 : stop networking and 
start building business relationships 
that matter

(美) 斯科特·格伯, 瑞恩·
波著

978-7-5217-2792-0

49 C912.13-49/11 改变人生的谈话 黄启团著 978-7-5217-2678-7
50 C912.13-49/12 不累心 : 让自己和别人都舒服的说话之道 (美) 特蕾丝·哈斯顿著 978-7-5217-3272-6

51 C912.1-49/141
亲密关系管理 : 如何理性应对亲密关系中
的冲突

陈历杰著 978-7-5217-2305-2

52 C912.6/91
房间里的大象 : 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 : 
silence and denial in everyday life

(以)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著 978-7-5217-2725-8

53 C912.6-0/37
第二座山 : 为生命找到意义 : the quest 
for a moral life

(美) 戴维·布鲁克斯著 978-7-5217-1766-2

54 C912.64/42
蜂巢思维 : 群体意识如何影响你 : the 
new science of tribalism in our 
divided world

(美) 萨拉·罗斯·卡瓦纳著 978-7-5217-2022-8

55 C912.64/43 新乌合之众 (法) 迈赫迪·穆萨伊德著 978-7-5217-2880-4
56 C913.1/468 幸福的出路 : 亲密关系的幻想、真相与抉

择
王星, 王珊等著 978-7-5217-3340-2

57 C913.13/242 单身社会 (以) 伊利亚金·奇斯列夫著 978-7-5217-2838-5
58 C913.1-49/115 爱的旅程 : 如何建立与保持长久的亲密关

系
(美) 乔纳·莱勒著 978-7-5217-3063-0

59 C913.1-49/116 幸福关系的7段旅程 安德鲁·G.马歇尔著 978-7-5217-2659-6
60 C913.2/636 终极求职信 : 写好求职信, 提高求职成功

率
(美) 马丁·耶特著 978-7-5217-1882-9

61 C913.2-091/2
工作的意义 : 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 : 
a history of how we spend our time

(英) 詹姆斯·苏兹曼著 978-7-5217-2866-8

62 C913.2-49/111 用数据讲故事 (英) 山姆·诺尔斯著 978-7-5217-2217-8

63 C913.2-49/112
延展力 : 未来职场的创造性重构与自我迭
代

(美) 凯瑞·维尔叶, 芭芭拉
·米斯蒂克著

978-7-5217-2963-4

64 C913/95
长寿人生 : 如何在长寿时代美好地生活 : 
a changing world

(英) 安德鲁·斯科特, 琳达
·格拉顿著

978-7-5217-2220-8

65 C93/832
联结型管理者 : why some leaders build 
exceptional talentand others don't

(美) 杰米·罗卡, 莎莉·王
尔德著

978-7-5217-2302-1

66 C933.3/5

未经选举的权力 : 西方央行及监管机构授
权原则 : the quest for legitimacy in 
central banking and the regulatory 
state

(英) 保罗·塔克著 978-7-5217-1685-6

67 C933-49/124 领导力
(美) 比尔·乔治, 埃米尼亚
·伊瓦拉等著

978-7-5217-0914-8

68 C934-49/58
超级高效术 : 让你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快
人一步

朱丹著 978-7-5217-1922-2

69 C935-49/140
不拖延的人生笔记术 : 帮你掌控生活的超
简单记事法 : a practical guide

(美) 蕾切尔·威尔克森·米
勒著

978-7-5217-2599-5

70 C936/337 高成长型团队 (美) 惠特尼·约翰逊著 978-7-5217-3405-8



71 D5/195 未来已来 : 全球领袖论天下 朱民主编 978-7-5217-1885-0
72 D5/196 大国领导力 阎学通著 978-7-5217-2323-6
73 D5/197 大国博弈2050 王鸿刚著 978-7-5217-2899-6

74 D523.8/19 移民与文化 : a world view
(美) 托马斯·索威尔
(Thomas Sowell)著

978-7-5217-2068-6

75 D616/592 中国自信说 徐川等著 978-7-5217-3118-7
76 D619.653/7 我在深圳当市长 李子彬著 978-7-5217-2183-6
77 D63-39/48 政务大数据应用方法与实践 张毅主编 978-7-5217-3102-6
78 D691.2/68 法度与人心 : 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赵冬梅著 978-7-5217-2398-4
79 D691.9/15 人间烟火 : 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赵冬梅著 978-7-5217-2388-5
80 D731.389/2 与日本人的对话 戴国煇著 978-7-5108-9995-9
81 D75/5 地缘看世界 : 欧亚腹地的政治博弈 温骏轩著 978-7-5217-2541-4

82 D756.1/10
千年英欧史 : a thousand years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英) 布伦丹·西姆斯著 978-7-5217-2113-3

83 D771.223/7
法塑美国 : 15个标志性国会法案及其影响 
: fifteen acts of congress and their 
lasting impact

(美) 丹尼斯·W. 约翰逊著 978-7-5217-0028-2

84 D8/15 大国运势2050 王鸿刚著 978-7-5217-2999-3
85 D802.2/8 大使衣橱 傅莹著 978-7-5217-2692-3
86 D815/57 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法) 埃里克·德纳塞等著 978-7-5217-1768-6

87 D822.371.2/58
中国的选择 : 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

(新加坡) 马凯硕著 978-7-5217-3495-9

88 D822.371.2/59 大国竞合 (美) 彼得·沃克著 978-7-5217-2815-6

89 D90-056/17
信念共同体 : 法学和经济学的新方法 : a 
new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

(印) 考希克·巴苏著 978-7-5217-1608-5

90 D919/19 遗骨档案 : 一位法医人类学家的告白 李衍蒨著 978-7-5217-2695-4

91 D919/20
法医报告 : 死亡教会我们什么 : a life 
in death

(英) 苏·布莱克著 978-7-5217-1457-9

92 D919/20（2）
法医报告. 2, 遗骨会说话, Hidden 
stories in what we leave behind

(英) 苏·布莱克著 978-7-5217-3269-6

93 D922.291.92/22 企业破产全流程实务操作与案例精解 张思星著 978-7-5217-2568-1
94 D922.294.4/131 中国反垄断十二年 : 回顾与展望 李青主编 978-7-5217-2466-0
95 D922.5/64 人力资源管理实务操作与案例精解 张思星著 978-7-5217-2691-6
96 D923.9/60 感情不能解决的事 张佳佳著 978-7-5217-2962-7
97 F0/826 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讲义 (美) 保罗·克鲁格曼著 978-7-5217-2345-8
98 F0/827 经济学家时刻 (美) 本雅明·阿佩尔鲍姆著 978-7-5217-2348-9
99 F014.9/16 效率悖论 : what big data can't do (美) 爱德华·特纳著 978-7-5217-1959-8
100 F016/182 歧视与不平等 (美) 托马斯·索威尔著 978-7-5217-3072-2

101 F03/22（1）
资本主义 : 竞争、冲突与危机 : 
competition, conflict, crises. 上册

(美) 安瓦尔·谢克著 978-7-5217-2306-9

102 F03/22（2）
资本主义 : 竞争、冲突与危机 : 
competition, conflict, crises. 下册

(美) 安瓦尔·谢克著 978-7-5217-2306-9

103 F0-49/431 30分钟学会用数字想问题 (日) 深泽真太郎著 978-7-5217-3308-2
104 F0-49/433 经济学第一课 林毅夫等著 978-7-5217-2841-5
105 F0-49/434 美元真相 (英) 达尔辛妮·大卫著 978-7-5217-2877-4

106 F0-49/435
长寿时代 : 从长寿、健康、财富的角度透
视人类未来

陈东升著 978-7-5217-3306-8

107 F0-49/436 认识经济 (美) 加里·克莱顿著 978-7-5217-2414-1

108 F0-49/437
闲暇变现 : 如何抢占海量碎片时间 : the 
big business of downtime

(美) 伊桑·图西著 978-7-5217-0907-0

109 F0-49/438 蜜蜂的寓言
(荷)伯纳德·曼德维尔
(Bernard Mandeville)著

978-7-5217-1849-2

110 F0-49/439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Frédéric Bastiat)著

978-7-5217-1849-2

111 F0-49/440 消失的屋顶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美)乔
治·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著

978-7-5217-1849-2

112 F0-49/441 铅笔的故事
(美)伦纳德·里德(Leonard 
E. Read)著

978-7-5217-1849-2



113 F0-49/442 老虎的尾巴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
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著

978-7-5217-1849-2

114 F062.3/43
原动力 : 改变未来世界的5大核心力量 : 
how technology is shaping our future

(美) 史蒂文·霍夫曼著 978-7-5217-3240-5

115 F062.4/174
奇迹就在拐角处 : 如何科学地预测不确定
事件

(匈) 拉斯洛·梅勒著 978-7-5217-2013-6

116 F064.2/11（108） 比较. 总第108辑 2020年第3辑 吴敬琏主编 978-7-5217-1917-8
117 F064.2/11（115） 比较. 第115辑 2021年第4辑 吴敬琏主编 978-7-5217-3469-0

118 F11/146 后疫情时代 : 大重构 : the great reset
(德) 克劳斯·施瓦布, (法) 
蒂埃里·马勒雷著

978-7-5217-2313-7

119 F11/147 破除魔咒
朱民, (美) 里达·谢里夫, 
福阿德·哈桑诺夫编

978-7-5217-1986-4

120 F113.4/124
活力 : the values that drive 
innovation, job satisfa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美) 埃德蒙·费尔普斯 ... 
[等] 著

978-7-5217-2173-7

121 F12/403 走向“十四五” : 中国经济金融新格局 《径山报告》课题组著 978-7-5217-3476-8
122 F120.4/54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 : 新倍增战略 刘世锦主编 978-7-5217-3552-9

123 F121/254
转型之机 : 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看资本市
场投资机遇

赵伟, 张蓉蓉著 978-7-5217-2105-8

124 F124.5/133
新发展格局 :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

王昌林著 978-7-5217-2564-3

125 F124/602 论中国经济 : 挑战、底气与后劲 林毅夫著 978-7-5217-2759-3
126 F124/603 双循环 : 构建“十四五”新发展格局 樊纲, 郑宇劼, 曹钟雄著 978-7-5217-2572-8
127 F126/133 贫困的终结 李小云著 978-7-5217-2946-7
128 F131.3/35 日本的迷失. 真相 : 1998 (日) 西野智彦著 978-7-5217-2537-7

129 F20/183
财富的未来 : 技术变革时代的新经济体系
与价值重塑

(日) 佐藤航阳著 978-7-5217-2921-4

130 F241.4/141
创业 : 从初创到成功 : building your 
business from start to success

(丹) 拉斯·特维德(Lars 
Tvede), 马斯·福尔霍尔特
(Mads Faurholt)著

978-7-5217-1901-7

131 F271.3/31=2
柔道战略 : 新兴公司战胜行业霸主的秘诀. 
第2版

(美) 大卫·B. 尤费, 玛丽
·夸克著

978-7-5217-2341-0

132 F272.3/348 机会成本 : 做出高效决策的策略思维 (日) 清水胜彦著 978-7-5217-2893-4

133 F272.9/678 高绩效团队应该这样带
(英) 马库斯·白金汉, 阿什
利·古道尔著

978-7-5217-2700-5

134 F272.9/679
创新团队 : 打造一支能够改变世界的梦幻
战队

(美) 沙恩·斯诺著 978-7-5217-2885-9

135 F272.92/1692 绩效边界 : 突破人才瓶颈, 实现业绩增长
著 (美) 乔恩·扬格, 诺姆
·斯莫尔伍德

978-7-5217-2493-6

136 F272.921/405 新员工入职第一课 章哲著 978-7-5217-2050-1

137 F272/1652
经营人心 : how to build an 
organization where everyone loves to 
work

(美) 阿隆·艾恩著 978-7-5217-2347-2

138 F272/1653

长期主义 : 关注短期业绩, 更要投资长期
增长 : how companies can succeed in 
the short term while investing for the 
long term

(美) 高德威著 978-7-5217-3578-9

139 F272/1654
远程工作革命 : simple and effective 
tips for successful, productive, and 
empowered remote work

(美) 罗伯特·格雷泽著 978-7-5217-3506-2

140 F272/1655 追求卓越的本质 (美) 汤姆·彼得斯著 978-7-5217-1417-3

141 F272-05/260
你所做即你所是 : 打造企业文化的策略和
技巧

(美) 本·霍洛维茨著 978-7-5217-1956-7

142 F273.2/818 科学品牌 场景实验室主编 978-7-5217-2915-3

143 F276.44/117
永远是创业第一天 : 科技巨头保持领先的
文化基因 : how the tech titans plan to 
stay on top forever

(美) 亚历克斯·坎特罗威茨
著

978-7-5217-2947-4

144 F279.23/1445 相变 (美) 萨菲·巴赫尔著 978-7-5217-1805-8

145 F279.23/1446 中国式创新 : 新型创新企业的商业模式
(荷) 马克·格瑞文, (美) 
叶恩华, 韦薇著

978-7-5217-2412-7

146 F279.23/1449 组织合伙人 : 寻找增长新曲线 李仙著 978-7-5217-2071-6



147 F279.23/1450
长期主义 : 泰康的25年 : = Taikang 25 
years of history

王安著 978-7-5217-3508-6

148 F279.245/350 传释 : 中国家族办公室手册 贾良屿著 978-7-5217-2808-8
149 F279.712.3/74 全球科技创新路线图 (美) 迈克尔·莫著 978-7-5217-1380-0

150 F279.712.444/22 优步 : 算法重新定义工作
(美) 亚力克斯·罗森布拉特
著

978-7-5217-0810-3

151 F279.712.444/23
阅后即焚 : Snapchat传 : the Snapchat 
story

(美) 比利·加拉格尔著 978-7-5217-2472-1

152 F279.712.444/25 热血野心 (美) 迈克·艾萨克著 978-7-5217-2878-1
153 F279.712.444/26 Facebook (美) 史蒂文·利维著 978-7-5217-2094-5
154 F326.11/70 中国粮食安全 : 战略与对策 王宏广等著 978-7-5217-2371-7

155 F4/11
芯片陷阱 : les dessous du raid de la 
CIA sur la premiere licorne frangaise

(法) 马克·拉叙斯, 古文俊
著

978-7-5217-3087-6

156 F426.6/69 黑海战略 : 海尔如何构建平台生态系统 曹仰锋著 978-7-5217-2639-8
157 F426.6/70 万物生生 : TCL敢为40年 : 1981-2021 秦朔, 戚德志著 978-7-5217-3467-6
158 F426.67/78 生生不息 : 一个中国企业的进化与转型 范海涛著 978-7-5217-3342-6

159 F471.2/3
隐秘帝国 : 美国工业经济和企业权力的兴
衰 : the secret history of koch 
industries and corporate power in 
America

(美) 克里斯托弗·伦纳德著 978-7-5217-2832-3

160 F49/230 红人经济 : 发掘新消费爆点 李檬著 978-7-5217-2500-1
161 F492/53 云上的中国 : 激荡的数智化未来 吴晓波, 王坤祚, 钱跃东著 978-7-5217-2858-3

162 F531/3
DK铁路史 : 火车、工程师与工业文明的故
事 :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ailroad

(英) 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
著

978-7-5217-2330-4

163 F551.9-49/2
DK航海史 : 探险、贸易与战争的故事 :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eafaring

(英) 布赖恩·莱弗里著 978-7-5217-2356-4

164 F632.765.3/178 华为铁三角工作法 范厚华著 978-7-5217-3601-4

165 F632.765.3/179
板凳要坐十年冷 : 内部解密华为人才管理
“士兵”如何成长为“将军”

庞金玲, 蒋国强著 978-7-5217-2316-8

166 F713.3-49/31 成交的艺术 杨响华著 978-7-5217-2807-1

167 F713.361.3/283
区块链巴别塔 : 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的挑战 
: the crypto-craze and the challenge 
to business

(奥) 伊戈尔·佩吉克著 978-7-5217-2739-5

168 F713.361.3/284 链改 : 区块链中国思维 朱幼平 ... [等] 著 978-7-5217-3426-3
169 F713.361.3/285 央行数字货币 : 理论、实践与影响 白津夫, 葛红玲著 978-7-5217-3206-1

170 F713.365.2/1344
粉丝效应 : 从用户到粉丝, 从流量到增量 
: turning fans into customers and 
customers into fans

(美) 戴维·米尔曼·斯科
特, 玲子·斯科特著

978-7-5217-3352-5

171 F713.365.2/1345 线上赚钱 薇安著 978-7-5217-1994-9
172 F713.365.2/956（2） 快手是什么. Ⅱ 快手研究院著 978-7-5217-2757-9

173 F713.55/511
3分钟俘获人心 : 闪速征服用户的魔力表达
法 : say less to get more from any 
pitch or presentation

(美) 布兰特·平维迪奇著 978-7-5217-2104-1

174 F713.56/23

会员经济 : 发现超级用户, 缔造长期交易, 
赢得持久营业收入 : find your super 
users, master the forever transaction, 
and build recurring revenue

(美) 罗比·凯尔曼·巴克斯
特著

978-7-5217-2449-3

175 F713.56/24 峰值体验 : 影响用户决策的关键时刻 汪志谦, 朱海蓓著 978-7-5217-2304-5
176 F713.80/226 奥格威谈广告 (美) 大卫·奥格威著 978-7-5217-2696-1
177 F713.812/52 秒赞 : 文案女王20年创作技巧与心法 林桂枝著 978-7-5217-2693-0
178 F713.86/18 原生广告 (英) 戴尔·洛弗尔著 978-7-5217-1731-0
179 F719.2/695 未尽之美 : 华住十五年 戚德志著 978-7-5217-2437-0

180 F719/345
新服务时代 : 新服务, 新基建, 未来社会
的服务法则

李乐飞著 978-7-5217-2023-5

181 F724.6/333 长期有耐心 : 美团的成长与进化逻辑 丁西坡著 978-7-5217-2940-5

182 F724.6/334
阿里巴巴基本动作 : 管理者必须修炼的24
个基本动作

王建和, 王中伟著 978-7-5217-2206-2

183 F731/26 商业简史 刘润著 978-7-5217-1988-8

184 F810.45/23=2
债务和魔鬼 : 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
重建 : money, credit, and fixing 
global finance. 第2版

(英) 阿代尔·特纳著 978-7-5217-2950-4



185 F817.123.2/13
不公正的胜利 : 富人如何逃税? 如何让富
人纳税? : how the rich dodge taxes and 
how to male them pay

(法) 伊曼纽尔·赛斯, 加布
里埃尔·祖克曼著

978-7-5217-3044-9

186 F830.2/260 操作风险与声誉风险度量手册
(意) 奥尔多·索普拉诺 ... 
[等] 著

978-7-5217-2886-6

187 F830.2/261=2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 : 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
缺的政治根源 :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banking crises and scarce credit. 
第2版

(美) 查尔斯·凯罗米里斯, 
史蒂芬·哈伯著

978-7-5217-2949-8

188 F830.3/59 平台银行 刘兴赛著 978-7-5217-3049-4
189 F830.35/5 重新定义私人银行 : 核心理念、体系与策

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著 978-7-5217-2333-5

190 F830.51/34 信贷的思维与洞见 : 客户经理进阶10讲 崔宏著 978-7-5217-3451-5

191 F830.572/11=2

债居时代 : 房贷如何影响经济 : how they 
(and you) caused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how we can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第2版

(美) 阿蒂夫·迈恩, 阿米尔
·苏非著

978-7-5217-2699-2

192 F830.59/1354
走过低谷, 见过高山 : 写给女性的财务规
划指南

(美) 阿曼达·斯坦伯格著 978-7-5217-2039-6

193 F830.59/1355 12天理财精进 方铭辉著 978-7-5217-2034-1

194 F830.59/1356
足够 : true measures of money, 
business, and life

(美) 约翰·博格著 978-7-5217-3325-9

195 F830.59/1357 投资要义 刘诚著 978-7-5217-2309-0

196 F830.59/1358
破局思维 : 赢家如何想问题 : turning 
adversity into advantage

(美) 黄乐仁著 978-7-5217-2431-8

197 F830.59/1359 徐远的投资课 : 投资原则与实战方法 徐远著 978-7-5217-2133-1
198 F830.59/1360 世风日上 方三文等著 978-7-5217-2175-1
199 F830.59-49/73 像巴菲特一样投资 : 半小时漫画价值投资 芒叔, 管鹏著 978-7-5217-2694-7
200 F830.59-49/74 常识的力量 梁宇峰, 吴慧敏著 978-7-5217-3427-0
201 F830.59-49/76 理财中的经济学 刘彦斌著 978-7-5217-2920-7

202 F830.59-49/77
投资理财红宝书 : 精通基金、股票、国债
等个人投资的6种工具

龙红亮著 978-7-5217-2748-7

203 F830.91/2715
祖鲁法则 : 成长股投资要义 : 
extraordinary profits from growth 
shares

(英) 吉姆·斯莱特著 978-7-5217-1574-3

204 F830.9-39/7 区块链赋能多层次资本市场 丁竞渊, 王一军, 应晓明著 978-7-5217-2756-2

205 F830/684 金融科技知识图谱
金融科技理论与应用研究小
组著

978-7-5217-2545-2

206 F830/685
金融创新的真相 : the business of 
finance

(英) 阿纳斯塔西娅·内斯维
索娃, 罗内·帕兰著

978-7-5217-2928-3

207 F831.2/101 全球金融失衡与治理 乔依德, 何知仁等著 978-7-5217-2982-5
208 F831.6/116 王龙的美元债投资课 : 投资实战与复盘笔

记
王龙著 978-7-5217-3328-0

209 F831.9/62 繁荣的代价 (美) 彼得·伯恩斯坦著 978-7-5217-1855-3
210 F831.9/63 趣说金融史 : 货币、金融与未来经济 徐明星, 李霁月, 顾泽辉著 978-7-5217-3456-0
211 F832.1/326 平台金融新时代 吴晓灵, 丁安华等著 978-7-5217-3295-5

212 F832.1/328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与防范
杨凯生, 杨燕青, 聂庆平等
著

978-7-5217-2766-1

213 F832.21/37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实践 王良, 薛斐著 978-7-5217-2930-6
214 F832.4/181 银行授信产品手册与应用 孙建林编著 978-7-5217-2981-8
215 F832.48/254 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年度报告. 2020 中国融资租赁三十人论坛著 978-7-5217-2399-1
216 F832.5/307 期货市场国际化 姜洋等著 978-7-5217-1704-4

217 F832.51/763 中国债券市场的未来
(德) 席睿德, (奥) 任志清, 
张龙梅编著

978-7-5217-2361-8

218 F832.9/61 画说金融史 财经连环话团队主编 978-7-5217-2344-1
219 F835.166/2 金融的谜题 : 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 张晓朴, 朱鸿鸣等著 978-7-5217-2503-2

220 F837.123/57
投资 : 嘉信理财持续创新之道 : changing 
forever the way americans invest

(美) 查尔斯·施瓦布著 978-7-5217-2873-6

221 F837.124.8/84 巴菲特投资成功的七大秘诀
(美) 玛丽·巴菲特, (新加
坡) 石伟明著

978-7-5217-1823-2

222 F837.125/197 股票作手回忆录 (美) 埃德温·勒菲弗著 978-7-5217-2638-1
223 F842.6/46 保险严选指南 力哥, 荔小宝著 978-7-5217-2427-1

224 G11-49/4
锥形帐篷的起源 : 思想如何进化 : the 
evolution ideas

(英) 乔尼·休斯著 978-7-5217-1228-5



225 G171.2/23
从常青藤到华尔街 : 接受“混血教育”的
我们, 如何与时代共生

978-7-5217-1465-4

226 G171.2/24
怪客思维 : how to unleash your inner 
nerd, tap into radical curiosity, and 
solve any problem

(美) 比尔·奈著 978-7-5217-3071-5

227 G252.17/70 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 韩松落著 978-7-5217-2679-4

228 G255.75/8
升维阅读 : the reading brainin a 
digital world

(美) 玛丽安娜·沃尔夫著 978-7-5217-2453-0

229 G262-49/2 观复猫. 我们的二十四节气 马未都著 978-7-5217-0323-8
230 G262-49/3 观复猫 : 今朝有猫万事足 马未都著 978-7-5217-1109-7
231 G262-49/4 观复猫 : 妙笔生猫非非诗 马未都编著 978-7-5217-2424-0
232 G262-49/5（1:1） 观复猫. 中国古画有玄机. 第一辑. 上 马未都编著 978-7-5217-3339-6
233 G262-49/5（1:2） 观复猫. 中国古画有玄机. 第一辑. 下 马未都编著 978-7-5217-3339-6

234 G327.12/6
科学 : 无尽的前沿 : the endless 
frontier

(美) 范内瓦·布什, 拉什
·D. 霍尔特著

978-7-5217-2959-7

235 G424.74/8
终极面试问答 : 上百个典型问与答, 掌握
面试成功的艺术

(英) 琳恩·威廉斯著 978-7-5217-1847-8

236 G444/178 养育青春期女孩
(美) 玛丽·皮弗, 萨拉·吉
列姆著

978-7-5217-2791-3

237 G449.4/14
终极智力测试 : 1000多个考题练习, 提升
你的脑力

(英) 菲利普·卡特, 肯·拉
塞尔著

978-7-5217-1868-3

238 G4-53/35（1） 学校是比家大一点的地方. 上 李一诺编 978-7-5217-2033-4
239 G4-53/35（2） 学校是比家大一点的地方. 下 李一诺编 978-7-5217-2033-4

240 G649.1/65
2019出国留学蓝皮书 : 基于留学中介评价
指数 : China's study abroad agencies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著 978-7-5217-0318-4

241 G649.21/44（3） 大学的改革. 第三卷, 学府篇 钱颖一著 978-7-5217-1500-2
242 G649.21/44（4） 大学的改革. 第四卷, 学子篇 (本科生) 钱颖一著 978-7-5217-3045-6
243 G649.21/44（5） 大学的改革. 第五卷, 学子篇 (研究生) 钱颖一著 978-7-5217-3028-9

244 G775/12
问题是最好的老师 : 青少年教育的黄金圈
法则

胡敏著 978-7-5217-2750-0

245 G78/866
最温柔的教养 : 做温和而坚定的父母, 让
爱在对话中流动

(韩) 吴恩瑛著 978-7-5217-3367-9

246 G78/867 妈妈的悔过书 (韩) 李柳南著 978-7-5217-1599-6
247 G78/868 减法教育 : 减负时代, 家长如何做? 于晓冰著 978-7-5217-3457-7

248 G78/869 培养高情商男孩
(美) 丹·金德伦, 迈克尔·
汤普森著

978-7-5217-0436-5

249 G806/40

身体智商 : 拥有健康身体、获得活力人生 
: harness your body's untapped 
intelligence to achieve more, stress 
less and live more happily

(英) 克莱尔·戴尔(Claire 
Dale), 帕特里夏·佩顿
(Patricia Peyton)著

978-7-5217-2174-4

250 G891.3/105 心战 : 深度解析围棋顶尖棋手的巅峰对决 胡耀宇著 978-7-5217-2205-5
251 H019-49/583 掌控演讲 陈飞著 978-7-5217-2898-9
252 H15/83 写作训练课 : 轻松写出好文章 张凯著 978-7-5217-2532-2
253 H319.4/2818 小情郎 (法)弗朗索瓦丝·萨冈著 978-7-5217-3350-1
254 H319.4/2819 关于“坎普”的札记 (美)苏珊·桑塔格著 978-7-5217-3350-1
255 H319.4/2820 缠忧的男孩 (美)卡森·麦卡勒斯著 978-7-5217-3350-1
256 H319.4/2821 名声 (美)安迪·沃霍尔著 978-7-5217-3350-1
257 H319.4/2822 正义卫士 (美)约翰·斯坦贝克著 978-7-5217-3350-1
258 H319.4/2823 创作危险 (法)阿尔贝·加缪著 978-7-5217-3350-1
259 H319.4/2824 幸存者 (意)普里莫·莱维著 978-7-5217-3350-1
260 H319.4/2825 博洛尼亚的红窗帘 (英)约翰·伯格著 978-7-5217-3350-1
261 I207.22/188 日读古诗词 朱伟著 978-7-5217-0550-8
262 I207.227.42/44 浮世本来多聚散 : 唐诗中的二十一种孤独 蔡丹君著 978-7-5217-1833-1
263 I207.23/139（1） 伤离别与共春风 : 至情至性唐宋词. 上 刘少雄著 978-7-5217-2998-6
264 I207.23/139（2） 伤离别与共春风 : 至情至性唐宋词. 下 刘少雄著 978-7-5217-2998-6
265 I222.74/2 李煜诗词全集. 词集 (南唐) 李煜著 978-7-5217-3320-4
266 I222.74/3 李煜诗词全集. 诗文集 (南唐) 李煜著 978-7-5217-3320-4
267 I222.74/4 李煜诗词全集. 李璟集 (南唐) 李煜著 978-7-5217-3320-4
268 I234/23 曾经如是 赖声川著 978-7-5217-2053-2
269 I247.56/702（1） 犯罪心理. 01, 记忆迷宫 戴西作品 978-7-5217-2137-9
270 I247.56/702（2） 犯罪心理. 02, 假面人生 戴西作品 978-7-5217-2307-6
271 I247.57/6204 妈妈的复出 姜立涵著 978-7-5217-2196-6



272 I247.57/6205 熟年 伊北著 978-7-5217-1118-9
273 I247.57/6207 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 刘汀著 978-7-5217-3203-0
274 I247.57/6208 风暴来的那一天 吴沚默著 978-7-5217-1616-0
275 I247.7/1126 六异录 朱大可著 978-7-5217-1792-1
276 I247.7/1127 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 蒋方舟著 978-7-5217-2339-7
277 I247.7/1129 非正常职业研究中心 : 2021奇葩职业大赏 惊人院编著 978-7-5217-2653-4
278 I247.7/1130 龙的呼吸阀 未来事务管理局编著 978-7-5217-2924-5
279 I247.7/1133 少年、胭脂与灵怪 周恺著 978-7-5217-3296-2
280 I247.7/1134 十种寂寞 简媜著 978-7-5217-3271-9
281 I247.7/1135=2 神圣家族. 第2版 梁鸿著 978-7-5086-9578-5
282 I247.7/1136 生命伴侣 朱文颖著 978-7-5217-1150-9
283 I247.7/1137 梦境收割者 鲁敏著 978-7-5217-2212-3
284 I247.7/1139 琥珀中的生命 未来事务管理局编著 978-7-5217-2925-2
285 I251/155 童年的回忆 张五常著 978-7-5217-2450-9
286 I267.1/1259 如尝橄榄 : 从卡萨布兰卡到耶路撒冷 Chalffy著 978-7-5217-1349-7
287 I267.4/293 是的, 我们去了巴基斯坦 杨晓文 978-7-5217-2370-0
288 I267/2402 背包二十年 小鹏著 978-7-5217-1784-6
289 I267/2403 在人间 : 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 沈琳, 戴志悦主编 978-7-5217-3053-1
290 I267/2404 避疫六记 冯仑著 978-7-5217-2698-5
291 I267/2405 借山而居 : 珍藏版 张二冬著 978-7-5217-2689-3
292 I267/2406 幻兽之吻 周晓枫著 978-7-5217-2882-8
293 I267/2407 在旋转尘光的静点 刘昕著 978-7-5217-3077-7
294 I267/2408 荒野之旅 杨世泰著 978-7-5217-2326-7
295 I267/2409（1） 心流. 01, 棋盘上的她 : board game mook 赵勇权主编 978-7-5217-1664-1
296 I267/2410 海蒂的花园 海妈著 978-7-5217-2961-0
297 I312.645/151 工作的喜与悲 (韩) 张琉珍著 978-7-5217-2127-0
298 I312.645/152 父母面试 (韩) 李喜荣著 978-7-5217-2002-0
299 I312.665/18 致生为女人的我们 (韩) 慎秀珍, 林庆璇著 978-7-5217-2368-7
300 I313.45/682 以爱之名 (日) 姬野薰子著 978-7-5217-2270-3
301 I313.45/683 独立纪念日 (日) 原田舞叶著 978-7-5217-2096-9
302 I313.45/684 奇妙的盘算社团 (日) 高井浩章著 978-7-5217-2315-1
303 I313.45/685 我们的生存之道 (日) 原田舞叶著 978-7-5086-5546-8
304 I313.65/114 男人们的故事. 男人的肖像 (日) 盐野七生著 978-7-5217-1214-8
305 I313.65/115 男人们的故事. 写给男人们 (日) 盐野七生著 978-7-5217-1214-8
306 I313.65/116 男人们的故事. 再次写给男人们 (日) 盐野七生著 978-7-5217-1214-8
307 I313.65/117 生与死 (日) 土门拳著 978-7-5217-2785-2
308 I374.45/13 爱的四十条法则 (土) 艾丽芙·沙法克著 978-7-5217-0641-3

309 I511.455/7 战争中没有女性
(白俄罗斯) S.A. 阿列克谢
耶维奇著

978-7-5217-1780-8

310 I511.455/8
最后的见证者 : 101位在战争中失去童年的
孩子

(白俄罗斯) S.A. 阿列克谢
耶维奇著

978-7-5217-1781-5

311 I511.455/9 锌皮娃娃兵
(白俄罗斯) S.A. 阿列克谢
耶维奇著

978-7-5217-1767-9

312 I516.45/98 梦海 (德) 妮娜·乔治著 978-7-5217-2395-3

313 I516.45/99 旅人
(德) 乌尔里希·亚历山大·
博施威茨著

978-7-5217-2422-6

314 I532.45/28 寂寞公路 (瑞典) 斯蒂娜·杰克逊著 978-7-5217-1262-9
315 I533.45/25 结伴养老 (挪) 安妮·奥斯特比著 978-7-5217-1170-7

316 I561.074/43
英雄 情人 势利鬼 恶人 : 28个英国小说人
物的秘密生活

(英)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著 978-7-5217-2869-9

317 I561.44/132（1） 名利场. 上 (英) 萨克雷著 978-7-5217-2411-0
318 I561.44/132（2） 名利场. 中 (英) 萨克雷著 978-7-5217-2411-0
319 I561.44/132（3） 名利场. 下 (英) 萨克雷著 978-7-5217-2411-0
320 I561.44/133 远大前程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 978-7-5217-2574-2
321 I561.45/572 我和自己结婚了 (英) 索菲·坦纳著 978-7-5217-2531-5

322 I561.45/573 早春
(英)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
著

978-7-5217-2968-9

323 I561.45/574 莫罗博士岛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著

978-7-5217-3524-6

324 I561.45/575 到底有多难 : 一个中年母亲的自我救赎 (英) 爱丽森·皮尔森著 978-7-5217-0457-0

325 I561.45/576 星际战争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著

978-7-5217-2444-8



326 I561.45/577 时间机器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著

978-7-5217-1647-4

327 I561.65/65（5） 物外. 05, 一棵树的旅程
编著英国Another Escape编
辑部

978-7-5217-2407-3

328 I561.65/66（1）
另一片天空下 : 走进历史的全球之旅 : a 
global journey into history. I

(英) 诺曼·戴维斯著 978-7-5217-1813-3

329 I561.65/66（2）
另一片天空下 : 走进历史的全球之旅 : a 
global journey into history. II

(英) 诺曼·戴维斯著 978-7-5217-1813-3

330 I561.65/66（3）
另一片天空下 : 走进历史的全球之旅 : a 
global journey into history. III

(英) 诺曼·戴维斯著 978-7-5217-1813-3

331 I561.65/67 毛姆文学课 : 如何阅读与写作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978-7-5217-2806-4

332 I561.65/68（13） 谷物. 13, 成为自己 英国Cereal编辑部编著 978-7-5217-1707-5
333 I561.65/68（14） 谷物. 14, 标准之外的人生 英国Cereal编辑部编著 978-7-5217-1980-2
334 I561.65/68（15） 谷物. 15, 我们的旧日生活 英国Cereal编辑部编著 978-7-5217-2504-9
335 I562.45/35 都柏林人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著 978-7-5217-1772-3

336 I565.45/240 来自巴格达的尤利西斯
(法) 埃里克-埃马纽埃尔·
施米特著

978-7-5217-1824-9

337 I711.45/79 少年华盛顿·布莱克云船漂流记 (加) 艾西·伊杜吉安著 978-7-5217-3124-8

338 I712.45/1310 我们之间的妻子
(美) 格里尔·亨德里克斯, 
莎拉·佩卡南著

978-7-5217-1730-3

339 I712.45/1311 女孩之城 (美) 伊丽莎白·吉尔伯特著 978-7-5217-1488-3
340 I712.45/1312 喀耳刻 (美) 马德琳·米勒著 978-7-5217-2213-0
341 I712.45/1313 为何, 以及如何谋划一场火灾 (美) 杰西·鲍尔著 978-7-5086-9714-7
342 I712.45/1314 十月之殇 (美) 劳伦斯·赖特著 978-7-5217-2144-7
343 I712.45/1315 不语 (美) 杰西·鲍尔著 978-7-5217-1729-7
344 I712.45/1316 唱吧! 未安葬的魂灵 (美) 杰丝米妮·瓦德著 978-7-5217-2099-0

345 I712.55/153
长寿的代价 : 我和六位老人共处的一年 : 
lessons from a year among the oldest 
old

(美) 约翰·利兰著 978-7-5217-1732-7

346 I712.55/154 我在硅谷最后一周 (美) 科里·佩恩著 978-7-5217-1680-1
347 I712.55/155 中国后浪 (美) 戴三才著 978-7-5217-2804-0

348 I712.55/156

伟大的秘密 : 从“二战”芥子气泄漏事件
到癌症化学疗法的发现 : the classified 
world war ii disaster that launched 
the war on cancer

(美) 詹妮特·科南特著 978-7-5217-3039-5

349 I712.55/157
美国黑镜 : Edward Snowden and the 
American surveillance state

巴顿·格尔曼著 978-7-5217-2471-4

350 I712.55/158 向伯利恒跋涉 (美) 琼·狄迪恩著 978-7-5217-2671-8

351 I712.55/159
隐谷路 : 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
望 : inside the mind of an American 
family

(美) 罗伯特·科尔克著 978-7-5217-3514-7

352 I712.65/146
当死亡化作生命 : notes from a 
transplant surgeon

(美) 约书亚·梅兹里希著 978-7-5217-1752-5

353 I783.45/4 失败笔记本
(阿根廷) 尼古拉斯·迦科波
恩著

978-7-5217-1227-8

354 J06/591

眼界与品位 : 影响时代的90位创意总监是
如何拓展自己的视野的? : how the 
world's most infuetial creative 
directors develop their vision

(加) 内森·威廉斯著 978-7-5217-0411-2

355 J063/271 中国传统色 : 故宫里的色彩美学 郭浩, 李健明著 978-7-5217-1605-4

356 J114/22
艺术的价值 : 金钱、社会、美 : money, 
power, beauty

(英) 迈克尔·芬德利著 978-7-5217-3460-7

357 J114-28/12 走, 到美术馆去! : 美国艺术地图漫步 苏也著 978-7-5217-2052-5
358 J114-28/13 美术馆时代 场景实验室主编 978-7-5217-3207-8

359 J114-4/8
教学相长 : 第三届学院实验艺术文献展 : 
the 3rd academic experimental art 
documentary exhibition

主编邱志杰 978-7-5217-0908-7

360 J131.31/4 草间弥生艺术全记录 : 珍藏本 (日) 建畠晢等著 978-7-5217-3057-9
361 J205.1/47 不正经的卢浮宫 西塞尔·巴隆 ... [等] 著 978-7-5217-1798-3
362 J209.1/16 挑战达·芬奇 : 名画悬疑案里的艺术史 龚之允著 978-7-5217-1893-5
363 J228.2/330 不讲道理 黄瓜著 978-7-5217-2336-6
364 J228.2/331 待灯火汇聚成星海 漫阅花喵编绘 978-7-5217-2597-1



365 J228.2/332 中国漫画 : 再次发现中国
《讽刺与幽默 (人民日报漫
画增刊)》主编

978-7-5217-3513-0

366 J229/7 或然世界 : 谁是人工智能画家? 著者小冰 978-7-5217-2020-4
367 J235/2 东京夜行 (波) 乌尔巴诺维斯著绘 978-7-5217-2384-7
368 J238.2/119（1） 小懒惰. 上 (日) 阳菜柠檬著 978-7-5217-1812-6
369 J238.2/119（2） 小懒惰. 下 (日) 阳菜柠檬著 978-7-5217-1812-6

370 J238.2/120（1）
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 一只鸽子的疗愈笔
记. [1]

 (英) 查克·马林著 978-7-5217-3365-5

371 J238.2/120（2） 一点一点靠近你. [2]  (新西兰) K.E. 斯科特著 978-7-5217-3365-5

372 J238.2/121（2）
人类简史. 第2部 : 文明的支柱 : the 
pillars of civilization

(以)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著

978-7-5217-3400-3

373 J292.11/81 书法课. 行书的故事 方建勋著 978-7-5217-3023-4
374 J525.12/51 在家森呼吸 : 干燥植物手册 茹茹萍著 978-7-5217-2274-1
375 J525.12/52 在家森呼吸. 永生植物手册 茹茹萍著 978-7-5217-2327-4
376 J535.1/8 则武的花艺秘谱 (日) 则武润二, 则武有里著 978-7-5217-1944-4

377 J905.312.6/10
奉俊昊的全部瞬间 : 从《寄生虫》到《绑
架门口狗》

(韩) 李东振著 978-7-5217-2308-3

378 J997.12/9=2
网飞传奇 : the epic battle for 
america's eyeballs. 第2版

(美) 吉娜·基廷著 978-7-5217-1390-9

379 K0/30
历史动力学 : 国家为何兴衰 : why states 
rise and fall

(美) 彼得·图尔钦著 978-7-5217-2085-3

380 K1/48 隐私简史 (英) 大卫·文森特著 978-7-5217-1887-4

381 K103/103
人类进化史 : 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
造了我们 : how humans evolved through 
fire, language, beauty, and time

(英) 盖亚·文斯著 978-7-5217-3486-7

382 K107/42
末日总在咫尺间 : 从青铜时代的崩溃到核
浩劫 : apocalyptic moments, from the 
bronze age collapse to nuclear 
missiles

(美) 丹·卡林著 978-7-5217-1628-3

383 K107/43
病菌、基因与文明 : 传染病如何影响人类
社会 : how epidemics shaped who we are 
today

(英) 戴维·P. 克拉克著 978-7-5217-2269-7

384 K107-53/2 思想的轨迹 (日) 盐野七生著 978-7-5217-1437-1

385 K109/387（3）
世界史的故事. 3, 大帝国的兴衰(公元前1
世纪-公元6世纪) : 从三国鼎立到诺曼征服

(美) 苏珊·怀斯·鲍尔著 978-7-5086-9629-4

386 K109/387（4）
世界史的故事. 4, 中世纪的到来(6世纪-11
世纪) : 从三国鼎立到诺曼征服

(美) 苏珊·怀斯·鲍尔著 978-7-5086-9629-4

387 K109/387（5）
世界史的故事. 5, 东西方文明的碰撞(11世
纪-13世纪) : 从北宋灭亡到君士坦丁堡陷
落

(美) 苏珊·怀斯·鲍尔著 978-7-5086-9694-2

388 K109/387（6）
世界史的故事. 6, 旧世界的终结 : 14世纪
-15世纪 : 从北宋灭亡到君士坦丁堡陷落

(美) 苏珊·怀斯·鲍尔著 978-7-5086-9694-2

389 K109/409
不可思议的旅程 : 我们的星球与我们自己
的大历史 : a big history of our planet 
and ourselves

(美) 沃尔特·阿尔瓦雷茨著 978-7-5217-2332-8

390 K109/410 十八个时空中的世界史 (德) 埃瓦尔德·弗里著 978-7-5217-3079-1

391 K126/28=2
卢比孔河 : 罗马共和国的衰亡 : the last 
years of the Roman Republic. 第2版

(英) 汤姆·霍兰著 978-7-5217-3048-7

392 K126/29
帝国与蛮族 : 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史 :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birth 
of Europe

(英) 彼得·希瑟著 978-7-5217-2242-0

393 K13/4=2
历史的碰撞. 1493, [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
界史]. 第2版

(美) 查尔斯·曼恩著 978-7-5217-3114-9

394 K152/136
征服的怒潮 : 1942-1944 从瓜岛战役到菲
律宾海战役 : wa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1942-1944

(美) 伊恩·托尔著 978-7-5217-1935-2

395 K152/137 秘密投降 (美) 艾伦·杜勒斯著 978-7-5217-2080-8

396 K152-49/5
冬季堡垒 : 一场摧毁纳粹原子弹计划的秘
密行动 : the epic mission to sabotage 
hitler's atomic bomb

(美) 尼尔·巴斯科姆著 978-7-5217-2028-0

397 K203/372（5） 文化的江山. 05, 走向世界历史的国度 刘刚, 李冬君著 978-7-5217-2003-7
398 K203/372（6） 文化的江山. 06, 通往文艺复兴的岁月 刘刚, 李冬君著 978-7-5217-2338-0
399 K203/372（7） 文化的江山. 07, 追求思想共和的时代 刘刚, 李冬君著 978-7-5217-3221-4
400 K209/792（7）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 07, 新帝国的实验 杨照著 978-7-5217-1667-2



401 K209/792（8）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 08, 新时代的开端 杨照著 978-7-5217-2366-3
402 K209/792（9）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 09, 分裂与互动 杨照著 978-7-5217-2673-2
403 K209/813 无字史记 : 基因里隐藏的祖先秘史 波音著 978-7-5217-3425-6
404 K220.3/13（1）=2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上, 国家开端. 第2

版
孙皓晖著 978-7-5217-2152-2

405 K220.3/13（2）=2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中, 文明爆炸. 第2
版

孙皓晖著 978-7-5217-2152-2
406 K220.3/13（3）=2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下, 统一文明. 第2

版
孙皓晖著 978-7-5217-2152-2

407 K242/13 唐朝的想象力 : 盛唐气象的7个侧面 蒲实, 丘濂编著 978-7-5217-1863-8

408 K313.0/10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
(荷)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
著

978-7-5217-1139-4

409 K313.03/28 珍宝中的日本精神 : 从绳文时代到镰仓前
期

(日) 长谷川宏著 978-7-5217-2166-9
410 K313.03/29 珍宝中的日本精神 : 从镰仓后期到江户时

代
(日) 长谷川宏著 978-7-5217-2166-9

411 K313.5/4 国家的重生 : 日本战后腾飞之路 马国川著 978-7-5217-2967-2

412 K313/7（1）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01 : 王权的诞生 : 
弥生时代－古坟时代

(日)寺泽薰著 978-7-5496-3442-2

413 K313/7（10）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10 : 维新的构想与
开展 : 明治时代

(日)铃木淳著 978-7-5496-3471-2

414 K313/7（2）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02 : 从大王到天皇 
: 古坟时代-飞鸟时代

(日)熊谷公男著 978-7-5496-3450-7

415 K313/7（3）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03 : 律令国家的转
变 : 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前期

(日)坂上康俊著 978-7-5496-3449-1

416 K313/7（4）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04 : 武士的成长与
院政 : 平安时代后期

(日)下向井龙彦著 978-7-5496-3448-4

417 K313/7（5）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05 : 源赖朝与幕府
初创 : 镰仓时代

(日)山本幸司著 978-7-5496-3447-7

418 K313/7（6）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06 : 《太平记》的
时代 : 南北朝时代－室町时代

(日)新田一郎著 978-7-5496-3446-0

419 K313/7（7）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07 : 织丰政权与江
户幕府 : 战国时代

(日)池上裕子著 978-7-5496-3445-3

420 K313/7（8）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08 : 天下泰平 : 江
户时代前期

(日)横田冬彦著 978-7-5496-3444-6

421 K313/7（9）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09 : 开国与幕末变
革 : 江户时代后期

(日)井上胜生著 978-7-5496-3443-9

422 K500/25
欧洲 : 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 how 
Europe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西) 胡里奥·克雷斯波·麦
克伦南著

978-7-5217-1952-9

423 K516.44/29 纳粹德国史
(美) 约瑟夫·W. 本德斯基
著

978-7-5217-1463-0

424 K545.0/3
希腊三百年 : biography of a modern 
nation

(英) 罗德里克·比顿著 978-7-5217-2322-9

425 K561.0/19
英国故事 : 从11世纪到脱欧动荡, 千年历
史的四重变奏 : Britain and its history 
in the age of brexit

(英) 戴维·雷诺兹著 978-7-5217-2393-9

426 K565.0/7
法兰西浪漫史. 权力与冲突, Polities & 
anger

(英) 西奥多·泽尔丁著 978-7-5217-3148-4

427 K565.0/8
法兰西浪漫史. 野心与爱情, Ambition & 
love

(英) 西奥多·泽尔丁著 978-7-5217-2462-2

428 K565.0/9
法兰西浪漫史. 焦虑与伪善, Anxiety & 
hypocrisy

(英) 西奥多·泽尔丁著 978-7-5217-2565-0

429 K7/2
银、剑、石 : 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 : 
three crucibles in the latin American 
story

(美) 玛丽·阿拉纳著 978-7-5217-2470-7

430 K816.1/20 成为科学家 腾讯青年发展委员会著 978-7-5217-2966-5

431 K816.2/5
蛇杖的传人 : 医学史上闪耀的群星 :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美) 舍温·B. 努兰著 978-7-5217-2364-9

432 K820.5/14 历史的面孔 徐涛著 978-7-5217-2546-9
433 K825.38/483 一槌定音 : 我与嘉德的故事 陈东升著 978-7-5217-2069-3
434 K833.135.47/4 马拉松名将手记 : 42.195公里的孤独之旅 (日) 大迫杰著 978-7-5217-3422-5
435 K833.135.72/8 无限的网 : 草间弥生自传 (日) 草间弥生著 978-7-5217-2299-4
436 K833.136/7=2 建筑家安藤忠雄 : 珍藏版. 第2版 (日) 安藤忠雄著 978-7-5217-1657-3

437 K835.615.31/8
亚当·斯密传 : 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 : 
what he thought, and whyit matters

(英) 杰西·诺曼著 978-7-5217-2482-0

438 K835.617/42（1）
丘吉尔传 : 与命运同行 : walking with 
destiny. 上

(英) 安德鲁·罗伯茨著 978-7-5217-2413-4



439 K835.617/42（2）
丘吉尔传 : 与命运同行 : walking with 
destiny. 下

(英) 安德鲁·罗伯茨著 978-7-5217-2413-4

440 K837.125.31/8（1）
萨缪尔森传. 第一卷. Volume 1, 现代经济
学奠基者的一生, Becoming Samuelson : 
Paul A. Samuelson

(英) 罗杰·巴克豪斯著 978-7-5217-1834-8

441 K837.125.76/20 宇宙的孩子 : a memoir (美) 迈克尔·乔莱特著 978-7-5217-2879-8

442 K837.126.11/28 维纳传 : 信息时代的隐秘英雄
(美) 弗洛·康韦, 吉姆·西
格尔曼著

978-7-5217-2919-1

443 K837.747/3
玻利瓦尔 : 美洲解放者 : liberator 
American

(美) 玛丽·阿拉纳著 978-7-5217-2463-9

444 K91/48 文明的地图 张信刚著 978-7-5217-2204-8
445 K928.5/60（1） 中国村落史. 上 胡彬彬著 978-7-5217-3341-9
446 K928.5/60（2） 中国村落史. 下 胡彬彬著 978-7-5217-3341-9
447 K928.74/20 紫禁城六百年 : 帝王之轴 李文儒著 978-7-5217-1131-8
448 K928.74/21 紫禁城六百年 : 东宫西宫 李文儒著 978-7-5217-1957-4
449 K956.5/5 转型中的法国 : 纠结、痛苦与希望 徐波著 978-7-5217-2026-6

450 N09/8
美国创新简史 : 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 : 
how breakthrough science can rev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dream

(美) 乔纳森·格鲁伯, 西蒙
·约翰逊著

978-7-5217-2754-8

451 N49/521
存在与科学 : 一位科学家对存在大问题的
探索 : a scientist's exploration of 
the great questions of existence

(英) 彼得·阿特金斯著 978-7-5217-3078-4

452 N49/522 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的寻宝之旅
(英) 凯特·迪思顿, 佐薇·
西蒙斯著

978-7-5217-1231-5

453 O1-49/107 救命的数学 (英) 基特·耶茨著 978-7-5217-1967-3

454 O211/35
醉汉的脚步 : how randomness rules our 
lives

(美) 列纳德·蒙洛迪诺著 978-7-5217-1740-2

455 O224/14
意会 : 算法时代的人文力量 : the power 
of the 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the 
algorithm

(丹) 克里斯蒂安·马兹比尔
格著

978-7-5217-2259-8

456 O411.1/6
物理世界的数学奇迹 : how modern maths 
reveals nature's deepest secrets

(英) 格雷厄姆·法梅洛著 978-7-5217-1924-6

457 O413/15
沙滩上的薛定谔 : 带着量子物理学去度假 
: la physique quantique dans un 
transat

(法) 夏尔·安东尼著 978-7-5217-2440-0

458 O4-49/26 下落小猫与基础物理学
(美) 格雷戈里·J. 格布尔
著

978-7-5217-2171-3

459 P1-092/4 4000年中国天文史 (法) 让-马克·博奈-比多著 978-7-5217-1352-7

460 P159/31
时间的边缘 : exploring the mysteries 
of our universe's first seconds

(美) 丹·胡珀著 978-7-5217-2521-6

461 P159-49/32 宇宙侦探事务所 (美) 南希·阿特金森著 978-7-5217-1954-3
462 P159-49/33 宇宙学是什么 : cosmology (美) 斯特恩·奥登瓦尔德著 978-7-5217-3500-0
463 P28/4 地图3000年 : 从神秘符号到谷歌地图 (挪) 托马斯·伯格著 978-7-5217-2040-2

464 Q343.1/14
净化基因 : a breakthrough program to 
treat the root cause of illness and 
optimize your health

(美) 本·林奇著 978-7-5217-1511-8

465 Q-49/23
超级生物探寻指南 : the biology of 
extremes

(美) 马修·D. 拉普兰特著 978-7-5217-2442-4

466 Q6-49/2 生命的实验室 (英) 查尔斯·科克尔著 978-7-5217-2312-0

467 Q939.1/5 耐药菌小史
(巴基) 穆罕默德·H. 扎曼
著

978-7-5217-3016-6

468 Q939.4-49/2 原来如此! 奇特的病毒 徐明达著 978-7-5217-2409-7

469 Q94/9
玫瑰之吻 : 花的博物学 : a natural 
history of flowers

(美) 彼得·伯恩哈特著 978-7-5217-2350-2

470 Q94-49/14 植物知道地球的奥秘 (英) 戴维·比尔林著 978-7-5217-1229-2

471 Q959.7/17 大地与苍穹之鸟 : 鹰
(加)简宁·罗格斯(Janine 
Rogers)著

978-7-5217-1411-1

472 Q959.8/10 远古传说和异域想象 : 野牛
(美)德斯蒙德·莫里斯
(Desmond Morris)著

978-7-5217-1411-1

473 Q959.8/11 黑夜森林中的火光 : 老虎
(英)苏茜·格林(Susie 
Green)著

978-7-5217-1411-1

474 Q959.841/3 “王室之鱼”的美丽与哀愁 : 鲸 (美)乔·罗门(Joe Roman)著 978-7-5217-1411-1



475 Q969/4 一只蜜蜂，不算蜜蜂
(英)克莱尔·普雷斯顿
(Claire Preston)著

978-7-5217-1411-1

476 Q98/34
超人类密码 : how to program your 
future

(瑞士) 卡洛斯·莫雷拉, 
(加) 戴维·弗格森著

978-7-5217-2566-7

477 Q981.1/15
沙滩上的智人 : 带着人类演化史去度假 : 
l'origine de l'homme dans un transat

(法) 让-巴普蒂斯特·德·
帕纳菲厄著

978-7-5217-2351-9

478 R155.1/8 戒糖 : 改变一生的科学饮食法 初夏之菡 (罗晓) 著 978-7-5217-1446-3
479 R161/344 4分钟极速减脂 刘洹著 978-7-5217-1832-4

480 R163/50
科学休息 : 迅速恢复精力的高效休息法 : 
why you get more done when you work 
less

(美) 亚历克斯·索勇-金·
庞著

978-7-5217-2502-5

481 R183/14
致命敌人 : 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准备 : 
our war against killer germs

(美) 迈克尔·T. 奥斯特霍
姆, 马克·奥尔沙克著

978-7-5217-1969-7

482 R183/6=2 致命接触. 第2版 (美) 大卫·奎曼著 978-7-5217-1709-9

483 R197.32/8
我在中国当医生 : 从利物浦到深圳的行医
和管理经历

(英) 朱知梅著 978-7-5217-2248-2

484 R338.2/18
决策大脑 : 大脑如何影响我们的人格、判
断力与领导力 : frontal lobes in a 
complex world

(美) 艾克纳恩·戈德堡著 978-7-5217-2070-9

485 R338.2/19
脑机革命 : the new era in brain 
enhancement that is revolutionizing 
the way we think, work,and heal

(澳) 谭乐著 978-7-5217-2830-9

486 R338.63/18 睡个好觉 汪瞻, 欧阳萱著 978-7-5217-2816-3
487 R392/7 优雅的守卫者 (美) 马特·里克特著 978-7-5217-1648-1
488 R-49/20 医疗对我们仍然有利吗? (英) 朱利安·希瑟著 978-7-5217-2123-2

489 R6/17
外科的诞生 : 从文艺复兴到移植手术革命 
: a history of modern medicine from 
renaissance to the implant revolution

(美) 大卫·施耐德著 978-7-5217-3157-6

490 R711.75/4
女性身体的秘密 : 更年期健康与幸福全书 
: creating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ealth during the change

(美) 克里斯蒂安·诺斯鲁普
著

978-7-5217-3151-4

491 R73-49/3
狡猾的细胞 : 癌症的进化故事与治愈之道 
: how evolution helps us understand 
and treat cancer

(美) 雅典娜·阿克蒂皮斯著 978-7-5217-2943-6

492 R749.055/97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 : the sixth stage 
of grief

(美) 戴维·凯斯勒著 978-7-5217-2860-6

493 R749.4/33
十死换一生 : 我战胜了抑郁症 : the true 
story of dying ten times to live

(美) 希瑟·B. 阿姆斯特朗
著

978-7-5217-2941-2

494 R77/9 我们如何看见, 又如何思考 (美) 理查德·马斯兰著 978-7-5217-3150-7

495 R978.1/2
抗生素的故事 : 一颗改变人类命运的药丸 
: the creation of antibiotic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medicine

(美) 威廉·罗森著 978-7-5217-2215-4

496 R979.9/2
希望与恐惧之间 : a history of vaccines 
and human immunity

(美) 迈克尔·金奇著 978-7-5217-1751-8

497 S16/3 中国天气谚语志 宋英杰著 978-7-5217-1270-4

498 S68/103
绿植这么养就对了 : 新手也能驾驭的50种
爆火室内植物

(美) 希瑟·罗迪诺著 978-7-5217-2087-7

499 TB3-49/2
神奇的材料 : how humans and matter 
transformed one another

(美) 艾妮莎·拉米雷斯著 978-7-5217-2746-3

500 TB383/3 纳米与生命 (西) 索尼娅·孔特拉著 978-7-5217-3531-4

501 TP18/329
AI新生 : 破解人机共存密码 : 人类最后一
个大问题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problem of control

(美) 斯图尔特·罗素著 978-7-5217-1951-2

502 TP18-49/29
你看起来好像--我爱你 : AI的工作原理以
及它为这个世界带来的稀奇古怪

(美) 贾内尔·沙内著 978-7-5217-2735-7

503 TP274/510
数据驱动 : 通过用户数据和人工智能重塑
现代营销 : harnessing data and AI to 
reinvent customer engagement

(美) 汤姆·查韦斯, 克里斯
·奥哈拉, 维为克·韦德亚
著

978-7-5217-3097-5

504 TP391.9/28
柏拉图与技术呆子 : 人类与技术的创造性
伙伴关系 : the creative partnership of 
humans and technology

(美) 爱德华·阿什福德·李
著

978-7-5217-1424-1



505 TP393.4-49/9（1）
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 01 : 鲍勃·卡恩：
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活

方兴东主编 978-7-5217-1313-8

506 TP393.4-49/9（2）
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 02 : 全吉男：人生
如登山 不弃则登顶

方兴东主编 978-7-5217-1313-8

507 TP393.4-49/9（3）
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 03 : 拉里·罗伯
茨：永不陨落的“互联网之父”

方兴东主编 978-7-5217-1313-8

508 TP393.4-49/9（4）
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 04 : 伦纳德·克兰
罗克：金钱永远都不是原动力

方兴东主编 978-7-5217-1313-8

509 TP393.4-49/9（5）
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 05 : 路易斯·普
赞：真正的“互联网之父”

方兴东主编 978-7-5217-1313-8

510 TP393.4-49/9（6）
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 06 : 胡启恒：让互
联网精神扎根中国

方兴东主编 978-7-5217-1313-8

511 TP393.4-49/9（7）
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 07 : 温顿·瑟夫：
让互联网对每个人都更有用

方兴东主编 978-7-5217-1313-8

512 TP393.4-49/9（8）
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 08 : 维纳·措恩：
共建开放蓬勃的互联网

方兴东主编 978-7-5217-1313-8

513 TS2/8
食物冷知识 : the strange chemistry of 
what we put in us and on us

(美) 乔治·扎伊丹著 978-7-5217-3530-7

514 TS24/2 糖的故事 (英) 詹姆斯·沃尔韦恩著 978-7-5217-1774-7

515 TS262.61/19
推开红酒的门 : 醉鹅娘9堂课讲透基本点 : 
9 bsaics for beginners

王胜寒 (醉鹅娘)著 978-7-5217-2497-4

516 TS273/22 咖啡新规则
(美) 乔丹·米歇尔曼, 扎卡
里·卡尔森著

978-7-5217-2390-8

517 TS665/3 椅子与身体 (日) 黑川雅之著 978-7-5217-1921-5

518 TS97/22（2）
清单. 02 : 再见, 睡不好! : 找到你的身
心开关

清单编辑部编著 978-7-5217-1389-3

519 TS97/22（3）
清单. 03 : 再见, 小肚腩! : 减肥不反弹
的饮食法则

清单编辑部编著 978-7-5217-1998-7

520 TS971.2/48 滋味人生 陈立著 978-7-5217-1881-2
521 TS971.2/49 风味人间 : 至味在身边 陈晓卿主编 978-7-5217-1799-0

522 TS971.22/28
只为一碗好面 : 一个日本人在中国30年的
寻面之旅

(日) 坂本一敏著 978-7-5217-2275-8

523 TS971.23/2 寻豆师 : 非洲咖啡指南 许宝霖著 978-7-5217-2301-4
524 TS972.12/42 做饭没有那么烦 任频捷著 978-7-5217-1603-0
525 TS972.127/7 家常菜的制胜一击 陈宇慧 (田螺姑娘) 著 978-7-5217-1759-4
526 TS972.182/95 超简单! 食帖中餐料理全书 食帖番组主编 978-7-5217-2428-8

527 TS972.19/12 复古鸡尾酒 : 萨沙的调酒哲学
(美) 萨沙·佩特拉斯克, 乔
吉特·莫杰-佩特拉斯克著

978-7-5217-1435-7

528 TS976.15/236
要钱还是要生活 : 没有财务自由, 也能提
前退休

(美) 维姬·罗宾, 乔·多明
格斯著

978-7-5217-1663-4

529 TS976.15/239（1） 钱从哪里来 : 中国家庭的财富方案. Vol. 
1

香帅著 978-7-5217-1300-8
530 TS976.3/185 妈妈天生了不起 : 从新手到家庭CEO 崔璀著 978-7-5217-2328-1
531 TU-093.13/2 制造东京 (日) 藤森照信著 978-7-5217-3326-6

532 TU241/135
小家的110种改造法 : 不浪费1m3的空间升
级指南

(美) 罗伯塔·桑德伯格著 978-7-5217-1950-5

533 TU241/136 好家, 这样营造 好好住编著 978-7-5217-3119-4
534 V1-49/6 自己的英雄 : 向更大的世界探索 (美) 朱莉安·格思里著 978-7-5217-2480-6

535 V279/9
无人机 : 天空之眼的当下与未来 : the 
secret rise of gorgon stare and how it 
will watch us all

(美) 亚瑟·霍兰德·米歇尔
著

978-7-5217-3054-8

536 X171.4/6
我们星球上的生命 : 我一生的目击证词与
未来憧憬 : my witness statement and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英) 大卫·爱登堡著 978-7-5217-3034-0

537 X322/27=2
从绿到金 : 打造企业增长与生态发展的共
生模式. 第2版

(美) 丹尼尔·埃斯蒂, 安德
鲁·温斯顿著

978-7-5217-1656-6

538 X956-49/7 女孩别怕 田静, 女孩别怕团队编著 978-7-5217-2290-1

539 Z228/1075
认知陷阱 : 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的科学真
相 : why we ignore the facts that will 
save us?

(美) 萨拉·戈尔曼, 杰克·
戈尔曼著

978-7-5217-22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