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题名 责任者 出版信息

A1 大国的兴衰 (英) 保罗·肯尼迪著 中信出版社

A2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费孝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3 新しい産業国家 ガルブレイス著 河出書房新社

A4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著 三联书店

A5 美的历程 李泽厚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6 安娜·卡列宁娜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7 中國近代史 蒋廷黻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8 自私的基因 (英) 理查德·道金斯著 中信出版社

A9 科学革命的结构 (美) 托马斯·库恩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10 老照片 山东画报出版社

A11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法) 卢梭著 商务印书馆

A12 高等数学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A13 中国自然地理纲要 任美锷主编 商务印书馆

A14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傅庚生著 北京出版社

A15 资本论 马克思 人民出版社

A16 红楼梦 (清) 曹雪芹, 高鹗著 中华书局

A17 文化与组织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18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与实践探索 王瑞波，等著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A19 南宋名家词选讲 叶嘉莹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20 物种起源 (英)达尔文著 商务印书馆

A21 物理化学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

A22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著 商务印书馆

A23 控制论 (美) N. 维纳著 科学出版社

A24 什么是数学 (美) R·柯朗, H·罗宾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A25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译林出版社

A26 读库 主编张立宪 同心出版社

A27 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 托克维尔著 商务印书馆

A28 不平等的代价 (美) 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A29 文化理论 (英) 菲利普·史密斯著 商务印书馆

A30 罗马帝国衰亡史 (英) 爱德华·吉本 商务印书馆

A3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古西腊) 修昔底德著 商务印书馆

A32 红楼梦 曹雪芹著, 无名氏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

A33 斜屋犯罪 (日) 岛田庄司著 新星出版社

A34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 新华出版社

A35 政党与政党体制 (意) G.萨托利著 商务印书馆

A36 数学分析讲义 陈天权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37 联邦党人文集 (美)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著 九州出版社

A38 量子之谜 (美) 布鲁斯·罗森布鲁姆，等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A39 魔鬼在你身后 (美) 丹·西蒙斯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A40 “多规融合”探索 王珂, 张晶编著 科学出版社

A41 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A42 夢窗詞集校箋 (宋) 吴文英撰 中华书局

A43 科学研究的艺术 W. I. B. 贝弗里奇著 科学出版社

A44 天朝的崩溃 茅海建著  三联书店

A45 量子力学 曾谨言著 科学出版社

A46 程千帆全集 程千帆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A47 大流感 约翰·M·巴里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A48 世界是平的 (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A49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 商务印书馆

A50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绩效评价与管制政策研究王俊豪 ... [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51 忽然想到 陈四益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52 白居易文集校注 (唐) 白居易著 中华书局

A53 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A54 改变儿童心理学的20项研究 (美) Wallace E. Dixon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A55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李君如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A56 害怕 作家出版社

A57 民國版京劇劇本集 南腔北調人編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A58 时间简史 (英) 史蒂芬·霍金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A59 叶圣陶集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A60 中国美术史讲座 李霖灿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61 风险灾害危机研究 童星, 张海波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62 极简概率学 (英) 罗伯特·马修斯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A63 白夜行 (日) 东野圭吾著 南海出版社

A64 元史 (明) 宋濂等撰 中华书局

A65 卡尔·曼海姆精粹 原著 (德) 卡尔·曼海姆 南京大学出版社

A66 当代自然辩证法 沈骊天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A67 “灰阑”中的叙述 黄子平 上海文艺出版社

A68 十三經注疏 北京大学出版社



A69 大江东去 阿耐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A70 拉康 (德) 格尔达·帕格尔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71 国史大纲 钱穆著 商务印书馆

A72 艺术的故事 (英) 贡布里希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A73 万古江河 许倬云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A74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北京大学出版社

A75 21世纪国家公务员制度 李和中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A76 官僚机构 (美) 詹姆斯·Q·威尔逊著 三联书店

A77 世說新語校箋 徐震堮著 中華書局

A78 中国当代戏剧理论 张默瀚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A79 没有个性的人 (奥) 罗伯特·穆齐尔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80 源氏物语 (日) 紫式部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81 世界是平的 (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A82 新媒体与社会 谢耘耕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A83 数的故事 (德) 玛丽安·佛里伯格，等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A84 数学分析 欧阳光中 ... [等]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A85 南渡北归 岳南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A86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逯欽立輯校 中华书局

A87 白领 (美) C. 莱特·米尔斯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A88 春秋左傳注 楊伯峻編著 中华书局

A89 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A90 场论 Л . Д . 朗道, E.M. 栗弗席兹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A91 陆面观测、模拟与数据同化 梁顺林，李新，谢先红等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A92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 马克斯·韦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93 精神现象学 先刚译 人民出版社

A94 詩經原始 方玉润撰 中华书局

A95 四书章句集注 (宋) 朱熹撰 中华书局

A96 老后破产 (日)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97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法) 德勒兹, 加塔利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A98 冷记忆 (法) 让·波德里亚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A99 呐喊·彷徨 鲁迅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A100 孙子兵法译注 郭化若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A101 现代传记研究 商务印书馆

A102 嫉羡与感恩 (英) 梅兰妮·克莱因著 九州出版社

A103 史记 (汉) 司马迁著 岳麓书社

A104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陈平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105 杀死一只反舌鸟 (美) 哈珀·李著 译林出版社

A106 无机化学答疑 黄孟健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A107 自然辩证法导论 陈其荣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A108 漢書補注 (漢) 班固撰, (清) 王先謙補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A109 自然辩证法导论 杨光华, 张志永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A110 共有的习惯 (英) 爱德华·汤普森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111 线性代数及其应用 (美) David C. Lay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A112 新编美国文学史 主编刘海平, 王守仁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A113 个人与组织的未来 (英) 查尔斯·汉迪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114 中国京剧史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编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A115 实变函数论 周民强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116 印刷书的诞生 (法) 费夫贺, 马尔坦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117 国际关系史 方连庆, 王炳元, 刘金质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A118 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 (美) 林顺夫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119 侯方域全集校箋 侯方域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A120 论宗教 (德) 施莱尔马赫著 人民出版社

A121 麦田里的守望者 (美) J. D. 塞林格著 译林出版社

A122 物联网大趋势 张铎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12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 马克斯·韦伯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124 冰与火之歌 (美) 乔治 R. R. 马丁著 重庆出版社

A125 美国联邦宪法 张千帆著 法律出版社

A126 数学分析 周民强编著 科学出版社

A127 摆渡人 (英)克莱尔·麦克福尔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A128 李太白全集校注 郁賢皓校注 凤凰出版社

A129 南渡北归 岳南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A130 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 王承略, 劉心明主編 清华大学出版社

A131 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A132 伽利略的苦恼 (日) 东野圭吾著 译林出版社

A133 解忧杂货店 (日) 东野圭吾著 南海出版公司

A134 杀死一只知更鸟 (美国) 哈珀·李著 译林出版社

A135 残缺的美学观照与诗意追问 余安安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A136 艺术家·对话录 王静主编 新星出版社

A137 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概要 王声望, 郑维行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A138 现代公司法比较研究 黄辉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139 第三帝国的兴亡 (美) 威廉·夏伊勒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A140 应急管理典型案例研究报告 国家行政学院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141 离散数学及其应用 (美) Kenneth H. Rosen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A142 叙事 主编唐伟胜 暨南大学出版社

A143 倚天屠龙记 金庸著 广州出版社

A144 樱花盛放 (日) 辻村深月著 新星出版社

A145 俄国文学史 德·斯·米尔斯基著 人民出版社

A146 枝江关庙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A147 宋书 (梁) 沈约撰 中华书局

A148 我的天才女友 (意大利) 埃莱娜·费兰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149 冯契文集 冯契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150 回廊亭杀人事件 (日) 东野圭吾著 华文出版社

A151 古代漢語 主編王力 中華書局

A152 上帝掷骰子吗 曹天元 (Capo)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A153 草枕 (日) 夏目漱石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154 荀子集解 (清) 王先謙撰 中华书局

A155 唐诗三论 (美) 高友工, 梅祖麟著 商务印书馆

A156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美)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 海洋出版社

A157 中国新文学作品选 丁帆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A158 堂吉诃德 (西班牙) 塞万提斯 漓江出版社

A159 明清士人与男旦 程宇昂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160 现象学导论 (美) 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A161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 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A162 論語集釋 程樹德撰 中華書局

A163 图论算法及其MATLAB实现 王海英 ... [等] 编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A164 林駿日記 温州市图书馆编 中华书局

A165 你好，旧时光 八月长安著 新世界出版社

A166 解析几何 丘维声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167 刺杀骑士团长 (日) 村上春树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168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 (英) 以赛亚·伯林著 新星出版社

A169 信息咨询学 主编郑建明 南京大学出版社

A170 Python学习手册 Mark Lutz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A171 史记 (汉) 司马迁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A172 计量经济学导论 杰弗里·M·伍德里奇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173 阁楼上的疯女人 (美) 桑德拉·吉尔伯特,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174 卫星定位导航基础 方群等编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A175 区分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著 商务印书馆

A176 能静居日记 (清) 赵烈文撰 岳麓书社

A177 沉思录 (古罗马) 马可·奥勒留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178 实用线性代数 : Farin, Gerald E. 机械工业出版社,

A179 激荡三十年 吴晓波著 中信出版社

A180 院士成才启示录 主编孙殿义, 卢盛魁 广东科技出版社

A181 动物农场 (英) 奥威尔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A182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法) 谢和耐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183 C++程序设计教程 (美) H. M. Deitel,等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184 中国与大战 (美) 徐国琦著 上海三联书店

A185 建康實錄 (唐) 許嵩撰 中华书局

A186 自然辩证法导论 主编胡春风 上海人民出版社

A187 韓愈资料彙编 吴文治編 中华书局

A188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李秀林, 王于, 李淮春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189 力学的教与学参考 梁昆淼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A190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著 中华书局

A191 千亿个太阳 (德) 鲁道夫·基彭哈恩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A192 我的名字叫红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193 高等代数 丘维声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A194 科学究竟是什么? (英) A. F. 查尔默斯著 商务印书馆

A195 岳村政治 于建嵘著 商务印书馆

A196 尤利西斯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A197 猜想与反驳 (英) 卡尔·波普尔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198 唐五代名家词选讲 叶嘉莹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199 中国叙事学 (美)浦安迪教授讲演 北京大学出版社

A200 叶隐闻书 (日) 山本常朝口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201 老子注譯及評介 陳鼓應著 中華書局

A202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汪晖著 三联书店

A203 线性代数解题指导 王中良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A204 有争议的知识 (美) 史蒂文·塞德曼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205 出版学概论 易图强编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A206 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 曾国屏 ... [等]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A207 中国底层访谈录 老威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A208 概率论基础教程 (美) Sheldon M. Ross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A209 艺术的法则 (法)皮埃尔·布迪厄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A210 王力《古代汉语》同步辅导与联系 主编马景仑, 董志翘 中华书局

A211 殷海光文集 殷海光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A212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 (美) A·班杜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213 少数派报告 (美) Philip K. Dick 江苏教育出版社

A214 金钱心理学 (法) 蒂耶利·伽鲁瓦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A215 高等代数解题方法 许甫华, 张贤科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216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柄谷行人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217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張伯偉編 中華書局

A218 Б . П . 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全解 廖良文, 许宁编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A219 当代自然辩证法导论 主编谭斌昭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A220 数学分析习题课讲义 谢惠民 ...  [等]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A221 新编中国哲学史 冯达文, 郭齐通主编 人民出版社

A222 加缪全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A223 变革的力量 (美)约翰 P. 科特著 华夏出版社

A224 南大百年实录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A225 冰与火之歌 (美) 乔治·R. R. 马丁著 重庆出版社

A226 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 (英) 亚当·斯密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227 数字信号处理基础 (加) Joyce Van de Vegte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A228 自然辩证法概论 教育部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A229 走出时代的困境 汪行福著 上海社科出版社

A230 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 余敦康 ... [等] 合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231 无机化学学习指导 王志林, 黄孟健编著 科学出版社

A232 高等数学习题全解指南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A233 统计物理学 Л .Д .朗道，等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A234 二程集 (宋) 程顥, 程頤著 中華書局

A235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A236 数学物理方法解题指导 胡嗣柱，徐建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A237 嫉妒 阿兰·罗伯-格里耶 译林出版社

A238 清代地方政府 瞿同祖著 法律出版社

A239 数学物理方法 胡嗣柱, 倪光炯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A240 全球通史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241 张爱玲典藏全集 哈尔滨出版社

A242 京华烟云 现代教育出版社

A243 胡适全集 郑大华整理 安徽教育出版社

A244 政治学说史 (美) 乔治·萨拜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245 自然辩证法参考读物 主编刘兵, 李正风 清华大学出版社

A246 数学分析习题详解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A247 占星术杀人魔法 (日) 岛田庄司著 新星出版社

A248 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 上海人民出版社

A249 人类理智新论 (德) 莱布尼茨著 商务印书馆

A250 老子注译及评介 陈鼓应著 中华书局

A251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陆键东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252 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 6.0建模方法与操作技巧 刘巍, 陈昭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A253 張之洞詩文集 張之洞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254 污名 商务印书馆

A255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赵毅衡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A256 Lab VIEW数据采集与仪器控制 龙华伟 ... [等]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257 明代城市与建筑 王贵祥等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A258 数学分析习题集题解 Б . П . 吉米多维奇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A259 物理化学学习指导 孙德坤 ... [等]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A260 英国文学选读 主编王守仁 高等教育出版社

A261 数理哲学导论 (英) 罗素著 商务印书馆

A262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A263 信息组织 周宁, 吴佳鑫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A264 梦想的诗学 (法) 加斯东·巴什拉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265 金融风险管理 主编朱淑珍 北京大学出版社

A266 怀抱鲜花的女人 莫言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A267 魔戒 (英) J. R. R. 托尔金著 译林出版社

A268 天真的人类学家 (英) 奈吉尔·巴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269 风水龙穴 张清渊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A270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编 人民出版社

A271 西方史学史 张广智主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A72 软件工程与计算 骆斌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A273 古今悬案疑案奇案 文章编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A274 公务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张棨著 人民出版社

A275 Android经典应用程序开发 韩超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A276 西方社会思想史 于海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A277 完美应用Ubuntu 何晓龙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A278 明智行动的艺术 (德) 罗尔夫·多贝里著 中信出版社

A279 环境工程学 蒋展鹏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A280 地下室手记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漓江出版社

A281 雨的祈祷 (美) 丹尼斯·勒翰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A282 十一种孤独 (美) 理查德·耶茨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283 神雕侠侣 金庸著 广州出版社

A284 唐物的文化史 (日) 河添房江著 商务印书馆

A285 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 周雪光, 刘世定, 折晓叶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286 蒋勋说红楼梦 蒋勋著 上海三联书店

A287 绝代双骄 珠海出版社

A288 印度墨 湖南文艺出版社

A289 暴风雪 (俄罗斯) 弗拉基米尔·索罗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290 志愿者形象及其社会影响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 人民出版社

A291 意象探源 汪裕雄著 人民出版社

A292 异形生存手册 陈飞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A293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于逢春, 冯建勇, 吕文利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294 中国青铜时代 张光直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295 包法利夫人 (法) 福搂拜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296 建筑声学 (日) 安藤四一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A297 大明帝国系列 马渭源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A298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与“三线”划设研究 袁国华 ... [等] 著 地质出版社

A299 EViews数据统计与分析教程 张大维, 刘博, 刘琪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300 69届初中生 王安忆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301 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实践教程 仲宝才, 颜德彪, 刘静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302 是你, 制造了天气 (澳大利亚) 蒂姆·富兰纳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303 人类理智新论 (德) 莱布尼茨著 商务印书馆

A304 C++程序设计 谭浩强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305 論語集釋 程樹德撰 中華書局

A306 长夜难明 紫金陈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A307 米德尔马契 (英) 乔治·爱略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308 谁不爱被当成圣人对待 (英)玛丽·凯·维尔梅斯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A309 我是猫 (日) 夏目漱石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A310 社会福利政策引论 (美) Neil Gilbert，等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A311 OpenCV计算机视觉编程攻略 (加) Robert Laganière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A312 环境监测 奚旦立，孙裕生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A313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孙立平 ... [等]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A314 地中海史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著 东方出版中心

A315 基于理性思维的电子文件管理 麻新纯, 徐辛酉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A316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317 苦妓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南海出版公司

A318 历史的拐点 马立诚著 东方出版社

A319 黄河古道人形棺材 李达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A320 上帝是个不合格的药剂师 韩松落著 上海三联书店

A321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 本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A322 鲁迅全集 鲁迅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A323 古董局中局 马伯庸著 凤凰出版社

A324 乡土中国 费孝通著 北京出版社

A325 基督山恩仇记 (法) 大仲马著 商务印书馆

A326 小李飞刀 河南文艺出版社

A327 R语言基础与数据科学应用 沈刚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A328 操作系统概念 (美) Abraham Silberschatz 高等教育出版社

A329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基督教地域适应研究 李守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330 詞律 (清) 萬樹撰 中國書店

A331 无机化学 宋天佑 ... [等]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A332 大秦帝国 孙皓晖著 作家出版社

A333 规模 (英) 杰弗里·韦斯特著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334 射雕英雄传 金庸著 广州出版社

A335 基督山伯爵 (法) 大仲马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A336 战争与和平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著 译林出版社

A337 环塔里木经济圈人为干扰因素对生态安全的影响研究奥布里·塔力普,等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A338 GOTH断掌事件 (日本) 乙一著 译林出版社

A339 宗教思想史 (美) 米尔恰·伊利亚德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A340 1Q84 (日) 村上春树著 南海出版公司

A341 逻辑哲学论 (奥地利) 维特根斯坦著 商务印书馆

A342 中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姚壬元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A343 文学中的城市 (美) 理查德·利罕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344 数据分析实战 (日) 酒卷隆治, 里洋平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A345 我们台湾这些年 廖信忠著 台海出版社

A346 江村经济 费孝通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347 全真道研究 赵衛東主編 齊鲁書社

A348 反思社会学导引 (法) 布尔迪厄, (美) 华康德著 商务印书馆

A349 智慧养老 左美云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350 黄金时代 上海文化出版社

A351 列王的纷争 (美) 乔治·R. R. 马丁著 重庆出版社

A352 法理词汇 劳伦斯·索伦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A353 思想的盛宴 (英) 以赛亚·伯林等著 新世界出版社

A354 战争和人 王火著 作家出版社

A355 力学概论 (美) 丹尼尔·克莱普纳,等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A356 西方叙事学 申丹, 王丽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357 认知语法基础 (美) 兰盖克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A358 俄罗斯文学讲稿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359 启蒙观念史 (意) 文森佐·费罗内著 商务印书馆

A360 逻辑研究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著 商务印书馆

A361 毛泽东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A362 剑桥中国文学史 孙康宜, 宇文所安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363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 主编傅瑾 人民文学出版社

A364 叙事的本质 (美) 罗伯特·斯科尔斯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A365 刘慈欣谈科幻 刘慈欣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A366 飘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A367 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南海出版公司

A368 现代操作系统 (荷) Andrew S. Tanenbaum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A369 国家竞争优势 (美) 迈克尔·波特著 中信出版社

A370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著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371 悲惨世界 (法) 雨果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372 MATLAB R2015a数字图像处理 丁伟雄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373 小单反 大创意 刘雯, 苏旭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A374 新序校釋 (汉) 劉向編著 中华书局

A375 快乐王子 (英) 王尔德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376 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 蒋大兴著 法律出版社

A377 王阳明全集 (明) 王守仁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A378 人间失格 (日) 太宰治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A379 景观设计学和土地利用规划中的景观生态原理 (美) 文克·E·德拉姆施塔德，等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A380 樂府詩集 (宋) 郭茂倩编 中华书局

A381 长安之梦 (日) 陈舜臣著 漓江出版社

A382 苛刻的艺术 王奇编著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A383 忏悔录 (法) 让-雅克·卢梭著 译林出版社

A384 GNSS单频软件接收机应用与编程 易维勇，等编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A385 九歌十论 孙作云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A386 阿加莎·克里斯蒂阅读攻略 (日) 霜月苍著 新星出版社

A387 巨变 卡尔·波兰尼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388 明代的科举与经学 陈时龙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389 欢未央 雪小禅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A390 膜分离 陈翠仙, 郭红霞, 秦培勇等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A391 岛国心理与英国对外政策 崔金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392 中国艺术 (英) 柯律格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393 高麗史 孫曉主編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A394 书楼觅踪 韦力著 中信出版社

A395 尤利西斯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A396 鱼王 (俄) 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397 南大读本 南京大学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 南京大学

A398 沈周集 (明) 沈周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399 集体行动的逻辑 (美) 曼瑟尔·奥尔森著 格致出版社 ... [等]

A400 投资学精要 兹维·博迪、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401 妓女与文人 (日) 斋藤茂著 商务印书馆

A402 宋明理学概述 钱穆 九州出版社

A403 应用计量经济学 (美) A. H. 施图德蒙德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A404 大国的兴衰 (美) 肯尼迪著 求实出版社

A405 寻找最后的远征军老兵 胡丽华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A406 未成年人犯罪与社会治理 陈如著 人民出版社

A407 莫失莫忘 石黑一雄作品 上海译文出版社

A408 导读萨特 克里斯汀·达伊格尔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A409 卡拉马佐夫兄弟  菲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译林出版社

A410 卡夫卡全集 (奥) 卡夫卡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A411 艾芜全集 四川文艺出版社

A412 上海摩登 李欧梵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413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美)斯蒂芬·平克著 中信出版社



A414 Spring Boot实战 (美) Craig Walls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A415 所罗门的伪证 宫部美雪 江苏文艺出版社

A416 古希腊罗马神话 (德) 古斯塔夫·施瓦布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A417 日常生活 (匈牙利) 阿格妮丝·赫勒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A418 最后的对话 (阿根廷) 博尔赫斯、费拉里著 新星出版社

A419 自我分析纲要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420 万箭穿心 方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421 法语TCF试题精解 主编刘成富 南京大学出版社

A422 徐鉉集校注 (宋) 徐鉉撰 中華書局

A423 后现代主义诗学 (加) 琳达·哈琴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A424 量子力学 曾谨言著 科学出版社

A425 没有凶手的杀人夜 (日) 东野圭吾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426 数字图像处理 姚敏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A427 马克思传 (美) 戴维·麦克莱伦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428 里尔克诗全集 (奥) 赖纳·马利亚·里尔克著 商务印书馆

A429 资本论 马克思著 人民出版社

A430 二手时间 (白俄) 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 中信出版社

A431 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观念 主编孙逊, 陈恒 三联书店

A432 GPU精粹3 (美) Hubert Nguyen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433 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联合作业 谢晓晶主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A434 香港重庆大厦 (美) 麦高登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435 古文舊書考 (日) 島田翰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A436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著 岳麓书社

A437 计算物理学 顾昌鑫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A438 Android App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安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439 样条函数与逼近论 冯玉瑜, 曾芳玲, 邓建松编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A440 简明物理学史 沙振舜, 钟伟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A441 上海女孩 (美) 邝丽莎著 京华出版社

A442 秘密 (日) 东野圭吾著 海南出版社

A443 未加冕的女王宋蔼龄 杨者圣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444 半导体物理学简明教程 孟庆巨 ... [等] 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A445 歷代詩話 (清) 何文焕辑 中華書局

A446 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 (美) 史蒂文·胡克, 等著 金城出版社

A447 哈姆莱特 (英) 威廉·莎士比亚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A448 汉代婚姻形态 彭卫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449 比较 中信出版社

A450 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 胡亚敏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