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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作者 编号 出版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

7-01-000031-X 人民出版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著 7-01-000036-0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规汇编:1949～1985,
教科文卫卷

国务院法制局编 7-01-000047-6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7-01-000270-3 人民出版社

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 胡孚琛著 7-01-000488-9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 邓小平著 7-01-000540-0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 邓小平著 7-01-000540-0 人民出版社

哲学小辞典 马全民等编写 7-01-000725-X 人民出版社

税收征收管理的系统理论与模式 李子清著 7-01-000865-5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90.1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7-01-000986-4 人民出版社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

江泽民报告 7-01-001112-5 人民出版社

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7-01-001128-1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7-01-001335-7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文集:一九二一年一月-一九三七年六
月.第一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7-01-001833-2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文集: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
二月.第二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7-01-001836-7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著 7-01-001862-6 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文件汇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 7-01-001999-1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辅导教材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 7-01-002049-3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邓小平著 7-01-002067-1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邓小平著 7-01-002070-1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辅导教材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 7-01-002105-8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辅导教材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 7-01-002108-2 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市场通论 陈甬军著 7-01-002276-3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7-01-002579-7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专题摘编 邓小平著 7-01-002854-0 人民出版社

反杜林论 恩格斯 7-01-002958-X 人民出版社

最新思想政治工作实务全书.上册 张蔚萍主编 7-01-003193-2 人民出版社

最新思想政治工作实务全书.下册 张蔚萍主编 7-01-003193-2 人民出版社

最新思想政治工作实务全书.中册 张蔚萍主编 7-01-003193-2 人民出版社

领导干部信息网络化知识读本 主编 吴基传 7-01-003295-5 人民出版社

新编工会学 主编 孙中范, 冯同庆, 常凯 7-01-003305-6 人民出版社

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主编 魏津生, 盛朗, 陶鹰 7-01-003393-5 人民出版社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2001年7月1日

江泽民[著] 7-01-003439-7 人民出版社

政治社会学导论 孔德元著 7-01-003459-1 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 刘国光，桂世镛主编 7-01-003501-6 人民出版社

21世纪干部科技修养必备 朱丽兰主编 7-01-003502-4 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 张福森主编 7-01-003504-0 人民出版社

公共行政概论 李贵鲜主编 7-01-003505-9 人民出版社

工商管理概论 盛华仁主编 7-01-003506-7 人民出版社

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 石广生主编 7-01-003522-9 人民出版社

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林甘泉等主编 7-01-003530-X 人民出版社

汉语语言文字基本知识读本 江蓝生，张国宪主编 7-01-003531-8 人民出版社

中国艺术.上 李希凡等主编 7-01-003534-2 人民出版社

中国艺术.下 李希凡等主编 7-01-003534-2 人民出版社

应用统计通论 李德水主编 7-01-003539-3 人民出版社

古今文学名篇.上册 杨义，邓绍基主编 7-01-003544-X 人民出版社

古今文学名篇.下册 杨义，邓绍基主编 7-01-003544-X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 郑必坚等主编 7-01-003554-7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 金春明等主编 7-01-003560-1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 赵曜等主编 7-01-003563-6 人民出版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导读 石广生主编 7-01-003572-5 人民出版社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 石广生主编 7-01-003573-3 人民出版社



见证:世纪之交的共和国立法、执法报告 阿计著 7-01-003584-9 人民出版社

谁在驾驭战争 郑健著 7-01-003657-8 人民出版社

体验批评:理论与实践 张奎志著 7-01-003666-7 人民出版社

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主编 盛朗, 陶鹰 7-01-003804-X 人民出版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 (2002年11月8日)

江泽民[报告] 7-01-003810-4 人民出版社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01-003811-2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7-01-003826-0 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通论 赵洪恩，李宝席主编 7-01-003851-1 人民出版社

清朝满蒙联姻研究 杜家骥 著 7010038694 人民出版社

中国西部财政供养人口适度比例研究:经验模
型及实证应用

李含琳, 魏奋子, 李印峰著 7-01-003898-8 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文件汇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 7-01-003911-9 人民出版社

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
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发言选

本书编写组编 7-01-003983-6 人民出版社

社会变革与观念变革:新时期广东观念变革实
践的理性沉思

吴灿新, 苟志效, 吴奕新著 7-01-004004-4 人民出版社

知识产权基础知识 王景川主编 7-01-004010-9 人民出版社

信息化与电子政务 主编 曾培炎 7-01-004015-X 人民出版社

进步、合理性与真理 马雷著 7-01-004063-X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01-004084-2 人民出版社

红色音乐家——劫夫 霍长和著 7-01-004113-X 人民出版社

传播的观念 陈卫星著 7-01-004142-3 人民出版社

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 柳欣著 7-01-004150-4 人民出版社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1990-2002 柳欣主编 7-01-004153-9 北京大学出版社

行政案件法律适用与审判 主编 唐德华, 李慧琦 7-01-004167-9 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200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编

7-01-004233-0 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文件汇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 7-01-004282-9 人民出版社

简明税收知识问答:2004年版 刘佐著 7-01-004522-4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
定》辅导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01-004569-0 人民出版社



民族之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现代篇 主编 夏伟东 7-01-004724-3 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培训教程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编写 7-01-005043-0 人民出版社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参考手册 本书编写组编 7-01-005066-X 人民出版社

2005理论热点面对面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7-01-005111-9 人民出版社

军队基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简明读本 刘建国, 汪求知编著 7-01-005136-4 人民出版社

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 江金权主编 7-01-005198-4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01-005203-4 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纲要

7-01-005461-4 人民出版社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
导读本

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组[编] 7-01-005466-5 人民出版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虞云耀主编 7-01-005560-2 人民出版社

科学发展观 马凯主编 7-01-005561-0 人民出版社

宪法学习读本 主编 吴爱英 7-01-005563-7 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通史纲要 郝维民等主编 7010056161 人民出版社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 江泽民著 7-01-005674-9 人民出版社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江泽民著 7-01-005675-7 人民出版社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江泽民著 7-01-005676-5 人民出版社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
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 7-01-005689-7 人民出版社

塑造希望:中国青年志愿服务研究.第五卷,志
愿中国

梁绿琦总主编 7-01-005810-5 人民出版社

塑造希望:人文精神与高等教育.第三卷,精神
家园

梁绿琦总主编 7-01-005810-5 人民出版社

塑造希望:大学德育的反思与建构.第二卷,迎
接挑战

梁绿琦总主编 7-01-005810-5 人民出版社

塑造希望:文科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实践.第
四卷,超越匠人

梁绿琦总主编 7-01-005810-5 人民出版社

塑造希望:新世纪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探究.第一卷,别无选择

梁绿琦总主编 7-01-005810-5 人民出版社

公共管理概论 主编 张兆本 7-01-005874-1 人民出版社

新公共政策分析 主编 张兆本 7-01-005875-X 人民出版社

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 巴　金著 7-02-000231-5 人民文学出版社

落尘 廖辉英著 7-02-000243-9 花城出版社



远方有个女儿国 白　桦著 7-02-000337-0 人民文学出版社

都市的女儿 高尔品著 7-02-000356-7 人民文学出版社

爱情试验 李　昂著 7-02-000373-7 人民文学出版社

裸者 陈桂棣著 7-02-000416-4 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今十大奇案 彭鸽子等著 7-02-000420-2 人民文学出版社

仇与情 (英)艾略特(G.Eliot)著 7-02-000660-4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忏悔录.第一部 (法)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 7-02-000666-3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来自地狱的报告:纪实小说 亢进编 7-02-000687-6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气功师 柯云路著 7-02-000932-8 人民文学出版社

菲菲小姐 (法)莫泊桑(Maupassant,G.de)著 7-02-001014-8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山鹬的故事 (法)莫泊桑(Maupassant,G.de)著 7-02-001015-6 人民文学出版社

密斯哈丽特 (法)莫泊桑(Maupassant,G.de)著 7-02-001016-4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月光 (法)莫泊桑(Maupassant,G.de)著 7-02-001017-2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利埃公馆 (法)莫泊桑(Maupassant,G.de)著 7-02-001018-0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尘梦 林晓筠著 7-02-001132-2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中篇小说选.第一辑 阎纲编选 7-02-001150-0 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朗先生 （法）莫泊桑（Maupassant，Guy de）著 7-02-001284-1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中篇小说选.第一辑 谢明清等编选 7-02-001325-2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年中篇小说选.第二辑 谢明清等编选 7-02-001328-7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年短篇小说选 谢明清等编选 7-02-001329-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欲是不灭的 阮海彪著 7-02-001364-3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楼梦.上 (清)曹雪芹，高鹗著 7-02-001386-4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楼梦.下 (清)曹雪芹，高鹗著 7-02-001386-4 人民文学出版社

水浒传.上 [明]施耐庵，[明]罗贯中著 7-02-001387-2 人民文学出版社

水浒传.上 [明]施耐庵，[明]罗贯中著 7-02-001387-2 人民文学出版社

水浒传.下 [明]施耐庵，[明]罗贯中著 7-02-001387-2 人民文学出版社

豪门惊梦 梁凤仪著 7-02-001440-2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花魁劫 梁凤仪著 7-02-001441-0 人民文学出版社

醉红尘 梁凤仪著 7-02-001442-9 人民文学出版社

风云变 梁凤仪著 7-02-001584-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信是有缘 梁凤仪著 7-02-001585-9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千堆雪 梁凤仪著 7-02-001586-7 人民文学出版社

今晨无泪 梁凤仪著 7-02-001591-3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花帜 梁凤仪著 7-02-001592-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重恩怨 梁凤仪著 7-02-001593-X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昨夜长风 梁凤仪著 7-02-001622-7 人民文学出版社

激情三百日 梁凤仪著 7-02-001623-5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鹿原 陈忠实著 7-02-001652-9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澜访谈录.第5辑,王蒙 胡舒立 唐师曾 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编 7-02-003648-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经营观 (美) 张济民著 7-02-005138-3 人民文学出版社

都是妖蛾子 王小柔著 7-02-005240-1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奥妙的微生物 张若飞编 7-03-000022-6 科学出版社

生统遗传学
(英)马　瑟(Mather,K.),(英)金克斯

(Jinks,J.L.)著
7-03-000025-0 科学出版社

基础神经药理学 邹　冈主编 7-03-000046-3 科学出版社

激素作用与分子内分泌学的实验方法手册
(美)施拉德(Schrader,W.T.),(美)奥马利

(O`malley,B.W.)著
7-03-000056-0 科学出版社

医学生理学.上册 (美)芒卡斯尔(Mountcastle,V.B.)主编 7-03-000057-9 科学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总论.上册 (美)弗雷费尔德(Freifelder,D.)著 7-03-000095-1 科学出版社

人类血型遗传学 赵桐茂编著 7-03-000110-9 科学出版社

男性学咨询 张桂元等编 7-03-000188-5 科学出版社

生物流变学 (日)冈小天著 7-03-000241-5 科学出版社

流行性出血热图谱 洪 涛主编 7-03-000268-7 科学出版社

分子免疫学.上册 ( )阿塔西(Atassi,M.Z.)等主编 7-03-000292-X 科学出版社

器官内微血管铸型扫描电镜图谱 张朝佑主编 7-03-000321-7 科学出版社

分析微生物学专辑 程光胜等主编 7-03-000324-1 科学出版社

分子免疫学.下册 ( )阿塔西(Atassi,M.Z.)等主编 7-03-000343-8 科学出版社

古今科技名人辞典 (美)阿西摩夫(Asimov,I.)著 7-03-000412-4 科学出版社

激光医学 秦家楠主编 7-03-000420-5 科学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实验技术 陈佩惠等编著 7-03-000447-7 科学出版社

动物学大全.上册 (美)希克曼(Hickman,C.P.)著 7-03-000478-7 科学出版社

医学道德教程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编 7-03-000517-1 科学出版社

人体断层解剖学:横断断层 吴德昌主编 7-03-000533-3 科学出版社

科学年鉴.1987 (美)泽伦尼(Zeleny,R.O.)主编 7-03-000563-5 科学出版社

妇产科内窥镜及其应用 连利娟等主编 7-03-000565-1 科学出版社

临床神经解剖学 (挪威)布劳德(Brodal,A.)著 7-03-000586-4 科学出版社



核酸的凝胶电泳:实践方法
(英)里克伍德(Rickwood,D.),(英)黑姆斯

(Hames,D.)主编
7-03-000593-7 科学出版社

环境中的N-亚硝基化合物 许后效编著 7-03-000633-x 科学出版社

医学生理学.下册 (美)蒙卡斯尔(Mountcastle,V.B.)主编 7-03-000646-1 科学出版社

量子生物学引论 刘次全等编著 7-03-000671-2 科学出版社

国际细菌命名法规:第一届国际细菌大会通过 ( )拉帕杰(Lapage,S.P.)等编辑 7-03-000710-7 科学出版社

胸部内科手册 (英)斯塔克(Stark,J.E.)等著 7-03-000790-5 科学出版社

不育咨询 张膧芬主编 7-03-000827-8 科学出版社

自由基与酶:基础理论及其在生物学和医学中
的应用

方允中,李文杰主编 7-03-000834-0 科学出版社

兰氏化学手册:第13版 ( )迪 安(Dean,J.A.)主编 7-03-000840-5 科学出版社

遗传性皮肤疾病 郑茂荣编著 7-03-000852-9 科学出版社

激素和药物的代谢示踪动力学 杨守礼等编著 7-03-000876-6 科学出版社

蛋白质和酶学研究方法.第一册 鲁子贤主编 7-03-000885-5 科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问题
解答

《私营企业条例》问题解答编写组编 7-03-000895-2 科学出版社

血液学研究检查法 (日)青木延雄,柴田昭编 7-03-000950-9 科学出版社

微生物菌种保藏技术 李钟庆编著 7-03-000987-8 科学出版社

骨力学 杨桂通,吴文周编著 7-03-001004-3 科学出版社

当代乳腺疾病X线诊断图谱 何子元主编 7-03-001015-9 科学出版社

激光医学:激光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李峻亨,梁　宏主编 7-03-001049-3 科学出版社

图解血液流变学
(联邦德国)施密德-舍恩拜恩(H.Schmid-

schonbein)等著
7-03-001080-9 科学出版社

人体生理学
(德)施密特(Schmidt,R.F.),(德)特夫斯

(Thews,G.)著
7-03-001097-3 科学出版社

实用数学手册 沈永欢等编 7-03-001252-6 科学出版社

医学分子遗传学 俞民澍等编著 7-03-001290-9 科学出版社

视网膜电图学 吴乐正,吴德正主编 7-03-001359-X 科学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疾病鉴别诊断学 刘新民主编 7-03-001369-7 科学出版社

药物透皮吸收新剂型 (美)基多尼厄斯(Kydonieus,A.F.)主编 7-03-001384-0 科学出版社

药物相互作用:原理和生化基础 周维书等编著 7-03-001513-4 科学出版社

昆虫电生理学实验研究法 刘安西,陈守同编著 7-03-001524-X 科学出版社

中国元极功法.卷一 张志祥编著 7-03-001591-6 科学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美)戴维斯(Davis,L.)等编著 7-03-001596-7 科学出版社

医学名词.1989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 7-03-001711-0 科学出版社



医学名词.1989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 7-03-001711-0 科学出版社

医学病毒学基础及实验技术 黄祯祥主编 7-03-001749-8 科学出版社

核医学与核生物学基础及应用 王世真等主编 7-03-001752-8 科学出版社

甲状腺核医学 周 前等编著 7-03-001770-6 科学出版社

自我控制及其临床应用 阎克乐编著 7-03-001788-9 科学出版社

丹参:生物学及其应用 徐任生主编 7-03-001795-1 科学出版社

遗传性口腔疾病 陆可望等编著 7-03-001838-9 科学出版社

噬菌体图谱 何能波等著 7-03-001852-4 科学出版社

遗传性血液疾病 曾溢滔等著 7-03-002068-5 科学出版社

胃肠生理学:基础与临床 周 吕主编 7-03-002085-5 科学出版社

遗传与精神疾病 江三多等编著 7-03-002180-0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误诊病例分析 张文萃编著 7-03-002218-1 科学出版社

周围神经显微修复学 朱盛修主编 7-03-002227-0 科学出版社

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第十六卷,医学与兽医学 科学出版社编译 7-03-002254-8 科学出版社

中医处方学 李庆业主编 7-03-002310-2 科学出版社

免疫检测技术 徐宜为编著 7-03-002361-7 科学出版社

支气管哮喘的基础与临床 刘又宁，李峻亨主编 7-03-002414-1 科学出版社

特殊营养学 于志深,顾景范主编 7-03-002556-3 科学出版社

中医肿瘤学.上册 郁仁存著 7-03-002583-0 科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化学 薛启蓂编著 7-03-002635-7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仪器指南.第四册,扫描隧道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及有关设备

姚骏恩主编 7-03-002709-4 科学出版社

内科疾病诊断标准 贝政平主编 7-03-002795-7 科学出版社

方剂学 张恩勤,郑贵力主编 7-03-002935-6 科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血液细胞学图谱 刘志洁,黄文源主编 7-03-003016-8 科学出版社

播种 (日)冈松庆久著 7-03-003326-4 科学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学 张志刚主编 7-03-003396-5 科学出版社

针灸学 吕建平主编 7-03-003484-8 科学出版社

中国彝医 刘宪英,祁 涛主编 7-03-003595-X 科学出版社

食品的生化与营养 戴有盛主编 7-03-003638-7 科学出版社

现代青光眼研究进展 葛坚等主编 7-03-003649-2 科学出版社

实用高血压学 余振球等主编 7-03-003762-6 科学出版社

现代心脏病治疗指南 陈 湛主编 7-03-003933-5 科学出版社



医用生物力学 杨桂通主编 7-03-004072-4 科学出版社

环境健康化学 王连生编著 7-03-004153-4 科学出版社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 宋 健主编 7-03-004187-9 科学出版社

风湿病学.上册 蒋明，朱立平，林孝义主编 7-03-004295-6 科学出版社

风湿病学.下册 蒋明，朱立平，林孝义主编 7-03-004295-6 科学出版社

人体断层解剖学:矢冠斜断断层 吴德昌主编 7-03-004313-8 科学出版社

病理尸检诊断指南 李志尚著 7-03-004371-5 科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指南 国家教委科技司编 7-03-004517-3 科学

显微外科解剖学基础 钟世镇主编 7-03-004544-0 科学出版社

中国藏医学 蔡景峰主编 7-03-004577-7 科学出版社

胃肠动力病学
(荷)A.J.P.M.斯莫特(Andre 

J.P.M.Smout),(荷)L.M.A.阿克曼(Louis 
7-03-004585-8 科学出版社

早期食管癌和胃贲门癌内镜检查图谱 王国清著 7-03-004858-X 科学出版社

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Ⅰ,医学家 吴阶平,程之范主编 7-03-004917-9 科学出版社

医学名词:1995.4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 7-03-005012-6 科学出版社

医学名词:1995.4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 7-03-005012-6 科学出版社

Microsoft Office 95 六合一 Peter Aitken等著 7-03-005582-9
科学出版社、西蒙与舒斯

特国际出版公司出版

现代骨科手术学 朱盛修主编 7-03-005599-3 科学出版社

人体断面解剖学彩色图谱与CT、MRI应用 姜均本主编 7-03-005621-3 科学出版社

英汉生物学词汇 科学出版社名词室编 7-03-005651-5 科学出版社

妇幼营养学 周韫珍主编 7-03-005890-9 科学出版社

基因工程原理.上册 吴乃虎编著 7-03-005931-X 科学出版社

现代心电图学 杨钧国，李治安主编 7-03-006000-8 科学出版社

中医精髓图解 汤泰元主编 7-03-006011-3 科学出版社

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 张之南主编 7-03-006036-9 科学出版社

新编简明心电图学 姜治忠,宋有城主编 7-03-006054-7 科学出版社

变态反应学 叶世泰主编 7-03-006084-9 科学出版社

现代胸部影像诊断学 李铁一主编 7-03-006163-2 科学出版社

邓小平科技思想学习纲要 中国科学院编 7-03-006208-6 科学出版社

现代系统老年医学 潘天鹏,石津生主编 7-03-006241-8 科学出版社

实用心身医学 (德)B.鲁班-普罗查(B.Luban Plozza)等著 7-03-006289-2 科学出版社

临床案例伦理分析 李本富等编著 7-03-006486-0 科学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实验学 张卓然主编 7-03-006540-9 科学出版社

实用推拿治病法精华 王华兰主编 7-03-006605-7 科学出版社

血栓病学 李家增等主编 7-03-006678-2 科学出版社

实用消化病学 于皆平等主编 7-03-006689-8 科学出版社

实用性病学 王诗淇等主编 7-03-006712-6 科学出版社

实用骨科外固定学 刘国平主编 7-03-006734-7 科学出版社

实用针灸治病法精华 王广尧[等]主编 7-03-006740-1 科学出版社

现代创伤外科学 赵定麟主编 7-03-006791-6 科学出版社

人工关节外科学 吕厚山主编 7-03-006827-0 科学出版社

英汉化学化工词汇 科学出版社编 7-03-006867-X 科学出版社

英汉化学化工词汇=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科学出版社名词室编 7-03-006867-X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常用数据手册 吴冠芸等主编 7-03-006873-4 科学出版社

美容皮肤科学 向雪岑主编 7-03-006997-8 科学出版社

药学名词 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 7-03-007088-7 科学出版社

现代精神病学 姜佐宁主编 7-03-007098-4 科学出版社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盛志勇，胡森主编 7-03-007106-9 科学出版社

经阴道超声诊断学 常才主编 7-03-007210-3 科学出版社

英汉医学科学技术词典 江川夫等主编 7-03-007228-6 科学出版社

中国临床少见病疑难病与特色疗法 夏振慈等主编 7-03-007288-X 科学出版社

眼部症状的鉴别诊断 吴乐正主编 7-03-007318-5 科学出版社

临床肿瘤学 万德森主编 7-03-007360-6 科学出版社

药物分析方法与应用 马广慈主编 7-03-007364-9 科学出版社

成瘾医学 师建国主编 7-03-007450-5 科学出版社

美容医学基础 彭庆星等主编 7-03-007506-4 科学出版社

现代腔内超声学 金震东主编 7-03-007578-1 科学出版社

美容外科学 艾玉峰，柳大烈主编 7-03-007681-8 科学出版社

鼻咽癌影像诊断学 梁长虹，龙晚生主编 7-03-007682-6 科学出版社

新编实用药物学 江明性主编 7-03-007828-4 科学出版社

现代腹部介入放射学 张金山主编 7-03-007849-7 科学出版社

现代腹部介入放射学 张金山主编 7-03-007849-7 科学出版社

大肠癌:早期诊断、治疗和预防 李世荣主编 7-03-007855-1 科学出版社



内科临床思维 张希德主编 7-03-007888-8 科学出版社

胸部X线、CT、MRI诊断学 周燕发主编 7-03-007893-4 科学出版社

艾滋病病毒与艾滋病的发病机制 (美)杰伊·A.利维(Jay A.Levy)著 7-03-007902-7 科学出版社

中华抗衰老医药学 张洪泉，余文新主编 7-03-007995-7 科学出版社

医学分子病毒学 金奇主编 7-03-008132-3 科学出版社

造影剂增强磁共振三维血流成像 (美)马丁 R.普林斯(Martin R.Prince)等著 7-03-008249-4 科学出版社

消化系疾病免疫学 余保平，王伟岸主编 7-03-008313-X 科学出版社

药理学实验指南:新药发现和药理学评价
(德)H.G.沃格尔(H.Gerhard Vogel)，

(美)W.H.沃格尔(Wolfgang H.Vogel)编著
7-03-008337-7 科学出版社

代谢性疾病实验室诊断指南 (瑞士)N.布劳(N.Blau)等著 7-03-008344-X 科学出版社

磁共振水成像 卢延，张雪哲主编 7-03-008354-7 科学出版社

全科医学临床诊断学 尹培达主编 7-03-008418-7 科学出版社

膝关节镜彩色图谱 倪磊编著 7-03-008419-5 科学出版社

心脏生理学——从细胞到循环 (美)L.H.奥佩(Lionel H.Opie)著 7-03-008442-X 科学出版社

细胞流变学 胡金麟主编 7-03-008443-8 科学出版社

经皮穿刺二尖瓣球囊扩张术 戴汝平主编 7-03-008461-6 科学出版社

红细胞疾病基础与临床 张之南，李蓉生主编 7-03-008579-5 科学出版社

全科医学临床药物学 吴钟琪等主编 7-03-008581-7 科学出版社

临床化学自动化免疫分析 吴健民主编 7-03-008582-5 科学出版社

遗传药理学 周宏灏主编 7-03-008606-6 科学出版社

临床生殖内分泌与不育症 张丽珠主编 7-03-008677-5 科学出版社

艾滋病的分子生物学及治疗 常俊标编著 7-03-008752-6 科学出版社

移植免疫生物学 (美)Rene J.Duquesnoy，李幼平主编 7-03-008776-3 科学出版社

现代乳腺影像诊断学 胡永升著 7-03-008793-3 科学出版社

骨骼肌肉系统疾病超声诊断学 康斌主编 7-03-008835-2 科学出版社

常用药物暨别名速查手册 冯国旗，孙玉信主编 7-03-008846-8 科学出版社

实用硬脊膜外腔神经阻滞学 黄盛辉主编 7-03-008860-3 科学出版社

妊娠心脏病学 高大中，陈庆伟主编 7-03-008882-4 科学出版社

妊娠心脏病学 高大中,陈庆伟 主编 7-03-008882-4 科学出版社

乙型肝炎临床与活体组织病理 骆抗先主编 7-03-008893-X 科学出版社

小儿腹痛诊疗指南 刘永忠等主编 7-03-008897-2 科学出版社

眼内异物的定位与摘出 张效房主编 7-03-008899-9 科学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实验 辛华主编 7-03-008935-9 科学出版社



实用心脏病治疗学 陈湛主编 7-03-008968-5 科学出版社

现代腹部影像诊断学.上册 郭俊渊主编 7-03-009045-4 科学出版社

现代腹部影像诊断学.下册 郭俊渊主编 7-03-009045-4 科学出版社

骨关节影像学 王云钊，兰宝森主编 7-03-009046-2 科学出版社

脑脊髓血管病基础与临床 郭国际主编 7-03-009052-7 科学出版社

现代护理与临床 刘美玲主编 7-03-009085-3 科学出版社

儿科疾病诊断标准 李毅主编 7-03-009086-1 科学出版社

医学高等数学 张世强主编 7-03-009178-7 科学出版社

CT、MRI介入放射学 张雪哲，卢延主编 7-03-009212-0 科学出版社

实用大肠镜诊断及治疗学 (日)宇野良治等编著 7-03-009213-9 科学出版社

实用心血管受体学 刘正湘主编 7-03-009284-8 科学出版社

临床医学实验方法学 汪谦主编 7-03-009285-6 科学出版社

血液病骨髓诊断病理学 浦权，杨梅如编著 7-03-009286-4 科学出版社

妇科疾病诊断标准 来佩琍主编 7-03-009296-1 科学出版社

临床斜视诊断 胡聪主编 7-03-009307-0 科学出版社

妇产科感染基础与临床 朱新群等主编 7-03-009327-5 科学出版社

胸腔积液诊疗学 罗词文等主编 7-03-009392-5 科学出版社

外科解剖和手术技巧
(美)J.E.斯坎达纳基斯(John 

E.Skandalakis)等主编
7-03-009399-2 科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手册 (美)E.J.科温主编 7-03-009419-0 科学出版社

循证医学:临床证据的产生、评价与利用 李强主编 7-03-009438-7 科学出版社

流行病学词典 施侣元主编 7-03-009553-7 科学出版社

局部麻醉图谱 (美)David L.Brown著 7-03-009555-3 科学出版社

现代微创外科学 刘国礼主编 7-03-009563-4 科学出版社

外科疾病诊断标准 何继永主编 7-03-009588-X 科学出版社

实用介入诊疗技术图解 李彦豪主编 7-03-009601-0 科学出版社

医用物理学 龚尔璋，甘平主编 7-03-009609-6 科学出版社

临床教学病案分析 叶金华等主编 7-03-009626-6 科学出版社

实用肝脾外科学 姜洪池，陈孝平主编 7-03-009634-7 科学出版社

口腔、皮肤科疾病诊断标准 周长江，钱学冶主编 7-03-009636-3 科学出版社

基因工程原理.下册 吴乃虎编著 7-03-009708-4 科学出版社

外分泌生理学:基础与临床 陈小章等主编 7-03-009713-0 科学出版社

医学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 殷国荣等主编 7-03-009714-9 科学出版社



医学科研中的统计方法 马斌荣主编 7-03-009732-7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7-03-009737-8 科学出版社

人类血红蛋白 曾溢滔主编 7-03-009742-4 科学出版社

眼、耳鼻咽喉科疾病诊断标准 舒怀主编 7-03-009754-8 科学出版社

人类生殖学 史小林主编 7-03-009755-6 科学出版社

实用脑血管图谱 高士濂等主编 7-03-009784-X 科学出版社

炎症性肠病基础与临床 郑家驹主编 7-03-009806-4 科学出版社

老年呼吸病学 秦桂玺等主编 7-03-009879-X 科学出版社

磁共振成像-关节镜对照图谱 (美)M.D.米勒(Mark D.Miller)等著 7-03-009922-2 科学出版社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影像学 韦嘉瑚主编 7-03-009974-5 科学出版社

Cochrane协作网及Cochrane图书馆 张鸣明，李幼平主编 7-03-009982-6 科学出版社

遗传毒理学 印木泉主编 7-03-010001-8 科学出版社

现代临床营养学 顾景范等主编 7-03-010153-7 科学出版社

现代口腔医学.上册 张震康等主编 7-03-010159-6 科学出版社

现代口腔医学.下册 张震康等主编 7-03-010159-6 科学出版社

McCracken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学
(美)G. P. 麦吉夫尼(Glen P. McGivney)，

(美)A. B. 卡尔(Alan B. Carr)著
7-03-010181-2 科学出版社

内毒素基础与临床 张顺财主编 7-03-010182-0 科学出版社

医学名词:2002.7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 7-03-010211-8 科学出版社

腹部外科学理论与实践 黄志强等主编 7-03-010257-6 科学出版社

妇幼卫生信息管理学 刘筱娴主编 7-03-010288-6 科学出版社

休克的细胞和分子基础 赵克森，金丽娟主编 7-03-010297-5 科学出版社

儿科急诊手册 (加)G·A·鲍德温(Gregory A.Baldwin)主
编

7-03-010507-9 科学出版社

汉英化学化工词汇 [科学出版社名词室编] 7-03-010581-8 科学出版社

科学研究的方法 主编 张培林, 丁新瑞, 高金声 7-03-010609-1 科学出版社

瓣膜性心脏病 (美)Joseph S.Alpert等主编 7-03-010623-7 科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彩色图谱:[中英文本] 刘执玉，田铧主编 7-03-010690-3 科学出版社

医学生理学:从临床导向到基础医学生理学的
途径

(美)V.R.林加珀，(美)K.法里编著 7-03-010735-7 科学出版社

实用心脏急诊学 郑智，李树生主编 7-03-010833-7 科学出版社

实用下尿路梗阻诊疗学 夏同礼，梁德江主编 7-03-010893-0 科学出版社

小儿超声诊断图谱 张玉林，李建荣编著 7-03-010935-X 科学出版社

冠心病外科治疗学 胡盛寿，黄方炯主编 7-03-010944-9 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监测图谱 (美)Jonathan B.Mark著 7-03-010952-X 科学出版社



临床血管外科学 张培华主编 7-03-010956-2 科学出版社

现代骨科学.上册 赵定麟主编 7-03-010957-0 科学出版社

现代骨科学.下册 赵定麟主编 7-03-010957-0 科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感染免疫病学 蒲传强等主编 7-03-010965-1 科学出版社

耳鼻咽喉与全身系统疾病 姜泗长等主编 7-03-010972-4 科学出版社

现代肺癌病理与临床 熊敏，吴一龙主编 7-03-010974-0 科学出版社

现代小儿肿瘤外科学 张金哲主编 7-03-010985-6 科学出版社

消化内镜学 李益农，陆星华主编 7-03-011013-7 科学出版社

护理概论 余剑珍主编 7-03-011076-5 科学出版社

现代妇科肿瘤外科学 张志毅，章文华主编 7-03-011121-4 科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病理生理学 吴伟康，徐志伟主编 7-03-011196-6 科学出版社

肺脏疾病鉴别诊断学 李清泉，杨炯主编 7-03-011197-4 科学出版社

临床病例诊治演习,外科学分册 张君邦，郭克建主编 7-03-011221-0 科学出版社

现代肝脏病学 王宝恩，张定凤主编 7-03-011235-0 科学出版社

贫血 钱林生主编 7-03-011242-3 科学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治疗学 刘又宁主编 7-03-011248-2 科学出版社

生理科学实验教程 朱健平编著 7-03-011251-2 科学出版社

骨肿瘤影像学 段承祥等主编 7-03-011266-0 科学出版社

英汉生物学词汇 科学出版社名词室编 7-03-011272-5 科学出版社

现代头颈肿瘤外科学 屠规益主编 7-03-011274-1 科学出版社

临床影像检查手册:如何申请影像检查
(美)Ronald L.Eisenberg，(美)Alexander 

R.Margulis原著
7-03-011278-4 科学出版社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物大众用药指南 朱琳等主编 7-03-011495-7 科学出版社

管腔内支架治疗学 徐克等主编 7-03-011552-X 科学出版社

肿瘤遗传学 吴旻主编 7-03-011581-3 科学出版社

行为医学 刘克俭，顾瑜琦主编 7-03-011611-9 科学出版社

医学寄生虫学 殷国荣主编 7-03-011637-2 科学出版社

肺动脉栓塞 柳志红主编 7-03-011656-9 科学出版社

儿科学 唐建华主编 7-03-011711-5 科学出版社

分子肿瘤学 马文丽，郑文岭主编 7-03-011721-2 科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 王德明，王黎英主编 7-03-011722-0 科学出版社

流行病学 姜庆五主编 7-03-011773-5 科学出版社

流行病学 姜庆五主编 7-03-011773-5 科学出版社



急救医学基础 田锁臣主编 7-03-011790-5 科学出版社

药理学 鹿怀兴主编 7-03-011819-7 科学出版社

1句话保健康 叶道弘编著 7-03-011851-0 科学出版社

妇女健康最前线:搜集欧美最先进妇科医学新
知

叶道弘编著 7-03-011853-7 科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诊断学 陈群主编 7-03-011856-1 科学出版社

临床中枢神经解剖学 李振平主编 7-03-011861-8 科学出版社

一肚子好菌:维护身体健康的关键 姚纪高编著 7-03-011866-9 科学出版社

男人40更健康:细说中年男性常见泌尿疾病 书田泌尿科医师团队合著 7-03-011887-1 科学出版社

医用机能实验教程 赵华主编 7-03-011939-8 科学出版社

健康出游:出国旅游必备医学常识 陈亮恭编著 7-03-011947-9 科学出版社

病理学教学彩色图谱 韩安家等主编 7-03-011970-3 科学出版社

男性青年生殖健康 王怀湘主编 7-03-012134-1 科学出版社

充血性心力衰竭:病理生理、诊断和治疗
(美)J.D.霍森普德(Jeffery D.Hosenpud)，
(美)B.H.格林伯格(Barry H.Greenberg)主

7-03-012155-4 科学出版社

番茄健康小百科:不能一天没有番茄的十大理
由

世茂健康编辑部编著 7-03-012185-6 科学出版社

临床儿科学.上 吴希如，李万镇主编 7-03-012209-7 科学出版社

临床儿科学.下 吴希如，李万镇主编 7-03-012209-7 科学出版社

临床儿科学(上) 吴希如,李万镇主编 7-03-012209-7 科学出版社

普外科精要 汤文浩主编 7-03-012210-0 科学出版社

成瘾－－21世纪的流行病 师建国主编 7-03-012275-5 科学出版社

医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 陈诗书，汤雪明主编 7-03-012329-8 科学出版社

婴儿游泳与抚触:保健人之初 赵少飞主编 7-03-012330-1 科学出版社

临床病理学 陈瑞芬等主编 7-03-012333-6 科学出版社

现代胸外科学 徐乐天主编 7-03-012340-9 科学出版社

医学细胞生物学 汤雪明主编 7-03-012405-7 科学出版社

立体像素CT成像图谱:[中英文本] 金征宇主编 7-03-012432-4 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护理学 汪小华，惠杰主编 7-03-012433-2 科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吴力群主编 7-03-012532-0 科学出版社

康复医学 李泽兵主编 7-03-012575-4 科学出版社

核医学 陈绍亮主编 7-03-012576-2 科学出版社

基因免疫的原理和方法 姜勋平主编 7-03-012588-6 科学出版社

中国数字化可视人体图谱 张绍祥等主编 7-03-012593-2 科学出版社

生理学 刘先国主编 7-03-012635-1 科学出版社



实话糖尿病 苏美昆主编 7-03-012647-5 科学出版社

临床心电图全解:案例分析与学习精要 (美)James H.O`Keefe, Jr.等编 7-03-012676-9 科学出版社

病原生物学 周正任主编 7-03-012747-1 科学出版社

SARS医学中的物理热学方法与应用 刘静编著 7-03-012750-1 科学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 毕志刚主编 7-03-012765-X 科学出版社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学检测与诊断 康熙雄，高星主编 7-03-012767-6 科学出版社

医学寄生虫学实验指导 殷国荣，叶彬主编 7-03-012768-4 科学出版社

人类发育与遗传学 孙开来主编 7-03-012770-6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病理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2808-7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生物化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2809-5 科学出版社

现代颅脑肿瘤外科学 王忠诚主编 7-03-012810-9 科学出版社

消化不良诊治手册 柯美云主编 7-03-012892-3 科学出版社

生物信息学 (英)D.R.韦斯特海德(D.R. Westhead)等著 7-03-012894-X 科学出版社

心理学基础 曹海威，李轶主编 7-03-012909-1 科学出版社

纳米生物技术学 张阳德编著 7-03-012915-6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妇产科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2928-8 科学出版社

英汉医学缩略语词典 张西臣等主编 7-03-012929-6 科学出版社

中药毒性与临床前评价 王宁生主编 7-03-012959-8 科学出版社

安德鲁斯临床皮肤病学:中文翻译版 (美)R.B.奥多姆(W.B.Saunders)等主编 7-03-012960-1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组织学与胚胎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2965-2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生理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2966-0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儿科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2967-9 科学出版社

现代细胞学纲要:生命科学基础综合教程 刘燕明主编 7-03-012971-7 科学出版社

RNA实验技术手册 郑晓飞主编 7-03-012981-4 科学出版社

实用生物组织学技术 刘世新主编 7-03-012997-0 科学出版社

医学分子生物学应试指南 杨渝珍，孙军主编 7-03-012998-9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病理生理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011-1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医学免疫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012-X 科学出版社

医学发育生物学 刘厚奇等主编 7-03-013027-8 科学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042-1 科学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042-1 科学出版社

2005考研西医综合120分之路,跨越篇 魏保生主编 7-03-013046-4 科学出版社

2005考研西医综合120分之路,实战篇 魏保生主编 7-03-013047-2 科学出版社

30天精通医学英语系列丛书,解剖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065-0 科学出版社

临床眼震图学 单希征著 7-03-013066-9 科学出版社

手术局部解剖学 艾寿坤主编 7-03-013067-7 科学出版社

信息方法概论 蔡筱英等编著 7-03-013068-5 科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应试指南 尹丙姣，吴雄文主编 7-03-013069-3 科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 龚非力主编 7-03-013070-7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解剖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071-5 科学出版社

社会行为医学 王增珍，张述林主编 7-03-013072-3 科学出版社

30天精通医学英语系列丛书,生物化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075-8 科学出版社

30天精通医学英语系列丛书,胃肠病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077-4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医学微生物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078-2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诊断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079-0 科学出版社

诊断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079-0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药理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10-X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外科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11-8 科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系列丛书:医学知识记忆与考试一点
通,内科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12-6 科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突破系列,医学
免疫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18-5 科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突破系列,药理
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20-7 科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突破系列,病理
生理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21-5 科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突破系列,组织
学与胚胎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22-3 科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突破系列,诊断
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23-1 科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突破系列,医学
微生物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24-X 科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突破系列,儿科
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25-8 科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突破系列,妇产
科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26-6 科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突破系列,内科
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27-4 科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突破系列,外科
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28-2 科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突破系列,细胞
和分子生物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29-0 科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突破系列,解剖
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30-4 科学出版社

30天精通医学英语系列丛书,妇产科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31-2 科学出版社

30天精通医学英语系列丛书,生理学 魏保生主编 7-03-013132-0 科学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诊断与鉴别诊断学 张顺财主编 7-03-013139-8 科学出版社

诊断挑战:150例临床技能测试 (美)M.戈德堡(Marshall Goldberg)主编 7-03-013153-3 科学出版社

生物统计在实验和临床药理学中的应用 徐端正编著 7-03-013160-6 科学出版社

眼科疾病诊疗指南 张虹，杜蜀华主编 7-03-013189-4 科学出版社

现代生理学实验技术 袁孝如主编 7-03-013196-7 科学出版社

医院前线服务 廖新波编著 7-03-013198-3 科学出版社

基因工程学 孙汶生等主编 7-03-013199-1 科学出版社

乳腺癌的生物学特性和临床对策 李少林等主编 7-03-013207-6 科学出版社

实用骨质疏松学 肖建德主编 7-03-013208-4 科学出版社

休克的基础与临床 祝墡珠，黄培志主编 7-03-013209-2 科学出版社

眼科基本技能 朱秀安，王薇主编 7-03-013210-6 科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曾园山，陈宁欣主编 7-03-013212-2 科学出版社

脑死亡:现代死亡学 陈忠华主编 7-03-013269-6 科学出版社

介入心脏病学手册
(美)R.D.萨费恩(Robert D.Safian)，
(美)M.S.佛里德(Mark S.Freed)主编

7-03-013344-7 科学出版社

数字人体:人体系统数字学 毕思文著 7-03-013365-X 科学出版社

2005考研西医综合120分之路,冲刺篇 魏保生主编 7-03-013398-6 科学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 王椿森主编 7-03-013399-4 科学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 王椿森主编 7-03-013399-4 科学出版社

布－加综合征的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 祖茂衡主编 7-03-013424-9 科学出版社



传染病学 程凤英，曾志励主编 7-03-013436-2 科学出版社

医学生物化学 陈诗书主编 7-03-013445-1 科学出版社

常用护理英语词汇手册:英-中对照 何国平主编 7-03-013492-3 科学出版社

临床医学概要.I 傅一明主编 7-03-013494-X 科学出版社

生物学 赵斌，任传忠主编 7-03-013528-8 科学出版社

护理技术.III 朱启梅主编 7-03-013530-X 科学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 汪悦主编 7-03-013562-8 科学出版社

内经 烟建华主编 7-03-013563-6 科学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 王忆勤主编 7-03-013567-9 科学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 张安玲主编 7-03-013568-7 科学出版社

经络腧穴学 徐平主编 7-03-013585-7 科学出版社

中药药理学 王树荣主编 7-03-013586-5 科学出版社

中药学 张的凤主编 7-03-013588-1 科学出版社

推拿学 张建华，孙安达主编 7-03-013589-X 科学出版社

实验针灸学 陈日新主编 7-03-013590-3 科学出版社

中药化学 高幼衡主编 7-03-013591-1 科学出版社

中医外科学 刘胜主编 7-03-013592-X 科学出版社

母婴护理 王守军，荆亚茹主编 7-03-013650-0 科学出版社

护理学概论 李莘，郭素侠主编 7-03-013692-6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拉丁语 杜勤，刘春玲主编 7-03-013725-6 科学出版社

方剂学 李政木主编 7-03-013727-2 科学出版社

急危重症护理 邹玉莲主编 7-03-013862-7 科学出版社

老年护理 吴丽文主编 7-03-013864-3 科学出版社

护理概论 吴之明主编 7-03-013887-2 科学出版社

成人护理.上册 田桂莲，严鹏霄主编 7-03-013890-2 科学出版社

成人护理.下册 严鹏宵，田桂莲主编 7-03-013891-0 科学出版社

母婴与儿童青少年护理.上册 周惠珍，谢玲主编 7-03-013892-9 科学出版社

老年医学 杨明武主编 7-03-013894-5 科学出版社

护理技术.II 杜国香，牛秀美主编 7-03-013896-1 科学出版社

宫颈/阴道组织与细胞病理学诊断 赖日权，张小庄主编 7-03-013898-8 科学出版社

临床营养学 孙秀发主编 7-03-013911-9 科学出版社

医学文献检索 赵文龙主编 7-03-013912-7 科学出版社

计算机上机指导与习题汇编 桂学勤，熊小兵主编 7-03-013913-5 科学出版社



药事法学 张新平，陈连剑主编 7-03-013935-6 科学出版社

机能实验学 高兴亚等主编 7-03-014005-2 科学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学手册.上册 (美)P.R.默里(Patrick R.Murray)等著 7-03-014011-7 科学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学手册.下册 (美)P.R.默里(Patrick R.Murray)等著 7-03-014011-7 科学出版社

微生物工程 吴松刚主编 7-03-014029-X 科学出版社

医药高等数学 周永治, 严云良主编 7-03-014040-0 科学出版社

医疗事故处理技术集成 杨碧亮，金新政编著 7-03-014045-1 科学出版社

药理学 樊一桥主编 7-03-014076-1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吴士良等主编 7-03-014078-8 科学出版社

透视亚健康:多学科视角下的亚健康 陈复平，李强主编 7-03-014134-2 科学出版社

基础医学教程,导论 陈季强主编 7-03-014185-7 科学出版社

自然疫源性疾病 唐家琪主编 7-03-014242-X 科学出版社

缔造传奇:机器人大赛揭秘 王民忠主编 7-03-014317-5 科学出版社

高级分子遗传学 李明刚编著 7-03-014318-3 科学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 谭锦泉，邓涛主编 7-03-014321-3 科学出版社

英汉汉英分子细胞生物学词汇 章静波等编 7-03-014355-8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中译本
(英)B.D.黑姆斯(B.D.Hames)，(英)N.M.胡

珀(N.M.Hooper)著
7-03-014358-2 科学出版社

炎症性肠病临床、内镜与病理学 郑家驹，高志昕主编 7-03-014384-1 科学出版社

汉英综合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词汇:科学版
辞书

吴翚编 7-03-014578-X 科学出版社

基因VIII (美)本杰明·卢因(Benjamin Lewin)编著 7-03-014597-6 科学出版社

精编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南 (美)F.M.奥斯伯等主编 7-03-014725-1 科学出版社

活体形态学,腹盆上卷 巫北海总主编 7-03-014871-1 科学出版社

活体形态学,脊柱脊髓与肌骨卷 巫北海总主编 7-03-014907-6 科学出版社

小儿心脏病学进展 陈树宝主编 7-03-015077-5 科学出版社

普通外科腹腔镜手术彩色图谱 王存川主编 7-03-015079-1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学名词.2004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 7-03-015154-2 科学出版社

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2005 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高分子化学专业组[编] 7-03-015247-6 科学出版社

介入放射学理论与实践 杨建勇，陈伟主编 7-03-015349-9 科学出版社

实验诊断临床指南 孙自镛主编 7-03-015374-X 科学出版社

超声诊断临床指南 张青萍，邓又斌主编 7-03-015375-8 科学出版社

放射诊断临床指南 漆剑频，王承缘主编 7-03-015455-X 科学出版社

英汉分析化学词汇 常文保主编 7-03-015501-7 科学出版社



神经胃肠病学与动力:基础与临床 周吕，柯美云主编 7-03-015541-6 科学出版社

视网膜色素上皮基础与临床 何世坤，赵明威，陈有信主编 7-03-015626-9 科学出版社

人类生殖与辅助生殖 陈子江主编 7-03-015660-9 科学出版社

糖尿病现代治疗学 王姮，杨永年主编 7-03-015953-5 科学出版社

环境医学概论 周宜开主编 7-03-016083-5 科学出版社

现代光学超高倍显微临床图谱 贾宁人，欧加士主编 7-03-016174-2 科学出版社

外科临床思维 黄莚庭主编 7-03-016222-6 科学出版社

现代脓毒症理论与实践 姚咏明，柴家科，林洪远主编 7-03-016244-7 科学出版社

活体形态学,腹盆下卷 巫北海总主编 7-03-016391-5 科学出版社

活体形态学,胸心卷 巫北海[等]主编 7-03-016392-3 科学出版社

临床影像诊断指南 张雪林主编 7-03-016493-8 科学出版社

微生物学案头百科 Moselio Schaechter[编] 7-03-016711-2 科学出版社

低温生物医学工程学原理 刘静编著 7-03-018067-4 科学出版社

再生生物学与再生医学 David L.Stocum 7-03-018281-4 科学出版社

人类遗传学基础 人类遗传学基础编写组编 7-04-000074-1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学校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文集.二,教
学理论与教材建设学术讨论会汇编

7-04-000802-5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阅读材料汇编 国家教育委员会政治思想教育司汇编 7-04-001016-X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华大蟾蜍的系统解剖 冯孝义著 7-04-001071-2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超微结构图谱 汪德耀主编 7-04-001135-2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学校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文集.一 教学理论与教材建设学术讨论会汇编 7-04-001624-9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进展.第一卷 郑国閟,翟中和主编 7-04-001941-8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有机化学教程 (德)拜尔(H.Beyer),(德)瓦尔特(W.Walter)
著

7-04-002409-8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环境分析与监测 黄秀莲主编 7-04-002549-3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五十天的回顾与发思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等编 7-04-002769-0 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1,中医学基础 徐象才,刘承才主编 7-04-003361-5 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13,儿科学 徐象才主编 7-04-003397-6 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4,单验方 徐象才主编 7-04-003550-2 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21,临床会话 徐象才主编 7-04-003597-9 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6,针灸治疗学 徐象才主编 7-04-003617-7 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16,皮肤病学 徐象才主编 7-04-003670-3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上册 盛祥耀主编 7-04-004147-2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下册 盛祥耀主编 7-04-004243-6 高等教育出版社



物理学难题集萃.上册 陈秉乾等编 7-04-004283-5 高等教育出版社

物理学难题集萃.下册 陈秉乾等编 7-04-004284-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卢圣栋主编 7-04-004571-0 高等教育出版社

舞蹈 主编 吕艺生, 朱清渊 7-04-004773-X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下册 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主编 7-04-005804-9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大学生手册:1998年版 教育部高教司，高等教育出版社编 7-04-006166-X 高等教育出版社

跟我学经济数学 李林曙等编著 7-04-006434-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英语自学教程.上册 高远主编 7-04-006477-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思想道德修养 罗国杰主编 7-04-006711-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实用英语.1,综合训练与自测 教育部《实用英语》教材编写组编 7-04-007563-6 高等教育出版社

知识产权法 主编 刘春田 7-04-008574-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核酸结构多态性 刘次全 ... [等] 著 7-04-009575-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哲学基础知识 主编 赵家祥, 王元明 7-04-009979-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园林植物环境 主编 李小川 7-04-010218-8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两课”贯彻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
教学指导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 7-04-010358-3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 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 7-04-011461-5 高等教育出版社

运动生理学高级教程 田野主编 7-04-012202-2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级运动生理学:理论与应用 邓树勋, 王健主编 7-04-012203-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师范生读本 钟启泉，崔允漷主编 7-04-012392-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 张德主编 7-04-013948-0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体育运动与健康促进 杨忠伟主编 7-04-014036-5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语文读本.第一册 主编 苏立康 7-04-014894-3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何为: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及协调 赵婷婷著 7-04-017489-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生危机自救手册 吴志功, 李雪莲, 杨文茹编著 7-04-018371-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机与拖动基础(少学时)思考题与习题解答 邱阿瑞主编 7-04-019259-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怎样提高打牌技巧 周铁锚编译 7077.3075 上海文化出版社

苏联地名译名手册.上册 中国地名委员会编 7-100-00063-7 商务印书馆

苏联地名译名手册.下册 中国地名委员会编 7-100-00063-7 商务印书馆

西方图书馆史 杨威理著 7-100-00375-X 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词典:补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7-100-00376-8 商务印书馆

袖珍日语外来语词典 史 群编 7-100-00433-0 商务印书馆



辞源:1-4合订本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

辑部等编
7-100-00540-X 商务印书馆

远东英汉大辞典 梁实秋主编 7-100-01054-3 商务印书馆

新蒙汉词典 《新蒙汉词典》编委会编 7100019664 商务印书馆

五经四书说略 李思敬 7-100-02112-X 商务印书馆

中国少数民族节日 胡起望等著 7100021316 商务印书馆

中国人名大辞典 臧励龢等编 7-100-02555-9 商务印书馆

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 于光远，巢峰等著 7-100-02679-2 商务印书馆

非财务经理的财务管理
(美) 赫伯特 T·斯皮罗 (Herbert T. 

Spiro) 著
7-100-03088-9 商务印书馆

再造金融总裁:从财务管理到战略管理
(美) 托马斯·沃尔瑟 (Thomas Walther) 

... [等著]
7-100-03089-7 商务印书馆

资本化企业制度论 毛振华著 7-100-03267-9 商务印书馆

2003年度中国企业典型案例,法律事务 郭克莎主编 7-100-03691-7 商务印书馆

怎样学出好成绩:培养孩子学习好习惯66法 主编 王泉根 7-100-03911-8 商务印书馆

怎样学习最有效:纠正孩子学习坏习惯66法 主编 王泉根 7-100-03912-6 商务印书馆

元诗选.上,初集 (清)顾嗣立编 7-101-00020-7 中华书局

元诗选.下,初集 (清)顾嗣立编 7-101-00020-7 中华书局

元诗选.中,初集 (清)顾嗣立编 7-101-00020-7 中华书局

周易古经今注 高亨著 7-101-00054-1 中华书局

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 方立天著 7-101-00230-7 中华书局

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下 方立天著 7-101-00230-7 中华书局

古今成语词典 郑宣沐编 7-101-00280-3 中华书局

经书浅谈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7-101-00289-7 中华书局

全国总书目.1986 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7-101-00691-4 中华书局

全国总书目.1987 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7-101-00896-8 中华书局

全国总书目.1988 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7-101-01064-4 中华书局

全国总书目.1989 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7-101-01285-X 中华书局

陆费逵与中华书局 俞筱尧, 刘彦捷编 7-101-02175-1 中华书局

波士顿与新英格兰 (英) 罗伯特·霍姆斯著 7-101-02177-8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一辑,北京 中国旅游指南委员会[编] 7-101-02626-5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一辑,苏州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643-5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一辑,泰山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683-4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一辑,嵩山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684-2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一辑,华山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685-0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一辑,西安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686-9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一辑,九华山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688-5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一辑,杭州 中国旅游指南委员会[编] 7-101-02691-5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一辑,昆明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692-3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一辑,桂林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693-1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一辑,成都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694-X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二辑,四川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723-7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二辑,济南 中国旅游指南委员会[编] 7-101-02755-5 中华书局

中华词典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7-101-02759-8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二辑,广西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779-2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二辑,澳门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783-0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二辑,无锡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788-1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热线游,开封·郑州·嵩山·
洛阳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893-4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绍兴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910-8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镇江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936-1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热线游,长沙·岳麓山·韶山
·张家界·衡山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979-5 中华书局

莫斯科 (英) 克里斯托弗·赖斯, (英) 梅兰妮·赖
斯著

7-101-02990-6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南京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2991-4 中华书局

佛罗里达 ( )埃玛·斯坦福著 7-101-02995-7 中华书局

埃及 ( ) 西尔维·弗兰盖, ( ) 安东尼·萨丁著 7-101-03014-9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湖南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3017-3 中华书局

柏林 ( )克里斯朵夫·赖斯, ( )梅拉妮·赖斯著 7-101-03038-6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大同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3071-8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扬州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3088-2 中华书局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写作技能训练 李晓霞, 王秋宁编 7-101-03089-0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宁夏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3138-2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大理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3150-1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新疆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3151-X 中华书局

回忆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编辑部 7-101-03165-X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重庆 中国旅游指南委员会[编] 7-101-03178-1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大连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3191-9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甘肃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3210-9 中华书局

中国旅游指南.第三辑,江苏 中国旅游指南编委会编 7-101-03226-5 中华书局

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略:理论和实证分
析

陈建军著 7-101-03626-0 中华书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及文件汇
编:1996-200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教育室编

7-101-03681-3 中华书局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步辅导/同步训练,英语
写作

主编 于晓丹, 李宝东 7-101-03707-0 中华书局

话说从十五世纪出发 鲁青编写 7-101-04198-1 中华书局

画说从十五世纪出发 余佳编写 7-101-04200-7 中华书局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宋]李清照原著 7-101-04261-9 中华书局

辛苦最怜天上月 [清]纳兰性德原著 7-101-04262-7 中华书局

点点香魂清梦里 (清) 柳如是原著 7-101-04263-5 中华书局

懒人懒办法 (英) J. K. 杰罗姆著 7-101-04381-X 中华书局

梅兰芳自述 梅绍武, 梅卫东编 7-101-04703-3 中华书局

解码大长今 郑成宏主编 7-101-04888-9 中华书局

茶道入门三篇:制茶、识茶、泡茶 蔡荣章著 7-101-05139-1 中华书局

琵琶曲选:修订本 中国音乐家协会编 7-103-00055-7 人民音乐出版社

马格南特手风琴演奏法.一
(美) 查尔斯·马格南特 (Charles 

Magnante) 编
7-103-00250-9 人民音乐出版社

平湖派琵琶曲十三首 朱荇菁, 杨少彝传谱 7-103-00567-2 人民音乐出版社

美丽的花环:全国《民族之声》歌曲征集活动
获奖作品

《音乐周报》编辑部编 7-103-00793-4 人民音乐出版社

青少年小提琴协奏曲集.1 赵惟俭编 7-103-00842-6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歌剧选曲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7-103-00853-1 人民音乐出版社

电子琴考级作品练习指南 覃式著 7-103-01372-1 人民音乐出版社

车尔尼钢琴简易练习曲:作品139 [(奥) 车尔尼 (K. Czerny) 曲] 7-103-01438-8 人民音乐出版社

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册 (德) J. S. 巴赫 (J. S. Bach) 曲 7-103-01561-9 人民音乐出版社

陕西筝曲 曲云，李萌著 7-103-01691-7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舞基本训练钢琴曲选 张和主编 7-103-01851-0 人民音乐出版社

唐镜前二胡作品选 唐旻编 7-103-02072-8 人民音乐出版社

李桂云 王登山著 7-103-02078-7 人民音乐出版社

刘喜奎 胡沙著 7-103-02084-1 人民音乐出版社

杨月楼 纪丁, 刘淑兰著 7-103-02090-6 人民音乐出版社



门德尔松作品二首:钢琴四手联弹 [(德) 门德尔松曲] 7-103-02106-6 人民音乐出版社

近摄:燕尾服下的汗禢儿 陈雄著 7-103-02190-2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戏曲脸谱欣赏,河北梆子 韶华编文 7-103-02193-7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戏曲脸谱欣赏——河北梆子 刘韦等编 7-103-02193-7 北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戏曲脸谱欣赏 河北梆子 刘伟 韶华 7-103-02193-7 人民音乐出版社

小小长笛家.第二册,为长笛而作的15首简易
二重奏曲

[( ) 莱斯利·瑟尔 (Leslie Searle) 著] 7-103-02275-5 人民音乐出版社

五彩的手风琴之路.上册 郝丕喜编著 7-103-02331-X 人民音乐出版社

歌剧界奇闻逸事 (加) 斯蒂芬·坦纳著 7-103-02542-8 人民音乐出版社

音乐人词典 (加) 戴维·巴伯著 7-103-02747-1 人民音乐出版社

歌剧词典:从“阿依达”到“打鼾声” (加) 戴维·巴伯著 7-103-02748-X 人民音乐出版社

爵士季,bB调乐器演奏 张智勇编著 7-103-03204-1 人民音乐出版社

鹿鼎记.一 金庸著 7-104-00013-5 中国戏剧出版社

鹿鼎记.三 金庸著 7-104-00013-5 中国戏剧出版社

鹿鼎记.二 金庸著 7-104-00013-5 中国戏剧出版社

鹿鼎记.五 金庸著 7-104-00013-5 中国戏剧出版社

鹿鼎记.四 金庸著 7-104-00013-5 中国戏剧出版社

金鞭无敌 陈祖基,唐宗龙著 7-104-00311-8 中国戏剧出版社

第三只眼睛透视京城 王洪旭编 7-104-01168-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杂志女人 刘莎著 7-104-01241-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我的性学之路 刘达临著 7-104-01415-2 中国戏剧出版社

幸福银行 Masa等著 7-104-01441-1 中国戏剧出版社

这一季的烟火灿烂 Linberg等著 7-104-01443-8 中国戏剧出版社

爱情狂飙路 霜子著 7-104-0144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邂逅马口铁 许宜珮著 7-104-01446-2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剧小记者的秘密日记 王兰芬著 7-104-01447-0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我的美女情结 hais等著 7-104-01448-9 中国戏剧出版社

看见悲伤的颜色 兰斯洛著 7-104-01449-7 中国戏剧出版社

在爱琴海的艳阳下 微酸美人著 7-104-01450-0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丁克家庭:图文版 汉唐妮儿著 7-104-0154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我和艾青的故事 高瑛著 7-104-01766-6 中国戏剧出版社

找平儿:长篇京味小说 子文著 7-104-0176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说点您不知道的 郭宝昌著 7-104-01845-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写给你的日记 钟文音著 7-104-0184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我理想搁浅的沙滩:张勇、毛阿敏音乐情感历
程还原录

张勇执笔 7-104-01903-0 中国戏剧出版社

休眠的艾拉尔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会说话的石头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元素史话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八十天环游地球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军事科技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另一个世界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地心游记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太空人遇险记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太空海盗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太空神曲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太阳系历险记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建筑与建材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愤怒的幻影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新兴能源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时间机器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昆虫诗篇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星际旅行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海底两万里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现代交通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生命的秘密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生存空间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电脑世界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神秘岛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神秘的云团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科技的革命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空中石子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绿星上的蓝花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较量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霜与火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预言未来 李诚主编 7-104-01935-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杯热奶茶的等待.2 詹复华著 7-104-0201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动漫产业与动漫营销 刘轶, 张琰著 7-104-02018-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乾隆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光武帝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唐太宗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唐明皇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宋徽宗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崇祯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康熙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慈禧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成吉思汗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明太祖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明武宗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曹操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武则天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汉武帝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汉高祖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秦始皇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袁世凯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隋炀帝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雍正传 冯国超主编 7-104-02149-3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世界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中国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0,世界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0,中国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1,世界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1,中国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2,世界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2,中国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2,世界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2,中国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3,世界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3,中国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4,世界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4,中国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5,世界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5,中国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6,世界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6,中国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7,世界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7,中国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8,世界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8,中国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9,世界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9,中国卷 黄勇主编 7-104-02221-X 中国戏剧出版社

合租公寓的帅小子 (韩) 朴京恩著 7-104-02222-8 中国戏剧出版社

爱上“小无赖” (韩) 范艾文著 7-104-02223-6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两座城市的心跳 小堂著 7-104-02248-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爱上“小无赖”.2 (韩) 范艾文著 7-104-02298-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人成功学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努力进取成功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反败人生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思维创新成功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惜时如金成功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成功人生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成功减压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成功口才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成功好习惯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成功把握机遇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成功提高竞争力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成功的个性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成功领导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成功魔力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最伟大的成功学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激发潜能成功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素质训练成功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职场成功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自我激励成功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调整心态成功羊皮卷 叶可行主编 7-104-02305-4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三教九流智慧谋略 牛牧风主编 7-104-02306-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兴名家智慧谋略 牛牧风主编 7-104-02306-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争权夺利智慧谋略 牛牧风主编 7-104-02306-2 中国戏剧出版社

历代官场智慧谋略 牛牧风主编 7-104-02306-2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商贾智慧谋略 牛牧风主编 7-104-02306-2 中国戏剧出版社

帝王统驭智慧谋略 牛牧风主编 7-104-02306-2 中国戏剧出版社

文人墨客智慧谋略 牛牧风主编 7-104-02306-2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识人用人智慧谋略 牛牧风主编 7-104-02306-2 中国戏剧出版社

民族知识手册 《民族知识手册》编写组编 7-105-00270-0 民族出版社

澄庄 岑凯伦著 7-105-00606-4 民族出版社

悄织梦.上集 依达著 7-105-00684-6 民族出版社

悄织梦.下集 依达著 7-105-00684-6 民族出版社

结核病手册 肖和平主编 7-105-01369-9 民族出版社

“以德治国”与道德建设 贺金瑞, 王文东著 7-105-02905-6 民族出版社

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研究 付成双著 7-105-03044-5 民族出版社

走出迷惘: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热点透视 王遐见著 7-105-03248-0 民族出版社

傣族医药研究:档哈雅龙 冯德强主编 7-105-03348-7 民族出版社

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 贺金瑞, 许先春著 7-105-03793-8 民族出版社

韩国现代文学史 (韩) 金允植等著 7-105-03817-9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部概览,贵州 戴贤总主编 7-105-03822-5 民族出版社

散杂居民族工作政策法规选编 沈林, 李志荣编 7-105-04128-5 民族出版社

西部大开发与兴边富民行动 吴建国, 马勇, 肖琼著 7-105-04200-1 民族出版社

推销奇谋:让你推销得更多、更快、更轻松 李东赫编著 7-105-04261-3 民族出版社

第100个蛋 (日) 上先广子著 7-105-04265-6 民族出版社

爆笑妈咪日记 (日) 松井夏纪著 7-105-04289-3 民族出版社

国外开发不发达地区法律法规汇编 吴大华主编 7-105-04303-2 民族出版社

资本涅槃: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战略 乐后圣著 7-105-04313-X 民族出版社

湖北少数民族歌曲精选 主编 牟廉玖 7-105-04433-0 民族出版社



西部大开发的法律保障 吴大华, 徐杰著 7-105-04462-4 民族出版社

面向新世纪的战略抉择:从新的视角看西部大
开发

郭志仪主编 7-105-04474-8 民族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释义 敖俊德著 7-105-04475-6 民族出版社

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 第28卷 赵嘉文 等主编 7105045027 民族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英文本] [民族出版社编写] 7-105-04513-2 民族出版社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与研究 王振本, 阿布拉·艾买提主编 7-105-04679-1 民族出版社

真实接触:一个民族工作者眼中的世界 吴金光著 7-105-04680-5 民族出版社

绝世佳丽 环球小姐 于凤川编著 7-105-04846-8 民族出版社

人防尖兵李玉春 王栋, 马洪恩著 7-105-04847-6 民族出版社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茜汀著 7-105-04976-6 民族出版社

游牧世界 (日)松原正毅著 71050500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社区工作者手册 高鉴国编著 7-105-05033-0 民族出版社

族群、文化与教育 滕星著 7105050357 民族出版社

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
的人类学透视

王军著 7-105-05037-3 民族出版社

吉首方言研究 李启群著 7-105-05057-8 民族出版社

加拿大掠影.4 杨立文主编 7-105-05072-1 民族出版社

加拿大与加拿大人.4 主编 李鹏飞 7-105-05123-X 民族出版社

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探索与思考 田孟清著 7-105-05209-0 民族出版社

揭开韩国神秘的面纱:现代化与权威主义：韩
国现代政治发展研究

赵虎吉著 7-105-05274-0 民族出版社

你是我天经地义的梦:布拉格情调诗章 [布拉格著] 7-105-05313-5 民族出版社

中国民族乡统计分析与对策研究 铁木尔, 赵显人主编 7-105-05335-6 民族出版社

卫拉特——西蒙古文化变迁 文化著 7105053372 民族出版社

叩响大师虚掩的智慧之门 刘雁冰主编 7-105-05359-3 民族出版社

后工业时代的通识教育实践:以北京大学和香
港中文大学为例

李曼丽，林小英著 7-105-05465-4 民族出版社

清代蒙古族社会转型及语言教育 宝玉柱著 7105055375 民族出版社

中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现象研究:北京大学与
清华大学个案分析

田玲主编 7-105-05626-6 民族出版社

达斡尔资料集.第4集 《达斡尔资料集》编委会编 7105056541 民族出版社

民族经济法研究 李占荣著 7-105-05690-8 民族出版社

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 王希隆 主编 7105058072 民族出版社

社交魔术 王志伟著 7-105-05821-8 民族出版社



爱疯了 聂茂编著 7-105-05883-8 民族出版社

乐疯了 聂茂著 7-105-05884-6 民族出版社

和平鸽: (西班牙) 巴勃罗·毕加索 阿木尔·巴图著 7-105-05902-8 民族出版社

中国校园性观念调查:一份来自中国高校的性
观念调查报告

紫薇, 佐桐编著 7-105-05947-8 民族出版社

太太de课堂 周传林编著 7-105-05950-8 民族出版社

滋润我们精神家园的温馨故事:老婆一句话决
定老公的人生

金燕, (日) 铃木雅子, (韩) 尹贞姬著 7-105-05955-9 民族出版社

达斡尔资料集.第5集 《达斡尔资料集》编委会编 7105059788 民族出版社

我的梅梅很有趣:一对中国小兄妹在德国的成
长故事

冯平著 7-105-05982-6 民族出版社

满族 彭勃著 7105060271 民族出版社

碰撞死亡 伊勒特著 7-105-06157-X 民族出版社

地下六合彩揭秘 曾为民著 7-105-06404-8 民族出版社

粉红色的眼泪 泠儿著 7-105-06502-8 民族出版社

借古人智慧 增竞争潜力 潘承烈著 7-105-06535-4 民族出版社

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 黄光学 施联朱 著 710506613-X 民族出版社

元史丛考 方龄贵著 7105066180 民族出版社

探索与思考:精神文明之管窥 董耀鹏著 7-105-06677-6 民族出版社

中国直销运营模式:中国直销业最具影响力的
直销运营指导教科书

王义著 7-105-06678-4 民族出版社

捌零志.01 张悦然, 春树著 7-105-06717-9 民族出版社

野蛮人:回归原始的天才 ( ) 阿木尔·巴图著 7-105-06719-5 民族出版社

风雨福徵寺 柳陆编著 7-105-07692-5 民族出版社

李素芝将军 王兰军编绘 7-105-07926-6 民族出版社

银海弄潮儿—刘晓庆 杨晓雄,乃　明著 7-106-00128-7 中国电影出版社

裸语:一部违反常理的人生词典 薛卫民著 7-106-01327-7 中国电影出版社

红城王国 (英) 布里安·雅克 (Brian Jacques) 著 7-106-01676-4 中国电影出版社

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 金敬迈著 7-106-01835-X 中国电影出版社

抱歉, 因为你不够村上春树 袁皖君著 7-106-01868-6 中国电影出版社

今日女性生活之道:做一个与时俱进的完美女
人

惠聪编著 7-106-01876-7 中国电影出版社

流星花园：珍藏F4 文鸿主编 7-106-01877-5 中国电影出版社

空手套:长篇小说 王刚著 7-106-01893-7 中国电影出版社

女人的方略 世安编著 7-106-01902-X 中国电影出版社



喜从天降:给我们带来笑声的他们 马星海著 7-106-01928-3 中国电影出版社

戴安娜做女人的感悟:英伦玫瑰留给我们最后
的遗产

朵拉译 7-106-01929-1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化妆造型 世安编著 7-106-01948-8 中国电影出版社

科学饮食 世安编著 7-106-01949-6 中国电影出版社

健康策略 世安编著 7-106-01950-X 中国电影出版社

木头女孩 童仝著 7-106-01953-4 中国电影出版社

减肥塑身 世安编著 7-106-01959-3 中国电影出版社

人在江湖 马金萍著 7-106-01983-6 中国电影出版社

箫声曼 肖仁福著 7-106-01991-7 中国电影出版社

自我诊断 世安编著 7-106-01992-5 中国电影出版社

家庭保健 世安编著 7-106-01996-8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大企业家 冰人著 7-106-01997-6 中国电影出版社

权殇:晚清二把手的政治生涯.上 瀛泳著 7-106-02026-5 中国电影出版社

权殇:晚清二把手的政治生涯.下 瀛泳著 7-106-02026-5 中国电影出版社

心理调节 世安编著 7-106-02035-4 中国电影出版社

人际交往 世安编著 7-106-02037-0 中国电影出版社

机关日记 罗国芳著 7-106-02040-0 中国电影出版社

第13种人格的恐怖:日本恐怖小说 (日) 贵志祐介著 7-106-02041-9 中国电影出版社

命:一个村庄的疾病·死亡 (长篇小说) 张绍民著 7-106-02043-5 中国电影出版社

虫 (日) 坂东真砂子著 7-106-02050-8 中国电影出版社

财富执行力 孙琦编著 7-106-02059-1 中国电影出版社

好莱坞的悲喜剧.壹,正午 石晏编 7-106-02101-6 中国电影出版社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罗马11时 石晏编 7-106-02103-2 中国电影出版社

风格独特的艺术电影,雨月物语 石晏编 7-106-02104-0 中国电影出版社

冷暖人生路 三月风著 7-106-02121-0 中国电影出版社

爱情温度系列:蛋蛋作品,35℃ 蛋蛋著 7-106-02129-6 中国电影出版社

爱情温度系列:蛋蛋作品,38℃ 蛋蛋著 7-106-02129-6 中国电影出版社

冷暖人生路.2,聚财百万 三月风著 7-106-02131-8 中国电影出版社

人类的恐慌 邵丹著 7-106-02135-0 中国电影出版社

指向死亡的宝藏 李冰编译 7-106-02136-9 中国电影出版社

走近食人部落 李冰编译 7-106-02137-7 中国电影出版社

走过南太平洋 李冰编译 7-106-02138-5 中国电影出版社



全能者的天机 李冰编译 7-106-02139-3 中国电影出版社

闲话女人:迷你男权主义 单正平著 7-106-02145-8 中国电影出版社

美女与野兽 (英) 阿瑟·奎尔-考奇著 7-106-02146-6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大战蒙面狐狸 (英) 布里安·雅克 (Brian Jacques) 著 7-106-02147-4 中国电影出版社

野猫终结者 (英) 布里安·雅克 (Brian Jacques) 著 7-106-02148-2 中国电影出版社

人生的问题 有容编著 7-106-02149-0 中国电影出版社

伊甸园秘境: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 解开三块
史前失踪大陆之谜

孙涵编译 7-106-02157-1 中国电影出版社

破译《圣经》:在远古的死海荒漠 寻觅《圣
经》的源泉

乔乔编译 7-106-02158-X 中国电影出版社

众神护佑的国度:深入众神幽秘禁地 揭开金
字塔亘古之谜

苗欣宇编译 7-106-02159-8 中国电影出版社

发现挪亚方舟:唤醒时间的记忆 寻找人类的
方舟

王罡编译 7-106-02160-1 中国电影出版社

谁让你爱上洋葱的 戴鹏飞著 7-106-02179-2 中国电影出版社

有多少青春可以重来 刘轶著 7-106-02183-0 中国电影出版社

缘分的星空 贝鲁平著 7-106-02184-9 中国电影出版社

C.S.I灭罪鉴证科.第一部 易主年编译 7-106-02186-5 中国电影出版社

C.S.I灭罪鉴证科.第一部 易主年编译 7-106-02186-5 中国电影出版社

C.S.I灭罪鉴证科.第一部 易主年编译 7-106-02186-5 中国电影出版社

C.S.I灭罪鉴证科.第一部 易主年编译 7-106-02186-5 中国电影出版社

在劫难逃 晓敏编著 7-106-02187-3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大嘴话水浒:看水浒中的成事规则、管理智慧
与做人学问

大嘴呱呱著 7-106-02214-4 中国电影出版社

自白录:刘晓庆文集 刘晓庆著 7-106-02274-8 中国电影出版社

路程:刘晓庆文集 刘晓庆著 7-106-02275-6 中国电影出版社

晚风中荡漾的裙角 右手著 7-106-02293-4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中国南方北方游,北方卷 小小编著 7-106-02305-1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中国南方北方游,南方卷 小小编著 7-106-02305-1 中国电影出版社

衰版青春:清×大风尘往事 刀龙著 7-106-02339-6 中国电影出版社

再爱你一眼 小泷著 7-106-02341-8 中国电影出版社

碎梦 聊聊著 7-106-02358-2 中国电影出版社

雨打梨花:奏响奇幻柔情 司雨客著 7-106-02373-6 中国电影出版社

当身体还剩下1/4时 段云球著 7-106-02580-1 中国电影出版社

格列佛再游记 连岳著 7-106-02621-2 中国电影出版社



LOGO语言 谢文杰等编 7-107-00193-0 人民教育出版社

现代教育改革探索 袁衍喜著 7-107-10084-X 人民教育出版社

学校管理 刘文修, 王恩民著 7-107-10129-3 人民教育出版社

乔治·华盛顿·卡弗:一位伟大的美国黑人教
师

(美)霍尔特(Holt,R.)著 7-107-10595-7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位黑人妇女领袖的一生 ( )皮 尔(Peare,C.O.)著 7-107-10597-3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和机器 (美)伯林盖姆(Burlingame,R.)著 7-107-10598-1 人民教育出版社

约瑟夫·普利策-报纸头版拓荒者 诺布尔(I.Noble)著 7-107-10599-X 人民教育出版社

奥·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亨 利著 7-107-10600-7 人民教育出版社

父子之间 ( )戴(Day,C.)著 7-107-10601-5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个尖顶的房子 ( )霍索恩(Hawthorne,N.)著 7-107-10602-3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间喜剧 ( )萨洛阳(Saroyan,W.)著 7-107-10603-1 人民教育出版社

草原小镇的男孩 ( )桑迪博格(Sandburg,C.)著 7-107-10604-X 人民教育出版社

成功之道成才之路:上海师范大学百名校友风
采录

杨德广主编 7-107-13142-7 人民教育出版社

素质教育下的教师道德 龚乐进著 7-107-14601-7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编写委员会[编] 7-107-16243-8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贯彻十六大精神努力开创教育改革发展新局
面:学习十六大报告教育论述辅导读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 7-107-16385-X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数学 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考试用书数学编写组编著 7-107-16647-6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数学及解题指导,文史财经类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数学室编 7-107-18141-6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语文及解题指导 主编 李世中 7-107-18145-9 人民教育出版社

实验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 舒华，张学民，韩在柱著 7-107-19514-X 人民教育出版社

成长心理学 舒尔兹(Duane Schultz)著 7-108-00005-9 三联书店

洗澡 杨 绛著 7-108-00217-5 三联书店

乡愁的理念 董 桥著 7-108-00327-9 三联书店

怪病奇医 李刘坤编著 7-108-00403-8 三联书店

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 史卫民著 710800609X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世纪并购: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出世 王巍等主笔 7-108-01440-8 三联书店

新经济与中国 温世仁著 7-108-01540-4 三联书店

数网竞争:中国电信业的开放和改革 周其仁著 7-108-01579-X 三联书店

西部开发十年可成 温世仁著 7-108-01603-6 三联书店

环境教育学 主编 马桂新 7-108-01835-7 三联书店

动物性食品卫生学 (日)浜田辅一等著 7-109-00276-4 农业出版社

心理学原理与应用 朱敬苏等编著 7-109-01546-7 农业出版社



花卉与花卉栽培 杨先芬编著 7-109-04963-9 中国农业出版社

邓小平的农业思想研究 朱希刚, 缪建平主编 7-109-05494-2 中国农业出版社

花木装饰技艺 孟庆武, 刘金主编 7-109-05545-0 中国农业出版社

农村文化建设 《农村经济技术社会知识丛书》编委会编 7-109-06523-5 中国农业出版社

动物药物提取制备实用技术 谭竹钧, 韩雅莉编著 7-109-06566-9 中国农业出版社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创新百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 7-109-06637-1 中国农业出版社

多年生草花指南 《绿生活》杂志编辑部编辑 7-109-06750-5 中国农业出版社

计划生育政策法规与宣传教育 姜向群主编 7-109-07172-3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黄店玫瑰 郭成源, 张鲁建主编 7-109-07546-X 中国农业出版社

无公害动物源性食品检验技术 张彦明主编 7-109-07995-3 中国农业出版社

无公害肉制品综合生产技术 马美湖, 刘焱主编 7-109-08022-6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广播电视教育体系发展研究 曾一春主编 7-109-08300-4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东南沿海地区特色农业与生态持续发展 程炯, 朱鹤健著 7-109-08523-6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东部地区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模式和政
策研究

贾生华, 田传浩, 史清华著 7-109-08673-9 中国农业出版社

儿童的异常心理 段淑贞著 7-110-00124-4 科学普及出版社

精气神 鲁兆麟著 7-110-00512-7 科学普及出版社

发挥你的心理力量:获胜心理学 杜和戎著 7-110-00725-1 科学普及出版社

最新俄汉小字典 克 家等主编 7-110-00862-2 科学普及出版社

实用汉语词通 凌冰,蒋芸主编 7-110-01191-7 科学普及出版社

实用中成药 高学敏主编 7110014657 中国科技出版社

中医治癌之光 郑文友编著 7-110-01773-7 科学普及出版社

最新癌化学治疗手册 (日)齐藤达雄等编 7-110-01808-3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年保健指南 黄树则主编 7-110-01812-1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医灵验方 李彬之主编 7-110-01823-7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药煎服方法百问 贾春华等编著 7-110-01847-4 科学普及出版社

肝胆胰胃肠疾病千首妙方 樊中州主编 7-110-01972-1 科学普及出版社

外科与皮肤疾病千首妙方 樊中州主编 7-110-02021-5 科学普及出版社

胃肠动力疾病的测压诊断手册 (美)麦拉哲兰达著 7-110-02047-9 科学普及出版社

心脑肺肾与代谢疾病千首妙方 樊中州主编 7-110-02099-1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华药浴 杨晋翔等编著 7-110-02389-3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个人电脑入门新途径:Windows使用指南 王新民编著 7-110-03868-8 科学普及出版社

高新技术与知识经济 黄健元撰写 7-110-05626-0 科学普及出版社



现代科技的兴起与发展 撰写 刘薇 7-110-05627-9 科学普及出版社

泼彩山水画技法解析 蔡印龙著 7-110-05633-3 科学普及出版社

战略公关 (英) 桑德拉·奥利弗 (Sandra Oliver) 著 7-110-05913-8 科学普及出版社

破解生命与探索长生之道 蒋松柏著 7-110-05950-2 科学普及出版社

实用传染病预防手册 封太昌等主编 7-110-06046-2 科学普及出版社

俄汉科技词典 《俄汉科技词典》编写组编 7-111-00357-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别和成功擦肩而过:职场精明人的12种缺陷
(美) 詹姆斯·沃尔德浦(James Waldroop), 
(美) 蒂莫西·巴特勒 (Timothy Butler) 著

7-111-02108-8 机械工业出版社

英语易混词汇大全 孙湘生,龚艳霞编著 7-111-02819-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小家电问答668 时继功等编著 7-111-04109-7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现代企业设备管理 胡先荣主编 7-111-06390-2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严酷条件下的焊接技术 史耀武等编著 7-111-07631-1 机械工业出版社

信号、系统与信号处理.上册 (美)Ashok Ambardar著 7-111-07892-6 机械工业出版社

信号、系统与信号处理.下册 (美)Ashok Ambardar著 7-111-07892-6 机械工业出版社

档案管理学 主编 杨国祥 7-111-08417-9 机械工业出版社

信用风险度量:风险估值的新方法与其他范式 (美) 安东尼·桑德斯 (Anthony Saunders) 
著

7-111-08705-4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人员培训实务手册 郭京生, 张立兴, 潘立编著 7-111-08942-1 机械工业出版社

国外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战略及相关财务管理 郑国安 ... [等] 主编 7-111-09167-1 机械工业出版社

e流程优势:创造互联网时代的客户价值与商
业财富

(美) 彼得·基恩 (Peter Keen), (美) 马克
·麦克唐纳 (Mark McDonald) 著

7-111-09297-X 机械工业出版社

商务预测:公司实际业绩预测完全指南 (韩) 沈在康著 7-111-09538-3 机械工业出版社

高科技品牌管理:创建新经济时代强势品牌
(新) 保罗·唐波拉尔 (Paul Temporal)，
(新) 夸克·C. 李 (Kwok Cheong Lee) 著

7-111-09650-9 机械工业出版社

客户关系管理成功案例 杨德宏, 李玲编著 7-111-09770-X 机械工业出版社

合作营销 (美) 肖恩·克拉克著 7-111-09853-6 机械工业出版社

资本预算决策:公司价值最大化 (美) 哈泽尔·约翰逊 (Hazel Johnson) 著 7-111-09928-1 机械工业出版社

瓶颈管理 (TOC) 王玉荣著 7-111-09987-7 机械工业出版社

资本成本管理与决策:公司价值的关键 (美) 哈泽尔·约翰逊 (Hazel Johnson) 著 7-111-10136-7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全球商务战略
(美) 罗伯特·E. 格鲁斯 (Robert E. 

Grosse) 主编
7-111-10193-6 机械工业出版社

发掘领导潜能 (美) 希拉里·欧文 (Hilarie Owen) 著 7-111-10528-1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成功领导的8种风格 (美) 索亚·泽奇 (Shoya Zichy) 著 7-111-10589-3 机械工业出版社

生活中的柠檬
(美) 亚历克斯·特斯尼奥斯基 (Alex 

Tresniowski) 著
7-111-10621-0 机械工业出版社



行成于思:总经理手记 王宪平著 7-111-11129-X 机械工业出版社

新概念ERP
(美) 约瑟夫·A.布雷迪 (Joseph A.Brady) 

等著
7-111-11161-3 机械工业出版社

6西格玛设计 (美) 苏比尔·乔杜里 (Subir Chowdhury) 
著

7-111-11162-1 机械工业出版社

在中国做管理咨询 王璞 ... [等] 编著 7-111-11195-8 机械工业出版社

沉静领导
(美) 小约瑟夫·L.巴达拉克 (Joseph 

L.Badaracco) 著
7-111-11352-7 机械工业出版社

企业导师 路晓主编 7-111-11852-9 机械工业出版社

反倾销规避与反规避 王琴华主编 7-111-11970-3 机械工业出版社

责任病毒:如何分派任务和承担责任 (美) 罗杰·马丁 (Roger Martin) 著 7-111-12004-3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江汉声医师的音乐处方笺 江汉声著 7-111-12009-4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成功启示录:成功人生的100个简约法则 (美) 大卫·奈温 (David Niven) 著 7-111-12010-8 机械工业出版社

以巴黎为借口 文·图 黄小燕 7-111-12024-8 机械工业出版社

抢先成交:夺取销售市场25招 (美) 吉姆·卡斯珀 (Jim Kasper) 著 7-111-12169-4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战略管理的体验式训练
(美) 朱莉·西西利亚诺 (Julie 
Siciliano), (美) C.戈普纳斯 

7-111-12326-3 机械工业出版社

别为小事抓狂完全行动手册 (美) 理查德·卡尔森 (Richard Carlson) 
著

7-111-12334-4 机械工业出版社

别让员工瞎忙 (美) 汤姆·迪马可 (Tom DeMarco) 著 7-111-12361-1 机械工业出版社

高效经理人的8个思维原则
(美) 戴夫·马库姆, 史蒂夫·史密斯，马汉

·哈尔萨著
7-111-12365-4 机械工业出版社

张天钧医师的名画诊疗室 张天钧著 7-111-12379-4 机械工业出版社

3法则:全球公认的企业定位准则
(美) 杰格迪什·谢斯 (Jagdish Sheth), 
(美) 拉金德拉·西索迪亚 (Rajendra 

7-111-12437-5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词汇趣文妙词互动 刘静萍主编 7-111-12466-9 机械工业出版社

赢在影响力:人际交往的学问 [美]戴尔·卡耐基 (Dale Carnegie) 著 7-111-12484-7 机械工业出版社

制度经济学 贺卫, 伍山林主编 7-111-12488-X 机械工业出版社

无障碍团队沟通 (美) 安妮·多娜伦 (Anne Donnellon) 著 7-111-12584-3 机械工业出版社

由此，踏上成功之路:how the world`s 
greatest organizations drive growth by 

unleashing Human potential

(美) 柯特·科夫曼 (Curt Coffman), (美) 
加布里埃尔·冈萨雷斯-莫利纳 (Gabriel 

Gonzalez-Molina) 著

7-111-12628-9 机械工业出版社

找对你的定位 (新西兰) 约翰·克拉克 (John Clark) 著 7-111-12749-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客服人员技能培训 (英) 特里·吉伦 (Terry Gillen) 著 7-111-12878-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商人家书:写给儿子的信
(加) G·金斯利·沃德 (G. Kingsley 

Ward) 著
7-111-12879-6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词汇分类速记 浩瀚英语研究所编 7-111-12895-8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现代科技信息检索 林燕主编 7-111-12993-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业 (美) 安德烈·希夫林 (Andre Schiffrin) 
著

7-111-13011-1 机械工业出版社

商人家训
(加) G·金斯利·沃德 (G. Kingsley 

Ward) 著
7-111-13019-7 机械工业出版社

男人不抓狂 (美) 理查德·卡尔森 (Richard Carlson) 
著

7-111-13020-0 机械工业出版社

吃出免疫力 刘湘琪著 7-111-13054-5 机械工业出版社

火线领导
(美) 罗纳德·A.海菲兹 (Ronald 

A.Heifetz), (美) 马蒂·林斯基 (Marty 
7-111-13083-9 机械工业出版社

绩效教练
(美) 杰瑞 W.吉雷 (Jerry W.Gilley), 
(美) 纳塔涅尔 W.鲍顿 (Nathaniel 

7-111-13091-X 机械工业出版社

顾客价值的7项通则:从此摆脱价格战，获取
高利润

(美) 史蒂芬·布莱德里克 (Stephen C. 
Broydrick) 著

7-111-13204-1 机械工业出版社

用心生活:original writings on love
(美) 理查德·卡尔森 (Richard Carlson), 
(美) 本杰明·希尔德 (Benjamin Shield) 

编著

7-111-13295-5 机械工业出版社

巴菲特致股东的信:股份公司教程 (美)沃伦·巴菲特著 7-111-13303-X 机械工业出版社

发现你的销售优势:盖洛普研究来自250000销
售代表和25000销售经理的实践

(美) 本森·史密斯 (Benson Smith), (美) 
托尼·鲁提格里安诺 (Tony Rutigliano) 著

7-111-13360-9 机械工业出版社

放慢生活的速度:How to create a more 
peaceful, simpler life from the inside 

out

(美) 理查德·卡尔森 (Richard Carlson), 
(美) 约瑟夫·贝利 (Joseph Bailey) 著

7-111-13372-2 机械工业出版社

找回快乐 (美) 理查德·卡尔森 (Richard Carlson) 
著

7-111-13373-0 机械工业出版社

结对编程技术
(美) Laurie Williams, (美) Robert 

Kessler著
7-111-13531-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微软Navision供应链管理 (美) 斯科特·汉密尔顿 (Scott Hamilton) 
著

7-111-13547-4 机械工业出版社

如何影响顾客的购买决定 (美) 约翰·麦基恩 (John Mckean) 著 7-111-13637-3 机械工业出版社

控制 (美) 罗伯特·西蒙斯 (Robert Simons) 著 7-111-13678-0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人性的优点:卡耐基生活智慧 (美) 戴尔·卡耐基 (Dale Carnegie) 著 7-111-13791-4 机械工业出版社

语言的突破:卡耐基口才课堂 (美) 戴尔·卡耐基 (Dale Carnegie) 著 7-111-13792-2 机械工业出版社

男人的47种最爱 (日) 松山猛著 7-111-13835-X 机械工业出版社

努力过，别错过:世界上最受好评的生活指导
师 500强企业职员的顶级生活顾问 为你勾画
梦寐以求的生活蓝图——就从100个简单建议

(美) 泰兰·米丹娜 (Talane Miedaner) 著 7-111-13836-8 机械工业出版社



经典营销思想
(美) 约瑟夫· H.博耶特 (Joseph 
H.Boyett), (美) 杰米· T.博耶特 

7-111-13869-4 机械工业出版社

项目中的领导力 (美) 詹姆斯 P.刘易斯 (James P.Lewis) 
著

7-111-13885-6 机械工业出版社

顾客体验管理:实施体验经济的工具 (美) 贝恩特·施密特 (Bernd H. Schmitt) 
著

7-111-13888-0 机械工业出版社

利润 (美) P.T.巴纳姆著 7-111-13908-9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成功销售的15种方法 (美) 罗伯特 W.布莱 (Robert W.Bly) 著 7-111-13932-1 机械工业出版社

打造金牌业务员:创建金牌销售团队的成功指
南

(美) 福特·哈丁 (Ford Harding) 著 7-111-14019-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发现你的生物钟优势 (美) 马修·埃德隆 (Matthew Edlund) 著 7-111-14020-6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典范领导者:知名管理学者的颠峰之作 (美) 威廉 D.希特 (William D.Hitt) 著 7-111-14070-2 机械工业出版社

马太效应:从成功走向成功的捷径 西武编著 7-111-14088-5 机械工业出版社

价值评估:练习手册
(美) 汤姆·科普兰 (Tom Copeland) ... 

[等]著
7-111-14137-7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享受爱情的从容 (美) 约瑟夫·贝利 (Joseph Bailey) 著 7-111-14138-5 机械工业出版社

构建健康组织:原理 组织 战略 (英) 苏·纽厄尔 (Sue Newell) 著 7-111-14176-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品牌失败:经典100例 (英) 马特·黑格 (Matt Haig) 著 7-111-14180-6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关于策略我有看法 黄文博著 7-111-14199-7 机械工业出版社

企业文化生存指南 (美) 埃德加 H.沙因 (Edgar H.Schein) 著 7-111-14207-1 机械工业出版社

自信演讲 自在表达 (美) 戴安娜·布赫 (Dianna Booher) 著 7-111-14247-0 机械工业出版社

客户关系管理为何会失效
(美) 弗雷德里克·纽厄尔 (Frederick 

Newell) 著
7-111-14453-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向领导大师学沟通:14位名人亲授沟通技巧12
大要领与80个成功秘诀

(美) 约翰·巴尔多尼 (John Baldoni) 著 7-111-14570-4 机械工业出版社

领导者行动准则 (美) 威廉 D.希特 (William D. Hitt) 著 7-111-14571-2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不要怕冲突
(美) 蒂莫西·乌尔西尼 (Timothy 

E.Ursiny) 著
7-111-14583-6 机械工业出版社

转变 (美) 威廉·布里奇斯 (William Bridges) 
著

7-111-14678-6 机械工业出版社

项目经理生存指南 (美) 詹姆斯 P.刘易斯 (James P.Lewis) 
著

7-111-14680-8 机械工业出版社

纠正孩子坏行为的14个方法:没有完美无缺的
孩子, 没有无需指导的父母

(美) 凯特·凯利 (Kate Kelly) 著 7-111-14714-6 机械工业出版社

Java程序设计教程 施霞萍 ... [等]编著 7-111-14950-5 机械工业出版社

360度品牌传播与管理:Creating More 
Effectiv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美) 马克·布莱尔 (Mark Blair), (美) 理
查德·阿姆斯特朗(Richard Armstrong), 

(美) 迈克·墨菲 (Mide Murphy)著

7-111-14960-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健康人生的100个简约法则 (美) 大卫·奈温 (David Niven) 著 7-111-15004-X 机械工业出版社



贴近你耳边:银山化工四次重组始末 王孔平著 7-111-15021-X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战略管理 王方华, 吕巍编著 7-111-15500-9 机械工业出版社

决定质量的6个关键角色
(美) 佩里·格卢克曼 (Perry Gluckman), 
(美) 黛安娜·雷诺·鲁姆 (Diana Reynolds 

Roome) 著

7-111-15569-6 机械工业出版社

憨格雷的职场蓝调.1,变革狂想曲
(美) 鲍勃·罗斯纳 (Bob Rosner), (美) 艾
伦·哈尔克罗 (Allan Halcrow), (美) 约翰

·拉文 (John Lavin) 著

7-111-15751-6 机械工业出版社

憨格雷的职场蓝调.2,销售进行曲
(美) 鲍勃·罗斯纳 (Bob Rosner), (美) 艾
伦·哈尔克罗 (Allan Halcrow), (美) 约翰

·拉文 (John Lavin) 著

7-111-15751-6 机械工业出版社

憨格雷的职场蓝调.3,公司文化变奏曲
(美) 鲍勃·罗斯纳 (Bob Rosner), (美) 艾
伦·哈尔克罗 (Allan Halcrow), (美) 约翰

·拉文 (John Lavin) 著

7-111-15751-6 机械工业出版社

你在为谁工作 陈凯元著 7-111-15871-7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公司中的创造力:创新型组织行动指南
(美) 杰夫·莫齐 (Jeff Mauzy), (美) 理查

德·哈里曼 (Richard Harriman) 著
7-111-16437-7 机械工业出版社

停止抱怨学会负责
(美) BJ 加拉格尔 (BJ Gallagher), (美)

史蒂夫·文图拉 (Steve Ventura) 著
7-111-16478-4 机械工业出版社

UML和模式应用:an introduction to 
object-oriented analysis and design 

and iterative development

(美) Craig Larman著 7-111-18682-6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战略管理:获取竞争优势
(美) 小阿瑟 A. 汤普森, 约翰 E. 甘布尔, 

A.J. 斯特里克兰著
7-111-19164-1 机械工业出版社

企业战略博弈:揭开竞争优势的面纱 (美) 布鲁斯·格林沃德, 贾德·卡恩著 7-111-20317-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公共基础知识 本书编写组编 7-113-03600-7 中国铁道出版社

行车工作问答 北京铁路局编 7-113-04167-1 中国铁道出版社

铁路“四五”普法教育读本 铁路“四五”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编 7-113-04491-3 中国铁道出版社

职称考试模拟百题,Visual FoxPro 5.0数据
库管理系统模块

本书编委会编著 7-113-04877-3 中国铁道出版社

Internet常见问题与技巧1000例详解 罗心晶编著 7-113-04898-6 中国铁道出版社

办公信息化技术培训教程 博嘉科技主编 7-113-04970-2 中国铁道出版社

光盘刻录百事通 健莲科技编著 7-113-05063-8 中国铁道出版社

Unigraphics V18.0入门与实例应用 孙江宏, 黄小龙, 吴平良编著 7-113-05207-X 中国铁道出版社

父母都来学电脑,望子成龙篇 曾谦编著 7-113-05350-5 中国铁道出版社



C#语言实用教程 雷之宇主编 7-113-05814-0 中国铁道出版社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研究 主编 王兆成 7-113-06176-1 中国铁道出版社

办公自动化入门与提高实用教程 张金辉编著 7-113-06217-2 中国铁道出版社

电脑组装与维护技术培训教程 博嘉科技主编 7-113-06364-0 中国铁道出版社

测量学 钟孝顺, 聂让主编 7-114-02585-8 人民交通出版社

内蒙古古代道路交通史 内蒙古公路交通史志编委会编 7114026110 人民交通出版社

水路运政实用法律法规 交通部教育司组织编写 7-114-02677-3 人民交通出版社

道路经济与管理 周伟, 王选仓主编 7-114-02772-9 人民交通出版社

道路工程英语 赵永平主编 7-114-02806-7 人民交通出版社

现代航空运输管理 夏洪山等编著 7-114-03480-6 人民交通出版社

交通与历史横向发展变迁 主编 黄家城, 陈雄章 7-114-03520-9 人民交通出版社

中国公路里程速查详图 人民交通出版社, 天域北斗图书工作室编著 7-114-03812-7 人民交通出版社

公路行业财务管理学 周国光, 何俐利, 张永康编著 7-114-04015-6 人民交通出版社

法律基础教程 主编 王会玲 7-114-04025-3 人民交通出版社

中国分省交通图集 主编 杨柏如, 范开业, 丘崇尼 7-114-04117-9 人民交通出版社

智能建筑办公自动化系统 王波主编 7-114-04181-0 人民交通出版社

道路货运企业资质评定指南 本书编写组编 7-114-04188-8 人民交通出版社

数码影音大师:MP3、VCD、DVD节目制作实战 赵江, 林海, 张玉权编著 7-114-04220-5 人民交通出版社

中国驾车·旅游图册 北京九州通图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编制] 7-114-04245-0 人民交通出版社

DIYer经验谈:电脑硬件实用技巧精粹 《微型计算机》杂志社编 7-114-04340-6 人民交通出版社

法律基础精要适用 贺桂华, 牛跃平, 李周仁主编 7-114-04494-1 人民交通出版社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自助手册
北京天域北斗图书有限公司, 北京九洲通图

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著]
7-114-04537-9 人民交通出版社

自由自在游青海 张勇, 颜东编著 7-114-04545-X 人民交通出版社

中国假日旅游自助图册 人民交通出版社编著 7-114-04590-5 人民交通出版社

中国公路网地图册:速查版 [天域北斗, 九洲通图编著] 7-114-04646-4 人民交通出版社

我穿起来胖吗？:服饰瘦身美学手册 [美] 李雅·费尔敦 (Leah Feldon) 著 7-114-04719-3 人民交通出版社

广东省公路里程地图册
[北京天域北斗图书有限公司, 北京九洲通图

电子发展有限公司编]
7-114-04779-7 人民交通出版社

小店物语:北京小店地图 钟京燕编 7-114-04787-8 人民交通出版社

公路交通规费经济学 郗恩崇主编 7-114-04823-8 人民交通出版社

电脑时尚娱乐新体验:数字生活实用实例集锦 第六工作室编著 7-114-04896-3 人民交通出版社

风情中国自助旅游图册 7-114-04922-6 人民交通出版社



操作系统 孙永林主编 7-114-04929-3 人民交通出版社

经济转型时期企业培训的研究报告 主编 李云鹏 7-114-04936-6 人民交通出版社

Java程序设计 郭庚麒主编 7-114-04939-0 人民交通出版社

哈佛新鲜人:法学院第一年动荡不安的亲身经
历

( ) 史考特·杜罗 (Scott Turow) 著 7-114-04951-X 人民交通出版社

郊游北京:京郊旅游出行指南 7-114-05030-5 人民交通出版社

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教程 主编 邓泽功 7-114-05201-4 人民交通出版社

从上海出发:沿公路景观旅游 陈秀伟著 7-114-05283-9 人民交通出版社

网管员实用宝典 远望图书部编 7-114-05302-9 人民交通出版社

车行天下:中国驾车旅游地图集 黄晓风主编 7-114-05427-0 人民交通出版社

北京运动休闲指南 7-114-05446-7 人民交通出版社

电话机原理、使用及故障检修大全 许元兴等编著 7-115-04801-0 人民邮电出版社

程控用户交换机手册 季文敏,赵宗基主编 7-115-04974-2 人民邮电出版社

NOVELL 网络实际操作——基础篇 陈明德编著 7-115-05588-2 人民邮电出版社

NOVELL 网络实际操作——提高篇 陈明德编著 7-115-05589-0 人民邮电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基础 赵鸿德主编 7-115-08658-3 人民邮电出版社

CEO说:杰克·韦尔奇和街头小贩都在运用的
商业智慧

(美) 拉姆·查兰 (Ram Charan) 著 7-115-11561-3 人民邮电出版社

我的独立宣言:女孩玩电脑 薛欣编著 7-115-11986-4 人民邮电出版社

公司层面临战略:多业务公司的管理与价值创
造

(美)迈克尔·古尔德, 安德鲁·坎贝尔, 马
库斯·亚历山大著

7-115-1202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C Primer Plus(第五版)中文版 (美)Stephen Prata著 7-115-13022-1 人民邮电出版社

网上拍卖秘笈 赵国君 ... [等] 编著 7-115-13110-4 人民邮电出版社

超级思考帽:爱德华·德·波诺思维训练最新
教程

(英) 爱德华·德·波诺 (Edward de Bono) 
著

7-115-13861-3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国土资源行政管理 田凤山主编 7-116-03211-8 地质出版社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指南 王瑞生, 高向军主编 7-116-03679-2 地质出版社

生理学 周衍椒, 张镜如主编 71170000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周衍椒, 张镜如主编 7-117-0000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 郑恩竞主编 7-117-000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成令忠主编 7-117-0000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成令忠主编 7-117-0000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 顾天爵主编 7-117-0000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 江明性主编 7-117-0000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化学 李正化主编 7-117-0000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 廖清江主编 7-117-0001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化学 陈楚良编 7-117-0001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化学 许春向主编 7-117-0001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物理学 邝华俊主编 7-117-0001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物理学 胡纪湘主编 7-117-0001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化学 丁绪亮主编 7-117-0001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化学 杨秀岑主编 7-117-0001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化学 杨秀岑主编 7-117-0001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 徐景达主编 7-117-0001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 徐景达主编 7-117-0001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 徐景达主编 7-117-0001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生物学 李 璞主编 7-117-0001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生物学 李 璞主编 7-117-0001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生物学 李 璞主编 7-117-0001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 陆德源主编 7-117-0002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 武忠弼主编 7-117-0002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 武忠弼主编 7-117-0002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 冯新为主编 7-117-0002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 徐思多主编 7-117-0002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 徐思多主编 7-117-0002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 徐秉锟主编 7-117-0002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 陈佩惠主编 7-117-0002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剂学 奚念朱主编 7-117-00026-0 人民卫生

药剂学 奚念朱主编 7-117-00026-0 人民卫生

生药学 徐国钧主编 7-117-0002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药学 徐国钧主编 7-117-0002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分析 安登魁主编 7-117-0002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化学 庞贻慧, 顾鹏颐主编 7-117-0003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毒理学基础 刘毓谷等编写 7-117-0003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毒理学基础 刘毓谷等编写 7-117-0003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机化学 章绮主编 7-117-000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组织病理学 郑麟蕃主编 7-117-0005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解剖生理学 皮昕主编 7-117-0005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数理统计方法 黄志宏,方积乾主编 7-117-0006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 竺心影主编 7-117-000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天然药物化学 王宪楷主编 7-117-0006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预防医学 刘大维主编 7-117-0006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正畸学 黄金芳主编 7-117-0006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学概论 贾静涛主编 7-117-0006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毒理学 黄光照主编 7-117-0006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生物学和微生物学检验 刘恭植主编 7-117-0006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X线诊断学 邹兆菊主编 7-117-0007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毒物分析 江焘主编 7-117-0007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 郑武飞主编 7-117-0007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病理学 祝家镇主编 7-117-0007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基础 李涤生主编 7-117-0007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基础 李涤生主编 7-117-0007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张光明主编 7-117-0007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张光明主编 7-117-0007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 康　健主编 7-117-0007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 黄诒森主编 7-117-00076-7 人民卫生

医学微生物学 刘家驹主编 7-117-0007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化学 杜广才主编 7-117-0007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化学 杜广才主编 7-117-0007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胚胎学 吴瑞琪主编 7-117-0007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学和胚胎学 刘贤钊主编 7-117-00079-1 人民卫生

组织学和胚胎学 刘贤钊主编 7-117-0007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 路步炎主编 7-117-000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 刘继周主编 7-117-0008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 洪美玲主编 7-117-0008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 张家铨主编 7-117-0008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 吴景时主编 7-117-0008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 刘方主编 7-117-0008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物理学 黄慰怀等编写 7-117-0008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物理学 刘普和主编 7-117-0008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电子学 刘　骥主编 7-117-0008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 徐叔云主编 7-117-0008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基础 杜传书主编 7-117-0008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 顾学箕主编 7-117-0008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 谢诗占主编 7-117-00091-0 人民卫生

药理学 杨光复,杨华书主编 7-117-00092-9 人民卫生

免疫学和免疫学检验 陶义训主编 7-117-0011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 康格非主编 7-117-0012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基础 丁继华,汤邦杰主编 7-117-0012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 倪宗 主编 7-117-0012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学及血液学检验 潘瑞彭,王鸿利主编 7-117-0012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内伤学 张安桢,沈敦道主编 7-117-0012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李心天等编 7-117-0012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法医学 李德祥主编 7-117-0012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概要 王振义主编 7-117-0012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品理化检验学 鲁长豪等编写 7-117-0013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学 陈灏珠主编 7-117-0013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学 裘法祖主编 7-117-0013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学 郑怀美主编 7-117-0013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学 黄友岐主编 7-117-0013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学 沈渔邨主编 7-117-0013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学 黄选兆主编 7-117-0014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科学 王光超主编 7-117-0014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 贺志光主编 7-117-0014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统计学 杨树勤主编 7-117-0014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统计学 杨树勤主编 7-117-0014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少年卫生学 叶广俊主编 7-117-00144-5 人民卫生

口腔内科学 岳松龄主编 7-117-0014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学 张锡泽,邱蔚六主编 7-117-0014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学 邱蔚六主编 7-117-0014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学 戚仁铎主编 7-117-0014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内科学 齐家仪主编 7-117-0014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外科学 佘亚雄主编 7-117-0014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传染病学 顾友梅主编 7-117-0015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学 毛文书主编 7-117-0015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放射诊断学 吴恩惠主编 7-117-0015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诊断学 吴恩惠主编 7-117-0015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科学 毛祖彝主编 7-117-0015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修复学 朱希涛主编 7-117-0015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学 王翔朴主编 7-117-0015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 耿贯一主编 7-117-0015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学 彭文伟等编写 7-117-0015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刘志诚, 于守洋主编 7-117-0015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学 姚志麒, 陈秉衡主编 7-117-0016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学 姚志麒主编 7-117-0016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 周 申主编 7-117-0016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学 郭景元, 胡炳蔚编 7-117-0016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 李学增等主编 7-117-0016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 金问涛, 安之璧主编 7-117-0016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方剂学 黄荣宗主编 7-117-001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病学 蒋位庄,王和鸣主编 7-117-0016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德学概论 丘祥兴等编写 7-117-0016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陈惠黎主编 7-117-00170-4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正骨学 岑泽波,朱云龙主编 7-117-0017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生物力学 孟和，顾志华主编 7-117-0017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X线诊断学 李 欣,张 彦主编 7-117-0017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发展史 胡兴山,葛国梁主编 7-117-0017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各家学说 刘柏龄,邓福树主编 7-117-0017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脱落细胞学检验 梁英锐主编 7-117-0017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与流行病学 赵誉州主编 7-117-0018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学 庄若芸主编 7-117-0018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学 李立铭主编 7-117-0018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学 祝惠民主编 7-117-0018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学 刘 钦主编 7-117-0018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学 叶舜宾主编 7-117-0018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学 赵克忠主编 7-117-0019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学 刘玉生主编 7-117-0019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学 刘玉生主编 7-117-0019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学基础 张汉鹏主编 7-117-0019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学 贾民谊主编 7-117-0019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五官科学 李咸珠等主编 7-117-0019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五官科学 吴博亚主编 7-117-0019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科学 陈大用主编 7-117-0019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 顾天爵主编 7-117-0019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内科学 张举之主编 7-117-0019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学 黄选兆主编 7-117-0019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学 沈渔邨主编 7-117-0020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张镜如主编 7-117-002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张镜如主编 7-117-002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 周 申主编 7-117-002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学 乐杰主编 7-117-0020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学 侯熙德主编 7-117-0020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五官科学 孟祥珍主编 7-117-0022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 江明性主编 7-117-0023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基础 杜传书主编 7-117-0023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学 裘法祖主编 7-117-0023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 徐恩多主编 7-117-0023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 武忠弼主编 7-117-0023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 金惠铭主编 7-117-0023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学 王翔朴主编 7-117-0024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学 彭文伟主编 7-117-0024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学 严 密主编 7-117-0024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科学 毛祖彝主编 7-117-0024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 陆德源主编 7-117-0024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学 戚仁铎主编 7-117-0024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高等数学 罗泮祥主编 7-117-0024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 耿贯一主编 7-117-0024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药理学 《医用药理学》编写组编 7-117-0025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外科年鉴.1987 《中国外科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026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膜炎 田文谋,于德昌主编 7-117-0026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学进展.第一卷 洪传洁主编 7-117-0026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学龄前儿童膳食计划 区慧清编著 7-117-0027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实验指导 张昌颖主编 7-117-0027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X线诊断学基础 郭俊渊等编 7-117-0028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药理学 陈　修主编 7-117-0028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解剖学丛书,头颈部分册 张为龙,钟世镇主编 7-117-0028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化学物的毒性及其环境保护参数手册 董华模主编 7-117-0029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论坛:国际卫生发展杂志.1986年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0292-1 人民卫生

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86 《中国计划生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029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三叉神经痛 孟广远,马景孟编 7-117-0029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显微外科手术解剖学 刘牧之主编 7-117-0030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学 张安桢,武春发主编 7-117-0030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数理统计方法 郭祖超主编 7-117-0031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培养技术 鄂　征等编著 7-117-0031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纲要 李　璞等编 7-117-0031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纲要 李　璞等编 7-117-0031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速成医学日语 袁加莉编著 7-117-0032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论坛:国际卫生发展杂志.1986年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0321-9 人民卫生

环境医学统计学 林琼芳等编著 7-117-0032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分子生物学基础 邱政夫等主编 7-117-0032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药物手册 张家铨等编 7-117-0033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药物剂量手册 董志鹏,马云龙主编 7-117-0036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药新用 陈冠容,周培恩主编 7-117-0036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图解辞典 张瑞馥主编 7-117-0037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泌尿科学 骆毅等主编 7-117-0037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大成校释 (明)杨继洲著 7-117-0038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通报选译.1987年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040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继发性青光眼 周以浙主编 7-117-0040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因诊断 吴冠芸,王申五主编 7-117-0041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学 王淑贞主编 7-117-0041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源性血液病 浦权编 7-117-0042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结核与呼吸系统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张锦垣等编著 7-117-0042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药理学 (美)安多纳西奥(Antonaccio,M.J.)编 7-117-0043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菌毒素研究进展:续编 罗海波, 鲍行豪主编 7-117-0043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与动物共患传染病 王长安编 7-117-0043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劳动卫生调查手册 黄财林, 于百川编著 7-117-0044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概论 孟景春, 周仲瑛编 7-117-0044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实用脑电图学 (日)福山幸夫编 7-117-0044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生理学 (瑞典)奥托森(Ottoson,D.)著 7-117-0045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结缔组织病学 卢君健主编 7-117-0045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 (美)蒙哥马利(Montgomery,R.)等著 7-117-0046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化毒理学导论
(美)霍奇森(Hodgson,E),(美)格思里

(Guthrie,F.E)著
7-117-0046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进展.第五卷 钱宇平等主编 7-117-0046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感染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王宝恩等编 7-117-0046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定位诊断 张葆樽, 安得仲编 7-117-0047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英医学大辞典
《汉英、汉法、汉德、汉日、汉俄医学大词

典》编纂委员会编
7-117-0047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 程莘农主编 7-117-0047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激素生物化学 王明运等编写 7-117-0047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精神卫生学 李树春编译 7-117-0049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生物学 (美)金(King,D.W.)等编 7-117-0049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真菌病学 廖万清等主编 7-117-0049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变态反应学 叶世泰,张庆松主编 7-117-0049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疾病生物化学
(英)埃尔克莱斯(Elkeles,R.S.),(美)塔维尔

(Tavil,A.S.)编
7-117-0049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缺陷病 冯雷编著 7-117-0050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日汉环境辞典 王兴阁编译 7-117-0050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整骨手法图解 王树梓主编 7-117-0051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儿科学 郭迪主编 7-117-0051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麻醉学 赵俊杰, 赵俊主编 7-117-0051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放射损伤病理学 郭　鹞等编著 7-117-0051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X线诊断学 邹兆菊主编 7-117-0051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基本中成药.一部 冷方南主编 7-117-0052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外科学 孙即昆等主编 7-117-0053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蚕豆病 杜传书等著 7-117-0053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 邓铁涛主编 7-117-0053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心脏病学 王士雯,钱方毅主编 7-117-0053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徐大椿医书全集.上册 (清)徐大椿撰 7-117-0054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徐大椿医书全集.下册 (清)徐大椿撰 7-117-0054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症状鉴别诊断学 廖清奎主编 7-117-0054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超声诊断图谱 吕恩范,高淑华编 7-117-0055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总论 杨藻宸主编 7-117-0055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鼠疫 纪树立主编 7-117-0055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三卷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编 7-117-0056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二卷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编 7-117-0056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属中毒 王世俊主编 7-117-0056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 陈淑坚编著 7-117-0056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解剖学 王根本等编译 7-117-0056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等数学.下册 黄志宏,方积乾主编 7-117-0056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激光医学基础与临床 北京光学会激光医用专业委员会编 7-117-0056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外科基础 黄志强主编 7-117-0057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地方性氟中毒防治指南 刘昌汉等编写 7-117-0059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垂体瘤 ( )奥德尔,纳尔孙(Nelson,D.H.)等主编 7-117-0059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损伤治疗学 丁鸿才,周树夏主编 7-117-0059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理学 黄克维主编 7-117-0059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寄生蠕虫的生物化学 (英)巴雷特(Barrett.J.)著 7-117-0060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1986 《中国药学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060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油脂与健康 刘应泉,谭洪根编 7-117-0060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1987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060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生物化学 林钧材主编 7-117-0060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疾病学 黄德珉,陈俭红主编 7-117-0060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品卫生监督员工作规范 卫生部编 7-117-0060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年鉴.1987 上海中医学院主编 7-117-0061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治疗药物监测 吴莱文等编著 7-117-006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性放射学
( )威尔金斯(Wilkins,R.A.),(美)比亚蒙特

(Viamente,M.Jr.)编辑
7-117-0061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听力测验
(法)波特曼(Portmann,M.),(法)波特曼

(Portmann,C.)著
7-117-0061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外科诊疗手册 佘亚雄主编 7-117-0062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肠疾病手术图谱 陈达恭编 7-117-0062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结缔组织病 桑毓枚等主编 7-117-0062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年鉴.1986 上海中医学院主编 7-117-0063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物动力学 周邦元主编 7-117-0063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综合征学 彭　维等主编 7-117-0063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电镜图谱 徐秉锟主编 7-117-0063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器官 李宗明主编 7-117-0064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学 沈渔 主编 7-117-0064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学 沈渔邨主编 7-117-0064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学 沈渔邨主编 7-117-0064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断面解剖学图谱 徐　峰主编 7-117-0065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激光医学 徐国祥,史宏敏编著 7-117-0065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问答.儿童少年卫生学分册 张国栋主编 7-117-0065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经讲义 郭 灉编著 7-117-0065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1988 卫生部药政管理局编 7-117-0066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科急症 秦士德,彭永年著 7-117-0069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疾病诊断和鉴别诊断 葛宏发, 李慎勤主编 7-117-0070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激光技术与医学应用 许松林,马宝章主编 7-117-0070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俄汉医学词汇 王重稼编 7-117-0070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药临床指南 薛春生主编 7-117-0071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皮肤病学提要 麻致中主编 7-117-0071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补牙 拔牙 镶牙 许姜泽, 刘惠荣编著 7-117-0071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灸疗学 章逢润,耿俊英主编 7-117-0071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呼吸系统疾病学 齐家仪主编 7-117-0071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放射药理学 孙祺薰编著 7-117-0072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营养学 何志谦编 7-117-0072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学.上册 戴自英主编 7-117-0072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学.下册 戴自英主编 7-117-0072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家驷外科学.上册 吴阶平,裘法祖主编 7-117-0072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家驷外科学.下册 吴阶平,裘法祖主编 7-117-0072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宗金鉴.上册 (清)吴谦等编 7-117-0072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宗金鉴.下册 (清)吴谦等编 7-117-0072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解剖彩色图谱 郭光文,王序主编 7-117-0072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药物学 陈新谦，金有豫主编 7-117-0073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车间空气监测检验方法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

所主编
7-117-0073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毒物的毒理与毒物分析 李树林编 7-117-0073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药评价概论 秦伯益等编著 7-117-007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细菌感染手册 陈忠贵编 7-117-0074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外科年鉴.1988 《中国外科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074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儿童营养学 苏祖斐主编 7-117-0074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外科学 刘震华,张国政主编 7-117-0074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超声诊断 (丹麦)佩德森等著 7-117-0075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生理学 徐丰彦,张镜如主编 7-117-0075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康复医学 (日)福井〓彦编 7-117-0075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中医辞典:试用本 《中医辞典》编辑委员会编 7-117-0076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87 《中国计划生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078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阴与阴道疾病 王毓琛主编 7-117-0078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保健学 郭树春主编 7-117-0078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医学词典 中国医科大学主编 7-117-0078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英汉医学词汇 南京医学院主编 7-117-0078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诱发电位学 潘映辐主编 7-117-0080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男性生殖系外科 韩振藩,师其智主编 7-117-0081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合理用药 谢惠民主编 7-117-0082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纲目.上册 (明)李时珍著 7-117-0082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生殖器淋巴系与妇科癌 吕玉峰,王云祥著 7-117-0084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正误:骨林改错 韩祖斌, 杨克勤, 孙庆寿主编 7-117-0084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学史纲 孔健民著 7-117-0085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临证备要 李　岩著 7-117-0085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道双对比造影术 高育 高元桂主编 7-117-0085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法治疗骨折彩色图谱 袁　方编著 7-117-0086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多选题 陈佩惠主编 7-117-0087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诊断与鉴别诊断 丁曼琳主编 7-117-0087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内膜癌 李慎仪主编 7-117-0087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腰背痛 周秉文主编 7-117-0088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1988 《中国内科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088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心理 陈紫瀛主编 7-117-0091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第十二册,总
论及其他

(清)陈梦雷等编 7-117-0091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自由基生物学导论 莫 简主编 7-117-0091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解剖学丛书,胸部和脊柱分册 刘正津,陈尔瑜主编 7-117-0092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宫内发育迟缓 (美)林静竹等著 7-117-0092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气功辞典 吕光荣主编 7-117-0093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物治疗学 罗德诚主编 7-117-0093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疾病监测工作手册 郑锡文主编 7-117-0094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物与性保健 林孟良,张瑞琴编著 7-117-0094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色盲检查图 俞自萍等绘著 7-117-0094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内科治疗学 (美)希尼维斯(Schneeweis,A.)著 7-117-00951-9 人民出版社

中医年鉴.1988 上海中医学院主编 7-117-0095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1987 《中国药学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096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际疾病分类肿瘤学专辑:ICD-O.1976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096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骨科学.4,骨病 郭巨灵主编 7-117-0096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仪器及其应用 黄稼祺等编著 7-117-0096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化学性肝损害 周炯亮编著 7-117-0096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口腔医学年鉴.1988 《中国口腔医学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098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查结果判解 卞志强主编 7-117-0098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民族药志.第二卷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编著 7-117-0099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眼科学 宰春和主编 7-117-0099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疾病的肺部表现 许学受主编 7-117-0099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论坛:国际卫生发展杂志.1988年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0002 人民卫生

实用中医保健学 张奇文主编 7-117-0100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监测统计 徐幼云等编著 7-117-0100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诊断学 郑中立主编 7-117-0100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量元素与小儿疾病 孔祥和主编 7-117-0100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基本放射系统.下册,X线摄影及
暗室技术手册

王汉卿等译 7-117-0100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基本放射系统.上册,放射诊断
手册

刘玉清等译 7-117-0100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温病学 孟澍江主编 7-117-0101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气管切开手术学 秦廷叔编著 7-117-0101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手册 王筱敏等主编 7-117-0101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与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方法指南 于守洋,刘志诚主编 7-117-0101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儿科学.上册 [诸福棠原主编] 7-117-0102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布鲁氏菌病学 刘秉阳主编 7-117-0103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药物过敏试验手册 齐魁胜主编 7-117-0103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生物数学 周怀梧主编 7-117-0104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临床手册 于兰馥等编 7-117-0104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效抗虫新药-吡喹酮 黄一心等编著 7-117-0105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统计表列与图示 田凤调编著 7-117-0105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用气功学 高鹤亭主编 7-117-0105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不育症与内分泌 俞蔼峰主编 7-117-0105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痹病论治学 路志正等主编 7-117-0105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分子病毒学 闻玉梅主编 7-117-0105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药物治疗学 郑明祺，黄钺华主编 7-117-0106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电图学 黄 宛主编 7-117-0106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学问答.第三分册 《药学问答》编辑委员会编著 7-117-0106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疾病的临床检验 魏书珍主编 7-117-0107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血液学 沈 迪等主编 7-117-0107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组织学胚胎学彩色挂图.IV,胚胎学 李珍年等主编 71170107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检定统计 孙瑞元,宋建国编著 7-117-0108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试验设计与分析 丁道芳,凌瑞珠编著 7-117-0108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软组织损伤学 董亦明,宋一同主编 7-117-0108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基础 汤旦林编著 7-117-0109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 方喜业主编 7-117-0109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与关节损伤 王亦璁等主编 7-117-0109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粘液相互作用实验室
检验手册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104-1 科学出版社

中国外科年鉴.1989 《中国外科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111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林如高正骨经验荟萃 林子顺,王和鸣主编 7-117-0111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推拿疗法与医疗练功 赵 翱主编 7-117-0111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组织化学 刘彦仿主编 7-117-0111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血液病临床手册 黄绍良编著 7-117-0112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论坛:国际卫生发展杂志.1988年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1262 人民卫生

中医舌诊 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编 7-117-0113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急症学 陈淑珍主编 7-117-0113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道生理学与临床 梅懋华等编著 7-117-0114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医学词典 卓大宏主编 7-117-0114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手术学 黄志强, 黎鳌, 张肇祥主编 7-117-0114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护理管理 梅祖懿,林菊英主编 7-117-0115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法医学大词典 朱大成主编 7-117-0115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命知识:母子健康须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全国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编译
7-117-0116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解剖学 张培林主编 7-117-0117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病学 解学孔主编 7-117-0118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饮食营养指南:预防医学问答 彭恕生,李珏声主编 7-117-0118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的先天异常 李凤鸣,罗成仁编著 7-117-0118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品营养成分测定法 中国预防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编著 7-117-0120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理疗学 李维礼主编 7-117-0120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职业卫生流行病学 7-117-012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际疾病分类,神经病学分册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21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1989 《中国内科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121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 孙家钧,金正钧主编 7-117-0121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导向穿刺诊断与治疗 曹海根等编 7-117-0122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 张朝佑主编 7-117-0122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 张朝佑主编 7-117-0122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科研方法与管理 张青林,咸日金主编 7-117-0122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森田心理疗法实践:顺应自然的人生学 (日)高良武久著 7-117-0122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疾病诊断和鉴别诊断 孟广远主编 7-117-0123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临床检查法 郭效东编 7-117-0123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之最 汪佩琴,周长发编著 7-117-0123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与免疫治疗 李 振主编 7-117-0123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手册 谢柏樟编 7-117-0124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现代医学.1989 <>编辑委员会编 71170125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代谢研究:意义、方法、应用 宋振玉主编 7-117-0125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进展.第六卷 吴系科等主编 7-117-0125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职业病的早期诊断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26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新生儿学 金汉珍等主编 7-117-0127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多元分析 史秉璋,杨琦编著 7-117-0127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儿科学 马沛然等编 7-117-0127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材手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管理局,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主编
7-117-0128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引流 韩学德主编 7-117-0128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疾病千题解 谢福安,陈建编 7-117-0128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1988～1989 《中国药学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128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细胞学 刘树范主编 7-117-0128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化学实验基础 王 夔主编 7-117-0130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微病理学基础 武忠弼等编写 7-117-0130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卫生总微 7-117-01305-2 人民出版社

医门真传 石国璧主编 7-117-0130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神经病学 王新德主编 7-117-0131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支气管哮喘 孙荟琴等主编 7-117-0132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颈椎综合征 倪文才主编 7-117-0133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眼科手册 王守境，谢立信主编 7-117-0133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冷冻疗法 郭玉德主编 7-117-0134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世界医学.1989
上海铁道医学院《当代世界医学》编辑委员

会主编
7-117-0134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防治老年心血管病 陈可冀主编 7-117-0134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正畸方丝弓细丝弓矫治技术 傅民魁等编著 7-117-013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脾胃学说与临床 王淑兰主编 7-117-0134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本外科疾病诊断和鉴别诊断 崔自介,韩积义主编 7-117-0134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 刘 斌主编 7-117-0135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理论和实践 陶正德主编 7-117-0135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 李家泰主编 7-117-0135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 李家泰主编 7-117-0135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薄层扫描法及其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孙毓庆等编 7-117-0136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正常值的统计研究方法 田凤调主编 7-117-0136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腹症的早期诊断 骆明义,孔庆治主编 7-117-0136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证论 (清)唐宗海著 7-117-0136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外科学 吕福林等主编 7-117-0136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活保健禁忌选
罗兴华,李种潜FLUO XING HUA , LI MEI 

ZHI BIAN
7-117-0137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电子仪器 顾长华主编 7-117-013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性溃疡 邝贺龄著 7-117-0137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经词典 张登本,武长春主编 7-117-0138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古代医史图录 李经纬主编 7-117-0138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疾病鉴别诊断学 邝贺龄主编 7-117-0138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疾病鉴别诊断学 邝贺龄主编 7-117-0138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古文习题集 段逸山主编 7-117-0138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男科临床治疗学 冷方南主编 7-117-0139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双解精选医学词典 马 瑛等译 7-117-0139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论坛:国际卫生发展组织.1989年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40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少年生长发育 唐锡麟主编 7-117-0140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90年版.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 7-117-0141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试题及详解 陈秉良等编 7-117-0141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角膜接触镜 谢培英编著 7-117-0141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经络现代研究 胡翔龙等主编 7-117-0141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仙传外科集验方 (明)杨清叟撰 7-117-0141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成药实用手册 张炳鑫主编 7-117-0141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腹部外科学 童尔昌,季海萍主编 7-117-0142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的适用诊断技术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42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通报:选译.1990年第1期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42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口腔医学史考 周大成著 7-117-0143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X线诊断问答 李铁一主编 7-117-0143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激光机原理、使用与维修 黄志渊编著 7-117-0143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激光机原理、使用与维修 黄志渊编著 7-117-0143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彩色多普勒诊断学 王新房,李治安主编 7-117-0143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论坛:国际卫生发展组织.1989年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43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临床免疫学 杨德旺主编 7-117-0143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解剖学丛书,四肢分册 王启华,孙 博主编 7-117-0144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 郭子恒主编 7-117-0144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一卷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编 7-117-0144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王天根主编 7-117-0144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碳谱及其在中草药化学中的应用 陈德昌编著 7-117-0144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与内分泌 林桂芳主编 7-117-0144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中药材组织粉末图解 赵达文主编 7-117-0146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学问答.第二分册 《药学问答》编辑委员会编著 7-117-0146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附卷,国外预防医
学历史经验资料选编

姚家祥主编 7-117-0146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整容外科手术学 杨晓惠,李健宁主编 7-117-0147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癌:切除术,形态学与预后
(联邦德国)侯普克(Hopken,W.W.),(联邦德

国)吕利希(Lullig,H.)著
7-117-0147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年鉴,1990 《中国中医药年鉴》编辑委员会主编 7-117-0147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卫生的监测与评价 世界卫生组织编;魏 怡等译 7-117-0147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病105问 陶静华,李 恩编著 7-117-0147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1990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148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古今医统大全.上册 (明)徐春甫编集 7-117-0148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古今医统大全.下册 (明)徐春甫编集 7-117-0148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1990 《中国药学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148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基本中成药.二部 冷方南主编 7-117-014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南 汪 复主编 7-117-01492-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疮疡图谱 杨吉相主编 7-117-0149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问答 白步云,徐世全编著 7-117-0149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研究实例.第二卷 钱宇平主编 7-117-0150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通报:选译.1990年第2期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50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疑难病案 陈清棠主编 7-117-0150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诸病源候论校注.上 丁光迪主编 7-117-0150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诸病源候论校注.下 丁光迪主编 7-117-0150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腹泻 马沛然,孔祥和主编 7-117-0150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论坛:国际卫生发展杂志.1990年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50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实验方法学 徐叔云等主编 7-117-0151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薛氏内科学 (德)薛特勒(Schettler,Gotthard)主编 7-117-0151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神经放射学 凌 锋主编 7-117-0151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体征诊断学 张 主编 7-117-0151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日医学大词典 苏正身主编 7-117-0151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惊厥 孔祥和主编 7-117-0151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检验仪器使用与维修 李祖江编写 7-117-0151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伤历代医粹 丁继华,单文钵主编 7-117-0152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内分泌学 李永 等主编 7-117-0152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性病学 叶干运等主编 7-117-0152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年人的心理与疾病 刘振华,陈晓红编著 7-117-0152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1990 陈思聪主编 7-117-0152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合理营养与平衡膳食指南 陈艳云主编 7-117-0152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新编 申尊茂等主编 7-117-0152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活动矫治器的应用 詹淑仪主编 7-117-0153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的基本原理 祁 吉主编 7-117-0153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药物相互作用 朱建华编著 7-117-0153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陈次青编著 7-117-0153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 李培生主编 7-117-0153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门诊外科学 张金哲,陈晋杰主编 7-117-0154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医护手册 吴圣楣主编 7-117-0154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精神病学 翁永振主编 7-117-0154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技科室诊疗技术 谢立信主编 7-117-0154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科腹部手术 杨邦锡编著 7-117-0155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病基础与临床 徐克惠编著 7-117-015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外科理学诊断 吴祖尧,郁解非主编译 7-117-0155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足外科 毛宾尧主编 7-117-0155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物成分表:全国代表值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等编 7-117-0156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物成分表:全国分省值 王光亚主编 7-117-0156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阑尾变异与临床 徐金木编著 7-117-0156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 岑鹤龄等编 7-117-0156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的生化概要 郑建中编著 7-117-0156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外科年鉴.1990 《中国外科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156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寄生虫与临床 沈一平主编 7-117-0157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袁氏按导学 袁 靖编著 7-117-0157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电生理诊断学
(德)亚历山特里迪斯(Alexandridis,E.)，

(德)克勒斯特尔(Krastel,H.)著
7-117-0157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肿瘤学基础 王蘅文主编 7-117-0157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方剂手册 赖天松主编 7-117-0157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疾病:MR、CT、DSA与临床 隋邦森等编 7-117-0158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论坛:国际卫生发展杂志.1990年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58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问答,食品卫生分册 于守洋等主编 7-117-0158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品分析数理统计与质量控制 王叔淳编著 7-117-0158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用药及药理 王浴生，李文汉主编 7-117-015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针临床经验集要 张 吉等编著 7-117-0158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肿瘤内科手册 孙 燕等编 7-117-0158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午流注说奥 陈述堂编著 7-117-0159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腺外科 栾竟新, 许桂香编著 7-117-0159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膝关节外科 毛宾尧等主编 7-117-0159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医家医术介绍:求医指南 王　兵等编 7-117-0159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心理卫生 何德兰编著 7-117-0159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通报:选译.1991年第1期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59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鼠脑立体定位图谱 包新民，舒斯云著 7-117-0159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病问答 周冠虹主编 7-117-0159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疾病诊治图表指南 李仲孝，刘志发编 7-117-0160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致敏空气真菌学 叶世泰等编著 7-117-0160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钩端螺旋体病学 于恩庶等主编 7-117-0161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白内障手术及并发症 周朝晖编著 7-117-0161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心外科手术学 顾恺时主编 7-117-0162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论坛:国际卫生发展杂志.1990年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62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外科学.上册 石美鑫等主编 7-117-0163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外科学.下册 石美鑫等主编 7-117-0163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颈癌手术学 张其本编著 7-117-0163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1991 《中国内科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163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近代药学史 陈新谦,张天禄编著 7-117-0164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眼科学 廖品正主编 7-117-0164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外治疗法 尚德俊编著 7-117-0164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口腔医学年鉴.1990 《中国口腔医学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165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畸形 王素文，王邦康编译 7-117-0165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病中医临床手册 周仲瑛主编 7-117-0165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颅内肿瘤 罗世祺主编 7-117-0165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放射法规教程 王玉凯等编著 7-117-0165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1991 《中国药学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166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环境放射性水平与卫生评价 朱昌寿主编 7-117-0166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阿霉素的临床应用 王肇炎, 陈正玉, 赖清宏编 7-117-0166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论坛:国际卫生发展杂志.1991年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166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解剖学丛书,腹、盆部分册 韩永坚,刘牧之主编 7-117-0166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殖药理学 褚云鸿主编 7-117-0166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学古诊则 （明）卢之颐撰 7-117-0167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上册 郭霭春主编 7-117-0167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下册 郭霭春主编 7-117-0167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语译 郭霭春主编 7-117-0167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性论 高晓山主编 7-117-0167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骨科手册 毛宾尧,林圣洲主编 7-117-0168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手术学 苏应宽,刘新民主编 7-117-0168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默克诊疗手册.上 贝尔考(Berkow,Robert M.D.)主编 7-117-0169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默克诊疗手册.下 贝尔考(Berkow,Robert M.D.)主编 7-117-0169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二维超声解剖彩色图谱 魏 航主编 7-117-0169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手术图谱 萧玉峰编著 7-117-0169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学 何界生主编 7-117-017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糖尿病学 蒋国彦主编 7-117-0170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病理学 谷伯起主编 7-117-0170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清宫药引精华 陈可冀主编 7-117-0170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染色体方法学 刘权章等编写 7-117-0170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关节病理学 刘子君主编 7-117-0171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台北临床三十年 马光亚著 7-117-0171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家庭医学 刘 钦等主编 7-117-0171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肩部外科学 戴 戎主编 7-117-0171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皮肤病学 康克非等主编 7-117-0172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下颌阻生智齿 耿温琦编著 7-117-0172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药彩色图谱 阎文玫主编 7-117-0172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临床指导 吴英恺等主编 7-117-0172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色觉检查图 王克长编绘 7-117-0173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矫形技工学 赵云凤主编 7-117-0173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疾病临床手册 蒋彦永主编 7-117-0173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化学学习指导 赵复中主编 7-117-0173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寄生虫病外科合并症及其处理 陈 昭编著 7-117-017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质的实质与治疗:精神生活的康复 (日)森田正马著 7-117-0174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优生手册 严仁英,林佳楣主编 7-117-0175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临床药膳食疗学 冷方南等主编 7-117-0175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题解 韩子玉,凌光烈主编 7-117-0176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胃肠支持:肠外与肠内营养 蒋朱明,朱 预主编 7-117-017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灾之年无大疫:1991年救灾防病纪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 7-117-0176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监督法规汇编:1953-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监督司编 7-117-0176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脉经语译 沈炎南主编 7-117-0177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东垣医集 (金)李东垣撰 7-117-0178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与疾病 钟友彬编著 7-117-0179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血液病学 (德)汉佩尔(Heimpel,Hermann)主编 7-117-0180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罗有明正骨法 罗金殿编著 7-117-0180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1992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180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殖医学实验技术 程治平主编 7-117-01804-6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及人群防治 周北凡,吴锡桂主编 7-117-0180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职业流行病学 陈镜琼主编 7-117-0182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组织移植 易声禹,吴承远主编 7-117-0184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常用中医术语浅释 周喜德编著 7-117-0184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手术并发症 韩振藩,李冰清主编 7-117-0187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一册 彭怀仁主编 7-117-0188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二册 彭怀仁主编 7-117-0188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五册 彭怀仁主编 7-117-0188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六册 彭怀仁主编 7-117-0188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七册 彭怀仁主编 7-117-0188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八册 彭怀仁主编 7-117-0189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九册 彭怀仁主编 7-117-0189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十册 彭怀仁主编 7-117-0189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十一册 彭怀仁主编 7-117-0189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口腔科学 郑麟蕃,张震康主编 7-117-0189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诸病源候论养生方导引法研究 丁光迪编著 7-117-0190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 陈 奇主编 7-117-0190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病学 郑芝田主编 7-117-0190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颌外科学 张震康等主编 7-117-0190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教育学 上海医科大学,河北职工医学院主编 7-117-0193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行政执法与卫生行政诉讼 李天琨著 7-117-0194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植物性神经系统生理与临床 张荣宝等编 7-117-0195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的抢救与康复 赵明伦主编 7-117-0195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救治 白念峰编著 7-117-0196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放射学.上册 刘玉清等主编 7-117-0196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行为学 华西医科大学主编 7-117-0196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传播学 北京医科大学主编 7-117-019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传染病学 李梦东主编 7-117-0198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神经外科学 蒋先惠主编 7-117-0198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胰腺炎 [德]霍 恩(Horn,Johannes)著 7-117-0198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1993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198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碥 (清)何梦瑶撰 7-117-0198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生缺陷监测.第二版 李竹等主编 7-117-0199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心电图手册 阎 强,管栋梁编著 7-117-0200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性治疗学 吴恩惠等主编 7-117-0200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泌尿系统疾病影像诊断图谱 (德)勒 尔(Lohr,Eberhard)等著 7-117-0200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晶体植入学 谢立信主编 7-117-0201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药理学 杨藻宸主编 7-117-02016-4 人民卫生

实用腹部超声诊断学 曹海根,王金锐主编 7-117-0202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急诊医学 赵祥文主编 7-117-0204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哈里逊内科学.上册 (美)威尔逊(Wilson,Jean D.)等原著 7-117-0204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哈里逊内科学.中册 (美)威尔逊(Wilson,Jean D.)等原著 7-117-0204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哈里逊内科学.下册 (美)威尔逊(Wilson,Jean D.)等原著 7-117-0204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劳动卫生学 王 兰,刚葆琪主编 7-117-0204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物本草:点校本 (明)姚可成汇辑 7-117-02049-0 人民卫生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四册 彭怀仁主编 7-117-0205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材真伪鉴定 阎文玫主编 7-117-02055-5 人民卫生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三册 彭怀仁主编 7-117-0205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术解剖学 曹献廷主编 7-117-02058-X 人民卫生



中医大辞典 李经纬等主编 7-117-0205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病诊断与治疗学 叶任高,沈清瑞主编 7-117-0206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医学检验全书.上册 李影林主编 7-117-0208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医学检验全书.上卷 李影林主编 7-117-0208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医学检验全书.下册 李影林主编 7-117-0208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心脏病学 杨思源主编 7-117-0208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推拿手法技巧图解 王金柱主编 7-117-02092-X 人民卫生

中医临床妇科学 夏桂成主编 7-117-0209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统计方法 夏元瑞主编 7-117-0209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呼吸机治疗学 王保国主编 7-117-0210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血液学细胞学图谱 袁毓贤,李文成主编 7-117-0211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 毛焕元,杨心田主编 7-117-0212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病理学 刘彤华主编 7-117-02133-0 人民卫生

临床遗传学彩色图谱 刘权章主编 7-117-0217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肿瘤X线诊断学 王玉凯主编 7-117-0217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中草药名鉴,索引 谢宗万，余友芩主编 7-117-021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中草药名鉴.上册 谢宗万，余友芩主编 7-117-021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中草药名鉴.下册 谢宗万，余友芩主编 7-117-021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的临床检查 华 琦,陈秉良主编 7-117-0219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病学 梁扩寰主编 7-117-0219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护理学 杜 克,王守志主编 7-117-0220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森田疗法与新森田疗法 (日)大原浩一,(日)大原健士郎著 7-117-0220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手术图谱 董 中主编 7-117-0220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德医学大词典
汉英、汉法、汉德、汉日、汉俄医学大词典

编纂委员会[编]
7-117-0220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烧伤治疗学 黎 鳌主编 7-117-0221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表面活性剂在药学中的应用 钟静芬主编 7-117-0221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的诊断与治疗 (美)Theodore Krupin著 7-117-0222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胚胎学 刘 斌,高英茂主编 7-117-0222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第一卷 耿贯一主编 7-117-0222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治疗学 孔祥和主编 7-117-0223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脂蛋白与动脉粥样硬化 王克勤主编 7-117-0223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阻塞性肺病呼吸衰竭 朱继先等编著 7-117-0224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部CT诊断学 吴恩惠主编 7-117-0224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腰椎间盘突出症 胡有谷主编 7-117-0224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疑难病中医治疗及研究 鲍学全,仝小林主编 7-117-0224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小儿麻醉学 ( )Claude Saint-Maurice等主编 7-117-0224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医学标记示踪技术 王浩丹,周 申主编 7-117-0224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性功能障碍诊疗学 李曰庆等主编 7-117-0225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实用按摩保健图说 伦 新,荣 莉编绘 7-117-0225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环境卫生学 蔡宏道主编 7-117-0225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眼科门诊手术指南 吴乐正,高汝龙主编 7-117-0225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胃肠病学 杜嗣廉,郑明新主编 7-117-0226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病学 王海燕主编 7-117-0226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眼病学 阎洪禄,于秀敏主编 7-117-0226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临床辨证论治 李世珍等著 7-117-0226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会医学基本理论与方法 张方振主编 7-117-0227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实验动物学 方喜业主编 7-117-0227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症的电化学治疗 辛育龄主编 7-117-0227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学及检验 李影林主编 7-117-02280-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理学实验 章元沛主编 7-117-0228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手术学 黄志强等主编 7-117-0228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儿科学.上册 [诸福棠原主编] 7-117-0228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诸福棠实用儿科学.下册 吴瑞萍等主编 7-117-0228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检验医学问答 白继文主编 7-117-0229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膀胱外科 周荣祥主编 7-117-0229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全书.上册 李凤鸣主编 7-117-023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全书.下册 李凤鸣主编 7-117-023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全书.中册 李凤鸣主编 7-117-023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1995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230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英双解中医大辞典 原一祥等主编 7-117-0230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眼科全书 唐由之,肖国士主编 7-117-0231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 乔九胜等主编 7-117-0231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少林伤科 丁继华等点校 7-117-0231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家庭医学顾问 高东宸主编 7-117-0232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本草彩色图鉴.上卷,常用中药篇 钱信忠主编 7-117-0232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本草彩色图鉴.中卷,常用中药篇 钱信忠主编 7-117-02322-8精装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本草彩色图鉴.下卷,常用中药篇 钱信忠主编 7-117-0232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因工程药物:基础与临床 吴梧桐等编著 7-117-0232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络穴位与针灸概要 靳士英,金完成编著 7-117-0233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第二卷 耿贯一主编 7-117-0234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针罐疗法 朱运喜,刘文杰编著 7-117-0234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常用医学词汇 陈诚献主编 7-117-0234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肿瘤临床手册 刘长年编著 7-117-0235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各系统疾病与肾脏 董德长主编 7-117-0235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 董郡主编 7-117-0235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第三卷 耿贯一主编 7-117-0236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局部解剖操作 朱治远,韩子玉主编 7-117-0236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急诊学 秦桂玺等主编 7-117-0237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生长发育性疾病 魏书珍，张秋业主编 7-117-0237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指再植与再造 程国良，潘达德著 7-117-0237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中草药汇编.下册 谢宗万著 7-117-0237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中草药汇编.上册 谢宗万主编 7-117-023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考试指南 朱思明主编 7-117-0238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考试指南 朱思明主编 7-117-0238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 施玉英主编 7-117-0238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输血疗法与血液制剂 刘隽湘主编 7-117-0238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中草药汇编彩色图谱 《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编 7-117-0238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 贺志光主编 7-117-0238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学 陈灏珠主编 7-117-0239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学 王慕逖主编 7-117-0239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 于频主编 7-117-0239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语.第三册 邵循道，周璐玲主编 7-117-0239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职业医学 王莹等主编 7-117-0240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优生的实验室诊断 宋伯来,高秀荣编著 7-117-0240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神经病学 李德香等主编 7-117-0241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创伤学 黎鳌主编 7-117-0241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纤维化的基础研究及临床 程明亮,刘三都主编 7-117-0241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药物的临床应用 佟琳如,万瑞香主编 7-117-0241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病理学 孙为荣主编 7-117-0241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手外科手术 戴学山主编 7-117-0242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骨内科学 曹建中等主编 7-117-0242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骨关节损伤与疾病学 狄勋元等主编 7-117-0242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软组织损伤学 张兰亭等主编 7-117-0242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骨肿瘤学 汤成华等主编 7-117-0242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骨科诊断学 屈国衡等主编 7-117-0242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骨科手法学 朱建防等主编 7-117-0242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骨科手术学 王 耶等主编 7-117-0242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女营养学 庞文贞主编 7-117-024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皮肤科学 刘辅仁主编 7-117-0243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实用中风病大全 王新志等主编 7-117-0243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神经病学 黄如训等主编 7-117-0244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妇科临床手册 郭志强等主编 7-117-0244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临床手册 朴联友，张学丽主编 7-117-0244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临床手册 冯兴华，高荣林主编 7-117-0244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皮肤科临床手册 宋兆友主编 7-117-0245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中药手册 贺兴东，钟赣生主编 7-117-0245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外科临床手册 李国栋，赵树森主编 7-117-0245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儿科临床手册 王庆文，汪受传主编 7-117-0245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研究实例.第三卷 钱宇平,李立明主编 7-117-0245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电生理学和心脏起搏 陈新等主编 7-117-0245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成药中的药材薄层色谱鉴别 吕武清，龙新华主编 7-117-0245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临床手册 张惠明主编 7-117-0246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功能修复重建外科解剖学 徐达传主编 7-117-0246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实用本草.上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管理局，中国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编
7-117-0246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一卷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246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新生儿学 金汉珍等主编 7-117-0247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实用卫生事业管理大全 刘树茂等主编 7-117-0247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外科手术学 朱维继，吴汝舟主编 7-117-0247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默克老年病手册:第二版 (美)William B.Abrams等主编 7-117-0247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色盲检查图 俞自萍等绘著 7-117-0247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临床口腔正畸学:骨性错〓畸形矫治与成
人正畸

徐宝华主编 7-117-0247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手术图谱 (美)[欣曼]Frank Hinman，Jr。著 7-117-0248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学
(英)[J.斯塔克]J.Stark，(英)[M.de 勒瓦

尔]M.de Leval著
7-117-0248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医学冠名名词词典 彭文伟，徐秉锟主编 7-117-0248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麻醉学 孟庆云，柳顺锁主编 7-117-0249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内压增高症影像诊断 李联忠主编 7-117-0249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药理学 陈修等主编 7-117-0249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疗常规 谢立信主编 7-117-0250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外科学 段慧灵，胡继康主编 7-117-0250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眼科手册 杨钧主编 7-117-0250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罗氏正骨法 罗金殿，罗素兰主编 7-117-0250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十二指肠镜诊断与治疗 于中麟等编著 7-117-0251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麻醉学 刘俊杰,赵俊主编 7-117-0251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晶体植入学 谢立信，董晓光主编 7-117-0251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胸腔镜外科学 陈鸿义，王俊主编 7-117-0252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功能诊断学 于三新主编 7-117-0252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学及血液学检验 陶元 主编 7-117-0253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寄生虫学及寄生虫学检验 白功懋主编 7-117-0253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寄生虫学和寄生虫学检验 曾宪芳主编 7-117-0256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寄生虫学和寄生虫学检验 曾宪芳主编 7-117-0256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基础检验学 寇丽筠主编 7-117-025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基础检验学 俞善丁主编 7-117-0257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学和血液学检验 王鸿利主编 7-117-0257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生物学和微生物学检验 俞树荣主编 7-117-0257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学和免疫学检验 陶义训主编 7-117-0257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 陈洪铎主编 7-117-0257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生物学及微生物学检验 唐珊熙主编 7-117-0258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学及免疫学检验 杨廷彬主编 7-117-0258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龚耀先主编 7-117-0258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 倪宗瓒主编 7-117-0258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英语常用词辞典 洪班信主编 7-117-0258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药物学 陈新谦，金有豫主编 7-117-0259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治疗药物学 耿洪业，王少华主编 7-117-0260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
10.第二卷,指导手册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262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向导 李恩主编 7-117-0262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脑疾病X刀治疗学 杨开军等主编 7-117-0262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诊断及措施 李曼琼，罗艳华主编 7-117-0263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医学实验方法 汪谦主编 7-117-0263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针灸治疗学 李道生主编 7-117-0263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外循环手册 龙村主编 7-117-0264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食疗方全录 项平主编 7-117-0264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磁共振成像诊断学 李坤成主编 7-117-0264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微生物学实验技术及其应用 严杰等主编 7-117-0264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学.上册 陈灏珠主编 7-117-0266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学.下册 陈灏珠主编 7-117-0266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血液流变学 赵春亭，赵子文主编 7-117-0266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电图精粹 张崇嘏等编著 7-117-0266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手术学 李绍珍主编 7-117-0267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疾病营养学 何志谦编 7-117-0267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药物别名手册 谢惠民主编 7-117-0268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诊断与鉴别诊断 丁曼琳主编 7-117-0268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实习医师手册 屠振华，李金邦主编 7-117-0269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源性疾病:基础与临床 陈季强，唐法娣主编 7-117-0269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西医诊治学 吕仁和主编 7-117-0269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电图学 黄宛主编 7-117-0269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断层解剖学 苗华主编 7-117-0269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断层解剖学 苗华主编 7-117-0269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颈背腰痛中医治疗学 伊智雄，刘春英主编 7-117-0269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 李家泰主编 7-117-0270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底病学 张承芬主编 7-117-0271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中草药有效成分含量测定 陈发奎主编 7-117-0271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日语外来语词汇 李恩生主编 7-117-0271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日语外来语词汇:日英汉对照 李恩生主编 7-117-0271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老年保健全书 耿德章主编 7-117-0271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英汉药物词汇 胡凤銮等主编 7-117-0271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走出心灵的阴影:人的异常心理及其矫治 李秋洪，潘志清著 7-117-0272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物大全,西药卷 樊德厚,王永利主编 7-117-0272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物大全,中药卷 薛芳,许占民 7-117-0272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更年期保健新知 邢淑敏，张以文主编 7-117-0273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髓内钉内固定 罗先正，邱贵兴主编 7-117-0275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学复习考试指南 乐杰主编 7-117-0275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试题集 孔繁之主编 7-117-0276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试题集 孔繁之主编 7-117-0276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心肺脑复苏学 黄从新，程邦昌主编 7-117-0276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部综合征:第三版 [R.J.戈兰]Robert J. Gorlin等编著 7-117-0276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角膜接触镜 谢培英编著 7-117-0277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默克诊疗手册:第十六版 (美)[伯科]Robert M.D.Berkow主编 7-117-0277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肠病学 安阿玥主编 7-117-0277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病理生理学 谭基明主编 7-117-0277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痛证诊疗法 宋一同，刘献祥主编 7-117-0277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电损伤学 佟蔚庭，李敬录主编 7-117-0277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上腺疾病 叶章群主编 7-117-0278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肾脏病学 叶任高，刘冠贤主编 7-117-0278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统计学习题解答 何大卫主编 7-117-0278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实用脑电图学 (美)[J.R.休斯](John R.Hughes)著 7-117-0279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整形美容外科手册 戚可名主编 7-117-0279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科研基本思路和方法 贲长恩主编 7-117-0279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诊断手册 [美][P.E.S.帕尔默](P.E.S.Palmer)编著 7-117-0279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麻醉及体外循环 胡小琴主编 7-117-0279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1997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279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及生物化学检验 蒋秉坤主编 7-117-0282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优生学 严仁英主编 7-117-0283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治疗学 张舒心，刘磊主编 7-117-0284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营养学 张爱珍主编 7-117-0284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诊治轨范 武春发，康瑞庭主编 7-117-0284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检验质量控制 郑家齐主编 7-117-0285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彩色多普勒诊断学 陈常佩，陆兆龄主编 7-117-0285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癌根治手术学 陈峻青，夏志平主编 7-117-0285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病理学图谱 刘彤华主编 7-117-0285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家庭用药千千问 范正祥，王开云主编 7-117-0285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英常用医学词汇 叶敏,刘廷桢,李衍文编 7-117-0285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上册 张朝佑主编 7-117-0286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下册 张朝佑主编 7-117-0286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组织学技术 杜卓民编 7-117-0286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葡萄膜炎 杨培增，李绍珍主编 7-117-0286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少见心脏血管疾病 耿洪业编著 7-117-0286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注射剂 赵新先编著 7-117-0286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新剂型与新技术 陆彬主编 7-117-0287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颈癌手术学 张其本编著 7-117-0287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临床中药学.上册 雷载权，张廷模主编 7-117-0287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临床中药学.下册 雷载权，张廷模主编 7-117-0287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传染病学 李梦东主编 7-117-0287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厌氧菌与牙周病 陈莉丽等主编 7-117-0288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电图图谱 王思让,黄宛主编 7-117-0288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化制药学 林元藻等主编 7-117-0289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化制药学 林元藻等主编 7-117-0289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农村医生全书.上册 吴钟琪,胡冬煦主编 7-117-0289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农村医生全书.下册 吴钟琪,胡冬煦主编 7-117-0289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皮肤病性病图鉴 朱学骏等主编 7-117-0289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医学问答.上册 王士昌，谢宗仁主编 7-117-0289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医学问答.中册 张茂宏等主编 7-117-0289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外循环题集 龙村等编 7-117-0290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爱牙护齿百问百答 吴友农，刘格林主编 7-117-0290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考试指南 冯海光等主编 7-117-0290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髓病学 凌均棨主编 7-117-0290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营养学:第七版
( )[E.E.齐格勒]Ekhard E. Ziegler，( 

)[L.J.小法勒]L.J.Filer,Jr.著
7-117-0290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外腹腔镜手术学 张能维，陆少美主编 7-117-0290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医学问答.下册 叶舜宾等主编 7-117-0291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相关疾病 张长江主编 7-117-0291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
10.第三卷,字母顺序索引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291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激光医学 徐国祥主编 7-117-0291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现代介入诊疗技术 杨冬华主编 7-117-029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手术学.上册 朱通伯，戴尅戎主编 7-117-0291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手术学.下册 朱通伯，戴尅戎主编 7-117-0291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髋关节外科学 毛宾尧主编 7-117-0291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晶体植入术图谱 袁佳琴主编 7-117-0291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英语精编 王美德主编 7-117-0292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颈肩痛 周秉文主编 7-117-0292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通外科诊疗术后并发症及处理 杨金镛，崔自介主编 7-117-0292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证治学新诠 郭振球编著 7-117-0292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 梁茂新等著 7-117-0292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妇科病理学
(美)[E.埃尔南德斯]Enrique Hernandez，
(美)[B.F.阿特金森]Barbara F.Atkinson主

7-117-0292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磁共振血管成像 Anderson,Charles M.著 7-117-0293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和生物化学检验 康格非主编 7-117-0293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基础 殷磊主编 7-117-0294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 姚景鹏主编 7-117-0294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题解 赫明昌主编 7-117-0295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临床药理学 李文汉，胡仪吉主编 7-117-0296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少年近视眼的新防治 张继濂等编著 7-117-0296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物化学 徐晓利，马涧泉主编 7-117-0297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口腔科学 杨佑成，崔秀珍主编 7-117-0298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神经放射影像学 凌铎,李铁林主编 7-117-0298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输液学 王礼振主编 7-117-0299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医学检验参考值和异常结果分析 吴健民主编 7-117-0299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中药药理学 方文贤等主编 7-117-0300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下肢畸形外科 秦泗河主编 7-117-0300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小儿心电图学 梁 常主编 7-117-0300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诊疗手册 朱有华主编 7-117-0300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重症监护学 汪承滋等主编 7-117-0301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妇产科疾病诊断与治疗:第8版
(美)[A.H.德歇尔尼]Alan H.DeCherney，

(美)[M.L.佩尔诺尔]Martin L.Pernoll主编
7-117-0301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药彩色图谱 阎文玫主编 7-117-0301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精神保健与心理咨询 赵杰,韩杰主编 7-117-0301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诊疗技术 刘治民等主编 7-117-0301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丙型肝炎基础与临床 郝飞，余宙耀主编 7-117-0301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修复与再造 赵德伟主编 7-117-0302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心脏病学 马长生等主编 7-117-0302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危重病监测治疗学 应明英主编 7-117-0302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性溃疡病 郑芝田主编 7-117-0302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耳鼻咽喉科学 黄选兆，汪吉宝主编 7-117-0303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色谱法及其在医药中的应用 孙毓庆主编 7-117-0303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试题与题解,妇产科学分册 毛菊芳，汤希伟主编 7-117-0303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放射学 陈炽贤主编 7-117-0303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移植学 苏泽轩等主编 7-117-0303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移植学 苏泽轩等主编 7-117-0303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儿科学 汪受传主编 7-117-0304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动脉解剖模式图谱:正常及变异 姚家琪主编 7-117-0304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动脉解剖模式图谱:正常及变异 姚家琪主编 7-117-0304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瘢痕治疗学 蔡景龙，张宗学主编 7-117-0304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双解精选医学词典 白永权主译 7-117-0305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双解精选医学词典 [英]Elizabeth A.Martin主编 7-117-0305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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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306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理论与实践 邱蔚六主编 7-117-0306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成药分析 孟宪纾主编 7-117-0306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儿科疾病诊断与治疗:第12版 (美)(W.W.海,Jr.)William W.Hay,Jr.等主
编

7-117-0306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外科疾病诊断与治疗 Lawrence W.Way主编 7-117-030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临床肾脏病学 易著文主编 7-117-0306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中毒诊疗手册 武维恒等主编 7-117-0307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炎症性肠病 邓长生，夏冰主编 7-117-0307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基本药物:西药 陈敏章主编 7-117-0307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分子生物学 孙靖中，邹雄主编 7-117-0307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护理学 周昌菊，李乐之主编 7-117-0307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哮喘病学 李明华等主编 7-117-0307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科临床手册 樊明文，王邦康主编 7-117-0308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晕厥性疾病 唐其柱，许家琍主编 7-117-0308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皮肤病彩色图谱 虞瑞尧编著 7-117-0309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家庭保健大全 李秀英等编译 7-117-0309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常用药物词典 吴晴斋主编 7-117-0309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手册 石应康主编 7-117-0309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手册 石应康主编 7-117-0309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试题与题解,儿科学分册 钱琦等主编 7-117-0309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药理学与治疗学 周汉良，陈季强主编 7-117-031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试题与题解,内科学分册 徐新民等主编 7-117-031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心脏病学 王士雯，钱方毅主编 7-117-0310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疾病的微生物学基础 刘天佳主编 7-117-0310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科医学基础 吴春容主编 7-117-0310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儿童少年卫生学 叶广俊主编 7-117-0310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 陆以佳主编 7-117-0310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 郑修霞主编 7-117-0311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 朱延力主编 7-117-0311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等数学 毛宗秀主编 7-117-0311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等数学 毛宗秀主编 7-117-0311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剂学 毕殿洲主编 7-117-0311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分析 刘文英主编 7-117-0311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法医学 宋嗣荣主编 7-117-0311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护理实习指南 田民，马魁主编 7-117-0311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基础 董大钧主编 7-117-0311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古文习题集 段逸山主编 7-117-0312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和外周血管彩色多普勒诊断学 唐杰，董宝玮主编 7-117-0313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肿瘤学 沈志祥，欧阳仁荣主编 7-117-0313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基本操作处置技术 张福奎主编 7-117-0313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炮制学 叶定江，张世臣主编 7-117-0314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人体寄生虫分布与危害 许隆祺等主编 7-117-0314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针灸学 李文瑞,何保仪编 7-117-0315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纲目索引 郑金生等编 7-117-0315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症影像诊断学 孔祥泉等主编 7-117-03162-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药物治疗学 郭燕燕，周世梅主编 7-117-0316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尿动力学:第二版 (英)[P.艾布拉姆斯]Paul Abrams著 7-117-031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菌毒素与临床 罗海波等主编 7-117-0317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麦克明彩色人体解剖图谱
( )麦克明(Mcminn,R.M.H.),( )哈钦斯

(Hutchings,R.T.)著
7-117-0318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造心脏瓣膜与瓣膜置换术 张宝仁，朱家麟主编 7-117-0318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核医学 裴著果主编 7-117-0318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中西医论治 黄斌编著 7-117-0319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内科学.上册 陈敏章主编 7-117-0319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内科学.下册 陈敏章主编 7-117-0319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内科学.中册 陈敏章主编 7-117-0319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心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 李石虎主编 7-117-0319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眼科学 刘家琦，李凤鸣主编 7-117-0320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小手术学 许怀瑾主编 7-117-0320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精选本.上册 彭怀仁,项平主编 7-117-0320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精选本.下册 彭怀仁,项平主编 7-117-0320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胞因子研究方法学 孙卫民，王惠琴编著 7-117-0321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英医学检验词汇 邢文理主编 7-117-0321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骨科学 周秉文,潘达德主编 7-117-0321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实验诊断学 刘锡光主编 7-117-0321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实验诊断学 刘锡光主编 7-117-0321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疾病治疗学 罗祖明等主编 7-117-0323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椎疾病影像诊断学 李联忠主编 7-117-0324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试题与题解,外科学分册 郁宝铭，李清佩主编 7-117-0324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罕见病少见病的诊断与治疗 王成林，林贵主编 7-117-0324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全科医生手册 张宪安主编 7-117-0325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细菌检验与临床 张秀珍主编 7-117-0325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外科学 吕福林等主编 7-117-0325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本药与新药手册 吴景时等主编 7-117-0325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外科学 王澍寰主编 7-117-0325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艾滋病毒感染与艾滋病 张兴权，范江主编 7-117-0325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妇产科学.上册 曹泽毅主编 7-117-0326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妇产科学.下册 曹泽毅主编 7-117-0326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基础检验学实验指导 朱立华主编 7-117-0326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遗传学:问题与方法 [德][V.莫图尔斯基]Vogel Motulsky主编 7-117-0326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急症治疗手册 刘凤奎等主编 7-117-0326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物新用联用大全 贾公孚，谢惠民主编 7-117-0326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美容解剖学 李福耀主编 7-117-0326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美容解剖学 李福耀主编 7-117-0326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外科手术学 饶书城主编 7-117-0326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寄生虫学和寄生虫学检验实验指导 曾庆仁主编 7-117-0327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 倪沛洲主编 7-117-0327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 倪沛洲主编 7-117-0327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药数理统计方法 刘定远主编 7-117-0327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 徐叔云主编 7-117-0327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学和免疫学检验实验指导 尹学念主编 7-117-0327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管理学 杨英华主编 7-117-0327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导论 潘孟昭主编 7-117-0327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心理学 戴晓阳主编 7-117-0327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学 王鸿儒主编 7-117-0328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上册 孙毓庆主编 7-117-0328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上册,仪器分析 孙毓庆主编 7-117-0328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实验 司传平主编 7-117-0328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基础 李向中主编 7-117-0328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英语构词纵览 华仲乐，郁正芬编著 7-117-0330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 王永炎，鲁兆麟主编 7-117-0330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眶病学 宋国祥主编 7-117-0330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 程莘农主编 7-117-0331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下册 孙毓庆主编 7-117-0331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下册,仪器分析 孙毓庆主编 7-117-0331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新药手册 解斌主编 7-117-0331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纲目药物彩色图鉴 谢宗万主编 7-117-0331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 郑守曾主编 7-117-0332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外科学 谭新华，陆德铭主编 7-117-0332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医胆病学 朱培庭，朱世敏主编 7-117-0332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分子生物学 徐松德，张建业主编 7-117-0333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口腔科学 郑麟蕃,张震康主编 7-117-0333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X线摄影学 袁聿德主编 7-117-0333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心血管内科学教科书 (美)Eugene Braunwald主编 7-117-0333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学 王新房主编 7-117-0334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医学英语文选 洪班信主编 7-117-0334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儿科药物手册 李文汉主编 7-117-0334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寄生虫与临床 沈一平主编 7-117-0335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艾滋病的口腔表征及医护人员的防护 栾文民主编 7-117-0335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临床手册 邓民芳主编 7-117-0335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原理 周和岭编著 7-117-0336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西医结合神经病学 孙怡，杨任民主编 7-117-0336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眼科学 李传课主编 7-117-0336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 朱文锋主编 7-117-0336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论坛:国际卫生发展杂志.第19卷
(1998年 第1～4期)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339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论坛:国际卫生发展杂志.第19卷
(1998年 第1～4期)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339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症的放射治疗实用手册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340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甲状腺疾病 高绪文，李继莲主编 7-117-0340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膝关节外科的基础和临床 王亦璁主编 7-117-0341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膝关节外科的基础和临床 王亦 主编 7-117-0341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发热疾病的诊断与病例分析 林兆谦编著 7-117-0341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诊断学 王纯正，徐智章主编 7-117-0341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活检病理诊断图鉴 邹万忠主编 7-117-0341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针吸取细胞病理学:癌症早期诊断现代技术 舒仪经，阚秀主编 7-117-0342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 蔡景峰,李庆华主编 7-117-0343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 蔡景峰等主编 7-117-0343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邓铁涛，程之范主编 7-117-0343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 李经纬，林昭庚主编 7-117-0343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肝脏象现代研究与临床 金益强主编 7-117-0343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门诊外科学 张金哲，陈晋杰主编 7-117-0344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诊疗技术 陈文彬，程德云主编 7-117-0344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性赋白话解 高学敏，李兴广编写 7-117-0344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 吴希如，林庆主编 7-117-0344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危重病诊治 杨志寅主编 7-117-0345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肿瘤急症学 银正民主编 7-117-0345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默克家庭诊疗手册 (美)[R.伯科]Robert Berkow主编 7-117-0345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际疾病分类,神经学分册 董景五编译 7-117-0345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卫生化学 许春向，邹学贤主编 7-117-0346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家驷外科学.上册 吴阶平，裘法祖主编 7-117-0346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家驷外科学.下册 吴阶平，裘法祖主编 7-117-0346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家驷外科学.中册 吴阶平，裘法祖主编 7-117-0346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心律失常诊断图谱 吴杰，张存泰主编 7-117-0347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病理 李青，宋建华编著 7-117-0347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临床外科词典 谭基明主编 7-117-0347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血液病临床手册 黄绍良主编 7-117-0348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礼仪 徐国庆主编 7-117-0348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礼仪 徐国庆主编 7-117-0348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濒湖脉学白话解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教研室编 7-117-0349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手术图谱 何守志主编 7-117-0349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 李立明主编 7-117-0349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结核病学 谢惠安等主编 7-117-0350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问答.上册 李恩等主编 7-117-0350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问答.下册 李恩等主编 7-117-0350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名词解释 文继舫主编 7-117-0350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林巧稚妇科肿瘤学 连利娟主编 7-117-0351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胞周期--材料和方法 张世馥主译 7-117-0351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胞周期:材料和方法 [M.帕加诺]M.Pagano著 7-117-0351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修复学 徐君伍主编 7-117-0351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正畸学 傅民魁主编 7-117-0351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组织病理学 于世凤主编 7-117-0352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解剖生理学 皮昕主编 7-117-0352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陈炳卿主编 7-117-0352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 梁友信主编 7-117-0352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毒理学基础 张桥主编 7-117-0352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学习指导 陈炳卿主编 7-117-0352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解剖生理学 龚茜玲主编 7-117-0352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化学 侯新朴主编 7-117-0353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机化学 许善锦主编 7-117-0353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基础 赵汝良主编 7-117-0353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学 孙云桥主编 7-117-0353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 蔡中民主编 7-117-0353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实习医师手册 石一复主编 7-117-0354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实习医师手册 吴在德主编 7-117-0354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治疗学 李清美等主编 7-117-0354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实习医师手册 吴希如主编 7-117-0355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临床药物手册 冯富兰，孔颖伦主编 7-117-0355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图表解 周学胜主编 7-117-035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和药物治疗学.上册 杨藻宸主编 7-117-0355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和药物治疗学.上册 杨藻宸主编 7-117-0355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和药物治疗学.下册 杨藻宸主编 7-117-0355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天畸形学 李正等主编 7-117-0355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诱发电位学 潘映辐主编 7-117-0356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中毒与急救 邱厚兴等主编 7-117-0356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荧光基础:实验新原理及其临床新应用 (德)[W.B.斯托赫]Wulf B.Storch主编 7-117-0356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颞下颌关节病的基础与临床 马绪臣主编 7-117-0356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腺外科 沈魁等主编 7-117-0356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部X线诊断基础 谢宝玙编著 7-117-0357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水与电解质平衡 陈敏章，蒋朱明主编 7-117-0357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常见病诊疗手册 孙正主编 7-117-0357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脑损伤诊治 易声禹，只达石主编 7-117-0357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结果的评价 巫向前主编 7-117-0357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医对药方 田代华主编 7-117-0357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内科学 张文武主编 7-117-0358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疾病鉴别诊断学 邝贺龄编著 7-117-0358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听诊 罗建中编著 7-117-0359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烧伤创伤微量元素学 孙永华，蔡景龙主编 7-117-0359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针灸治疗学 戴秋孙，沈巧云编著 7-117-0359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毒学:基础与临床 王得新编著 7-117-0359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流行病学 李世绰等主编 7-117-0360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见非合理用药 张安年等主编 7-117-0360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病CT诊断学 戴汝平主编 7-117-0361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 姚乃礼主编 7-117-0361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外科手术学 王果，李振东主编 7-117-0361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肌电图学 卢祖能等主编 7-117-0361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Storz眼科手册 李美玉主编 7-117-0361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喉科手术学 王天铎主编 7-117-0361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疾病诊治 吴祥德，董守义主编 7-117-0362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学彩色图谱 成令忠等主编 7-117-0362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染色技术 刘增辉主编 7-117-0362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防癌抗癌食品指南 张宏才主编 7-117-0362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双眼立体视觉检查图 金贵昌等著 7-117-03632-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外科学 胡同增，张自云主编 7-117-0363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育健康服务及其研究:理论与实践 张开宁主编 7-117-0363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医学词汇 陆再英等主编 7-117-0363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医学词汇 主编陆再英 ... [等] 7-117-0363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技术 王伯沄等主编 7-117-036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助产士手册 冯玉昆，周凤仙主编 7-117-036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青光眼 周文炳主编 7-117-0367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克氏外科学
(美)[D.C.沙比斯通]David C.Sabiston,Jr.

主编
7-117-0367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消化病诊治 高绪文等主编 7-117-0367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标准概论 史安俐等主编 7-117-0367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常用疑难疾病的诊治与特殊用药 姚裕家主编 7-117-0368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肌瘤 王世阆主编 7-117-0368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荧光和免疫荧光染色技术及应用 许屏编著 7-117-0368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律失常学:电生理和治疗.上册 陈新主编 7-117-0368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律失常学:电生理和治疗.下册 陈新主编 7-117-0368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支原体与支原体病 曹玉璞，叶元康主编 7-117-0369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小儿耳鼻咽喉科学 郭玉德主编 7-117-0369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实用本草.中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管理局，中国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编
7-117-0369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实用本草.下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管理局，中国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编
7-117-0370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膜透析 刘伏友，彭佑铭主编 7-117-0370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DNA遗传标记 李生斌著 7-117-0370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性腹泻病 聂青和主编 7-117-0370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脑MRI诊断与鉴别诊断 李联忠等主编 7-117-0370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病诊治精粹 叶任高等主编 7-117-0370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症理论与实践 张亚林主编 7-117-0371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Internet生物医学应用 王铁城等主编 7-117-0372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胞凋亡的基础与临床 彭黎明，王曾礼主编 7-117-0372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诊疗精粹 余孝良主编 7-117-0373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常见恶性肿瘤诊断与治疗规范 曹泽毅主编 7-117-0373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超声心动图学指南 阎鹏主编 7-117-0373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断层解剖学 张雪林主编 7-117-0374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物治疗学 罗德诚，陈文彬主编 7-117-0374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药临床指南 薛春生主编 7-117-0374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阴道镜图谱 张志胜主编 7-117-0374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病学 郑芝田主编 7-117-0375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自由基医学研究方法 庞战军等著 7-117-0375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AO ASIF脊柱内固定 ()[M.埃比]M.Aebi等主编 7-117-0375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南丁格尔传 (英)塞西尔.伍德翰姆-史密斯著 7-117-0375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南丁格尔传:1820～1910(全译本)
(英)塞西尔·伍德翰姆-史密斯(Cecil 

Woodham-Smith)著
7-117-0375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疾病诊治失误案例 金志勤主编 7-117-0375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急救与危重症抢救技术图解 樊寻梅，何庆忠主编 7-117-0376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学 黎晓新，王景昭主编 7-117-0376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古文 段逸山主编 7-117-0376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试题与题解.诊断学分册 王鸿利,巫向前等主编 7-117-0376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麻醉药理学 陈伯銮主编 7-117-0376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并人工晶体植入 马伊等编著 7-117-0377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用技术操作规程与医疗事故鉴定要点 黄俊辉主编 7-117-0377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 熊曼琪主编 7-117-0377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血栓病学 孔宪明等主编 7-117-0377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感染 左绪磊主编 7-117-0377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生殖系统急症 贾汝汉等主编 7-117-0378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营养学 何志谦主编 7-117-0378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质疏松症:临床前评价和临床试验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378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 陈纪藩编著 7-117-0378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经 王洪图主编 7-117-0378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学 孙国杰主编 7-117-0378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学.上册 高学敏主编 7-117-037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学.下册 高学敏主编 7-117-037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理学 沈映君主编 7-117-0379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温病学 彭胜权主编 7-117-03792-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病手册 周明行主编 7-117-0379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麻醉学 王恩真主编 7-117-0379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评定 王玉龙主编 7-117-0379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医学问答.上册 李恩等主编 7-117-0379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医学问答.下册 李恩等主编 7-117-0379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角膜移植学 谢立信著 7-117-0379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外科学 王吉甫主编 7-117-0380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现代治疗 胡大一等主编 7-117-0381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肾脏病基础与临床 杨霁云，白克敏主编 7-117-0381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尿流改道和膀胱替代成形术 叶章群主编 7-117-0381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内肿瘤影像与病理图谱 崔世民等主编 7-117-0381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颈疾病 石一复主编 7-117-0381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理常规 吴敏主编 7-117-0382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麻醉实施程序 刘先义主编 7-117-0382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默克诊疗手册:世纪版 (美)Mark H.Beers，(美)Robert Berkow主
编

7-117-0382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罗云坚，余绍源主编 7-117-0382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黄培新，刘茂才主编 7-117-0382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林毅，蔡炳勤主编 7-117-0382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司徒仪，杨家林主编 7-117-0382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罗笑容主编 7-117-0382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冯维斌，刘伟胜主编 7-117-0382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黄春林主编 7-117-0383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男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陈志强，江海身编著 7-117-0383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杨霓芝，黄春林主编 7-117-0383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科专病与风湿病中医临床诊治 熊曼琪，邓兆智主编 7-117-0383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梁冰，葛志红主编 7-117-0383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刘伟胜，徐凯主编 7-117-0383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与耳鼻喉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张梅芳，李云英主编 7-117-0383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陈达灿，禤国维主编 7-117-0383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陈达灿等主编 7-117-0383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疾病诊治失误案例 常勇刚主编 7-117-0384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邓晋丰，钟广玲主编 7-117-0384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达万明，裴雪涛主编 7-117-0384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急救学 张家骧等主编 7-117-0384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诊疗手册 罗祖明主编 7-117-0385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病诊疗手册 雷秉钧主编 7-117-0385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病诊疗手册 林懋贤主编 7-117-038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诊断学 欧阳墉主编 7-117-0386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2000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386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注册的国际技术要求:中英对照,质量部
分

ICH指导委员会著 7-117-0386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药物治疗学 宋文宣等主编 7-117-0387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系内镜检查 张旭主编 7-117-0387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神经系统疾病鉴别诊断与治疗 ( )Gerald M.Fenichel主编 7-117-0387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 毛焕元，曹林生主编 7-117-0387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科速查 张方林编 7-117-0388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治疗学 孙明主编 7-117-0388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药物手册 张家铨等编 7-117-0388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理论与实践 吴一龙主编 7-117-038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实用中药质量控制技术 苗明三，李振国主编 7-117-0388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实用中药栽培养殖技术 孔令武，孙海峰主编 7-117-0389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朗文医学大辞典 (美)Ruth Koenigsberg主编 7-117-0389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 周爱儒主编 7-117-0389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姚泰主编 7-117-0389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姚泰主编 7-117-0389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 陈慰峰主编 7-117-0389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学 叶任高主编 7-117-0389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学 吴在德主编 7-117-0389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学 乐杰主编 7-117-0389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 叶葶葶主编 7-117-0389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 金惠铭主编 7-117-0390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物理学 张泽宝主编 7-117-0390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电子学基础 高翠霞主编 7-117-0390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设备学 张里仁主编 7-117-0390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学 张云亭，袁聿德主编 7-117-0390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放射学 郭启勇主编 7-117-0390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诊断学 马绪臣主编 7-117-0390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学 邱蔚六主编 7-117-0390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预防医学 卞金有主编 7-117-0391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少年卫生学 叶广俊主编 7-117-0391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化学 胡曼玲主编 7-117-0391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统计学 倪宗瓒主编 7-117-0391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解剖学 张励才主编 7-117-0391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病医学 曾因明主编 7-117-0392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药理学 段世明主编 7-117-0392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麻醉学 徐启明，李文硕主编 7-117-0392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设备学 郑方，范从源主编 7-117-0392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生理学 谭秀娟，李俊成主编 7-117-0392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营养学 张爱珍主编 7-117-0392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五官科护理学 张龙禄主编 7-117-0392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护理 贾春华主编 7-117-0392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学 陈彦方主编 7-117-0393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护理学 殷磊主编 7-117-0393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 左月燃，邵昌美主编 7-117-0393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护理 李继坪主编 7-117-0393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化学 庞茂林主编 7-117-0393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钟国隆主编 7-117-0393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 张卓然主编 7-117-0393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 陈兴保主编 7-117-0393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 李德主编 7-117-0393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学 刘应麟主编 7-117-0393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马存根主编 7-117-0394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 李元建主编 7-117-0394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学 王慕逖主编 7-117-0399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 金有豫主编 7-117-0399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 吴先国主编 7-117-0399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科学育儿百法 索钧编著 7-117-0400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疼痛诊疗学 谭冠先主编 7-117-0401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学 彭文伟主编 7-117-0402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学 彭文伟主编 7-117-0402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专业英语,阅读二分册 张宏清主编 7-117-0403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专业英语,写作分册 白永权总主编 7-117-0403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学 陈学敏主编 7-117-0403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学实习指导 陈学敏主编 7-117-0403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 杨光华主编 7-117-0404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 陆德源主编 7-117-0404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寿世保元 (明) 龚廷贤撰 7-117-0404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常用药物手册 徐淑秀，蒋志文主编 7-117-0404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用药精要 许树梧主编 7-117-0404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围产医学 曹缵孙，苟文丽主编 7-117-0404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实用中药鉴别技术 张贵君编著 7-117-0405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修复重建外科学 杨志明主编 7-117-0405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性磁共振成像 ( )J.F.Debatin，( )G.Adam主编 7-117-0405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内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王清图等主编 7-117-0405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学 陈文彬主编 7-117-0406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 吴恩慧主编 7-117-0406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 柏树令主编 7-117-0406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统计学实习指导 倪宗瓒主编 7-117-0410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管胃静脉曲张内镜治疗 刘浔阳主编 7-117-0410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遗传病学 王培林主编 7-117-0411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妇产科护理模式 周昌菊等主编 7-117-0412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保健食品的进展 于守洋，崔洪斌主编 7-117-0412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肿瘤学 孙燕主编 7-117-0412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疾病彩色图谱 付丽著 7-117-0412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病药物手册 魏旭东等编著 7-117-0413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神经外科学 吴承远，刘玉光主编 7-117-0413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疾病综合管理 刘克玲等主编 7-117-0413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疾病综合管理(图册) 刘克玲等主编 7-117-0413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医学英语文选.续编 洪班信主编 7-117-0414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注册的国际技术要求:中英对照,安全性
部分

ICH指导委员会[编] 7-117-0414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皮肤病学基础.上册 张学军等主编 7-117-0414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皮肤病学基础.下册 张学军等主编 7-117-0414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人体解剖彩色图谱 李瑞祥主编 7-117-0414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症与急救 陆一鸣主编 7-117-0415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儿科急救 王吉安等主编 7-117-0415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怎样看化验单 陈家绰，朱丹华编著 7-117-0415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胃肠病 向荣成，厉有名主编 7-117-0415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疾病中西医治疗 陈永辉主编 7-117-0416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治疗学 (美)E.E.Vokes(美)H.M.Golomb主编 7-117-0416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哮喘病药物治疗学 李明华等主编 7-117-0418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量元素与疾病诊断及治疗 于占洋，侯哲主编 7-117-0418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磁成像技术及其临床应用 郑以勤等编著 7-117-0419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离子通道与心脑血管疾病:基础与临床 贾宏钧等主编 7-117-0421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内镜学 夏恩兰主编 7-117-0421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妇产科学 顾美皎主编 7-117-0422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皮肤组织病理学 高天文，孙建方主编 7-117-0422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非处方药手册 吴景时等主编 7-117-0422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前列腺外科 张玉海，邵强主编 7-117-0422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电子监护学 程志厚，宋树良主编 7-117-0422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肿瘤 (法)Nicolas Daly-Schveitzer著 7-117-0422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疾病诊断和鉴别诊断 葛宏发，李慎勤主编 7-117-0423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诊疗精粹 胡国龄主编 7-117-0423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诊疗精粹 胡国龄主编 7-117-0423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 王新华主编 7-117-04232-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 王新华主编 7-117-04232-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仪器学 曾照芳，翟建才主编 7-117-0423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解毒药物治疗学 李焕德主编 7-117-0423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男生殖系肿瘤 周荣祥，程继义主编 7-117-0423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外科学 黄洁夫主编 7-117-0423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版国家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阐释 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策划 7-117-0424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版国家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习题精选
与答案解析

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策划 7-117-0424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高等数学 张选群主编 7-117-042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物理学 胡新珉主编 7-117-0424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化学 魏祖期主编 7-117-0424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 吕以仙主编 7-117-0424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 彭裕文主编 7-117-0424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邹仲之主编 7-117-0425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学 王维治主编 7-117-0425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学 主编 郝伟 7-117-0425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学 惠延年主编 7-117-0425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学 田勇泉主编 7-117-0425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 张学军主编 7-117-0425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中医内科诊断治疗学 吴承玉主编 7-117-0426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放射学:非血管性 李麟荪，贺能树主编 7-117-0426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生理学.上册 姚泰主编 7-117-042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生理学.下册 姚泰主编 7-117-042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生理学.下册 姚泰主编 7-117-042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医学诊断与治疗 [美]Lawrence M.Tierney,Jr.等主编 7-117-0427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疑难病 杨于嘉，曹励之主编 7-117-0428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神经系统磁共振成像诊断图谱 金延方，马林主编 7-117-0428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与关节损伤 王亦璁主编 7-117-0428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风湿病学.上册 娄玉钤主编 7-117-0428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风湿病学.下册 娄玉钤主编 7-117-0428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风湿病学.下册 娄玉钤主编 7-117-0428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风湿病学.中册 娄玉钤主编 7-117-0428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风湿病学.中册 娄玉钤主编 7-117-0428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版国家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模拟试卷 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策划 7-117-0428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版国家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
阐释

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策划 7-117-0428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版国家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模拟
试卷

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策划 7-117-0428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版国家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习题
精选与答案

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策划 7-117-0429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创伤骨科诊治失误对策 胡广编著 7-117-0429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英汉汉英医学词典 李慎廉，武广华主编 7-117-0429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对照医务英语会话 王文秀，冯永平主编 7-117-0429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乙型肝炎基础和临床 张抗先编著 7-117-0429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HIV分子诊断实验手册 马文丽等主编 7-117-0429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检查程序指南 戴建平等主编 7-117-0429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肿瘤基因诊断与治疗 糜若然，瞿全新编著 7-117-0429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流行病学 谭红专主编 7-117-0430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肿瘤临床病理学 田扬顺主编 7-117-0430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根管治疗学 王晓仪主编 7-117-0430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概念剖宫产 周基杰，周俊卿编著 7-117-0430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三维适形放疗临床实践:CT模拟与三维计划 郑小康，陈龙华主编 7-117-0430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鼻内窥镜外科学 韩德民主编 7-117-0430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血细胞学图谱 王淑娟等主编 7-117-0430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诊断 李萍主编 7-117-0431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主动脉外科 沈宗林，姬尚义主编 7-117-0431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化学 贲长恩，李叔庚主编 7-117-0431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学.上册 陈灏珠主编 7-117-0431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学.下册 陈灏珠主编 7-117-0431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血液病基础与临床 廖清奎主编 7-117-0431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用辅助检查手册 吕厚山，王吉善主编 7-117-0431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整形外科手术学 [美]Gregory R.D.Evans主编 7-117-0431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胡大一，黄元铸主编 7-117-0432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病流行病学 叶冬青主编 7-117-0432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注册的国际技术要求:中英对照,临床部
分

ICH指导委员会[编] 7-117-0432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证医学:21世纪的临床医学 王家良主编 7-117-0432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学.上册 施杞，王和鸣主编 7-117-0432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学.下册 施杞，王和鸣主编 7-117-0432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外科诊断和鉴别诊断学 韩积义，崔自介主编 7-117-0432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手册 邱蔚六，张志愿主编 7-117-0433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医生临床实用技术指南 沈延政主编 7-117-0434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部疾病诊断与治疗
[美]M.Gabriel Khan，[美]Joseph P.Lynch 

III著
7-117-0434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艾滋病 曾庆平主编 7-117-0434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性痴呆 王德生，张守信主编 7-117-0435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内腔镜摄影图谱 经浩，刘定益编著 7-117-0439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岛素抵抗综合征 李秀钧主编 7-117-0440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病保健与单验方 贝新法，江凤鸣编著 7-117-0441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口腔科学.上卷 王翰章主编 7-117-0442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口腔科学.下卷 王翰章主编 7-117-0442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口腔科学.中卷 王翰章主编 7-117-0442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 刘力生主编 7-117-0442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 刘力生主编 7-117-0442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检验医学诊断技术 白继文主编 7-117-0442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用药选择 赵淑文等主编 7-117-0442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免疫学 杨锡强主编 7-117-0442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传播疾病的实验室诊断 ( )E.Van Dyck等著 7-117-0442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镜学 张阳德主编 7-117-0443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麻醉学多选题 傅润乔主编 7-117-0443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物学 主编 康晓慧 7-117-0447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修复学 马轩祥主编 7-117-0448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实验方法学 徐叔云等主编 7-117-0449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耳鼻咽喉口腔科学 王永钦主编 7-117-0450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手册 [美]Steven P.Marso等主编 7-117-0450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腹症影像学 黄进等主编 7-117-0450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食品卫生学 陈炳卿等主编 7-117-0450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动物实验方法学 孙敬方主编 7-117-0451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肾功能衰竭 陈孝文等主编 7-117-0451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学 孔秋英，谢红宁主编 7-117-0451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护理与保健 于兰贞等主编 7-117-0452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炎及其后果:急性与慢性肝病的诊断、治疗
和预防

(德)Klaus-Peter Maier著 7-117-0452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外伤与眼科急症处理 [美]Mathew W.MacCumber主编 7-117-0452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肿瘤学 董志伟，谷铣之主编 7-117-0453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体修复学 王光华等编著 7-117-0453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引起的神经精神不良反应 匡培根主编 7-117-0453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肿瘤PET图谱:PET与CT和MRI对比 ( )H.Bender等著 7-117-0453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内冠外精密附着体 姚江武编著 7-117-0454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卒中 黄如训，苏镇培主编 7-117-0454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介入治疗:从临床试验到临床实践 刘海波，徐波主编 7-117-0454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2001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117-0454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见染色体病诊疗手册 石东红，张珂主编 7-117-0454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治疗学 石学敏主编 7-117-0454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生理学 阎洪禄，于秀敏主编 7-117-0454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哮喘临床手册 [法]P.Godard等[著] 7-117-0455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实践:2001 胡大一，马长生主编 7-117-0455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介入治疗:技术与策略 马长生主编 7-117-0455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磁共振局部解剖与功能图谱 ()J.C.Tamraz,()Y.G.Comair著 7-117-0455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学 沈渔邨主编 7-117-0455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基础科学:骨关节肌肉系统生物学和生物
力学

(美)Joseph A.Buckwalter等主编 7-117-0456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近视手术治疗学 李镜海，肖瑛主编 7-117-0457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症麻醉学 曾邦雄主编 7-117-0457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与脊髓CT、MRI诊断学图谱 李联忠，陶慕圣主编 7-117-0457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诊疗技术 孔宪明, 高海青主编 7-117-0457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人体解剖彩色图谱 主编李瑞祥 7-117-0458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糖尿病学 张蕙芬等主编 7-117-0458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病诊疗与预防 叶顺章，邵长庚主编 7-117-0458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血脂异常——基础与临床 向伟主编 7-117-0459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精神卫生与康复 许亮等主编 7-117-0459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肠与直肠外科学 (美)Marvin L.Corman主编 7-117-0459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粘液相互
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460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学.上册 廖二元，超楚生主编 7-117-046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学.下册 廖二元，超楚生主编 7-117-046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病 傅文录主编 7-117-0460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脑血管病 史大卓，李立志主编 7-117-0460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病 李元文，张丰川主编 7-117-0460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病 黄瑛，达美君主编 7-117-0460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病 梁冰主编 7-117-0460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病 吴艳华，郭桃美主编 7-117-0460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脾胃病 张声生主编 7-117-0460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病 肖达民主编 7-117-0460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胆病 刘燕玲，洪慧闻主编 7-117-0461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妇幼保健手册 潘建平等主编 7-117-0461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病案300例诊断策略 于皆平等主编 7-117-0461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解剖学 朱长庚主编 7-117-0461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恶性肿瘤的术后治疗 李佩文主编 7-117-0461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 李忠主编 7-117-0461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外科学 皮执民主编 7-117-0462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治疗学实践.上卷 黄从新等主编 7-117-0462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治疗学实践.下卷 黄从新等主编 7-117-0462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治疗学实践.中卷 黄从新等主编 7-117-0462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理学彩色图谱 吴秀枝等主编 7-117-0462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纵轴内镜超声诊断及介入技术 孙思予主编 7-117-0463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老年医学.上册 耿德章主编 7-117-0463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老年医学.下册 耿德章主编 7-117-0463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型颅脑损伤救治规范 只达石等主编 7-117-0463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髋关节外科学 毛宾尧主编 7-117-046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病个体化治疗 张建，华琦主编 7-117-0464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进展.2001 苏定冯等主编 7-117-0464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特检诊断 夏同礼主编 7-117-0464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年世界卫生报告:精神卫生：新的了解，
新的希望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464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感染药物合理应用 王海生主编 7-117-0465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动脉栓塞文集 程显声主编 7-117-04652-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害临床防治大全 贾公孚，谢惠民主编 7-117-0465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整体护理实践 成翼娟主编 7-117-0465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病 陶晓华主编 7-117-0465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人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 黄金，姜冬九主编 7-117-0466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功能学实验 邓世雄主编 7-117-0466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 [美]Michael H.Ebert等主编 7-117-0466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师典 叶任高，黄锋先主编 7-117-0466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外科手术学 梁发启主编 7-117-0466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口腔病理学 章魁华，于世凤主编 7-117-0468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肝胆系统疾病 段恕诚等主编 7-117-0468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切口白内障手术 林振德，李绍珍主编 7-117-0468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涎腺疾病 马大权主编 7-117-0469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临床用药 陈自励，李凤英编著 7-117-0469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学新理论和新技术 李文益，陈述枚主编 7-117-0469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手册 李石，许国铭主编 7-117-0469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药理学研究进展 张均田主编 7-117-0469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围手术期心血管药物的应用 邓小明，李文献主编 7-117-0470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医学统计学 方积乾，陆盈主编 7-117-0470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异位妊娠 林俊主编 7-117-0470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围生期超声多普勒诊断学 主编陈常佩，陆兆龄 7-117-0470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围生期超声多普勒诊断学 主编陈常佩，陆兆龄 7-117-0470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门诊外科学 许怀瑾主编 7-117-0470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病临床诊治 坂元吾伟主编 7-117-0470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感染病学 宫道华, 吴升华主编 7-117-0471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功能衰竭 顾长海，王宇明主编 7-117-0471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总论卷 总主编吴恩惠 7-117-0471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骨肌系统卷 吴恩惠总主编 7-117-0471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超声诊断学卷 吴恩惠总主编 7-117-0471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乳腺卷 吴恩惠总主编 7-117-0471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遗传病学 刘焯霖等主编 7-117-0471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配型技术与临床应用 谭建明等主编 7-117-0471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泌尿生殖系统卷 吴恩惠总主编 7-117-0471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消化系统卷 吴恩惠总主编 7-117-0472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头颈部卷 吴恩惠总主编 7-117-0472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呼吸系统卷 吴恩惠总主编 7-117-0472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肠内营养 蒋朱明，吴蔚然主编 7-117-0472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血管外科学 主编兰锡纯, 冯卓荣 7-117-0472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皮肤性病诊断与治疗 冉玉平主编 7-117-0472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基本药物,西药 邵明立主编 7-117-0472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微生物学及检验技术 王秀茹主编 7-117-0473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影像核医学卷 吴恩惠总主编 7-117-0473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鉴别诊断手册 ( )Stephen N.Adler等著 7-117-0473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肠病临床与生物力学 牛治君，牛明星编著 7-117-0473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剂学.上册 李飞主编 7-117-0473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剂学.下册 李飞主编 7-117-0473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 范冠杰主编 7-117-0473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仿真影像学 杨秀军等主编 7-117-0475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实用新药 李焕德等主编 7-117-0475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听神经瘤 李龄主编 7-117-0475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脂异常的治疗 陆宗良，顼志敏主编 7-117-0475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图像的数字化处理技术 康晓东编著 7-117-0475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学
(美)Robert G.Grossman，(美)Christopher 

M.Loftus主编
7-117-0476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人解剖学数值 中国解剖学会体质调查委员会编 7-117-0476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髓损伤基础与临床 胥少汀，郭世绂编著 7-117-0478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物理学学习指导 胡新珉主编 7-117-0478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系统疾病流行病学及防治 吴兆苏主编 7-117-0478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学彩色图谱 杨钧主编 7-117-0479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 陈紫榕主编 7-117-0479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腹腔镜手术:治疗原则与技巧 [美]Camran Nezhat等主编 7-117-0479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足与相关并发症的诊治 李仕明主编 7-117-0479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英汉汉英精神医学词典 贾谊诚主编 7-117-0479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超声诊断 吴雅峰主编 7-117-048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脾脏外科 曹金铎主编 7-117-0480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 陈在嘉，高润霖主编 7-117-0480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腺移植 郑树森主编 7-117-0480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部肿瘤 俞光岩等主编 7-117-0481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外科 严律南主编 7-117-0481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学 [英]Ivan Roitt等著 7-117-0481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诊断微生物学 刘锡光主编 7-117-0482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子病毒学 黄文林主编 7-117-0484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急症 康凤英，李贵仁主编 7-117-0485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白癜风诊断与治疗 郭长香编著 7-117-0489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肌疾病超声诊断 田家玮主编 7-117-0489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药理学 陈修等主编 7-117-0491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诊断和治疗技术 石一复主编 7-117-0492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老年神经系统疾病诊断与治疗 安得仲编著 7-117-0493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病毒性疾病 刘克洲，陈智主编 7-117-0493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十二指肠疾病 邓长生主编 7-117-0493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药辞典.上卷 田代华主编 7-117-0494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药辞典.下卷 田代华主编 7-117-0494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长骨骨折内固定图谱 [西]R.OroZco等原著 7-117-0495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疾病 饶明俐，林世和主编 7-117-0495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急重症与疑难病例诊治评述 袁壮，薛辛东主编 7-117-0495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腕关节外科 于胜吉，蔡锦方主编 7-117-0495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门静脉高压症外科学 黄莚庭主编 7-117-0495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比较影像诊断学 何望春主编 7-117-0495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病理生理学 王迪浔，金惠铭主编 7-117-0495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肿瘤诊断与治疗 杨冬华，房殿春主编 7-117-0496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天然自身抗体 刘玉峰，王刚主编 7-117-0496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排便障碍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王维林主编 7-117-0496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中国卫生统计调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 7-117-0496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婴幼儿麻醉学 安刚主编 7-117-0497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腺疾病 潘铁成，杨明山主编 7-117-0497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剂学 屠锡德等主编 7-117-0497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妇产科疾病诊疗学 刘元姣，曹来英主编 7-117-0497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泌尿病理学 夏同礼主编 7-117-0497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神经系统疾病 左启华主编 7-117-0498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治疗学 匡培根主编 7-117-0498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肝胆胰脾卷 吴恩惠总主编 7-117-0498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和脊髓疾病影像诊断学 许乙凯，陈建庭主编 7-117-0499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核医学 蒋宁一主编 7-117-0499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外科 张玉海，杨培谦主编 7-117-0500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子心脏病学 [美]Kenneth R.Chien等主编 7-117-0501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学 刘玲，欧英贤主编 7-117-0502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贫困人群医疗救助:理论、案例及其操作指南 杜克琳，张开宁主编 7-117-0502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贫困人群医疗救助—理论、案例及其操作指
南

杜克琳，张开宁主编 7-117-0502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髓与周围神经肿瘤 高绪文等主编 7-117-0503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治疗药物学 耿洪业，王少华主编 7-117-0503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治疗药理学 陈汝筑，黄守坚主编 7-117-0504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病学 朱元珏，陈文彬主编 7-117-0504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护理学.上 主编何国平, 喻坚 7-1170504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护理学.下 主编何国平, 喻坚 7-1170504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消化内镜治疗学 刘运祥，黄留业主编 7-117-0505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腔镜外科学 邹声泉主编 7-117-0508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人工肝 王英杰主编 7-117-0509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和激素过敏感综合征 廖二元，超楚生主编 7-117-0509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医学分析技术与应用 黄文方，刘华编著 7-117-0509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律失常射频消融图谱 胡大一，马长生主编 7-117-0509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癌 (美)Haruey I.Pass等著 7-117-0510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腹部和盆腔磁共振诊断图谱 金延方等主编 7-117-0510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学临床教学方法研究 易著文，王秀英主编 7-117-0510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前超声诊断学 严英榴等著 7-117-0511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实践2002:规范化治疗 胡大一，马长生主编 7-117-0511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药物应用的新进展 张文博主编 7-117-0511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微生态学 李兰娟主编 7-117-0511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管影像学 李文华等主编 7-117-0511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毛宝龄等主编 7-117-0512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眼耳鼻咽喉解剖学 王启华主编 7-117-0512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自由基医学基础与病理生理 陈瑗，周玫主编 7-117-0512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放射生物学 唐启信编著 7-117-0512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疾病治疗处方及药理学注释 白元让等主编 7-117-0513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腔内治疗学 景在平主编 7-117-0513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统计学:教程及研讨班课程纲要 ( )S.K.Lwanga等编著 7-117-0513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统计学—教程及研讨班课程纲要 (瑞士)勒瓦哥(Lwanga,S.K.)等编著 7-117-0513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周血管超声彩色血流成像 徐智章，张爱宏主编 7-117-0513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殖道感染:全球现状及研究动态 方菁，张开宁主编 7-117-0513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2002 [刘新明，刘益清主编] 7-117-0514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新生儿学 金汉珍等主编 7-117-0514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男性不育与辅助生殖技术 马乐等主编 7-117-0514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儿科诊疗学 邹典定主编 7-117-0514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肿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沈铿，郎景和主编 7-117-0514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抗肿瘤药物治疗学 刘新春等主编 7-117-0515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肽与神经营养因子 方秀斌编著 7-117-0515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眼科学 阎洪禄，高建鲁主编 7-117-0515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胆CT与MRI 卢延，张雪哲主编 7-117-0515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囊虫病 甘绍伯主编 7-117-0516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Excel在统计分析中的应用 刘钢主编 7-117-0516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社区护理 主编何国平, 张静平 7-117-0516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亚历山大口腔正畸矫治技术的原理与应用:临
床病例分析

魏松，贾绮林主编 7-117-0517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亚当斯-维克托神经病学 (美)Maurice Victor，(美)Allan H.Ropper
著

7-117-0517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功能性食品的科学 [国际生命科学学会著] 7-117-0517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关节创伤X线诊断图谱 黄耀华编著 7-117-0517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新进展 韩德民主编 7-117-0518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与精神病的生物化学 王学铭主编 7-117-0518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口腔科学新进展 张震康主编 7-117-0518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血液病学新进展 沈志祥主编 7-117-0518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后恢复期病人的评估与治疗 王明安，王明德主编 7-117-0519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科医生心理治疗手册 马文元编著 7-117-0519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消化内科药物治疗学 李德爱等主编 7-117-0519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BNC脑血管病临床指南 北京神经病学学术沙龙主编 7-117-0520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红斑狼疮 叶任高等主编 7-117-0520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底病诊断与治疗 黄叔仁，张晓峰主编 7-117-0521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秩和比法的应用 田凤调著 7-117-0521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儿科学新进展 申昆玲主编 7-117-0521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的非呼吸功能基础与临床 孙秀泓，罗自强主编 7-117-0521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化学:回顾与发展 主编彭司勋 7-117-0521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外科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学 吕明德，杨建勇主编 7-117-0523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学 李焕德，程泽能主编 7-117-0524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苏醒期病人的管理 钟泰迪主编 7-117-0524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眼科学新进展 韩德民，王宁利主编 7-117-0525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盆腔疼痛 陈百成，张静主编 7-117-0525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本草彩色图鉴.第一卷,草药篇 钱信忠主编 7-117-0526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英双解中医小辞典 主编张廷模, 贾波, 廖崇德 7-117-0526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传播疾病病原体荧光诊断图谱 王惠珍等主编 7-117-0527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透析手册 梅长林等主编 7-117-0527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及治疗 张承芬，张惠蓉主编 7-117-0527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检验医学自动化及临床应用 彭黎明，王兰兰主编 7-117-0527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脉介入诊治技巧及器械选择 吕树铮，陈韵岱主编 7-117-0527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子细胞学与疾病 贲长恩，牛建昭主编 7-117-0527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吻合器外科应用 陈道瑾，陈远光主编 7-117-0527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外科护理学 郭加强，吴清玉主编 7-117-0527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际疾病分类肿瘤学专辑 (美)April Fritz等编 7-117-0528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计算机体层成像 (美)Willi A.Kalender[著] 7-117-0528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耳蜗植入:原理与实践 (美)John K.Niparko等主编 7-117-0528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药物学:50周年版 陈新谦等主编 7-117-0528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 裘华德主编 7-117-0529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器官纤维化:基础与临床 李才主编 7-117-0529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证医学证据的检索与利用 邓可刚，何庆编著 7-117-0529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医学科研方法 王建华主编 7-117-0529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营养学 张爱珍主编 7-117-0529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部超声诊断图谱 李立新编著 7-117-0531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标志 霍仲厚，周立主编 7-117-0531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抑郁症 龚绍麟编著 7-117-0531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干细胞研究进展与未来
(美)Ruth Kirschstein，(美)Lana 

R.Skirboll主编
7-117-0531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手术学 王大章主编 7-117-0531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疾病彩色图谱 ( )C. Diehm等著 7-117-0534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现代化导论 唐维新，易利华主编 7-117-0534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病理基础图谱:中英对照 黄秀贞主编 7-117-0534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毒中药现代研究与合理应用 杜贵友，方文贤主编 7-117-0535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肿瘤内科学 周际昌主编 7-117-0536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影像诊断学 李坤成，孙泽民主编 7-117-0536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通外科疑难病例分析 李俊奇主编 7-117-053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通外科疑难病例分析 李俊奇主编 7-117-053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机化学 黄南珍主编 7-117-0537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与放射防护 李少林主编 7-117-0538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教学方法 方定志，万学红主编 7-117-0539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成瘾:临床特征与现代治疗 姜佐宁主编 7-117-0541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整形外科:手术设计与技术 (美)Robert C.Della Rocca等原著 7-117-0541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喉癌——治疗与康复 韩德民主编 7-117-0541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认识抑郁症 杨权编著 7-117-0541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害流行病学 王声湧主编 7-117-0542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分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42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质量管理分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42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护理管理分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42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概论 曹荣桂主编 7-117-0543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医院文化分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43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经营管理分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44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后勤管理分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44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临床药物学.上册 徐叔云主编 7-117-0544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临床药物学.下册 徐叔云主编 7-117-0544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临床实验室管理分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44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病案管理分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44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胎儿与小儿超声影像 ( )Harris L.Cohen,( )Carlos J.Sivit原
著

7-117-0545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病学.上册 张之南等主编 7-117-0545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病学.下册 张之南等主编 7-117-0545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教学·科研管理分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45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医学影像管理分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45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海洋药物研究与开发 张朝晖，蔡宝昌主编 7-117-0547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韦加宁手外科手术图谱 编著韦加宁 7-117-0549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超声影像学 李治安主编 7-117-0551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进展.2003 苏定冯等主编 7-117-0551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麻醉学.上册 庄心良,曾因明,陈伯銮主编 7-117-0551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麻醉学.下册 庄心良,曾因明,陈伯銮主编 7-117-0551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系统影像诊断学 徐文坚，(德)Sebastian Lange主编 7-117-0551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汉英骨科词汇 主编郭霞 7-117-0553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手术学 刘新民主编 7-117-0553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核医学 谭天秩主编 7-117-0553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磁共振造影剂及临床应用 许乙凯主编 7-117-0553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治疗药物监测的方法和应用 李金恒主编 7-117-0557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上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57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下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57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中册 曹荣桂主编 7-117-0557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表疾病学 刘祖国主编 7-117-0560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百病食疗 卞兆祥，赵中振主编 7-117-0563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温热经纬 刘越图解 7-117-0568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黄帝内经素问 刘越图解 7-117-0568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龋病学 樊明文，边专主编 7-117-0568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代谢性骨病学 廖二元，谭利华主编 7-117-0570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综合征 主编曹缵孙，陈晓燕 7-117-0571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医院药学的科学管理 赵汉臣，闫荟主编 7-117-0572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阻滞学 孟庆云等主编 7-117-0572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常用中西药物手册 李贵主编 7-117-0573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神经精神科用药选择 赵志刚等主编 7-117-0573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制药工艺技术解析 徐莲英，侯世祥主编 7-117-0573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栓塞 王辰主编 7-117-0574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栓塞 王辰主编 7-117-0574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不良反应 孙定人等主编 7-117-0575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产科学 庄依亮，李笑天主编 7-117-0575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管理规范:世界卫生
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36次报告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575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学教程 主编梅长林, 李兆申, 朱樑 7-117-0575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手术学:理论与实践 [美]George L.Spaeth原著 7-117-0576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卵巢疾病 主编王世阆 7-117-0577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白话解 刘弼臣, 孙华土编 7-117-0578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显微手术图谱 许百男主编 7-117-0580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病的神经损害及治疗 周晋等编著 7-117-0580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英医学大词典 金魁和主编 7-117-0580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超声诊断 [英]Mike Stocksley著 7-117-0581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581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普勒超声诊断学 曹铁生，段云友主编 7-117-0581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于皆平等主编 7-117-0582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心血管超声诊断 吴雅峰主编 7-117-0586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年全国医学博士英语统考模拟试题:最新
修订

蒋跃主编 7-117-0588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威廉姆斯血液学 (美)Ernest Beutler等主编 7-117-0589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小儿磁共振诊断图谱 金延方等主编 7-117-0590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正畸功能矫形治疗学 ( )Thomas M.Graber等原著 7-117-0592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概念疫苗 冯志华，王全楚主编 7-117-0593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行为学 原著Gerry Humphris, Margaret s. Ling 7-117-0594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机械通气治疗学 周晓光等主编 7-117-0596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中医感染性疾病学 张之文，杨宇主编 7-117-0599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禽流感防治问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 7-117-0599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少见病的麻醉 郑利民主编 7-117-0600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病疑难问题 刘嘉玲，鲍春德主编 7-117-060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白话解 浙江中医学院编 7-117-0600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诊疗常规 北京协和医院编 7-117-0601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诊疗技术和急症初步处理 许怀瑾主编 7-117-0601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农村预防保健和卫生管理 李晓阳主编 7-117-0602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与医学伦理学 谷桂菊主编 7-117-0602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类风湿性关节炎中西医结合治疗 刘健，郑志坚主编 7-117-0603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尿道外科学 主编金锡御, 吴雄飞 7-117-0603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部肿瘤学:现代理论与临床实践 温玉明主编 7-117-0605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软组织肿瘤成像 ( )A.M.De Schepper主编 7-117-0605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非处方药手册 吴景时主编 7-117-0608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传染病学 主编李梦东, 王宇明 7-117-0609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悬吊式腹腔镜手术 主编李银凤，刘建华，井坂惠一 7-117-0611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影像学 主编李文华 ... [等] 7-117-0612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葡萄膜炎 杨培增著 7-117-0613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佐林格外科手术图谱
( )Robert M.Zollinger,Jr.，( )Robert 

M.Zollinger,Sr.原著
7-117-0613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剂心得十讲 焦树德著 7-117-0614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风湿病合理用药 苏厚恒，孙玉安主编 7-117-0614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血液病 ( )Guillaume Zagury等编著 7-117-0615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影像读片解析:颈腰椎疾病 张彦，屈辉主编 7-117-0617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生物学 主编樊明文 7-117-0617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生物学 主编樊明文 7-117-0617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英医学大词典 主编金魁和 7-117-0619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 主编 和瑞芝 7-117-0620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颞下颌关节病的基础与临床 主编马绪臣 7-117-0623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气道炎症性疾病 刘春涛，王曾礼主编 7-117-0623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 陈慰峰主编 7-117-0624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邹赛德主编 7-117-0626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500种疾病诊断与治疗精要 ( )Lawrence M.Tierney等原著 7-117-0626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学 陈学敏主编 7-117-06272-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与脊髓肿瘤影像学 耿道颖，冯晓源主编 7-117-0628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儿科药物学 万瑞香等主编 7-117-0628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细胞生物学 宋今丹主编 7-117-0628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白话解 主编陈培丰 7-117-0630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 李少林主编 7-117-0630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关节炎 主编陈百成, 张静 7-117-0630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用药详解 齐平等主编 7-117-0630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内科学 主编黄绍良, 陈述枚, 何政贤 7-117-0630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物学学习指导 主编 王学民 7-117-0631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中成药应用手册 高云艳等主编 7-117-0631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肺功能 朱蕾等主编 7-117-0631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进展.2004 苏定冯等主编 7-117-0632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房颤动:现代认识与策略 周玉杰等主编 7-117-0633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 吴观陵主编 7-117-0633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肿瘤学 孙为荣，牛膺筠主编 7-117-0634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用药心得十讲 焦树德著 7-117-0634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奈特人体胚胎学彩色图谱 原著Larry R. Cochard 7-117-0635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奈特人体胚胎学彩色图谱 Larry R.Cochard著 7-117-0635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学 主编李美玉 7-117-0635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学 李美玉主编 7-117-0635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学习指导 赵汉芬主编 7-117-0635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医院制剂技术 雍德卿主编 7-117-0636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影像诊断学 王兴武主编 7-117-0636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检验诊断学 方群主编 7-117-0636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影像诊断学 陈树宝主编 7-117-0638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原理与实践 王筱敏等主编 7-117-0638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牙体牙髓病治疗学 主编周学东, 岳松龄 7-117-0639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口腔种植学 宿玉成主编 7-117-0639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语文学习指导 刘重光主编 7-117-0640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发热门诊常见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主编姚彬 7-117-0640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药物研究进展 凌沛学，王凤山主编 7-117-0641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营养科学全书.上册 葛可佑总主编 7-117-0642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营养科学全书.下册 葛可佑总主编 7-117-0642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评估学习指导 王克惠主编 7-117-0643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综合防治指南 刘尊永主编 7-117-0644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科学育儿新观念 秦国钧主编 7-117-0644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介入治疗:技术与策略 主编马长生 7-117-0645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实践2004:规范化治疗 胡大一，马长生主编 7-117-0645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乡村医生手册 胡铁辉主编 7-117-0645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眼科学, 原名, 眼科全书.上册 主编李凤鸣 7-117-0646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眼科学, 原名, 眼科全书.下册 主编李凤鸣 7-117-0646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眼科学, 原名, 眼科全书.中册 主编李凤鸣 7-117-0646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炎免疫药理学 魏伟等主编 7-117-0648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风湿病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117-0650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结核病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117-0651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 谢培山主编 7-117-0651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常用药物处方手册 李德爱，孙伟主编 7-117-0651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外科学与肿瘤学 [美]Jatin P.Shah，[美]Snehal G.Patel原
著

7-117-0652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阴阴道疾病 主编石一复 7-117-0652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阴阴道疾病 主编石一复 7-117-0652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阴阴道疾病 石一复主编 7-117-0652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太素语译 主编李克光,郑孝昌 7-117-0653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 罗笑容，许尤佳主编 7-117-0653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化学学习指导 牛彦辉主编 7-117-065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脾脏病学 王国良，范建高主编 7-117-0656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外科手术学 主编汪建平, 詹文华 7-117-0656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甲状腺病理与临床 主编周庚寅, 觉道健一 7-117-0657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管理运筹学 秦侠主编 7-117-0658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药理学研究技术与方法 张均田，张庆柱主编 7-117-0660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期艾滋病的护理与抗病毒治疗 张福杰主译 7-117-0660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肿瘤免疫治疗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 李扬秋主编 7-117-0661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卡萨瑞特 道尔毒理学:毒物的基础科学 Curtis D. Klaassen原著 7-117-0661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危重症病与急救 主编秦桂玺, 阎明 7-117-0662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小儿肾脏病手册 主编易著文 7-117-0662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真菌学:实验室检验指南 王端礼主编 7-117-0662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真菌学—实验室检验指南 王端礼主编 7-117-0662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肌痛
原著Siegfried Mense, David G.Simons, 

I.Jon Russell
7-117-0662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药理学 杨藻宸主编 7-117-0663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发热疾病的诊断与病例分析 林兆谦编著 7-117-0663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离子通道药理学 杨宝峰主编 7-117-0663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口腔科学新进展 樊明文主编 7-117-0663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管理信息 主编 马进 7-117-0663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病细胞治疗:基础与临床 贾战生主编 7-117-0665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剂的配伍方法 李飞, 柴瑞霁, 樊巧玲著 7-117-0665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引导下的癌症诊断和治疗
( )Anthony V.D`Amico，( )Jay 

S.Loeffler，( )Jay R.Harris原著
7-117-0666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重建手术图谱 原著Jamal J.Hoballah 7-117-0667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哮喘病学 主编李明华, 殷凯生, 蔡映云 7-117-0667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银屑病 王刚，张开明主编 7-117-0668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基础:英中文版.上册 主编 姜安丽 7-117-0668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基础:英中文版.下册 主编 姜安丽 7-117-0668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绵之方剂学讲稿 王绵之著 7-117-0668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卒中磁共振成像 ( )J.B.Fiebach等原著 7-117-0669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儒门事亲 (金)张子和撰 7-117-0670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围生期安全用药指南 罗晓星主编 7-117-0673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艾滋病临床处理流程图 徐莲芝，吴昌明编著 7-117-0674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新剂型与新技术 陆彬主编 7-117-0674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卫生检验 张朝武，周宜开主编 7-117-0676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病中药外用制剂 宋兆友主编 7-117-0676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超声诊断学 主编谢红宁 7-117-0677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117-0677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主编 张伯华 7-117-0678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疼痛治疗手册 Carol A. Warfield，Hilary J. Fausett原
著

7-117-0679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急症学:诊断和处理
原著Mark D. Pearlman, Judith E. 

Tintinalli, Pamela L. Dyne
7-117-0679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生学CT 谢宝玙编著 7-117-0686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临床用药指南 阎晓然，王少华主编 7-117-0687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计算机体层摄影中患者剂量控制 岳保荣，韩艳清译 7-117-0689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政策学 主编 郝模 7-117-0693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膝关节外科学.上卷 John N. Insall, W. Norman Scott原著 7-117-0693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膝关节外科学.下卷 John N. Insall, W. Norman Scott原著 7-117-0693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症状鉴别诊断学 主编廖清奎 7-117-0693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CT”:让你了解自我 刘学俊编著 7-117-06947-3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疑难解读 庄泽澄，庄欣编著 7-117-0694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施今墨临床经验集 祝谌予 ... [等] 整理 7-117-0697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控制艾滋病党政干部读本 王陇德主编 7-117-0698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指再植与再造 主编程国良 7-117-0699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疼痛·阻滞与解剖彩色图谱 石崇俭绘著 7-117-0699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性泌尿学 经浩主编 7-117-0700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流行病学 (美)Walter Willett原著 7-117-0701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温病条辨白话解 浙江中医学院编 7-117-0701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百药图解 赵中振主编 7-117-0702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母婴护理 主编 王玉琼 7-117-0703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核病/艾滋病临床治疗手册 Anthony Harries[等]原著 7-117-0704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核病/艾滋病临床治疗手册 Anthony Harries等著 7-117-0704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艾滋病关怀与治疗实施指南 7-117-0704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肿瘤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117-0704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艾滋病治疗与关怀伦理学和公平获取指南 世界卫生组织[编] 7-117-0704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护理 主编 梅国建 7-117-0705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监护手册 Carole Kenner，Judy Wright Lott原著 7-117-070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手术学 主编邱贵兴, 戴尅戎 7-117-0705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手术学 主编邱贵兴, 戴尅戎 7-117-0705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护理.上册 主编 郭爱敏, 张波 7-117-0705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护理.下册 主编 郭爱敏, 张波 7-117-0705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习题集 张学军主编 7-117-0706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实验教程 李国彰主编 7-117-0706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欧盟草药药品注册指南 苏钢强，李伯刚主编 7-117-0707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欧盟草药药品注册指南 苏钢强,李伯刚主编 7-117-0707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子肿瘤学 詹启敏主编 7-117-0708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呼吸机治疗学 王保国，周建新主编 7-117-0709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底影像诊断学 何望春，熊明辉主编 7-117-0713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多普勒超声心动图
孙静平，詹姆斯·托马斯(James D. Thomas)

主编
7-117-0714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生物检定 周海钧主编 7-117-071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西医临床中成药手册 主编张家铨 7-117-0714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功能性鼻重建外科学
原著Egbert H. Huizing, John A. M. de 

Groot
7-117-0714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习题集 主编 张伯华 7-117-0715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物理医学与康复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117-0717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幼卫生管理学 主编 杜玉开 7-117-0717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重症监护诊断与治疗 Frederic S.Bengard，Darryl Y.Sue原著 7-117-0717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17种常见疑难病治验思路解析 沈敏南，赵亦工，潘锋编著 7-117-0718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章太炎医论 章太炎著 7-117-0719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入门 秦伯未著 7-117-0719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腹部超声诊断学 主编曹海根, 王金锐 7-117-0720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腹部超声诊断学 主编曹海根, 王金锐 7-117-0720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物大全,中药卷 薛芳，许占民主编 7-117-0720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抗感染药物治疗学 王睿主编 7-117-0721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物大全,西药卷 樊德厚，王永利主编 7-117-0721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关节置换术并发症防治及术后康复 主编童培建, 肖鲁伟 7-117-0721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门诊泌尿妇科学 原著Anne M.Weber ... [等] 7-117-0721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艾滋病防治工具书,CSW人群干预 张孔来主编 7-117-0721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艾滋病防治工具书,PLWA关怀与支持 廖菁主编 7-117-0721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图谱 罗京伟，徐国镇，高黎编著 7-117-0723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钱礼腹部外科学 张启瑜主编 7-117-0724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学基础与临床 杨培增[等]主编 7-117-0724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62种疑难病的中医治疗 王琦主编 7-117-0724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2005年
版,化学药和生物制品卷

诸骏仁，桑国卫主编 7-117-0724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 陈奇主编 7-117-0724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遗传学彩色图谱 主编刘权章 7-117-0725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遗传学彩色图谱 主编刘权章 7-117-0725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肺部疾病诊断与治疗 Michael E. Hanley，Carolyn H. Welsh原
著

7-117-0726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新制剂开发与应用 主编谢秀琼 7-117-0726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进展.2005 苏定冯，缪朝玉，王永铭主编 7-117-0727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关节镜外科学 原著John B. McGinty ... [等] 7-117-0728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2005年
版,中药卷

高学敏，王永炎主编 7-117-072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盆与髋臼骨折
原著Marvin Tile, David L. Helfet, 

James F. Kellam
7-117-0729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病理学彩色图谱 主编李凤鸣, 赵光喜, 廖松林 7-117-0729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学 王美青主编 7-117-0729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脏免疫学及免疫相关性疾病 施焕中，林江涛主编 7-117-0732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危重病 杨志寅主编 7-117-0734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营养学 张爱珍主编 7-117-0737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道肿瘤影像诊断与病理对照 陈棣华主编 7-117-0737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吴继锋主编 7-117-0738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状动脉疾病与侧支循环 孔宪明，高海青，陈玉国主编 7-117-0738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齿外伤手册 J. O. Andreasen[等]原著 7-117-073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骨科疾病诊断与治疗 Harry B. Skinner原著 7-117-0738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超声与卒中防治 Andrei V. Alexandrov原著 7-117-0738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基因组学 姜远英主编 7-117-0739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幽门螺杆菌感染诊疗指南 胡伏莲主编 7-117-0739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神经系统疾病鉴别诊断与治疗 Gerald M. Fenichel原著 7-117-0740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牛津临床外科手册 G. R. Mclatchie，D. J. Leaper原著 7-117-0741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移植感染学
原著Raleigh A. Bowden, Per Ljungman, 

Carlos V. Paya
7-117-0741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脊髓损伤现代康复与治疗 周天健，李建军主编 7-117-0742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 主编邹学贤 7-117-0742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精神病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117-0742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品理化检验 主编黎源倩 7-117-0743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腺癌
Douglas B. Evans，Peter W. T. 
Pisters，James L. Abbruzzese著

7-117-0743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文献导读 田代华，董少萍编著 7-117-0743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脑电图学 刘晓燕编著 7-117-0743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牛津临床精神病学手册 原著David semple ... [等] 7-117-07437-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颌外科 胡静，王大章主编 7-117-0743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防栓抗栓现代治疗策略 周玉杰，葛均波，韩雅玲主编 7-117-0744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实验 主编邹学贤 7-117-0744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临床心理问题指南 姜乾金主编 7-117-0744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牛津临床血液病手册 原著Drew Provan ... [等] 7-117-0745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牛津临床麻醉手册 Keith G. Allman，Iain H. Wilson著 7-117-07454-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牛津临床口腔科手册
原著David A. Mitchell, Laura Mitchell, 

Paul Brunton
7-117-0745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牛津临床口腔科手册 (美)米歇尔(Mitchell,D.A.)等原著 7-117-0745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洪图内经临证发挥 翟双庆，王长宇编 7-117-0746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牛津临床呼吸病手册 原著Stephen Chapman ... [等] 7-117-0746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疾病诊断学 陈其奎，何兴祥，朱兆华主编 7-117-0746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牛津临床重症监护手册 原著Mervyn Singer, Andrew R. Webb 7-117-0746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牛津临床内分泌手册 原著Helen E. Turner, John A. H. Wass 7-117-0747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流行病学 Raymond S. Greenberg[等]原著 7-117-0747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学新进展 曾因明，邓小明主编 7-117-0747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学新进展 曾因明,邓小明主编 7-117-0747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睑整形术图解 Geoffrey J. Gladstone[等]原著 7-117-0747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患者生存质量的中西医维护 李佩文主编 7-117-0748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足病诊疗新进展 谷涌泉，张建，许樟荣主编 7-117-0748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数码摄影 刘峰主编 7-117-0748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和精神药品使用管理手册 李德爱，王军主编 7-117-0748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和精神药品使用管理手册 李德爱,王军主编 7-117-0748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西医治疗与研究 黄世林[等]编著 7-117-0749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周围神经阻滞原理与实践 Admir Hadzic，Jerry D. Vloka原著 7-117-0749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脑影像新技术诊断图谱 主编崔世民, 只达石, 刘梅丽 7-117-0749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疾病预防控制 项海青主编 7-117-075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辐射细胞遗传学 白玉书，陈德清主编 7-117-0750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牛津临床药物治疗手册 原著Duncan Richards, Jeffrey Aronson 7-117-0750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耳病 刘鋋主编 7-117-0751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移植手册 Gabriel M. Danovitch主编 7-117-0751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焦虑整合治疗方案 ArthurE.Jhngsma原著 7-117-0752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腔镜手术技术与技巧 Jean-Louis Dulucq原著 7-117-0752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细菌学实验室操作指南 原著J. Vandepitte ... [等] 7-117-075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公共卫生地理信息系统应用教程:PHGIS 2005 
for windows

马家奇，戚晓鹏主编 7-117-0754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母婴护理 主编 朱达琍 7-117-0754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患沟通 主编 李如竹, 曾晓英 7-117-0755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药物相互作用 朱建华编著 7-117-0756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药市场营销学 主编 顾海 7-117-075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之
二,2002膳食与营养素摄入状况

主编 翟凤英, 杨晓光 7-117-0756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之
三,2002居民体质与营养状况

主编 杨晓光, 翟凤英 7-117-0756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护理技术 主编 刘登蕉 7-117-0757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护理 主编 叶春香 7-117-075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生物治疗学 主编罗荣城, 韩焕兴 7-117-0758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系统及男性生殖器官肿瘤病理学和遗传
学

原著John N. Eble ... [等] 7-117-0759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电图实例解析
Richard Dean Jenkins，Stephen John 

Gerred原著
7-117-0759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护理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 李丹, 张蕲 7-117-0760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聚英 (明)高武纂集 7-117-076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外科学 Gerard M. Doherty，Britt Skogseid原著 7-117-0764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护理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 叶春香 7-117-0765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胸部X线诊断指南 原著 Greg Briggs 7-117-0765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导论 主编 史先辉 7-117-0766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修复学 主编巢永烈 7-117-0766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空气理化检验 吕昌银, 毋福海主编 7-117-0766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空气理化检验 主编吕昌银, 毋福海 7-117-0766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评估 主编 马秀芬 7-117-0770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护理 主编 卢省花 7-117-0770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母婴护理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 朱达琍 7-117-0771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腺炎及其并发症 Chris E. Forsmark原著 7-117-0771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 主编 崔焱 7-117-0771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心电图手册 阎强[等]编著 7-117-0772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药市场营销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 顾海 7-117-0773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菌学检验 主编张朝武 7-117-0774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学 主编 李小妹 7-117-0774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护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 赵秋利 7-117-0774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下册 张锡纯原著 7-117-07759-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基础 主编 范秀珍 7-117-0776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子营养学 主编 孙长颢 7-117-0777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护理 刘素珍主编 7-117-0777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材料检验 主编 孙成均 7-117-0777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材料检验 主编孙成均 7-117-0777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护理 主编 徐国辉 7-117-0777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护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 李春玉 7-117-0778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 主编 席淑新 7-117-0778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美学 主编 姜小鹰 7-117-0778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水质理化检验 主编 张克荣 7-117-0779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水质理化检验 主编张克荣 7-117-0779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与职业卫生检验 主编牛侨 7-117-0779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常见健康问题 杨秉辉，乌正赉主编 7-117-0780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学检验 主编徐顺清, 刘衡川 7-117-0780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护理.上册 主编 李丹, 张蕲 7-117-0781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护理.下册 主编 李丹, 张蕲 7-117-0781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形态学习题集 主编 项涛, 周瑞祥 7-117-0781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临床中药方剂歌诀 编著刘方正, 刘卓艺 7-117-0781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心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周郁秋主编 7-117-07826-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森田疗法入门:人生的学问 原著 (日) 田代信维 7-117-0783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治疫名论名方名案 盛增秀，陈勇毅主编 7-117-0783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外科护理学.上册 主编 刘华平, 李峥 7-117-0783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外科护理学.下册 主编 刘华平, 李峥 7-117-0783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 席淑新 7-117-0785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护理词汇 雷慧编著 7-117-0786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护理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 郭爱敏, 张波 7-117-0787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检验检疫 主编周宜开 7-117-0787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导论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 李小妹 7-117-0787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袖珍药物治疗手册 主编 金锐, 王珍, 高清芳 7-117-0787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护理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 雷慧 7-117-0788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护理常规 主编李明凤，成翼娟 7-117-0789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奈特人体神经解剖彩色图谱 原著David L. Felten, Ralph E. 
Jozefowicz

7-117-0789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法学 主编陈晓阳, 沈秀芹, 曹永福 7-117-0789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凯利风湿病学.上卷 原著Edward D. Harris ... [等] 7-117-0791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凯利风湿病学.下卷 原著Edward D. Harris ... [等] 7-117-0791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 Steven P. Marso，David M. Stern原著 7-117-0791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固定修复的临床设计 徐军等编著 7-117-0791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人员奥运全科培训教材 主编 黄建始, 刘华平 7-117-0792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肿瘤病理学和遗传学 原著Philip E.LeBoit ... [等] 7-117-0792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外科手术难点及对策 王果主编 7-117-0792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辛属和八角属中药研究与应用 杨春澍，孙建宁，黄建梅主编 7-117-0793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疑难病例解析 Itzhak Kronzon，Paul A. Tunick原著 7-117-07938-X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2006 姚晓曦, 胡国臣主编 7-117-0794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变态反应病学 主编曲政海, 高美华 7-117-0797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实习医师手册 吴希如，李万镇主编 7-117-0801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疾病鉴别诊断:按发病优先方式
原著 Roongroj Bhidayasiri, Michael F. 

Waters, Christopher C. Giza
7-117-08071-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管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 李继平 7-117-0807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皮肤病性病图鉴 主编朱学骏 ...[等] 7-117-0808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心肺复苏 周玉杰[等]主编 7-117-0808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疑难病中医特色疗法 周幸来主编 7-117-0808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癫癎手册 Thomas R. Browne, Gregory L. Holmes 7-117-0808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颈病变的诊治要点 主编章文华 7-117-0810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制剂新技术与应用 蔡宝昌, 罗兴洪主编 7-117-0811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功能性足踝重建外科 原著Sigvard T.Hansen,Jr. 7-117-0812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麻醉学:[英中文版] Roberta L. Hines，Ronald S. Litman原著 7-117-0812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麻醉学:the requisties in 
anesthesiology

Roberta L. Hines, Ronald S. Litman原著 7-117-0812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髌股关节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John P. Fulkerson原著 7-117-0812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传染病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117-0812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手外科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117-0813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肺结核病影像学诊断图谱 主编肖东楼 7-117-0813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急救学 主编张家骧, 魏克伦, 薛辛东 7-117-08135-X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定位诊断 张葆樽，安得仲编著 7-117-081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林巧稚妇科肿瘤学 连利娟主编 7-117-0814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曹伟新，李乐之主编 7-117-0815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毒性机制及解毒措施 周立国主编 7-117-0817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皮给药新剂型 主编郑俊民 7-117-0817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胶体分散药物制剂 主编王思玲, 苏德森 7-117-08183-X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艾滋病药物研究 刘新泳主编 7-117-0818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服药物吸收与转运 主编孙进 7-117-0818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血脂学 主编赵水平 7-117-0818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外科手术图谱 主编吉士俊, 王伟, 李正 7-117-0819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英医学小词典 王深明，王晓鹰主编 7-117-0819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暴力受害者法医学监护指南 世界卫生组织编著 7-117-0820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医疗国外现状 李刚编著 7-117-0822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显微外科解剖学实物图谱,中国人皮瓣血管 主编郑和平, 林建华, 林海滨 7-117-0825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研究实例.第四卷 钱宇平, 李立明, 詹思延主编 7-117-0829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磁疗学 周万松编著 7-118-00129-5 国防工业出版社

生物磁学:应用、技术、原理 李国栋等编著 7-118-01191-6 国防工业出版社

微机应用基础与实用技能 朱春江编著 7-118-01324-2 国防工业

献给祖国:总装备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周年新闻文学作品集

张月潭主编 7-118-02305-1 国防工业出版社

最新英汉医疗器械技术词汇 王旭辉主编 7-118-02787-1 国防工业出版社

中国出版社概览 金 声主编 7-119-01544-3 外文出版社

金版托福听力必备 主编 宫东风 7-119-01636-9 外文出版社

交际英语 [日本ALC出版社编] 7-119-01763-2 外文出版社

企鹅英语同义词反义词词典:[英文版]
(英) 罗莎琳德·弗格森 (Rosalind 

Fergusson) 编
7-119-01814-0 外文出版社

Collins Cobuild英语语法系列.10,限定词及
数量词

任绍曾主编 7-119-02428-0 外文出版社

Collins Cobuild英语语法系列.9,连词 任绍曾主编 7-119-02429-9 外文出版社

Collins Cobuild英语语法系列.7,隐喻 [美]Alice Deignan[著] 7-119-02430-2 外文出版社

英语语音闪电入门:2000年 马玉洁, 韩雪垠著 7-119-02481-7 外文出版社

最新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宝典阅读与翻译 主编 曲艳 7-119-02600-3 外文出版社

最新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宝典完形填空与简答 主编 曲艳 7-119-02601-1 外文出版社

最新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宝典改错与简答 曲艳主编 7-119-02604-6 外文出版社

Collins Cobuild英语语法系列.6,同音异义
词

任绍曾主编 7-119-02634-8 外文出版社

Collins Cobuild英语语法系列.5,转述法 任绍曾主编 7-119-02715-8 外文出版社

精彩的星球 蒋晓, 丁雯主编 7-119-02855-3 外文出版社

英语单词闪电记忆,公共英语等级考试1－2级
版

马玉洁 (Matthew Mark Jen), 韩雪垠著 7-119-02858-8 外文出版社

金版托福语法词汇 主编 宫东风 7-119-02869-3 外文出版社

21世纪英语常用词、新词小词典 毛荣贵, 张韧弦主编 7-119-02901-0 外文出版社

孩子，我教你快乐学单词 Sam Hopkins, 许恩伦著 7-119-02953-3 外文出版社

英语单词闪电记忆,大学版 马玉洁 (Matthew Mark Jen), 韩雪垠著 7-119-02987-8 外文出版社

汉英古今常用语汇词典 张常人编纂 7-119-03210-0 外文出版社

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词汇必备,第二级 主编 王俊 7-119-03245-3 外文出版社

超英速阅读,高级 著 林为慧 7-119-03314-X 外文出版社

快速突破4500词 主编 陈璞 7-119-03373-5 外文出版社

快速突破6500词 主编 陈璞 7-119-03375-1 外文出版社

易速全能英语系列,动词365 主编 陈璞 7-119-03379-4 外文出版社



易速全能英语系列,短语动词365 主编 陈璞 7-119-03380-8 外文出版社

易速全能英语系列,副词365 主编 陈璞 7-119-03381-6 外文出版社

易速全能英语系列,典型错误365 陈璞主编 7-119-03384-0 外文出版社

易速全能英语系列,名词365 主编 陈璞 7-119-03386-7 外文出版社

大学英语短语记忆灵 主编 李晓茹 7-119-03495-2 外文出版社

新编学生英汉双解词典:双色工具版 凌玉，宏涛编 7-119-03687-4 外文出版社

拔都汗 (苏)扬著 7119037218 外文出版社

德语纠错专家.上册 编著 [德] Richard Schmitt 7-119-03734-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德语纠错专家.下册 编著 [德] Richard Schmitt 7-119-03740-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高中英语分类阅读:中级版 主编 张光珞 7-119-03805-2 外文出版社

新时代英语教程.上册 主编 张永波 7-119-03916-4 外文出版社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词汇巧攻巧记,第三级 刘颖主编 7-119-04010-3 外文出版社

大学英语口语教程.2 主编 黄望武 7-119-04150-9 外文出版社

国外图书馆设计资料集 张国良,毕 波编 7-120-00538-3 水利电力出版社

电气运行工人技术问答电动机 杨传箭著 7-120-00793-9 水利电力出版社

富爸爸 销售狗:要想在销售行业中取得成
功，你不一定非得是一只凶猛的斗犬

(美) 布莱尔·辛格 (Blair Singer) 著 7-121-00003-2 电子工业出版社

营销十要:营销精灵的智慧 (美) 杰克·特劳特 (Jack Trout) 著 7-121-00754-1 电子工业出版社

学习像呼吸一样自然 (美) 约翰·霍尔特著 7-121-01101-8 电子工业出版社

你值得成为最优秀的 (美) 博恩·崔西 (Brian Tracy) 著 7-121-01102-6 电子工业出版社

目标！ (美) 博恩·崔西 (Brian Tracy) 著 7-121-01103-4 电子工业出版社

挡不住的趋势 张明正, 陈怡蓁著 7-121-01196-4 电子工业出版社

六西格玛的力量 (美) 苏比尔·乔杜里 (Subir Chowdhury) 
著

7-121-01306-1 电子工业出版社

营养学初步 (美)格思里(Guthrie,H.A.)著 7-200-00043-4 北京出版社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1卷,远古—东汉 朱学西等编著 7-200-00048-5 北京出版社

大学英语正误辨析 金振东, 冀成会编著 7-200-00055-8 北京出版社

实用中医心理学 董建华, 马朋人编著 7-200-00063-9 北京出版社

教育学辞典 张念宏主编 7-200-00071-X 北京出版社

中文工具书及其使用 祝鼎民编著 7-200-00102-3 北京出版社

普通物理学辅导与答疑,力学与热学 清华大学现代应用物理系基础物理教研组编
写

7-200-001144-7 北京出版社

中国姓氏大全 陈明远, 汪宗虎编著 7-200-00122-8 北京出版社

双重身份的人 (苏)古利亚姆(Гулям,Х.)著 7-200-00186-4 北京出版社

历代中医肿瘤案论选萃 主编余桂清 7-200-00261-5 北京出版社



中共党史知识手册 郑福林主编 7-200-00342-5 北京出版社

写作通论 刘锡庆，朱金顺著 7-200-00384-0 北京出版社

中国自在气功 赵金香著 7-200-00400-6 北京出版社

现代实用民法词典 江　平,巫昌祯主编 7-200-00512-6 北京出版社

实用针灸大全 刘汉银编著 7-200-00514-2 北京出版社

袖珍急诊手册 王　臻等编 7-200-00705-6 北京出版社

临床护理全书,妇产科分册 《临床护理全书》编译委员会编 7-200-01121-5 北京出版社

临床护理全书,小儿科分册 朱怡然主编 7-200-01130-4 北京出版社

临床护理全书,外科、康复分册 朱怡然主编 7-200-01207-6 北京出版社

临床护理全书.五官科、皮科分册 《临床护理全书》编译委员会编 7-200-01236-x 北京出版社

临床护理全书,内科特护分册 朱怡然主编 7-200-01308-0 北京出版社

四肢瘫与截瘫患者的康复 (英)布罗姆利(Bromley,I.)著 7-200-01341-2 北京出版社

普通物理学辅导与答疑,振动、波动、波动光
学与量子物理

清华大学现代应用物理系基础物理教研组编
写

7-200-01428-1 北京出版社

肺部疾病的活检术 (美)王国本主编 7-200-01550-4 北京出版社

美容整形外科学 宋儒耀,方彰林主编 7-200-01717-5 北京出版社

美容整形外科彩色图谱 董昌林,方彰林主编 7-200-01718-3 北京出版社

实用儿科急诊医学 樊寻梅主编 7-200-01774-4 北京出版社

恒星的梦:194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族
工商业

易乾, 骆峰著 7-200-01776-0 北京出版社

神经系统MR诊断图谱 王忠诚主编 7-200-01859-7 北京出版社

遗失的人性 李 玮著 7-200-02257-8 北京出版社

烧伤创面修复与全身治疗 常致德等著 7-200-02287-X 北京出版社

中医脾胃学说应用研究 危北海主编 7-200-02291-8 北京出版社

飘摇的船:1900-1949年的中国民族工商业 易乾著 7-200-02333-7 北京出版社

我知道的中国足球:王俊生回忆录 王俊生著 7-200-02446-5 北京出版社

神经内科临床新进展 孟家眉主编 7-200-02581-X 北京出版社

精神医学与心理卫生研究 张继志主编 7-200-02611-5 北京出版社

肝脏病学新进展:基础与临床 王宝恩主编 7-200-02626-3 北京出版社

脑血管病及其外科治疗 王忠诚主编 7-200-02636-0 北京出版社

社会热点解读 沈湘平主编 7-200-02899-1 北京出版社

战胜糖尿病 沈宁, 李海玉, 张慧芹主编 7-200-03159-3 北京出版社

上腹痛 周峻伟，王新月主编 7-200-03183-6 北京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 (法)大仲马著 7-200-03258-1 北京出版社

我的少年时代:1938-1952献给共和国成立55
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刘仲元著 7-200-03524-6 北京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概论 沙健孙主编 7-200-03701-X 北京出版社

偏离与倒错:透视性心理变态 杨华渝编著 7-200-03829-6 北京出版社

企业信息化领导手册 主编 侯炳辉 7-200-03920-9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1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10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11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12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13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14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15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16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17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18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19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2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20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21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22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23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24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25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26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27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28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29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3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30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31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32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33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34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35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36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37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38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39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4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40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41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42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43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44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45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46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47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48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49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5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50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51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52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53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54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55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56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57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58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59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6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60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61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62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63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64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65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66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67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68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69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7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70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71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72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73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74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75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76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77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78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79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8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80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9 史仲文主编 7-200-03938-1 北京出版社

人类的枷锁:成瘾行为 汤宜朗, 郭松编著 7-200-04002-9 北京出版社

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 (美) 丹尼·罗德瑞克 (Dani Rodrik) 著 7-200-04004-5 北京出版社

腐败与全球经济
(美) 金伯利·A.艾略特 (Kimberly Ann 

Elliott) 主编
7-200-04008-8 北京出版社

全球性公司与各国政府
(美) 爱德华·M.格莱汉姆 (Edward 

M.Graham) 著
7-200-04009-6 北京出版社

新的绿色革命 杨剑波, 朱永和编著 7-200-04029-0 北京出版社

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董霞飞, 董云飞著 7-200-04030-4 北京出版社

天堂雨 安顿著 7-200-04108-0 北京出版社

点击金牌:中国少年计算机顶尖高手国际“奥
赛”胜出录

于建坤, 丁琴海著 7-200-04191-2 北京出版社

养育青春少年:父母与培养负责的青少年
(美) 珍妮·艾里姆 (Jeanne Elium), (美) 

唐·艾里姆 (Don Elium) 著
7-200-04195-5 北京出版社

相逢陌生人: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采访
手记

安顿著 7-200-04196-3 北京出版社



非洲经济圈与中国企业 李智彪主编 7-200-04219-6 北京出版社

大西洋经济圈与中国企业 叶卫平著 7-200-04220-X 北京出版社

美洲经济圈与中国企业 叶卫平 ... [等] 著 7-200-04222-6 北京出版社

咬一口爱情“三明智” 依萌编画 7-200-04223-4 北京出版社

“入世”与多元化国际市场 叶卫平著 7-200-04225-0 北京出版社

“入世”与多元化国际市场 叶卫平著 7-200-04225-0 北京出版社

中欧经济圈与中国企业 高密来, 聂元贞著 7-200-04230-7 北京出版社

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
新移民

王奋宇, 李路路等著 7-200-04262-5 北京出版社

单亲告白 方芳, 王晓明主编 7-200-04291-9 北京出版社

仿佛 张曼娟著 7-200-04387-7 北京出版社

喜欢 张曼娟著 7-200-04390-7 北京出版社

父辈的荣誉 (美) 盖·特立斯 (Gay Talese) 著 7-200-04392-3 北京出版社

王国与权利 (美) 盖·特立斯 (Gay Talese) 著 7-200-04396-6 北京出版社

天才是一种状态 陈建翔主编 7-200-04407-5 北京出版社

钱行天下 (美) 芭芭拉·盖尔森 (Barbara Garson) 著 7-200-04412-1 北京出版社

状元培养实录:高考状元父母访谈与点评,母
亲篇

王极盛著 7-200-04417-2 北京出版社

天堂鸟 薛晓路, 朱艳, 赵奔著 7-200-04421-0 北京出版社

开发头脑金矿:创新素质发掘与培养 王极盛著 7-200-04422-9 北京出版社

两性关系的内心解约
(德) 克雷门斯·冯·鲁克 (Clemens von 

Luck) 著
7-200-04446-6 北京出版社

头痛 李成江, 腰向颖, 葛丽英主编 7-200-04463-6 北京出版社

腰痛 主编 成羿, 乐军 7-200-04464-4 北京出版社

膝痛 主编 宋宝欣, 王蕾, 汪浩 7-200-04465-2 北京出版社

颈肩痛 主编 崔军, 于向东 7-200-04466-0 北京出版社

背痛 主编 崔全起, 任红 7-200-04467-9 北京出版社

零落哪有香如故:女人奇闻 《山海经》杂志选编 7-200-04485-7 北京出版社

自我价值与共享思想:运用社会智慧获得持久
成功

(德) 米歇尔·卡斯特尔著 7-200-04509-8 北京出版社

婚恋进行时:没有爱情的婚姻与没有婚姻的爱
情

(德) 赫拉德·申克著 7-200-04517-9 北京出版社

国有企业根本改革论 金碚主笔 7-200-04544-6 北京出版社

享用道德:对价值的自然渴望 (德) 克劳斯·德纳著 7-200-04547-0 北京出版社

告别牺牲者的角色 (瑞士) 韦雷娜·卡斯特著 7-200-04549-7 北京出版社

科技馆探秘 王恒, 廖红著 7-200-04577-2 北京出版社



巡行在梦中的玫瑰 朱家雄主编 7-200-04647-7 北京出版社

旋转在内心的月亮 朱家雄主编 7-200-04651-5 北京出版社

登上健康快车:讲课经典·健康行动 关春芳主编 7-200-04656-6 北京出版社

旧京百影:速写剪纸 陈志农作 7-200-04670-1 北京出版社

倾斜在掌心的城市 朱家雄主编 7-200-04676-0 北京出版社

绝无禁忌: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
录之四

安顿著 7-200-04686-8 北京出版社

西安有礼 叶细细著 7-200-04722-8 北京出版社

绿茶 金仁顺著 7-200-04728-7 北京出版社

爱的饥渴:图文珍藏版 (日) 三岛由纪夫著 7-200-04739-2 北京出版社

驯服黑狗:摆脱抑郁心境 [澳]Bev Aisbett著 7-200-04748-1 北京出版社

放弃美丽:享受真实自我 [澳]Bev Aisbett, [澳]Elizabeth Rieger
著

7-200-04749-X 北京出版社

花魂鸟魂 温冰然著 7-200-04751-1 北京出版社

和它在一起:战胜惊恐障碍 Bev Aisbett著 7-200-04753-8 北京出版社

热爱自己:实现自尊人生 [澳]Bev Aisbett著 7-200-04754-6 北京出版社

速读中国 《北京晚报》深度报道部著 7-200-04761-9 北京出版社

老百姓健康指南 梁萍编著 7-200-04764-3 北京出版社

老百姓健康咨询 梁萍编著 7-200-04765-1 北京出版社

登上健康快车:首席专家·健康领跑.第二辑 关春芳主编 7-200-04769-4 北京出版社

面对面:外国著名诗人访谈、演说 潞潞主编 7-200-04778-3 北京出版社

倾诉并且言说:外国著名诗人书信、日记 潞潞主编 7-200-04779-1 北京出版社

忧郁与荒原:外国著名诗人代表作品选 潞潞主编 7-200-04780-5 北京出版社

潮涌东方: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潮涌东方》
解说词

7-200-04783-X 北京出版社

你快乐 我快乐:[中英文本] (美) 梅吉·斯图尔特 (Meiji Stewart) 编 7-200-04796-1 北京出版社

玩赚地球 (美) 吉姆·罗杰斯 (Jim Rogers) 著 7-200-04802-X 北京出版社

假面自白:图文珍藏版 (日) 三岛由纪夫著 7-200-04806-2 北京出版社

春雪:节选 (日) 三岛由纪夫著 7-200-04808-9 北京出版社

潮骚:图文珍藏版 (日) 三岛由纪夫著 7-200-04809-7 北京出版社

千只鹤:图文珍藏版 (日) 川端康成著 7-200-04810-0 北京出版社

健康行动:实用操作经典 王火主编 7-200-04821-6 北京出版社

站在有光的地方 吴若权 [著] 7-200-04842-9 北京出版社

你就是我的100分 吴若权著 7-200-04843-7 北京出版社



爱情, 最幸福的信仰 吴若权著 7-200-04844-5 北京出版社

浩瀚的俄罗斯·东欧 吴季松著 7-200-04849-6 北京出版社

人类最早和最迟居住的地方——非洲和大洋
洲

吴季松著 7-200-04850-X 北京出版社

欧洲文明之路·希腊·意大利·英国 吴季松著 7-200-04851-8 北京出版社

创新的美国·美洲 吴季松著 7-200-04852-6 北京出版社

白雪皑皑的北欧 吴季松著 7-200-04853-4 北京出版社

德国之谜·奥地利·瑞士 吴季松著 7-200-04854-2 北京出版社

宗教圣地西南亚 吴季松著 7-200-04855-0 北京出版社

人类从这里走向海洋——西欧 吴季松著 7-200-04856-9 北京出版社

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 房宁著 7-200-04863-1 北京出版社

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吴季松著 7-200-04864-X 北京出版社

鸟兽物语:科普大使郭耕/动物保护随笔 郭耕著 7-200-04879-8 北京出版社

卧底当代丐帮 占才强等著 7-200-04897-6 北京出版社

首都民办高校指南 北京创世博达广告有限公司编 7-200-04930-1 北京出版社

弹指非典:四月里的幽默派 邵尔编撰 7-200-04945-X 北京出版社

胃痛 张明泉, 王新月主编 7-200-04975-1 北京出版社

下腹痛 主编 霍永利, 张明泉 7-200-04976-X 北京出版社

心绞痛 高峰, 卢全生主编 7-200-04977-8 北京出版社

咽痛 孙彦辉[等]主编 7-200-04978-6 北京出版社

摆脱高血压 韩学杰, 张印生主编 7-200-04979-4 北京出版社

远离肝炎与肝硬化 王新月等主编 7-200-04980-8 北京出版社

告别胃炎和消化性溃疡 李征[等]主编 7-200-04981-6 北京出版社

登山:健身+快乐新主张 刘小晖编著 7-200-04998-0 北京出版社

天天开心活百岁 姜德珍著 7-200-05011-3 北京出版社

我已出发 闾丘露薇著 7-200-05015-6 北京出版社

你累吗——警惕疲劳:流行生活之健康问题
中国保健科技学会, 国际传统医药保健研究

会主编
7-200-05017-2 北京出版社

直面癌症 主编 胡凯文, 黄金昶, 李泉旺 7-200-05018-0 北京出版社

学会养生活百岁 李树彬编著 7-200-05019-9 北京出版社

走出亚健康:享受健康生活 陈家旭, 李柳骥著 7-200-05020-2 北京出版社

无压力生活 时尚杂志社编 7-200-05039-3 北京出版社

百岁寿星养生档案 占才强等著 7-200-05041-5 北京出版社

谁执掌了世界金库的钥匙 张俊杰编著 7-200-05042-3 北京出版社



不打自招:男人想要女人知道的一切 时尚杂志社编著 7-200-05044-X 北京出版社

国民大问题:央视提问经济学家 潘祎主编 7-200-05050-4 北京出版社

增高 杨树文著 7-200-05073-3 北京出版社

准妈妈快乐教程:怀孕前后的20个月 主编 黄醒华, 刘克玲 7-200-05078-4 北京出版社

城市居民应急避险手册 主编 张雅宾 7-200-05083-0 北京出版社

第一视角:与中国航天员朝夕相处 赵雁著 7-200-05084-9 北京出版社

益寿高手 (日) 日野原重明著 7-200-05085-7 北京出版社

享受不尽的12种生活方式 杨成刚编著 7-200-05094-6 北京出版社

家庭防疫手册:漫画插图本 贾红博编著 7-200-05097-0 北京出版社

有病早治活100岁 李树彬编著 7-200-05108-X 北京出版社

爱已过了保鲜期 蒋振东主编 7-200-05120-9 北京出版社

我单身 蒋振东主编 7-200-05121-7 北京出版社

被爱情灌醉 蒋振东主编 7-200-05122-5 北京出版社

即使不是天使 蒋振东主编 7-200-05123-3 北京出版社

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 孙云晓, 张引墨著 7-200-05131-4 北京出版社

健康宝贝 凌立主编 7-200-05142-X 北京出版社

生为异类 李岚著 7-200-05144-6 北京出版社

有鼻子有眼儿 刘一达著 7-200-05160-8 北京出版社

紫光:拯救“南亚一号”行动 飞翔著 7-200-05161-6 北京出版社

北京就医指南:2004新版 李江涛主编 7-200-05164-0 北京出版社

小女人的邪念 田艺绘画 7-200-05167-5 北京出版社

魅力前沿·科学——回眸在2004 曲国斌, 杨虚杰主编 7-200-05192-6 北京出版社

只要你做:一个赛车手的“巴黎——达喀尔” 罗丁著 7-200-05196-9 北京出版社

击退痔疮 李静君，李成卫主编 7-200-05198-5 北京出版社

反恐精英 谢善骁撰稿 7-200-05200-0 北京出版社

艺术犯罪 唐婧撰稿 7-200-05201-9 北京出版社

黑帮秘史 李静霞撰稿 7-200-05202-7 北京出版社

轻松变身美少女 时尚杂志社编著 7-200-05204-3 北京出版社

爱的初体验 时尚杂志社编著 7-200-05205-1 北京出版社

听身体在说话 时尚杂志社编著 7-200-05206-X 北京出版社

职场启动计划 时尚杂志社编著 7-200-05207-8 北京出版社

疑案迷踪 马健撰稿 7-200-05208-6 北京出版社

时尚家庭手册 梁萍编著 7-200-05298-1 北京出版社



女人必吃的12种健康食物 《食用主义丛书》编委会编 7-200-05299-X 北京出版社

老年人必吃的12种健康食物 《食用主义丛书》编委会编 7-200-05300-7 北京出版社

男人必吃的12种健康食物 《食用主义丛书》编委会编 7-200-05301-5 北京出版社

孕妇必吃的12种健康食物 《食用主义丛书》编委会编 7-200-05302-3 北京出版社

悲欢情缘: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
录之五

安顿著 7-200-05358-9 北京出版社

别扣错第一颗扣子:抛开偏见的20种方法 何权峰著 7-200-05359-7 北京出版社

家庭：无形之塔 李维榕著 7-200-05371-6 北京出版社

婚姻：多人之舞 李维榕著 7-200-05372-4 北京出版社

吧去吧来:寻访北京酒吧 编著 师静予 7-200-05378-3 北京出版社

天堂玫瑰 (英)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著 7-200-05396-1 北京出版社

医患纠纷与医疗事故赔偿:医疗相关法律解读 主编 金大鹏 7-200-05462-3 北京出版社

向天而歌:太行盲艺人的故事 刘红庆著 7-200-05465-8 北京出版社

展现最好的你:成功必经的5大历程 何权峰著 7-200-05470-4 北京出版社

英语神厨 张立勇著 7-200-05496-8 北京出版社

把成功装进口袋:掌握成功的47个关键特质 林庆昭著 7-200-05497-6 北京出版社

行走革命530 (韩) 盛基洪著 7-200-05499-2 北京出版社

招:萌姐支招 司马小萌著 7-200-05500-X 北京出版社

黑白侦探 [(美) 安东尼奥·普罗海尔斯编绘] 7-200-05501-8 北京出版社

成长的问题 周家望主编 7-200-05543-3 北京出版社

少年初识愁滋味:我的五六十年代 陶正著 7-200-05544-1 北京出版社

常见传染病防治手册 田庚善主编 7-200-05546-8 北京出版社

为什么事情总是一团糟:打破惯性的28个法则 何权峰著 7-200-05562-X 北京出版社

你有没有攀登过:可以快速掌握的40则决胜关
键

林庆昭著 7-200-05563-8 北京出版社

别为小事争执:让你变豁达的50招 林庆昭著 7-200-05564-6 北京出版社

幸福就像玩拼图:构成幸福的96种要素 何权峰著 7-200-05569-7 北京出版社

我就是我:发掘个性中的72种潜能 司恩鲁著 7-200-05570-0 北京出版社

有这么严重吗:获得快乐的15种途径 何权峰著 7-200-05571-9 北京出版社

为什么人们喜欢华盛顿:让大家都爱你的54张
魅力王牌

林庆昭著 7-200-05572-7 北京出版社

别被自己绊倒:跨过人生的39块小石头 林庆昭著 7-200-05574-3 北京出版社

中国式离婚 王海鸰著 7-200-05576-X 北京出版社

最后1根稻草:企业营销之公共传播故事 钟洪奇著 7-200-05580-8 北京出版社



曹开镛谈男性健康新理念 曹开镛著 7-200-05592-1 北京出版社

城市在前爱情在后 蒋振东主编 7-200-05634-0 北京出版社

爱上龅牙妹:都市男女相亲记 蒋振东主编 7-200-05636-7 北京出版社

30℃咖啡100℃爱情 蒋振东主编 7-200-05637-5 北京出版社

总经理三大技能:掌权·用权·放权 金鸣, 张敏主编 7-200-05645-6 北京出版社

总经理三大能力:做人·做事·作领导 金鸣, 张敏主编 7-200-05647-2 北京出版社

总经理三大才气:交际·演讲·写作 金鸣, 张敏主编 7-200-05648-0 北京出版社

女人40魅力四射:魅力女人完全宝典 郎景和, 张振弘主编 7-200-05651-0 北京出版社

小脑袋，大世界 (德) 多纳塔·艾申波茜著 7-200-05652-9 北京出版社

称一称，你说的话几斤几两 阿英编著 7-200-05655-3 北京出版社

科学发现历史:科技考古的故事 后晓荣, 王涛著 7-200-05693-6 北京出版社

30分钟决定你的职业:进入一流公司的面试经 张锐著 7-200-05694-4 北京出版社

因为爱你才害你:安顿心理调查笔记小说 安顿著 7-200-05706-1 北京出版社

早安中国 今日心情 张兴 ... [等] 主编 7-200-05717-7 北京出版社

家庭用药须知 孙兰英, 袁凤仪主编 7-200-05742-8 北京出版社

应对胆囊炎与胆石症 高詹, 李成卫主编 7-200-05743-6 北京出版社

百姓租房法律自助 主编 刘凝, 赵梦 7-200-05754-1 北京出版社

物业管理法律自助 编著 李勇, 蔡冉 7-200-05755-X 北京出版社

交通安全法律自助 编著 刘琳, 代莉莉 7-200-05756-8 北京出版社

民事官司法律自助 编著 姚丽娟, 商伟 7-200-05757-6 北京出版社

房屋买卖法律自助 编著 郑燕, 唱依鸣 7-200-05759-2 北京出版社

未成年人法律自助 编著 钱秋华, 张长弓 7-200-05760-6 北京出版社

婚姻家庭法律自助 编著 董英超, 宋爽 7-200-05761-4 北京出版社

成功的六大要诀:职场制胜的行动指南
(美) 斯图尔特·R. 莱文 (Stuart 

R.Levine) 著
7-200-05767-3 北京出版社

儿童常见病防治与家庭护理 薛晓琳, 段姝伟主编 7-200-05774-6 北京出版社

婴幼儿健康成长手册 秦榛著 7-200-05775-4 北京出版社

学会调节血脂 张劭勤, 李成卫主编 7-200-05782-7 北京出版社

波波图:时尚北京生活手册 顾翔主编 7-200-05791-6 北京出版社

爱在光年外 坏蓝眼睛著 7-200-05810-6 北京出版社

天使只在夜里哭 坏蓝眼睛著 7-200-05811-4 北京出版社

十二星座之另一半的模样 淡蓝蓝蓝著 7-200-05812-2 北京出版社

十二星座之谁是最爱你的人 蒋振东主编 7-200-05813-0 北京出版社



时尚帝国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 7-200-05857-2 北京出版社

手袋里的圣经 图文 吴姝 7-200-05860-2 北京出版社

中医让你瘦 余淑美, 陈亭著 7-200-05862-9 北京出版社

平息哮喘 崔红生, 李成卫主编 7-200-05864-5 北京出版社

中国式婚姻 齐都流寇著 7-200-05880-7 北京出版社

五环旗下的科技奥秘 任海主编 7-200-05888-2 北京出版社

四季养生汤 张湖德，王俊主编 7-200-05890-4 北京出版社

四季美容汤 张湖德，李柏坪主编 7-200-05891-2 北京出版社

水魅 夜入无著 7-200-05899-8 北京出版社

爱情妖精 阮薇著 7-200-05900-5 北京出版社

超级享乐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 7-200-05907-2 北京出版社

我的财富梦:成功实现财务自由的普通人的赚
钱技巧

(韩) 金大中著 7-200-05916-1 北京出版社

陶宏开解救网瘾孩子:为家长找回迷失网络的
孩子

(美) 陶宏开, 李卫华著 7-200-05920-X 北京出版社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 傅华, 马书春编著 7-200-05922-6 北京出版社

牛玉儒：一个人和他热爱的土地 萨仁托娅著 7-200-05933-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礼仪歌诀八十八 赵书著 7-200-05948-X 北京出版社

四季瘦身汤 张湖德，杨世盐主编 7-200-05956-0 北京出版社

魅力前沿·科学——回眸在2005 曲国斌, 杨虚杰主编 7-200-05961-7 北京出版社

期货爱情 千里烟著 7-200-05970-6 北京出版社

福·警惕后悔莫及的病 魏兰新主编 7-200-05990-0 北京出版社

禄·远离与吃有关的病 魏兰新主编 7-200-05991-9 北京出版社

寿·小心老了才得的病 魏兰新主编 7-200-05992-7 北京出版社

禧·运动康复的秘诀 陈亚伟, 宋守中主编 7-200-05993-5 北京出版社

别让上司抓住把柄:完美职场生存30天条 臧全金著 7-200-06009-7 北京出版社

本草养生美食丛书,减肥 王其胜主编 7-200-06013-5 北京出版社

本草养生美食丛书,免疫 王其胜主编 7-200-06016-X 北京出版社

小女生的私密日记 黄莉莉, 张丽丽著 7-200-06023-2 北京出版社

小男生的私密日记 黄莉莉, 张丽丽著 7-200-06024-0 北京出版社

北京奥运市民法律知识手册 主编 刘凝, 赵梦 7-200-06025-9 北京出版社

国际视野与中国国情的融合:哈佛十六位学人
的中国梦

何静莹等著 7-200-06046-1 北京出版社

不能承受之“亲” 杨杨著 7-200-06083-6 北京出版社



赢在职场的100个箴言 张力夫著 7-200-06107-7 北京出版社

黑白地铁 张荣传, 陈瑞慧著 7-200-06112-3 北京出版社

刘忠厚谈骨质疏松 刘忠厚编著 7-200-06119-0 北京出版社

青春过隙, 我们玩点形而上 黄绪平著 7-200-06131-X 北京出版社

丁关庆谈血脂异常 丁关庆编著 7-200-06169-7 北京出版社

秀发可人 三采文化编著 7-200-06188-3 北京出版社

节约金点子118 本书编委会编 7-200-06198-0 北京出版社

大话超女:对一个娱乐神话的解析 唐浩主编 7-200-06209-X 北京出版社

向红丁谈肥胖与糖尿病 向红丁编著 7-200-06213-8 北京出版社

丰胸 杨树文著 7-200-06310-X 北京出版社

奥运项目规则和礼仪 翟越主编 7-200-06389-4 北京出版社

公司法新教程 熊英编著 7-200-06477-7 北京出版社

“新北京、新奥运”知识讲座 辛铁樑主编 7-200-06588-9 北京出版社

英汉图书情报文献学词汇 刘子亚,陆宗城主编 7201.84 书目文献出版社

思维:启迪智慧的钥匙 刘国超, 刘彪, 孙彩凤著 7-201-01420-X 天津人民出版社

财政监督常用法规汇编.上册 《财政监督常用法规汇编》编辑组[编] 7-201-02904-5 天津人民出版社

财政监督常用法规汇编.下册 《财政监督常用法规汇编》编辑组[编] 7-201-02904-5 天津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 苗增瑞，冯大愚著 7-201-02988-6 天津人民出版社

法医精神病学 李运午著 7-201-03397-2 天津人民出版社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主编 李建松 7-201-03463-4 天津人民出版社

生日派对 DIY 管健编著 7-201-03625-4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创造学概论 刘仲林著 7-201-03740-4 天津人民出版社

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 赵学功著 7-201-03949-0 天津人民出版社

新华商精英素质透析 柏桦, 任傲霜编著 7-201-04066-9 天津人民出版社

舞者狂野 吴有音原著 7-201-04321-8 天津人民出版社

地方立法的实践与探索 王鸿江主编 7-201-04353-6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A组.上册 杨叛著 7-201-04686-1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A组.下册 杨叛著 7-201-04686-1 天津人民出版社

我爱你:纯情挚爱小说集.2 7-201-04702-7 天津人民出版社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王小山著 7-201-04812-0 天津人民出版社

鸟儿 张目著 7-201-04846-5 天津人民出版社

运作、决策、信息与应急管理:美国地方政府
管理实例研究

(美) 吴量福著 7-201-04879-1 天津人民出版社



邪童正史 蒋方舟著 7-201-04915-1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非常sweet:心理解析大本营 刘激扬主编 7-201-05037-0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年学习手册 王通讯等编写 7-202-00018-0 河北人民出版社

侠骨情肠 单五洲等著 7-202-00043-1 河北人民出版社

性心理 杨洪训著 7-202-00149-7 河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传 (美)R. 特里尔著 7-202-00359-7 河北人民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第一卷 (英)麦克法夸尔著 7-202-00364-3 河北人民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958-1960.第二卷,大跃
进

(英)麦克法夸尔著 7-202-00365-1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上 (明)罗贯中著 7-202-00620-0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下 (明)罗贯中著 7-202-00620-0 河北人民出版社

西游记.上 (明)吴承恩著 7-202-00621-9 河北人民出版社

西游记.下 (明)吴承恩著 7-202-00621-9 河北人民出版社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李银桥著 7-202-00948-X 河北人民出版社

林语堂作品选.一,林语堂自传 林语堂著 7-202-01029-1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全唐诗:简化字横排标点本.第一册 7-202-01428-9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全唐诗:简化字横排标点本.第三册 7-202-01428-9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全唐诗:简化字横排标点本.第二册 7-202-01428-9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全唐诗:简化字横排标点本.第五册 7-202-01428-9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全唐诗:简化字横排标点本.第六册 7-202-01428-9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全唐诗:简化字横排标点本.第四册 7-202-01428-9 河北人民出版社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刘秀兰, 尹宝政主编 7-202-01970-1 河北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的理论境界研究 郭金平，顿占民著 7-202-02401-2 河北人民出版社

基金投资 程向前著 7-202-02694-5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文化产业初探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编 7-202-03410-7 河北人民出版社

鏖战疆场余墨 张振川著 7-202-03425-5 河北人民出版社

法律知识与法治理念 主编 时清霜, 杨亚佳 7-202-03990-7 河北人民出版社

记忆秘诀101则 (法)菲力普·博姆加特内著 7203.18 新华出版社

怎样测试您和孩子的智力 郑日昌，海宽编译 7-203-00052-4 山西人民出版社

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 张占斌,蒋建农主编 7-203-01957-8 山西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发展 唐洲雁著 7-203-03860-2 山西人民出版社

思想政治工作管见集 李明著 7-203-04020-8 山西人民出版社

建党80周年知识问答500题 徐凯峰主编 7-203-04180-8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在清华北大的演讲 吕日周著 7-203-04692-3 山西人民出版社



纪仲散文集 张纪仲著 7-203-05095-5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土默特志.下卷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 720400053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 本书编写组编 7-204-00068-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 布　赫主编 7-204-0008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学
习辅导

牛　森等编写 7-204-00126-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植物药志.第3卷 朱亚民主编 720400236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伴伴儿女郎 (日)松本清张著 7-204-00266-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乡土杨树的研究 包头市园林科技研究所主编 7-204-00335-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 《新时期党的建设丛书》编写组编写 7-204-00369-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宪法新论 王向明等编写 7-204-00376-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汉语千题例解 袁　薇编写 7-204-00383-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功能性及立体定向神经外科学 陈炳桓主编 7-204-00387-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系统辩证论 乌杰著 7-204-00579-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党的基本知识 乌云其木格主编 7-204-00844-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学生活近作选粹.上 李晓峰编 7-204-0088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学生活近作选粹.下 李晓峰编 7-204-0088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分册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校编著 7-204-00919-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分册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校编著 7-204-00953-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分清思想理论是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布日诺主编 7-204-01234-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指南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 720401294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毡乡春秋 拓跋篇 陶克涛 著 720401332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毡乡春秋 柔然篇 陶克涛 著 720401332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乌兰夫:摄影集 赵志宏,乌云其木格主编 7-204-01399-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大辞典 《内蒙古大辞典》编委会 720401400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大辞典 布 赫等主编 7-204-01400-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我国现阶段民族理论政策十讲 于兴洲主编 7-204-01551-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莫斯科散曲 陈寿朋著 7-204-01583-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旗县经济与财政 包文发主编 7-204-0172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大辞典 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大辞典编写组 72040197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回纥史 林斡等著 720402005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50年的足迹:内蒙古日报创刊50年优秀新闻作
品选

内蒙古日报编辑部编 7-204-02059-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干部实绩考核论文集 王威主编 7-204-02098-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学社会主义专题教程 张 盈主编 7-204-02120-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历史名城 李逸友编著 72040232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 叶新民编著 720402325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寺庙 乔吉编著 720402326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少数民族风情 徐世明等编著 720402327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 林干著 72040232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 马大正等著 72040236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植物药志.第2卷 朱亚民主编 720402389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陆游散论 张福勋著 7-204-02400-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文历史文献概述 包文汉等编著 720402418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代天骄和他的继承者 薄音湖著 720402419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历史文化遗迹 丁学芸编著 720402420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坛繁星 常 斗主编 7-204-02443-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志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志编纂委员会编 7-204-02600-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包头市防空志 杨凤未主编 7-204-0270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共包头党史大事记:1924-1993 张和增主编 7-204-0275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狐说 冯苓植著 7-204-02790-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送你下地狱 陈冲著 7-204-0286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现代公关语言学 哈森主编 7-204-03072-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盛世危言.上 郑观应著 7-204-03211-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盛世危言.下 郑观应著 7-204-03211-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土默特志.上卷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 7204033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包头市财政志 《包头市财政志》编纂委员会编 7-204-03334-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包头 谭博文等主编 7-204-03546-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三合明珠剑 (清) 佚名著 7-204-03586-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两交婚小传 (清) 天花藏主人著 7-204-03586-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五凤吟 (清) 云间嗤嗤道人著 7-204-03586-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凤凰池 (清) 烟霞散人著 7-204-03586-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好逑传 (清) 名教中人著 7-204-03586-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平山冷燕 (清) 佚名著 7-204-03586-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斩鬼传 (清) 烟霞散人著 7-204-03586-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玉娇梨 (清) 荑秋散人著 7-204-03586-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白圭志 (清) 博陵, (清) 崔象川著 7-204-03586-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驻春园 (清) 吴航野客著 7-204-03586-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塞北新城的满族 佟靖仁等著 7-204-03633-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公民法律知识:城市版 王悦发主编 7-204-0366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实用口才大全 刘毅政编 7-204-03751-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重拳击情 田雁宁, 陈舸帆著 7-204-03758-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土默川的传说故事 佟靖仁等[编] 7-204-0376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产业化经营:现代农牧业的必由之路 张廷武主编 7-204-03861-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喇嘛教史 德勒格 编著 7204038622

内蒙古资源大辞典 马玉明总主编 72040391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孝庄文皇后 马纳斯著 7-204-03989-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成吉思汗 宝力格等编著 720404063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西医眼科学 沈潜编著 7-204-04108-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植物药志.第1卷 朱亚民主编 720404317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塔其库耕耘记 佟靖仁，曼珠·素华著 7-204-04371-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伊索寓言 (古希腊) 伊索 (Aisopos)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傲慢与偏见 (英) 奥斯丁 (Jane Austen)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包法利夫人 (法) 居斯达夫·福楼拜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双城记 (英) 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啸山庄 (英) 艾米莉·勃朗特 (Emily Bronte)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在人间 (苏) 高尔基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一 (法) 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三 (法) 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二 (法) 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四 (法) 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好兵帅克历险记.上 (捷) 雅·哈谢克 (Jaroslav Hasek)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好兵帅克历险记.下 (捷) 雅·哈谢克 (Jaroslav Hasek)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娜娜 (法) 左拉 (Emile Zola)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上 (丹) 安徒生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下 (丹) 安徒生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中 (丹) 安徒生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悲惨世界.一 (法) 雨果 (Victor Hugo)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悲惨世界.三 (法) 雨果 (Victor Hugo)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悲惨世界.二 (法) 雨果 (Victor Hugo)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悲惨世界.五 (法) 雨果 (Victor Hugo)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悲惨世界.四 (法) 雨果 (Victor Hugo)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我的大学 (俄) 高尔基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拉封丹寓言 (法) 拉封丹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欧也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死魂灵 (俄) 果戈理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父与子 (俄)屠格涅夫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牛虻 (爱尔兰) 伏尼契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白痴.上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白痴.下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秘岛.上 (法) 凡尔纳 (Jules Verne)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秘岛.下 (法) 凡尔纳 (Jules Verne)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童年 (苏) 高尔基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贝姨 (法) 巴尔扎克 (Honore de Balzac)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邦斯舅舅 (法) 巴尔扎克 (Honore de Balzac) 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前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7-204-045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五色石 (清) 笔炼阁主人撰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八洞天 (清) 五色石主人编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合浦珠 [清]李烟水散人编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型世言.上 (清) 陆人龙编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型世言.下 (清) 陆人龙编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型世言.中 (清) 陆人龙编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枕上晨钟 不睡居士编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比目鱼 [清]松竹草庐爱月主人编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泪珠缘.上 (清) 天虚我生著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泪珠缘.下 (清) 天虚我生著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泪珠缘.中 (清) 天虚我生著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玉梨魂 徐枕亚著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玉蟾记 (清) 通元子著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疗妒缘 (明) 佚名著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豆棚闲话 (清) 艾衲居士编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雅观楼 (清) 檀园主人编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雨花香 (清) 石成金撰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雪鸿泪史.上 徐枕亚著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雪鸿泪史.下 徐枕亚著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风月梦 邗上蒙人著 7-204-04634-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医学研究方法论 王福彦，秦林金主编 7-204-047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区情与发展战略 于德水主编 7-204-04926-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核心辩证法 那仁敖其尔，孙兆文著 7-204-04956-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自学考试指南 索云苏荣主编 7-204-0498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圣的职责:怎样当好人大代表 邢宝玉主编 7-204-04999-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包头科技成果博览 王志民,张福星主编 7-204-05054-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专业技术人员综合知识读本 续维国主编 7-204-05105-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实践与思考 谭博文著 7-204-05119-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隐私性病症诊治指南 李谦, 张向真主编 7-204-05198-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麻黄 温都苏等编著 720405298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掀起你的盖头来 贺志宏著 7-204-0535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掀起你的盖头来 贺志宏著 7-204-0535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蒙古文、汉文 宝音德力根等主编 720405390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换届选举工作指南 杨利民主编 7-204-0545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汉蒙对照内蒙古地名词典 《汉蒙对照内蒙古地名词典》编委会编 720405481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争春园.上 (清) 佚名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争春园.下 (清) 佚名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于少保萃忠全传 (明) 孙高亮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云中雁三闹太平庄全传.上 (清) 佚名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云中雁三闹太平庄全传.下 (清) 佚名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 (明) 西大午辰走人订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唐三藏西游释厄传 朱鼎臣编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山水情 佚名编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断鸿零雁记 苏曼殊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清风闸 (清) 浦琳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笏山记.上 吾庐居士编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笏山记.下 吾庐居士编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绿牡丹.上 (清) 二如亭主人编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绿牡丹.下 (清) 二如亭主人编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花月痕.上 魏秀仁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花月痕.下 魏秀仁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蜃楼志.上 (清) 庚岭劳人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蜃楼志.下 (清) 庚岭劳人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蜜蜂计 (清) 佚名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金莲仙史 (清) 潘昶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金钟传.上 (清) 佚名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金钟传.下 (清) 佚名著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楼梦.上 (清) 俞达编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楼梦.下 (清) 俞达编 7-204-0548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网络游戏从入门到精通 清华天则工作室编著 7-204-05484-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网络聊天从入门到精通 清华天则工作室编著 7-204-05484-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族文学史（第一卷） 苏荣赫等 主编 720405542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族文学史（第三卷） 苏荣赫等 主编 720405542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族文学史（第二卷） 苏荣赫等 主编 720405542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族文学史（第四卷） 苏荣赫等 主编 720405542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与天地共生:鄂尔多斯生态现象透析 张秉毅著 7-204-05577-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汇编.2000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编
7-204-0560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西部大开发与包头 纪维旗等著 7-204-05859-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学语文 张简主编 7-204-05946-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阴山集:包头历史研究文集 张贵著 7-204-0597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 范景武著 7-204-06156-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花开无声 闫曼丽著 7-204-06238-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公民道德规范读本 《公民道德规范读本》编委会编 7-204-06295-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秩序论:象数学及中医哲学理论实质 高德，高亮著 7-204-06319-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基石:模范基层干部戴成钧 尚静波著 7-204-06341-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导读 陈朋山主编 7-204-06361-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外发明的故事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互为因应的生态环境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体内的河流血液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体的秘境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光怪陆离的地理发现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凝固的音乐 建筑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前途无量的纳米技术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现人类的祖先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球上的水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球内部的秘密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外层空间武器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有作为的核能科技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脑的秘密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天气与气候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奇妙的电与磁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奇异的生物工程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奇思妙想的发明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宝贵的能源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巧夺天工的人造奇观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异彩纷呈的天文发现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微生物的秘密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拯救生命的医学发现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探寻远逝的文明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数学的奥秘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日新月异的交通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智能机器人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浩瀚的宇宙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海上霸王 战艇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漫游材料世界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物理的妙趣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生命的密码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电脑的秘密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疫病与防治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眺望遥远的星空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奇的化学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奇的射线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奇的考古发现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奇的自然景观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秘的动物王国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秘的外星文明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空中雄鹰 战机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缤纷的植物世界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走进神奇的海洋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长眼睛的武器 导弹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长眼睛的武器 导弹 韩泰伦，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陆地之王 战车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飞天的历程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高科技与现代战争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魅力四射的激光 韩泰伦, 谢宇主编 7-204-0638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流金税月 张柏青，贺志宏著 7-204-0651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记忆永恒 季华著 7-204-0651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相思谷 贺志宏著 7-204-0651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盛世情怀 刘成林著 7-204-0651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包头交警论文集 张福祥主编 7-204-0651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金兴安 赵越著 7-204-0651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码草 海江霖著 7-204-0651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纵酒踏歌,散文卷 陈鹤龄著 7-204-0651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纵酒踏歌,诗歌卷 陈鹤龄著 7-204-0651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花难 邢永晟著 7-204-0651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产业工人的楷模,刘怀玉 哈斯乌拉等著 7-204-0651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营销文案现用现查 主编 贾世晟 ... [等] 7-204-06554-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企业家礼仪大全 王石彤主编 7-204-06571-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草原人民的好儿子:廷.巴特尔 陈光林主编 7-204-06623-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祖乐阿拉达尔罕传 赵文工 丹巴 译注 720406644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历史文化 主编奇那顺达来, 刘忠和 7-204-0671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历史文化 奇那顺达来，刘忠和主编 7-204-0671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历史名人评述 孟和；王永杰主编 7-204-06715-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历史名人评述 主编孟和,王永杰 7-204-06715-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古塔 乔吉等主编 720406786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古城 乔吉等主编 72040678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来自森林草原的人们 乔吉等主编 720406788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族服饰文化 乔吉等主编 720406789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包文化 巴•布和朝鲁编著 72040679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族民俗风情 莎日娜等编著 72040679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草原明珠:内蒙古主要城市由来 乔吉等主编 720406792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清真寺 乔吉等主编 720406793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寺庙 乔吉编著 720406794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奇景 冯军胜等编著 720406795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防治“非典”指南 《抗“SARS”病毒指南》编委会编 7-204-06820-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防治"非典"指南 《防治"非典"指南》编委会编 7-204-06820-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伦敦大瘟疫亲历记 (英) 丹尼尔·笛福著 7-204-06881-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军事课教材 庞民主编 7-204-07036-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让心情放个假 张翔鹰主编 7-204-07069-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兵法名句鉴赏.第一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兵法名句鉴赏.第三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兵法名句鉴赏.第二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小说名句鉴赏.第一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小说名句鉴赏.第三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小说名句鉴赏.第二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戏曲名句鉴赏.第一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戏曲名句鉴赏.第三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戏曲名句鉴赏.第二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散文名句鉴赏.第一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散文名句鉴赏.第三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散文名句鉴赏.第二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散文名句鉴赏.第四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散文名篇鉴赏.第一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散文名篇鉴赏.第三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散文名篇鉴赏.第二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名句鉴赏.第一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名句鉴赏.第三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名句鉴赏.第二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唐宋词名篇鉴赏.第一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唐宋词名篇鉴赏.第三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唐宋词名篇鉴赏.第二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唐宋诗词名篇鉴赏.第一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唐宋诗词名篇鉴赏.第三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唐宋诗词名篇鉴赏.第二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四书五经名句鉴赏.第一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四书五经名句鉴赏.第三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四书五经名句鉴赏.第二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诸子百家名句鉴赏.第一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诸子百家名句鉴赏.第三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诸子百家名句鉴赏.第二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诸子百家名句鉴赏.第四册 天人主编 7-204-0707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族大辞典 文精 主编 720407079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共青团工作理论 孟庆国主编 7-204-071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漂亮妈妈 金海豚婴幼儿早教课题组编 7-204-07123-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鄂尔多斯学研究 奇•朝鲁主编 720407139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守望者:关于新闻的读书札记与思考 张一舟著 7-204-07144-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巴尔虎蒙古史 孛.蒙赫达赉著 7-204-07144-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研究 门里牟著 7-204-07144-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阿拉善散记 赵海荣著 7-204-07167-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阿拉善的心灵史 董培勤著 7-204-07167-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实体大全,包头卷 文伟主编 7-204-0717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商业突破思想:20个最重大商业决策背后的传
奇故事

(英) 汤姆·坎农 (Tom Cannon) 著 7-204-07212-X 海南出版社

不尽情思 胡忠著 7-204-07221-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的动物性格 (美) 罗伊·费森 (Roy Feinson) 著 7-204-07434-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佛家智慧名言录 伊阙东君 [编] 7-204-07486-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 [匈]Д•卡拉著 720407526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阴阳师,吸血女侍 梦忱貘著 7-204-07549-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阴阳师,堀川桥上邂逅妖女 梦忱貘著 7-204-07549-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阴阳师,有鬼盗走玄象琵琶 梦忱貘著 7-204-07549-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高血脂高血糖防治宝典 钱尚益主编 7-204-0755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抗日谍报传奇 张文涛等著 7-204-076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时有女子:诠释世间万般情爱 董文俊主编 7-204-07681-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年学概论 孟庆国主编 7-204-07699-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学百科全书•文物考古 《蒙古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 72040774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灼眼的夏娜.8 高桥弥七郎 [著] 7-204-0776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报告学习读本 任亚平等主编 7-204-07810-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动物与环保 孙广来编著 7-204-07811-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球与环保 孙广来编著 7-204-07811-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天灾与环保 孙广来编著 7-204-07811-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极限与环保 孙广来编著 7-204-07811-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森林与环保 孙广来编著 7-204-07811-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气候与环保 孙广来编著 7-204-07811-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污染与环保 孙广来编著 7-204-07811-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粮食与环保 孙广来编著 7-204-07811-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资源与环保 孙广来编著 7-204-07811-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最后的游牧帝国 [日]宫肋淳子著 72040784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金色的钮扣,散文诗 白峰著 7-204-07891-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张蒙古的脸 白涛著 7-204-07891-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城市中的一匹白马 贺东冰著 7-204-07891-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成吉思汗文化 马冀主编 720407934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杜拉克管理22堂必修课:管理大师面对面 雅文编译 7-204-07969-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韦尔奇经商69个细节:管理大师面对面 雅文编译 7-204-07969-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汉译蒙古黄金史纲 朱风等译 720407983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缘定 简由著 7-204-08013-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 金海著 720408070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史研究211丛书•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
古城镇研究

乌云格日勒著 720408070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鄂尔多斯革命史.上 萨楚日勒图编著 720408199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鄂尔多斯革命史.下 萨楚日勒图编著 720408199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党的先进性建设探索与研究:全区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

讨会论文集

杨利民主编 7-204-08242-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河套文化论文集 王建平主编 720408299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河套文化论文集.2 王建平主编 720408299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河套文化论文集.4 王建平主编 720408299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河套文化论文集.3 王建平主编 720408299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西口文化研究 乐拓主编 720408304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漠百家:文化篇 大漠文化艺术中心编 7-204-08304-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时期师德楷模,师德颂 额尔敦巴雅尔等主编 7-204-08304-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秋子散文:世纪圣光 哈斯乌拉主编 7-204-08304-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带着心情去旅行 徐文潮著 7-204-08304-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西口文化研究 西口文化研究会编 7-204-08304-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三十六计 佚名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乾坤大略 (明) 王余佑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传家宝·人事通 (清) 石成金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传家宝·快乐原 (清) 石成金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传家宝·福寿鉴 (清) 石成金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传家宝·醒世钟 (清) 石成金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佛家智谋全书 曹冈编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儒家治民智谋全书 曹冈编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兵家机巧智谋全书 曹冈编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刘伯温奇略全书 (明) 刘基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厚黑通说 (明) 李卓吾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厚黑通说 (民) 李宗吾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反经 (唐) 赵蕤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家舌辩智谋全书 曹冈编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吴子兵法 (战国) 吴起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唐太宗韬略全书 (唐) 李世民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韬策略 (汉) 刘向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墨家智谋全书 (战国) 墨翟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同书 (清) 康有为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易集成 (商) 周文王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姜太公韬略全书 (商周) 吕尚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孙子兵法 (春秋) 孙武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孙膑兵法 (战国) 孙膑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帝鉴图说 (明) 张居正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建国方略 (民) 孙中山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忍经 (元) 许名奎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政经 (唐) 吴兢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智经 (明) 冯梦龙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冰鉴 (清) 曾国藩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变经 (清) 曾国藩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挺经 (清) 曾国藩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正经 (清) 宋宗元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武则天谋略全书 (唐) 武曌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法家帝王智谋全书 曹冈编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皇后内训 东宫备览 (明) 仁孝文皇后等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盛世危言 (清) 郑观应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素书 (秦) 黄石公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纵横家机辩智谋全书 曹冈编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罗织经 (唐) 来俊臣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观人学 (清) 邵潭秋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訄书 (清) 章太炎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诸葛亮智谋全书 (三国) 诸葛亮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资政奇典 (战国) 吕不韦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辨经 (魏) 刘邵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道家圣哲智谋全书 曹冈编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金鉴 (梁) 萧绎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鬼谷子谋略全书 (战国) 王诩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黄石公三略 (秦) 黄石公 [著] 7-204-08320-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双手的态度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丝丝细雨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为自己导航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生的真谛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另一颗心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喝咖啡的鱼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城市的颜色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夏天的阳光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天使不哭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寻觅栖息的森林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幻梦青春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心雪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意外的收获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我的记事本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拨动幸福心弦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挣扎一下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无法忘记的烟火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时间的残雪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春天里的故事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智慧晨光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月影菩提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母亲的心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母爱如佛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流浪的脚步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温馨一茶坊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灵魂的守望者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灵魂的洗礼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爱你, 不久, 就一生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爱是感受, 疼是施舍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琥珀里的春天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琥珀里的鱼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相约, 夜雨潇潇时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破碎的心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秋雨微寒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窗外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童话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七棵树下的等待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紫色的泪 无缘的蝴蝶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叶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尘有泪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纯属虚构的永远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美丽的谎言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芙蓉花开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花变的蝴蝶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花狱火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藏在牙膏里的爱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行乞日记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让爱随心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谁是最可怜的人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走出你的眼睛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路过黄昏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这一生牵你的手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迟到的忏悔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错过一颗流星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阅读, 心灵的呼吸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阳光的温度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雪飘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风之爱恋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飞舞的丝巾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麦草莲 高连营, 李金凤主编 7-204-08332-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学百科全书•军事 《蒙古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 720408354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学百科全书•新闻出版 《蒙古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 720408354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老狐狸经典故事集,别和老鼠过不去 喜子编著 7-204-0835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老狐狸经典故事集,天生一对儿 喜子编著 7-204-0835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老狐狸经典故事集,管好你的嘴 喜子编著 7-204-0835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老狐狸经典故事集,老狐狸的故事 喜子编著 7-204-0835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老狐狸经典故事集,苯贼一箩筐 喜子编著 7-204-0835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老狐狸经典故事集,虔诚的心 喜子编著 7-204-0835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老狐狸经典故事集,透过门缝的光 喜子编著 7-204-0835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老狐狸经典故事集,馋嘴别闲着 喜子编著 7-204-08355-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与春天一起微笑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两片海洋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为你自己奔跑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乡下没有母亲节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从爱的两面截击你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会飞的鸭子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你会为我跑几步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叶子的故事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如果这一枪打偏了呢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守望天使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最后一片绿叶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最珍贵的废书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泪洒鸡毛信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洁白的纸飞机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父爱如山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生命之水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离开这里去春天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等待的美丽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细节让你如此美丽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美丽的大脚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致命的误会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路的旁边也是路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雪碧加盐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鸡毛蒜皮与幸福 胡晓华主编 7-204-0835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秘史校勘本.上 额尔登泰等校勘 720408369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秘史校勘本.下 额尔登泰等校勘 720408369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译校注《蒙古源流》 道润梯步 译校 72040837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春风从草原走过 贾志义著 7-204-08371-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际交往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从政方法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修身齐家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公关诀窍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军事统战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商业管理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商战计谋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处世技巧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居官清廉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情场谋略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战场谋略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立志方略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经营事业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职场方案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识人用人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领导艺术大智慧 李志敏主编 7-204-0837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一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七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三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三十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三十一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三十七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三十三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三十九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三十二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三十五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三十八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三十六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三十四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九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二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二十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二十一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二十七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二十三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二十九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二十二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二十五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二十八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二十六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二十四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五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八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六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十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十一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十七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十三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十九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十二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十五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十八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十六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十四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四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奥秘探索.四十 编著 张生会 7-204-0840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外诗词欣赏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五线谱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像摄影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体育欣赏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保健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儿童折纸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围棋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孙子兵法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家电使用维修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小魔术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摄影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桥牌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演讲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漫画欣赏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漫画造型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烹调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电子琴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硬笔书法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简笔画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简谱与乐理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美容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英语单词记忆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计算机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象棋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超功能记忆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速读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集邮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音乐欣赏知识 白雨峰编 7-204-084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为人处世说话有学问 郭凯乐编 7-204-08446-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受欢迎的幽默口才 张微编 7-204-08446-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口才是公关的通行证 张微编 7-204-08446-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好口才要动口先动脑 苏琳科编 7-204-08446-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生活中要这样交谈 秦枭娜编 7-204-08446-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交口才要修炼 张洪编 7-204-08446-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这样的演讲受欢迎 陈述编 7-204-08446-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这样说话受欢迎 姚琼编 7-204-08446-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脑奥秘的探索之旅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光怪陆离的地理发现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化学迷宫的探索之旅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叩开星系奥秘的大门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叩开生命奥秘的大门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异彩纷呈的天文发现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征服太空的发现之旅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扑朔迷离的考古发现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拯救生命的医学发现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探索地球自身的奥秘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探索物理世界的奥秘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探索自然世界的奥秘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揭开网络的神秘面纱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数学王国的探索之旅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瑰丽神奇的寻宝之旅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遗传密码的破解之旅 韩欣编著 7-204-0846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五彩缤纷的植物世界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凝固音乐的伟大建筑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前途无量的纳米技术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变幻莫测的蓝色海洋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球生存命脉的能源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奇异神秘的动物王国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奇思妙想的伟大发明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天辟地的宇宙溯源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辟绿色农业的道路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掀起信息通信的盖头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揭开人类自身的秘境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揭开外星文明的奥秘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更新换代的电脑家族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生物工程的奇妙天地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精确制导的秘密武器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绚丽多彩的材料世界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解读世界历史之谜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解读中国历史之谜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转动三方魔力的坦克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追寻远逝文明的足迹 韩欣编著 7-204-0846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编汉蒙大字典 吴俊峰编 720408484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在变小与现代交通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地理与科学鉴定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科技五千年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华科技五千年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体健康与微量元素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类的智力与大脑发展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健康食品与生物工程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动物之美与人类情感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医疗保健与海洋生物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现创造与传奇故事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球之美与地理学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天文学与观测方法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太空飞行与航天科学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建筑艺术与绘画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摄影大师与摄影艺术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文物之美与工艺学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无人的战争与机器人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日常生活与人体科学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法布尔与昆虫记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海啸地震与地壳运动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特殊材料与高分子技术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现代战争与军事科学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现代生活与物理学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奇魔术与光电化学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秘的海洋与生物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学发现与传奇故事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绿色生活与环境科学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网络技术与人类未来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自然之美与地质学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衣食住行与科学知识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豪华汽车与高科技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风雨雷电与气象学 孙广来, 张娟编著 7-204-08498-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乐理知识 孙广来主编 7-204-0850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书法知识 孙广来主编 7-204-0850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体育欣赏知识 孙广来主编 7-204-0850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摄影知识 孙广来主编 7-204-0850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文字趣谈知识 孙广来主编 7-204-0850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民风民俗知识 孙广来主编 7-204-0850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绘画知识 孙广来主编 7-204-0850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诗歌欣赏知识 孙广来主编 7-204-0850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史纲要 乌云毕力格等主编 720408536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纪闻 玛希等校注 720408537X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 [日]岛田正郎著 720408538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9朵的玫瑰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做在清溪听水声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又到槐花飘香时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守望心灵的春天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寄给春天的邮票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对一朵花的微笑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辟心灵的后花园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心中的一片彩虹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心中的绿荫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心中的那片白帆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心中的雨季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心湖的涟漪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掌心上的太阳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放飞心灵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春天飘落的叶子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曾经的那片山野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最浪漫的事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枫叶再红时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水做的青春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深海里的珠玑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盒子里的蒲公英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秋天的月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童年的黄房子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粉豆花儿开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给春天设计一个未来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给梦一把梯子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给自己一个笑脸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翻开心灵的相册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让梦想飞翔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记忆中的那片杏林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走过青春的驿站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迷人的白桦林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长胡子的那一天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阳光与风的微笑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春在右爱在左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春的盒子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飘着腊梅花香的纸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飘雪的季节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黄昏的口琴声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黄龙溪那顶花草帽 韩艳主编 7-204-0868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大师风范——书
家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清奇远致——琴
艺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灿若星汉——画
艺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笔墨雅韵——画
事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绕梁佳音——琴
事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车马相争——象
棋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雅韵流芳——琴
史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上,出神入化
——书品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上,妙论撷英
——画品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上,异彩纷呈
——书艺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上,水墨国宝
——画史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上,源远流长
——书史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上,黑白妙趣
——围棋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下,出神入化
——书品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下,妙论撷英
——画品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下,异彩纷呈
——书艺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下,水墨国宝
——画史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下,源远流长
——书史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下,黑白妙趣
——围棋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琴棋书画鉴赏.中,妙论撷英
——画品卷

萧荒主编 7-204-08815-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侏罗纪公园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冷酷的方程式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心游记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外星人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天空的奥秘.上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天空的奥秘.下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太空人遇险记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太空海盗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奇妙的生命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孤独的机器人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宇宙探秘.上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宇宙探秘.下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宇宙漂流记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展望未来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巨人的形成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我们的地球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时间机器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昆虫记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星球大战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月球人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歼灭黑星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水晶天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流星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海豚之谜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漫话数学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生命的奥秘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生存与环境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电子谋士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秘岛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秘的按钮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与交通.上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与交通.下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与交通.中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与军事.上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与军事.下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与军事.中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与建筑.上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与建筑.下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与生活.上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与生活.下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的革命.上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的革命.下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技的革命.中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能源漫话.上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能源漫话.下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话说元素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走进黑洞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趣味的物理.上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趣味的物理.下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趣味的物理.中册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较量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过去·现在·未来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远方的朋友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预言未来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飞船疑案 李诚主编 7-204-08902-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事心理学 王极盛著 7-205-00055-6 辽宁人民出版社

心理学150问 车文博主编 7-205-00250-8 辽宁人民出版社

白话聊斋全本 (清)蒲松龄原著 7-205-01730-0 辽宁人民出版社

冒险:中国人的新性格 马役军著 7-205-02534-6 辽宁人民出版社[等]



法律：自我保护的利剑 郭翔, 李学斌, 冀法岩著 7-205-02535-4 天津人民出版社[等]

家庭购物挑选窍门400例 蓝再平, 韩耀斌主编 7-205-03969-X 辽宁人民出版社

经营败局通鉴 卢业苗, 史心田著 7-205-04134-1 辽宁人民出版社

77种网络经济创新模式 吕本富, 张鹏著 7-205-04840-0 辽宁人民出版社

西北师大逸事.上 刘基, 丁虎生主编 7-205-04970-9 辽宁人民出版社

西北师大逸事.下 刘基, 丁虎生主编 7-205-04970-9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在变革中崛起:辽宁90年代改革发展实践的理
性思考

主编 曹晓峰 7-205-05270-X 辽宁人民出版社

蒋介石生平 宋平著 7-206-0001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千家姓查源·字帖 赵嘉树,舒　雁编著 7-206-00086-X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团的工作ABC 中国青年报团的生活部编 7-206-0010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涉外经济基础教程 阎惠主编 7-206-00497-0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 王怀安等主编 7-206-00502-0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 王怀安等主编 7-206-00502-0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两个世界的对话: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 (英) 杰奥费里·裴灵著 7-206-00781-3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增补本 王怀安等主编 7-206-00817-8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华思想宝库 吴 枫主编 7-206-00872-0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秘闻·奇闻·趣闻 春 和,长 影编著 7-206-0089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女神之爱火 (英) 亨利·里德·哈格德著 7-206-00906-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华思想大辞典 张岱年主编 7-206-01010-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医学概论 侯桂琴主编 7-206-01015-6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百科要览 何竹康主编 7-206-01125-X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百科要览 何竹康主编 7-206-01125-X 吉林人民出版社

皎洁的月亮 朱仲丽著 7-206-01130-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土地革命的枪声 陈永山, 李蓉[编著] 7-206-01160-8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医饮食疗法:220种药膳食谱 主编 杨连生, 林德堂, 阎可及 7-206-01305-8 吉林人民出版社

警卫毛泽东纪事 阎长林著 7-206-01419-4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科学五千年.1 陈日明, 曲行文, 科文主编 7-206-01475-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科学五千年.10 陈日明, 曲行文, 科文主编 7-206-01475-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科学五千年.2 陈日明, 曲行文, 科文主编 7-206-01475-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科学五千年.3 陈日明, 曲行文, 科文主编 7-206-01475-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科学五千年.4 陈日明, 曲行文, 科文主编 7-206-01475-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科学五千年.5 陈日明, 曲行文, 科文主编 7-206-01475-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科学五千年.6 陈日明, 曲行文, 科文主编 7-206-01475-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科学五千年.7 陈日明, 曲行文, 科文主编 7-206-01475-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科学五千年.8 陈日明, 曲行文, 科文主编 7-206-01475-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科学五千年.9 陈日明, 曲行文, 科文主编 7-206-01475-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简明教育统计学 王景英编著 7-206-01599-9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创造:开发潜能的源泉 王通讯著 7-206-01819-X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1,各卷要录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10,语词、典故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11,语词、典故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12,语词、典故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13,语词、典故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14,民族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15,民族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16,职官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17,职官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18,职官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19,地理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2,各卷要录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20,地理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21,地理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22,地理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23,地理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24,地理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25,地理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26,地理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27,地理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28,典籍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29,典籍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3,各卷要录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30,典籍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31,人物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32,人物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33,人物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34,人物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35,人物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36,人物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37,人物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38,人物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39,人物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4,各卷要录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40,人物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41,人物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42,人物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43,通鉴学资料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44,通鉴学资料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45,通鉴学资料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5,各卷要录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6,各卷要录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7,司马光评论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8,历代贤哲评论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大辞典.9,语词、典故 施丁, 沈志华主编 7-206-022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演讲训练教程 主编 邵守义 7-206-02239-1 吉林人民出版社

高等代数典型问题学习和研究 单静编著 7-206-02318-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原本名译世界经典寓言全集:珍藏版,亚洲太
平洋部分国家地区卷 波斯·阿拉伯卷 法国

吴广孝, 李海主编 7-206-0235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原本名译世界经典寓言全集:珍藏版,希腊卷 
罗马·意大利卷 俄罗斯卷

吴广孝, 李海主编 7-206-0235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原本名译世界经典寓言全集:珍藏版,欧洲部
分国家卷 印度卷 德国卷

吴广孝, 李海主编 7-206-0235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原本名译世界经典寓言全集:珍藏版,非洲卷 
美洲卷 西班牙卷

吴广孝, 李海主编 7-206-0235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三国志.一,卷一—卷一四 (晋) 陈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三国志.三,卷三七—卷六五 (晋) 陈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三国志.二,卷一五—卷三六 (晋) 陈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一,卷一—卷二一 (明) 宋濂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七,卷一二七—卷一五二 (明) 宋濂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三,卷四九—卷六八 (明) 宋濂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九,卷一八一—卷二一０ (明) 宋濂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二,卷二二—卷四八 (明) 宋濂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五,卷八五—卷一０一 (明) 宋濂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八,卷一五三—卷一八０ (明) 宋濂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六,卷一０二—卷一二六 (明) 宋濂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四,卷六三—卷八四 (明) 宋濂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北史.一,卷一—卷一四 (唐) 李延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北史.三,卷三一—卷四五 (唐) 李延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北史.二,卷一五—卷三０ (唐) 李延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北史.五,卷六五—卷八五 (唐) 李延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北史.六,卷八六—卷一００ (唐) 李延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北史.四,卷四六—卷六四 (唐) 李延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北齐书.一,卷一——卷五○ (唐) 李百藥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南史.一,卷一—卷一六 (唐) 李延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南史.三,卷三八—卷六一 (唐) 李延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南史.二,卷一七—卷三七 (唐) 李延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南史.四,卷六二—卷八０ (唐) 李延寿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南齐书.一,卷一—卷二五 (梁) 萧子显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南齐书.二,卷二六—卷五九 (梁) 萧子显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史记.一,卷一——卷一二 (汉) 司马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史记.七,卷一０七—卷一三０ (汉) 司马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史记.三,卷一八—卷二四 (汉) 司马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史记.二,卷一三—卷一七 (汉) 司马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史记.五,卷四四—卷六九 (汉) 司马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史记.六,卷七０—卷一０六 (汉) 司马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史记.四,卷二五—卷四三 (汉) 司马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后汉书.一,卷一——卷一三 (晋) 司马彪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后汉书.三,卷三五—卷五四 (晋) 司马彪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后汉书.二,卷一四—卷三四 (晋) 司马彪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后汉书.五,卷七四—卷八九 (晋) 司马彪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后汉书.六,卷九０—卷一二０ (晋) 司马彪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后汉书.四,卷五五—卷七三 (晋) 司马彪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周书.一,卷一—卷五０ (唐) 令狐德棻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书.一,卷一—卷二○ (梁) 沈约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书.三,卷四一—卷七一 (梁) 沈约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书.二,卷二一—卷四０ (梁) 沈约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书.四,卷七二—卷一００ (梁) 沈约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一,卷一—卷一八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七,卷一二六—卷一四九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三,卷四六—卷六三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三十,卷四七一—卷四九六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九,卷一七０—卷一八七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二,卷一九—卷四五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二十,卷二四一—卷二六０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二十一,卷二六一—卷二八一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二十七,卷三九九—卷四二一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二十三,卷三０二—卷三二七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二十九,卷四四七—卷四七０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二十二,卷二八二—卷三０一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二十五,卷三五二—卷三七四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二十八,卷四二二—卷四四六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二十六,卷三七五—卷三九八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二十四,卷三二八—卷三五一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五,卷八一—卷九五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八,卷一五０—卷一六九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六,卷九六—卷一二五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十,卷一八八—卷二０二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十一,卷二０三—卷二０八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十七,卷二三一—卷二三三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十三,卷二一七—卷二二０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十九,卷二三七—卷二四０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十二,卷二０九—卷二一六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十五,卷二二五—卷二二七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十八,卷二三四—卷二三六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十六,卷二二八—卷二三０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十四,卷二二一—卷二二四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四,卷六四—卷八０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总目.一 戴逸主编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总目.二 戴逸主编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五代史.一,卷一—卷四二 (宋) 欧阳修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五代史.二,卷四三—卷七四 (宋) 欧阳修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元史.一,卷一—卷二六 (民国) 柯劭忞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元史.七,卷九七—卷一二八 (民国) 柯劭忞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元史.三,卷三０—卷三五 (民国) 柯劭忞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元史.九,卷一六０—卷一八九 (民国) 柯劭忞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元史.二,卷二七—卷二九 (民国) 柯劭忞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元史.五,卷五一—卷七一 (民国) 柯劭忞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元史.八,卷一二九—卷一五九 (民国) 柯劭忞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元史.六,卷七二—卷九六 (民国) 柯劭忞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元史.十,卷一九０—卷二二八 (民国) 柯劭忞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元史.十一,卷二二九—卷二五七 (民国) 柯劭忞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元史.四,卷三六—卷五０ (民国) 柯劭忞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一,卷一—卷二三上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七,卷七二下—卷七三下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三,卷四一—卷五八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九,卷七五下—卷九六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二,卷二三下—卷四０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五,卷六七—卷七一上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八,卷七四上—卷七五上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六,卷七一下—卷七二中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十,卷九七—卷一二五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十一,卷一二六—卷一五四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十三,卷一八六—卷二一０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十二,卷一五五—卷一八五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十四,卷二一一—卷二二五下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唐书.四,卷五九—卷六六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五代史.一,卷一—卷三一 (宋) 薛居正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五代史.三,卷七四—卷一一一 (宋) 薛居正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五代史.二,卷三二—卷七三 (宋) 薛居正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五代史.四,卷一一二—卷一五０ (宋) 薛居正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唐书.一,卷一—卷一六 (后晋) 刘昫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唐书.七,卷一０五—卷一三六 (后晋) 刘昫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唐书.三,卷二八—卷四０ (后晋) 刘昫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唐书.九,卷一六七—卷一八六下 (后晋) 刘昫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唐书.二,卷一七上—卷二七 (后晋) 刘昫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唐书.五,卷五一—卷七七 (后晋) 刘昫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唐书.八,卷一三七—卷一六六 (后晋) 刘昫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唐书.六,卷七八—卷一０四 (后晋) 刘昫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唐书.十,卷一八七上—卷二００下 (后晋) 刘昫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旧唐书.四,卷四一—卷五０ (后晋) 刘昫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一,卷一—卷二四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七,卷一０三—卷一０八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三,卷三九—卷五二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九,卷一二七—卷一六０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二,卷二五—卷三八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五,卷七九—卷九六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八,卷一０九—卷一二六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六,卷九七—卷一０二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十,卷一六一—卷一八一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十一,卷一八二—卷二０五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十七,卷三一二—卷三三二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十三,卷二二八—卷二四九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十二,卷二０六—卷二二七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十五,卷二七五—卷二九二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十六,卷二九三—卷三一一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十四,卷二五０—卷二七四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四,卷五三—卷七八 (清) 张廷玉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晋书.一,卷一—卷一七 (唐)房玄龄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晋书.三,卷三七—卷五九 (唐)房玄龄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晋书.二,卷一八—卷三六 (唐)房玄龄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晋书.五,卷八二—卷一０二 (唐)房玄龄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晋书.六,卷一０三—卷一三０ (唐)房玄龄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晋书.四,卷六０—卷八一 (唐)房玄龄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梁书.一,卷一—卷二八 (唐) 姚思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梁书.二,卷二九—卷五六 (唐) 姚思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汉书.一,卷一—卷一五上 (汉) 班固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汉书.七,卷七三—卷九一 (汉) 班固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汉书.三,卷二０—卷二七中之下 (汉) 班固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汉书.二,卷一五下—卷一九下 (汉) 班固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汉书.五,卷三八—卷五六 (汉) 班固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汉书.八,卷九二—卷一００下 (汉) 班固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汉书.六,卷五七—卷七二 (汉) 班固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汉书.四,卷二七下之上—卷三七 (汉) 班固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一,卷一—卷九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七,卷九九—卷一一五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三,卷二三—卷三四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三十,卷四五七—卷四八０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三十一,卷四八一—卷四九四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三十三,卷五一三—卷五二九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三十二,卷四九五—卷五一二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九,卷一二七—卷一四四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二,卷一０—卷二二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二十,卷二０五—卷二０八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二十一,卷二０九—卷二一一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二十七,卷三四五—卷三八三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二十三,卷二二六—卷二四七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二十九,卷四二四—卷四五六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二十二,卷二一二—卷二二五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二十五,卷二八二—卷三一一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二十八,卷三八四—卷四二三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二十六,卷三一二—卷三四四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二十四,卷二四八—卷二八一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五,卷五二—卷七四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八,卷一一六—卷一二六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六,卷七五—卷九八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十,卷一四五—卷一六０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十一,卷一六一—卷一六三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十七,卷一八九—卷一九七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十三,卷一七０—卷一七二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十九,卷二０二—卷二０四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十二,卷一六四—卷一六九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十五,卷一七七—卷一八二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十八,卷一九八—卷二０一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十六,卷一八三—卷一八八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十四,卷一七三—卷一七六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稿.四,卷三五—卷五一 (民国) 赵尔巽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辽史.一,卷一—卷四一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辽史.三,卷六九—卷一一六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辽史.二,卷四二—卷六八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金史.一,卷一—卷二三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金史.三,卷五０—卷七五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金史.二,卷二四—卷四九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金史.五,卷一０三—卷一三五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金史.四,卷七六—卷一０二 (元) 脱脱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陈书.一,卷一—卷三六 (唐) 姚思廉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隋书.一,卷一—卷一七 (唐) 魏徵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隋书.三,卷三二—卷五六 (唐) 魏徵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隋书.二,卷一八—卷三一 (唐) 魏徵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隋书.四,卷五七—卷八五 (唐) 魏徵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魏书.一,卷一—卷二一上 (北齐) 魏收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魏书.三,卷五一—卷七七 (北齐) 魏收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魏书.二,卷二一下—卷五０ (北齐) 魏收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魏书.五,卷一０三—卷一一四 (北齐) 魏收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魏书.四,卷七八—卷一０二 (北齐) 魏收撰 7-206-0235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军事五千年.1 孟宪信主编 7-206-02478-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军事五千年.10 孟宪信主编 7-206-02478-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军事五千年.2 孟宪信主编 7-206-02478-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军事五千年.3 孟宪信主编 7-206-02478-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军事五千年.3 孟宪信主编 7-206-02478-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军事五千年.4 孟宪信主编 7-206-02478-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军事五千年.5 孟宪信主编 7-206-02478-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军事五千年.6 孟宪信主编 7-206-02478-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军事五千年.7 孟宪信主编 7-206-02478-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军事五千年.8 孟宪信主编 7-206-02478-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军事五千年.9 孟宪信主编 7-206-02478-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 刘晓明等主编 7-206-02659-1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现代管理学 主编 孙承志, 杨飞翔 7-206-02692-3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医学社会学 郭永松, 陈洪波, 郭乡村编著 7-206-02737-7 吉林人民出版社

希望的轨迹:抚松二中“山泉”文学社文集 王德富主编 7-206-02751-2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医学与人文精神 黄妹著 7-206-02760-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医学与人文精神 黄妹著 7-206-02760-1 吉林人民出版社

肾综合征出血热诊断与治疗 主编 王秀云 ... [等] 7-206-02847-0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官典:中国历代从政名著全译.第一册 主编 张希清, 王秀梅 7-206-02858-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官典:中国历代从政名著全译.第三册 张希清, 王秀梅主编 7-206-02858-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官典:中国历代从政名著全译.第二册 张希清, 王秀梅主编 7-206-02858-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官典:中国历代从政名著全译.第四册 张希清, 王秀梅主编 7-206-02858-6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现代英语教学原理与实践:引导教师步入职业
生涯的新境地

魏立明, 孙长顺著 7-206-02923-X 吉林人民出版社

老年期内科系统疾病 安东善[等]主编 7-206-02960-4 吉林人民出版社

自然辨证法教程 胡光 ... [等]著 7-206-02967-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宇宙 (美) 卡尔·萨根 (Carl Sagan) 著 7-206-0300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命运之神应置何方:透析量子力学 (美) 戴维·林德利 (David Lindley) 著 7-206-03008-4 吉林人民出版社

用心取胜:寿险营销心理分析 尹洪涛, 张文武著 7-206-03032-7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现代市场经济实用知识.上 刘国光主编 7-206-03053-X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现代市场经济实用知识.下 刘国光主编 7-206-03053-X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基础与应用 刘洪涛, 贾百鸣, 吴超全主编 7-206-03059-9 吉林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论 王惠岩主编 7-206-03079-3 吉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发展大战略:邓小平主义发展战略研
究

田克勤主编 7-206-03080-7 吉林人民出版社

我们的国家公园 (美) 约翰·缪尔 (John Muir) 著 7-206-03095-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实用创造学教程 金现铁著 7-206-03098-X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医对卫生心理学的贡献 陈忞著 7-206-03204-4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大学体育教程 主编 郁俊, 廖诗方 7-206-03235-4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源利用与环保中的价值补偿问题 主编 孙毅 7-206-03242-7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五十年文艺作品选.一,戏剧卷 《吉林省五十年文艺作品选》编委会编 7-206-03255-9 吉林美术出版社

吉林省五十年文艺作品选.二,戏剧卷 《吉林省五十年文艺作品选》编委会编 7-206-03255-9 吉林美术出版社

生物技术实验 徐文弟, 李钰, 杨秋霞主编 7-206-03272-9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后工业社会反论 赵儒煜著 7-206-03274-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神经精神常见疾病诊疗精要 主编 徐虹, 王林业, 李冬林 7-206-03282-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医学伦理学 主编 郭乡村, 黄妹, 陈康 7-206-03290-7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乔冠华文集.一 乔冠华著 7-206-03294-X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乔冠华文集.三 乔冠华著 7-206-03294-X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乔冠华文集.二 乔冠华著 7-206-03294-X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乔冠华文集.四 乔冠华著 7-206-03294-X 吉林人民出版社

突破52种经营困境 (美) 戴比·肯尼迪 (Debbe kennedy) 著 7-206-03340-7 吉林人民出版社

应用新《会计法》百问解答 孙茂强, 秦斌, 丁光忠编著 7-206-03375-X 吉林人民出版社

民主的历程 (英) 约翰·邓恩 (John Dunn) 编 7-206-03407-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大学物理.上册 郗金行, 韩亚萍主编 7-206-03427-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大学物理.下册 郗金行, 韩亚萍主编 7-206-03427-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古诗三百首:精读·故事.上 王湘编著 7-206-0349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古诗三百首:精读·故事.下 王湘编著 7-206-0349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网络商机:电子商务的9大经营法则 (美) 许华兹著 7-206-03581-7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走出星光 本书编委会编 7-206-03591-4 吉林人民出版社

随机性
(美) 黛博拉·J·本内特 (Deborah 

J.Bennett) 著
7-206-03596-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打开心窗 东子著 7-206-03622-8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万民法:公共理性观念新论 (美) 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著 7-206-03638-4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亲子天空 东子著 7-206-03642-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怀孕知识百科:准妈妈每一天应该关心的所有
知识.上

(美) 威廉·西尔斯, (美) 玛莎·西尔斯, 
(美) 琳达·霍特著

7-206-03677-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怀孕知识百科:准妈妈每一天应该关心的所有
知识.下

(美) 威廉·西尔斯, (美) 玛莎·西尔斯, 
(美) 琳达·霍特著

7-206-03677-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婚姻法释义与实用问答 主编 赵惜兵 7-206-03725-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心理生理学思想概论 陈忞著 7-206-03738-0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国防经济学教程 刘义昌著 7-206-03741-0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国民经济动员学 王立新[等]著 7-206-03744-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医院人际关系学 李殿富, 郭乡村主编 7-206-03746-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国民经济动员管理教程 主编 刘义昌 7-206-03746-1 吉林人民出版社

我们是惟一的吗:发现外星生命的哲学意义 (英) 保罗·戴维斯 (Paul Davies) 著 7-206-03792-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军事欺骗的艺术 (英) 马克·劳埃 (Mark Lloyd) 著 7-206-03842-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30,西方20世纪前期卷(三) 吴元迈等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1,西方古代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10,西方17-18世纪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11,西方17-18世纪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12,西方17-18世纪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13,西方17-18世纪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14,西方19世纪前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15,西方19世纪前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16,西方19世纪前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17,西方19世纪前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18,西方19世纪前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19,西方19世纪中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2,西方古代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20,西方19世纪中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21,西方19世纪中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22,西方19世纪中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23,西方19世纪中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24,西方19世纪后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25,西方19世纪后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26,西方19世纪后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27,西方19世纪后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28,西方20世纪前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29,西方20世纪前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3,西方古代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30,西方20世纪前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31,西方20世纪前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32,西方20世纪前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33,西方20世纪前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34,西方20世纪后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35,西方20世纪后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36,西方20世纪后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37,西方20世纪后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38,西方20世纪后期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39,东方古代·东方中古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4,西方古代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40,东方古代·东方中古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41,东方古代·东方中古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42,东方古代·东方中古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43,东方古代·东方中古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44,东方古代·东方中古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45,东方近现代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46,东方近现代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47,东方近现代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48,东方近现代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49,东方近现代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5,西方中古·文艺复兴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50,东方近现代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6,西方中古·文艺复兴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7,西方中古·文艺复兴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8,西方中古·文艺复兴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话.9,西方17-18世纪卷 吴元迈, 赵沛林, 仲石主编 7-206-038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企业的泛风险管理:一种动态地处理风险与机
遇的系统化策略

[美]詹姆斯·德阿克著 7-206-03852-2 吉林人民出版社

透视专利权 主编 徐雅丽, 王菁华 7-206-03863-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透视域名·商标 主编 徐雅丽, 王菁华 7-206-03863-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透视知识产权前沿 主编 徐雅丽, 王菁华 7-206-03863-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透视著作权 主编 徐雅丽, 王菁华 7-206-03863-8 吉林人民出版社

足球神话 (德) 克里斯蒂安·艾希勒著 7-206-03915-4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一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七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三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九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二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五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八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六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十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十一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十三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十二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十五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十四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成语典故.四 主编 魏克威, 李德山 7-206-0391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浮动的世界 董昕, 陈昆著 7-206-03922-7 吉林人民出版社

爱不爱我 刘琨亚著 7-206-039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爱不爱我 刘琨亚著 7-206-0392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逃学故事 刘玮著 7-206-03924-3 吉林人民出版社

当代政治神学文选 刘小枫编 7-206-03957-X 吉林人民出版社

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第一辑 鲁豫有约节目组主编 7-206-03984-7 吉林人民出版社

房屋拆迁维权指南 主编 崔卓兰 7-206-04019-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生存环境维权指南 主编 崔卓兰 7-206-04020-9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人身权法判例与学说 杨立新 ... [等]著 7-206-04081-0 吉林人民出版社

楚辞余:历代骚体赋选.上 周殿富选注 7-206-0409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楚辞余:历代骚体赋选.下 周殿富选注 7-206-0409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楚辞流:历代骚体诗选.上 周殿富选注 7-206-0409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楚辞流:历代骚体诗选.下 周殿富选注 7-206-0409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楚辞源:先秦古逸歌诗辞赋选.上 周殿富选注 7-206-0409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楚辞源:先秦古逸歌诗辞赋选.下 周殿富选注 7-206-0409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楚辞论:历代楚辞论评选.上 周殿富选注 7-206-0409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楚辞论:历代楚辞论评选.下 周殿富选注 7-206-0409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楚辞魂:屈原辞译注图录.上 周殿富选注 7-206-0409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楚辞魂:屈原辞译注图录.下 周殿富选注 7-206-0409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各自零落 刘玮著 7-206-04106-X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各奔东西 刘玮著 7-206-04107-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各奔东西 刘玮著 7-206-04107-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光阴的故事 董昕著 7-206-04108-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天体的音乐:音乐、科学和宇宙自然秩序 (美) 杰米·詹姆斯 (Jamie James) 著 7-206-04114-0 吉林人民出版社

柏拉图对话录 张秀章, 解灵芝选编 7-206-04121-3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宪政视野下的司法公正 董茂云 ... [等]著 7-206-04141-8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 (英) F.A.哈耶克 (F.A.Hayek) 编 7-206-04147-7 吉林人民出版社

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第五辑 [鲁豫有约节目组主编] 7-206-04156-6 吉林人民出版社

献给我的最爱:百合情诗 百合著 7-206-04228-7 吉林人民出版社

律师维权案例选 主编 刘文元 7-206-04239-2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叶昌炽研究 金振华著 7-206-04348-8 吉林人民出版社

伊藤博文与安重根 (日) 佐木隆三著 7-206-04357-7 吉林人民出版社

票据犯罪侦查论 姜万国著 7-206-04380-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引渡新论:以国际法为视角 刘亚军著 7-206-04381-X 吉林人民出版社

行为犯论 郑飞著 7-206-04390-9 吉林人民出版社

论安乐死 王晓慧著 7-206-04391-7 吉林人民出版社

物业服务维权指南 主编 崔卓兰 7-206-0439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心翼集 李铁龙著 7-206-04413-1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犯罪对策研究 主编 王牧 7-206-04417-4 吉林人民出版社

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研究 段厚省著 7-206-04428-X 吉林人民出版社

劳动权:一项基本人权 主编 彭锡华 7-206-04431-X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时间与机遇 (美) 戴维·Z.阿尔伯特著 7-206-04434-4 吉林人民出版社

持有犯研究 邓斌著 7-206-0444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日]子安宣邦著 7-206-04453-0 吉林人民出版社

正义诸理论.上 (英) 布莱恩·巴里著 7-206-04467-0 吉林人民出版社

正义诸理论.下 (英) 布莱恩·巴里著 7-206-04467-0 吉林人民出版社

商业判断规则研究 丁丁著 7-206-04474-3 吉林人民出版社

革命心理学 (法)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著 7-206-04482-4 吉林人民出版社

韩国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力学 (韩) 权〓著 7-206-04504-9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名人名言 编写 陈晴, 万佳虹 7-206-04544-8 吉林人民出版社

觉悟人生的100个如意咒语 张力夫著 7-206-04560-X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主权 (英) 约翰·霍夫曼 (John Hoffman) 著 7-206-04583-9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本主义:一项社会审视 (英) 彼得·桑德斯 (Peter Saunders) 著 7-206-04588-X 吉林人民出版社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
起来

(英) 彼得·狄肯斯 (Peter Dickens) 著 7-206-04591-X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后现代性 (加) 大卫·莱昂 (David Lyon) 著 7-206-04592-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霍乱时期的爱情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著 7-207-00029-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她为何死去 徐绪敏等著 7-207-00040-5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英汉科技大词库:A-E.第一卷 黑龙江大学英语辞书研究室编 7-207-00228-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爱的圈套 (西)德雷拉著 7-207-00468-0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英汉科技大词库.第二卷 黑龙江大学英语辞书研究室编 7-207-00480-X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青楼恨:中国之《望乡》 康素珍记述 7-207-00510-5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英汉科技大词库.第三卷(M-S) 黑龙江大学英语辞书研究室编 7-207-00920-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英汉科技大词库.第四卷(S-Z) 黑龙江大学英语辞书研究室编 7-207-01028-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机遇:幸运女神的彩球 张军, 曲玉臣著 7-207-02684-6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喻世明言 (明) 冯梦龙著 7-207-03005-3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警世通言 (明) 冯梦龙著 7-207-03005-3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醒世恒言 (明) 冯梦龙著 7-207-03005-3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浪子魔剑.上 柳残阳著 7-207-03241-2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浪子魔剑.下 柳残阳著 7-207-03241-2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名家随笔散文精选,乡情卷 叶思根编选 7-207-0387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名家随笔散文精选,亲情卷 丽米兰编选 7-207-0387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名家随笔散文精选,友情卷 香雨点编选 7-207-0387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名家随笔散文精选,怡情卷 艾馨馨编选 7-207-0387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名家随笔散文精选,爱情卷 雪丹扉编选 7-207-0387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名家随笔散文精选,禅情卷 水印月编选 7-207-0387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名家随笔散文精选,逸情卷 林如真编选 7-207-0387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名家随笔散文精选,闲情卷 芦邀月编选 7-207-0387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小循环心功能·小循环导电技术理论与临床 李希臻, 宋丹丹著 7-207-04651-0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解析男人 周毅编译 7-207-05774-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双赢阳光道 周毅编译 7-207-0580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俗研究史 王文宝著 7207059302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七具亡灵的冤魂:记述云南省施甸县菖蒲塘医
院七条命案的悲剧

李玉轩著 7-207-05961-2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安利传奇:全球最成功直销公司的成长之路 郑星季编著 7-207-06295-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直销八巨头:最成功的八家直销公司的发展之
道

郑星季编著 7-207-06397-0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玫琳凯传奇:美国最大护肤用品直销公司的成
功之道

郑星季编著 7-207-06423-3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杜牧集 杜牧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杜甫集 杜甫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柳宗元集 柳宗元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韩愈集 韩愈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卷一,李白集 李白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卷一,欧阳修集 欧阳修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卷一,白居易集 白居易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卷一,苏轼集 苏轼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卷三,欧阳修集 欧阳修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卷三,苏轼集 苏轼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卷二,李白集 李白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卷二,欧阳修集 欧阳修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卷二,白居易集 白居易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卷二,苏轼集 苏轼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卷四,欧阳修集 欧阳修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卷四,苏轼集 苏轼著 7-207-06770-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怒海雄风.第一部 萧殿川编著 7-207-06846-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怒海雄风.第三部 萧殿川编著 7-207-06846-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怒海雄风.第二部 萧殿川编著 7-207-06846-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怒海雄风.第四部 萧殿川编著 7-207-06846-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红色之旅: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 主编 杨学军 7-207-06871-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红色之旅: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七 主编 杨学军 7-207-06871-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红色之旅: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 主编 杨学军 7-207-06871-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红色之旅: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二 主编 杨学军 7-207-06871-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红色之旅: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五 主编 杨学军 7-207-06871-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红色之旅: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八 主编 杨学军 7-207-06871-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红色之旅: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六 主编 杨学军 7-207-06871-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红色之旅: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 主编 杨学军 7-207-06871-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勇气·责任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勤奋·好学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同情·尊重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团结·友谊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奉献·敬业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孝敬·感恩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宽容·仁爱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廉洁·节俭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忠贞·爱国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正直·诚信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淡泊·乐观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理想·信念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礼仪·修身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立志·毅力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自强·自立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华美德读本,虚心·自制 主编 王志艳 7-207-06987-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八桂”沧桑:走进广西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南海明珠”的神话:走进海南文明 主编 杨庆茹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上海，已逝的时光:走进上海文明 主编 杨庆茹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八千年文明看河南:走进河南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寻找“丝绸之路”的起点:走进陕西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寻找“河西走廊”的足迹:走进甘肃文明 主编 张杨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寻找古代“吴越文化”的痕迹:走进江浙赣文
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山东龙山文化:走进山东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巴蜀文明:走进四川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帝都遗韵:走进北京文明 主编 杨庆茹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徽商文化:走进安徽文明 主编 张杨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挖掘宁夏尘封的痕迹:走进宁夏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探询“夜郎文化”之谜:走进贵州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晋山，晋水，晋文明:走进山西文明 主编 杨庆茹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点击世界屋脊:走进西藏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璀璨的古老文明:走进湘鄂文明 主编 张杨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神秘的草原文明:走进内蒙古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纵览河北的古都文化:走进河北文明 主编 张杨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聚焦关东文化:走进东北文明 主编 杨庆茹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西域文明:走进新疆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话说百“越(粤)”文明:走进广东文明 主编 张杨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遥远的极边文明:走进云南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错失的文明:走进港澳台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青藏高原的呼唤:走进青海文明 主编 王志艳 7-207-07043-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夏禹龙主编 7-208-03098-7 上海人民出版社

传奇如歌:《中国青年》的故事 彭波主编 7-208-03565-2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著 7-208-03804-X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入世议定书 《中国入世议定书》翻译组译 7-208-04030-3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现代企业中的劳动与价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
现代拓展

史正富著 7-208-04095-8 上海人民出版社

红苹果乐园 吕瞻呈著 7-208-04523-2 上海人民出版社

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 何员外著 7-208-04617-4 上海人民出版社

白羊座的双层世界 那多著 7-208-04996-3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划越:一个中国人和一个丹麦人横渡大西洋的
故事

(丹) 黄思远 (Christian Havrehed), 孙海
滨著

7-208-05253-0 上海人民出版社

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张希清主编 720806427X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资本论》辞典 宋　涛主编 7-209-00136-0 山东人民出版社

《资本论》索引 刘 焱编 7-209-00693-1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世纪之梦: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百年追求 辛向阳主编 7-209-02174-4 山东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研究 钟哲明主编 7-209-02347-X 山东人民出版社

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研究 丁冰著 7-209-02448-4 山东人民出版社

欧洲绿党研究 郇庆治著 7-209-02571-5 山东人民出版社

塑造完美的自我·人格 高峰强 ... [等] 编著 7-209-02573-1 山东人民出版社

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 孙国茂著 7-209-02627-4 山东人民出版社

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 周建波著 7-209-02628-2 山东人民出版社

货币市场与投资 杨强 ... [等] 著 7-209-02711-4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明论研究 许启贤主编 7-209-02716-5 山东人民出版社

新婚姻法释义与典型案例 王丽萍, 李燕编著 7-209-02754-8 山东人民出版社

触点:心理自我疗法 刘青主编 7-209-02757-2 山东人民出版社

创新思维个案解读 邵泽水编著 7-209-02832-3 山东人民出版社

创造发明启示录 邵泽水, 高杰编著 7-209-02848-X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为米卢辩护 南辰著 7-209-02870-6 山东人民出版社

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
户籍法研究

余德鹏著 7-209-02878-1 山东人民出版社

智慧语吧:国际舞台脱口秀 朱培亮, 张清津主编 7-209-02894-3 山东人民出版社



谁为我们担保:诚信危机在中国 魏建 ... [等编著] 7-209-02901-X 山东人民出版社

风险投资决策 唐翰岫著 7-209-02979-6 山东人民出版社

你不必再错过美元:跨国经营失误的案例 (美) 刘景雄著 7-209-02986-9 山东人民出版社

年轻富豪致富之道 杜云生著 7-209-03007-7 山东人民出版社

老年权益法律保护问答 主编 赵新 7-209-03053-0 山东人民出版社

营销管理:理论与实务 周建波著 7-209-03066-2 山东人民出版社

批评家茶座.第一辑 钟永诚主编 7-209-03131-6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老年心理养生 宋辉, 王维新编著 7-209-03134-0 山东人民出版社

第二人生大有作为 马杰, 赵新著 7-209-03135-9 山东人民出版社

企业法概论 王圣诵, 姜瑞雪著 7-209-03205-3 山东人民出版社

准备好，做女人 杨眉著 7-209-03211-8 山东人民出版社

“飘”爸爸的日记 彭启羽著 7-209-03213-4 山东人民出版社

企业并购与并购法 吴国萍, 周世中著 7-209-03216-9 山东人民出版社

依法行政知识读本 主编 虢亚雪, 张卫华 7-209-03219-3 山东人民出版社

时尚女子的贴心话 吴秦风著 7-209-03220-7 山东人民出版社

要爱就爱这样的男人 杨筠著 7-209-03223-1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三头六臂的职业女性 聂祎著 7-209-03227-4 山东人民出版社

男人可以不命苦 徐丽娜著 7-209-03228-2 山东人民出版社

记者眼中的苏沪浙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编 7-209-03260-6 山东人民出版社

城市竞争力 姜杰, 张喜民, 王在勇著 7-209-03284-3 山东人民出版社

留学生酒吧 也文编写 7-209-03287-8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区行政:社区发展的公共行政学视点 窦泽秀著 7-209-03288-6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公共经济学 姜杰, 马全江主编 7-209-03294-0 山东人民出版社

事业单位改革:公共事业发展新机制探析 赵立波著 7-209-03301-7 山东人民出版社

财务管理学 石连运, 张立达主编 7-209-03311-4 山东人民出版社

批评家茶座.第二辑 钟永诚主编 7-209-03366-1 山东人民出版社

老扬州遗事 张南著 7-209-03379-3 山东人民出版社

透视俄罗斯 张冰著 7-209-03429-3 山东人民出版社

证券市场监管与司法介入 金泽刚著 7-209-03461-7 山东人民出版社

人力资源战略与组织结构设计 盖勇, 孙平编著 7-209-03462-5 山东人民出版社

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业务指引 主编 王敏 7-209-03463-3 山东人民出版社

员工流动管理 姜秀丽, 石岩编著 7-209-03464-1 山东人民出版社

农民常用法律选编 本书编辑组编 7-209-03466-8 山东人民出版社



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 王君南, 陈微波编著 7-209-03467-6 山东人民出版社

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评价体系研究 张春光 ... [等] 著 7-209-03552-4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研究 徐东礼等著 7-209-03553-2 山东人民出版社

政府危机管理的传播学研究 高世屹著 7-209-03851-5 山东人民出版社

天下第一山 毛秉华主讲 7-210-01782-8 江西人民出版社

MBA：烧钱协会？ 西楼著 7-210-02872-2 江西人民出版社

那一年 《SOHO小报》编 7-210-02906-0 江西人民出版社

彭希曦先生 彭希曦著 7-210-03004-2 江西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研究 汪石满主编 7-212-01676-4 安徽人民出版社

PMP项目管理精华读本 舒森, 方竹根编著 7-212-02128-8 安徽人民出版社

医学专家谈健康,登上强身健体特别快车 于文明, 张秀红主编 7-212-02244-6 安徽人民出版社

医学专家谈健康,登上防范传染性疾病特别快
车

于文明, 张秀红主编 7-212-02244-6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邓小平理论 何亚平著 7-213-01780-2 浙江人民出版社

华东黄金旅游线导游词 钱钧主编 7-213-02048-X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共性技术R&D战略:整合技术预见和产业预见 吴伟强, 万劲波, 陈玉瑞著 7-213-03026-4 浙江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 陆云泉主编 7-214-02281-8 江苏人民出版社

科学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赵曜，秦刚主编 7-214-02284-2 江苏人民出版社

生产力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石 刘方棫主编 7-214-02290-7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闻策划要述 蔡贵方著 7-214-02506-X 江苏人民出版社

我也是公民:亲子间心理困惑透视 主编 陶国泰 7-214-02739-9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编美学辞典 吴世常，陈伟主编 7-215-00010-9 河南人民出版社

跨国追杀 (英)阿　彻著 7-215-00222-5 河南人民出版社

蒋介石的文臣武将 王维礼主编 7-215-00307-8 河南人民出版社

姓氏词典 王万邦编 7-215-00455-4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上卷 刘春建主编 7-215-01617-X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中卷 刘春建主编 7-215-01617-X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中卷 刘春建主编 7-215-01618-8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下卷 刘春建主编 7-215-01619-6 河南人民出版社

新闻业务论文选萃 王新义等主编 7-215-02860-7 河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丰碑:从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理论 高放等著 7-215-04404-1 河南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研究 袁贵仁, 宫敬才著 7-215-04406-8 河南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价值观研究 袁贵仁，方军著 7-215-04594-3 河南人民出版社

21世纪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 魏后凯主编 7-215-04644-3 河南人民出版社



铺筑绿色心路:军校生心理漫谈 徐承敏主编 7-215-04903-5 河南人民出版社

自由 公正与制度变迁 姚洋著 7-215-05036-X 河南人民出版社

叶甫盖尼·奥涅金 (俄)A.C.普希金著 7-215-05225-7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美学年鉴.2002 汝信，曾繁仁主编 7-215-05279-6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三农：国际竞争中的观察与思考 丁力著 7-215-05339-3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 秦晖著 7-215-05343-1 河南人民出版社

情爱时空 赵雅安著 7-215-05386-5 河南人民出版社

根与叶的絮语:安克慧母子家书 安克慧，郭颖颖，郭浩著 7-215-05693-7 河南人民出版社

我，毕加索的情人 (法)妮科尔·阿夫里尔(Nicole Avril)著 7-215-05709-7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美学年鉴.2003 汝信，曾繁仁主编 7-215-05904-9 河南人民出版社

祝辞赠言签名钢笔字帖 李洪川书 7-216-01357-3 湖北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 王兆星著 7-216-02514-8 湖北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理论与实践 彭立勋主编 7-216-02519-9 湖北人民出版社

购买自己的别墅 赵四海 ... [等著] 7-216-03870-3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可疑的贵妇人 (比)西门农著 7-217-00046-7 湖南人民出版社

行政事务管理顾问 胡巨保编写 7-217-00179-X 湖南人民出版社

混血姑娘的梦 (塞内加尔)萨　季(Sadji.A.)著 7-217-00198-6 湖南人民出版社

双谍争艳 (英)福莱特(Follet,K.)著 7-217-00330-X 湖南人民出版社

十大刺客 伍国庆著 7-217-00483-7 湖南人民出版社

隶书书写门径 陈景舒编著 7-218-00067-3 广东人民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 王启华主编 7-218-00532-2 广东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经济发展论 汤照连主编 7-218-02621-4 广东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究 黄家驹等著 7-218-02626-5 广东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伦理思想研究 李权时主编 7-218-02642-7 广东人民出版社

信息技术:人类第三级生存支持平台 刘益东著 7-218-03236-2 广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化建设主体: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地位研究 刘卓红 ... [等] 著 7-218-03269-9 广东人民出版社

当代国际社会名人逸事 樊毅主编 7-218-03287-7 广东人民出版社

解你心中千千结:城市版 朱仲南主编 7-218-03310-5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公司重构与竞争优势 毛蕴诗, 施卓敏著 7-218-03351-2 广东人民出版社

解你心中千千结:农村版 朱仲南主编 7-218-03378-4 广东人民出版社

老牛堂札记 王春瑜著 7-218-03465-9 广东人民出版社

让孩子赢在起跑点 (日) 松原达哉编著 7-218-03476-4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经济史话.上 子月著 7-218-03497-7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经济史话.下 子月著 7-218-03497-7 广东人民出版社

外国电影百花园 洪子锐著 7-218-03500-0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统合效用主义引论 盛庆琜著 7-218-03502-7 广东人民出版社

马采译文集 马采译 7-218-03515-9 广东人民出版社

红尘故事:当代都市人情感自述 徐斌著 7-218-03517-5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文化圆桌 主编 张立文 7-218-03519-1 广东人民出版社

儿科多发病 于心远, 林少霞编著 7-218-03520-5 广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城市街道管理 主编 胡忠明 7-218-03525-6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济难关 生财有路 钱可通著 7-218-03535-3 广东人民出版社

商场入门必读 钱可通著 7-218-03537-X 广东人民出版社

股票致富168招 钱可通著 7-218-03540-X 广东人民出版社

投资原则128 钱可通著 7-218-03541-8 广东人民出版社

生意人通胜 钱可通著 7-218-03542-6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个人理财攻防战 钱可通著 7-218-03543-4 广东人民出版社

SPSS 10.0医学统计方法与应用.上册,基础统
计

刘润幸主编 7-218-03570-1 广东人民出版社

SPSS 10.0医学统计方法与应用.下册,高级统
计

刘润幸编著 7-218-03570-1 广东人民出版社

褪尽铅华 张慧敏著 7-218-03571-X 广东人民出版社

聚焦女人:《女性时空》Show 李志强, 徐浩然主编 7-218-03606-6 广东人民出版社

相识西风 (英) 郭莹著 7-218-03610-4 广东人民出版社

生存日记 吕岛著 7-218-03611-2 广东人民出版社

拉萨河畔60日:拉萨河流域的自然生态与人文
景观

王川著 7-218-03628-7 广东人民出版社

爱与生的烦恼:大学生心理咨询案例研究 李桦著 7-218-03637-6 广东人民出版社

漂泊的屋顶 彭程著 7-218-03644-9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绝境的地图:祝勇自选集 祝勇著 7-218-03645-7 广东人民出版社

霜风与酒红 伍立杨著 7-218-03646-5 广东人民出版社

民事诉讼主体论 蔡彦敏著 7-218-03650-3 广东人民出版社

网战:中国新闻界悄悄孕育的革命 唐小兵, 陈新华著 7-218-03696-1 广东人民出版社

美体瘦身饮食调养 顾奎琴主编 7-218-03701-1 广东人民出版社

工人律师:劳动法律知识问答 广东省总工会法律顾问室编 7-218-03708-9 广东人民出版社

吴宓的情感世界 何世进, 于奇智著 7-218-03718-6 广东人民出版社

益智减压抗衰老饮食调养 顾奎琴主编 7-218-03742-9 广东人民出版社

人味:漫话·心理·漫画 编著 雷妞 7-218-03750-X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存在与超越:生命美学导论 雷体沛著 7-218-03759-3 广东人民出版社



内地金融发展与香港金融 主编 陈丽君 7-218-03789-5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世界网络风云透视:泡沫之下是美酒 盛培德编著 7-218-03802-6 广东人民出版社

企业电子商务模式 游梦良, 李冬华编著 7-218-03812-3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财智时代:王志纲的观点 王志纲[著] 7-218-03832-8 广东人民出版社

激情奥运城 龚江南, 胡俊霞著 7-218-03849-2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经济 董正平著 7-218-04139-6 广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医院形象策划 余健儿，张英编著 7-218-04460-3 广东人民出版社

人体常见寄生虫学彩色图谱 朱爱辛等主编 7-218-04538-3 广东人民出版社

政声人去后:岭南古代廉吏故事 江青粦, 张宇航主编 7-218-04858-7 广东人民出版社

清初岭南三大家 端木桥著 7-218-05194-4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越秀古书院 黄泳添, 陈明著 7-218-05197-9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线描现代人体画选 何伟仁编 7-219-00297-1 广西人民出版社

春潮曲:抒情歌曲合集 山　岩编 7-219-00427-3 广西人民出版社

聚散两依依 琼　瑶著 7-219-00860-0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 何孝瑛著 7-219-03891-7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三次飞
跃

何伟等著 7-219-03957-3 广西人民出版社

给自己开轻松处方:跳出传统框框 梁若芊著 7-219-04755-X 广西人民出版社

亲亲宝贝 娟子著 7-219-04939-0 广西人民出版社

谁是我们的成功榜样,跟全球顶尖管理大师学
管理

斯默尔编译 7-219-04961-7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与狼 娟子著 7-219-05040-2 广西人民出版社

爱情从天而降 娟子著 7-219-05255-3 广西人民出版社

离婚女人日记.2 娟子著 7-219-05319-3 广西人民出版社

韩 (韩) 李秀敏等著 7-219-05418-1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华异想集·马腹 藤萍著 7-219-05420-3 广西人民出版社

我的江湖我做主 旦霄鹏著 7-219-05452-1 广西人民出版社

获诺贝尔奖的女性 李曼著 7-220-00109-6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爱 蒋元明著 7-220-00118-5 四川人民出版社

女性生理和心理 方芳著 7-220-00123-1 四川人民出版社

蜜月后的思索 王行娟编著 7-220-00211-4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少林伤骨科医治秘方 范应莲编著 7-220-00491-5 四川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
史

(美)迈斯纳(Meisner,M.)著 7-220-01030-3 四川人民出版社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 武 原,曹 爽编 7-220-01334-3 四川人民出版社

爱之旅丛书.第一辑,难言的温柔 林晓筠著 7-220-02894-6 四川人民出版社



爱之旅丛书.第二辑,今宵多珍重 林晓筠著 7-220-02895-4 四川人民出版社

爱之旅丛书.三,是否真爱我 林晓筠著 7-220-02896-2 四川人民出版社

GRE词典:同义词 反义词 联想词 易混词辨异 主编 邓和刚 7-220-03049-5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尼古拉二世传:末代沙皇 李永昌著 7-220-03582-9 四川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研究 李学明著 7-220-04343-0 四川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民族理论与实践研究 朱洪明，周锡银主编 7-220-04400-3 四川人民出版社

“信”火燎原:电信业 成维忠编著 7-220-04911-0 四川人民出版社

媒体中国 刘勇著 7-220-04965-X 四川人民出版社

智能优势：组织的复杂性
(英) 米歇尔·D.迈克马斯特 (Michael 

D.McMaster) 著
7-220-05012-7 四川人民出版社

保卫21世纪:关于自然与人的笔记 聂晓阳著 7-220-05159-X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 刘明著 7-220-05160-3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变形的新闻屋 李希光著 7-220-05162-X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络神话与中国 任建民著 7-220-05175-1 四川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杜受祜, 刘世庆等著 7-220-05348-7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笑者为王:[漫画] 康笑宇 [著] 7-220-05404-1 四川人民出版社

教会孩子学习与生活:一个美国教授写给中国
父母的书

(美) 朱利安·泰普林 (Julian Taplin) 著 7-220-05636-2 四川人民出版社

文物灾难备忘录:当代中国文物犯罪与防治 陆建松著 7-220-05699-0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有备无患:常见疾病的家庭护理 廉喆, 刘英编著 7-220-05761-X 四川人民出版社

连环漫画史:成人童话 (意) 曼弗雷多·古埃雷拉著 7-220-05909-4 四川人民出版社

野性柔情,传奇篇 赵伟, 李艳芳著 7-220-06060-2 四川人民出版社

野性柔情,奇情篇 赵伟, 李艳芳编著 7-220-06060-2 四川人民出版社

野性柔情,真情篇 赵伟, 李艳芳著 7-220-06060-2 四川人民出版社

细节地图:有关两性的101个细节 蒋蓝著 7-220-06153-6 四川人民出版社

表情故事:有关两性的101张脸谱 蒋蓝著 7-220-06155-2 四川人民出版社

并购内幕 熊南京等著 7-220-06265-6 四川人民出版社

宗教与社会心理 陈昌文主编 7-220-06558-2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律师与刑事辩护 胡朝万编著 7-220-06683-X 四川人民出版社

理解人性 (奥)A.阿德勒(Alfred Adler)著 7-221-02225-9 贵州人民出版社

人寻找自己 (美)梅(May,R.)著 7-221-02226-7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 (美)萨哈金(Sahakian,William S.)著 7-221-02227-5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赌星大豪 雪米莉著 7-221-03671-3 贵州人民出版社



男港仔 雪米莉著 7-221-03672-1 贵州人民出版社

人间烟火 梁晓声著 7-221-03809-0 贵州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卓越贡献 王瑞璞主编 7-221-04787-1 贵州人民出版社

办公室求生指南 著 [美]史考特·亚当斯 (Scott Adams) 7-221-05921-7 贵州人民出版社

阮玲玉画传:中国“第一女明星”的爱恨生活 黄维钧著 7-221-06546-2 贵州人民出版社

那个笨蛋男生 (韩) 李林银著 7-221-06866-6 贵州人民出版社

转学前的约定 (韩) 徐亨周著 7-221-06867-4 贵州人民出版社

妲己的魔法爱情 何姬著 7-221-06938-7 贵州人民出版社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万绳楠整理 7221073694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天龙地虎.上 (美)萧逸著 7-222-00209-X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天龙地虎.下 (美)萧逸著 7-222-00209-X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天龙地虎.中 (美)萧逸著 7-222-00209-X 云南人民出版社

傲视天下.上 柳残阳著 7-222-00688-5 云南人民出版社

傲视天下.下 柳残阳著 7-222-00688-5 云南人民出版社

傲视天下.中 柳残阳著 7-222-00688-5 云南人民出版社

男人传:一个男人的冒险史 海男著 7-222-02545-6 云南人民出版社

永逝红颜:罗蜜·施奈德传 著 (德) 米歇尔·约尔格斯 (Michael 
Jurgs)

7-222-02570-7 云南人民出版社

咖啡苦不苦？ 陈丹燕著 7-222-03022-0 云南人民出版社

今晚去哪里？ 陈丹燕著 7-222-03023-9 云南人民出版社

济世经邦的宝典——《贞观政要》 雷绍锋, 邱跃康著 7-222-03075-1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国外获奖作家作品集,冯骥才卷 [冯骥才著] 7-222-03099-9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国外获奖作家作品集,陈丹燕卷 [陈丹燕著] 7-222-03104-9 云南人民出版社

走进独龙江的日子·寨子和孩子:一个北京作
家自费建校的经历

曾哲著 7-222-03130-8 云南人民出版社

走遍埃及 颜海英著 7-222-03135-9 云南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阿拉善风物志 蔡家艺编著 7222031731 云南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呼伦贝尔风物志 卢明辉等编著 722203174X 云南人民出版社

奇人奇书——《徐霞客游记》 段江丽著 7-222-03254-1 云南人民出版社

老狐狸米卢 张健主编 7-222-03306-8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在一起 [石康著] 7-222-03333-5 云南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锡林郭勒风物志 卢明辉等编著 7222033408 云南人民出版社

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俄) 顾彼得著 7-222-03427-7 云南人民出版社

民间档案:民间语文卷 韩少功, 蒋子丹主编 7-222-03430-7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失控与无名的文化现实:理论卷 韩少功, 蒋子丹主编 7-222-03431-5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作家立场卷 韩少功, 蒋子丹主编 7-222-03432-3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是明灯还是幻象:经典文献卷 韩少功, 蒋子丹主编 7-222-03433-1 云南人民出版社

能在天堂走多远:小说卷 韩少功, 蒋子丹主编 7-222-03435-8 云南人民出版社

公司智慧201:对创业者至关重要的经营妙计 (美) 简·阿普尔盖特 (Jane Applegate) 著 7-222-03523-0 云南人民出版社

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 内田吟风等 著 7222036210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实用美语金句型口语手册,高级 马心志, 张晴, 韩月琴编著 7-222-03673-3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实用美语金句型口语手册,中级 马心志, 张晴, 韩月琴编著 7-222-03674-1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实用美语金句型口语手册,初级 马心志, 张晴, 韩月琴编著 7-222-03675-X 云南人民出版社

打造自己的幸福:e时代生活的黄金定律 吴若权著 7-222-03692-X 云南人民出版社

爱情可遇更可求 张曼娟著 7-222-03693-8 云南人民出版社

恐龙周记 谷淑娟著 7-222-03694-6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丑行或浪漫 张炜著 7-222-03695-4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又见橘花香:电视原著小说 陈惠真, 谢叔芳著 7-222-03711-X 云南人民出版社

魔戒的魔法世界:名著背后令人惊奇的秘密、
传奇和传说

(英) 戴维·科尔伯特 (David Colbert) 著 7-222-03755-1 云南人民出版社

都会丽人 程乃珊著 7-222-03766-7 云南人民出版社

慢船去中国 陈丹燕著 7-222-03777-2 云南人民出版社

阿飞街女生 唐颖著 7-222-03860-4 云南人民出版社

我的男人是爬虫类:第一部长篇小说 张曼娟著 7-222-03928-7 云南人民出版社

八三年出发 程永新著 7-222-03960-0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不是我说你 庄羽著 7-222-04023-4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夫妻兵法:获得婚姻幸福的幽默枕边书 牧歌, 王和平编著 7-222-04074-9 云南人民出版社

流浪中国 游小华著 7-222-04079-X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亲爱的阿X小姐 姚摩著 7-222-04115-X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明恋爱童话 Windows98著 7-222-04116-8 云南人民出版社

爱情声声慢 黄玉慈著 7-222-04117-6 云南人民出版社

男性健康宝典 (泰) 那龙·宁姆萨酷尔著 7-222-04230-X 云南人民出版社

Hello英语经典句,导游英语 李生禄主编 7-222-04236-9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为爱结婚 张欣著 7-222-04268-7 云南人民出版社

Hello英语经典句,学生英语 李生禄主编 7-222-04271-7 云南人民出版社

Hello英语经典句,的哥英语 李生禄主编 7-222-04272-5 云南人民出版社

爱情拜家女:谷拉拉告别单身书 谷淑娟[著] 7-222-04288-1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
(以)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 (Rachel 

Bernheim-Friedman) 著
7-222-04330-6 云南人民出版社

何嘉文の创衣造型书:二手衣·配件DIY 何嘉文著 7-222-04373-X 云南人民出版社

日系指绘自己来！:时尚女生100款流行指绘
魔法书

东上飏著 7-222-04374-8 云南人民出版社

我总是心太软 杀伐著 7-222-04516-3 云南人民出版社

碧血剑.下 金庸著 7-222-16739-8 云南人民出版社

饮食改运学 李居明著 7-223-01166-1 西藏人民出版社

谋略与制胜:《三国演义》中的领导活动分析 冯立鳌著 7-224-00718-8 陕西人民出版社

英汉皮肤科学词典 顾伟程编写 7-224-00874-5 陕西人民出版社

白鲸 (美) 梅尔维尔著 7-224-04585-3 陕西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魏晓东,王志功主编 7-224-04944-1 陕西人民出版社

红字 (美)霍桑(Nathaniel Hawthorn)著 7-224-05338-4 陕西人民出版社

红字 （美）霍桑（Hawthom.N.)著 7-224-05338-4 陕西人民出版社

蝴蝶梦
(英) 达夫妮·杜穆里埃 (Daphne Du 

Maurier) 著
7-224-05341-4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叶夫根尼·奥涅金 (俄)普希金著 7-224-06005-4 陕西人民出版社

苔丝 (英) 哈代著 7-224-06008-9 陕西人民出版社

马丁·伊登 (美) 杰克·伦敦著 7-224-06009-7 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白疑案新论 武承权著 7-224-06016-X 陕西人民出版社

单身女孩:生活可以如此美妙
(美) 海伦·格莉·布朗 (Helen Gurley 

Brown) 著
7-224-07129-3 陕西人民出版社

论人生 {英}培根(Francis Bacon)著 7-2240-7211-7 陕西人民出版社

魔鼓小游戏.上 古龙著 7-225-00803-X 青海人民出版社

魔鼓小游戏.下 古龙著 7-225-00803-X 青海人民出版社

神功乐小蛋.上 陈青云著 7-225-00804-8 青海人民出版社

神功乐小蛋.下 陈青云著 7-225-00804-8 青海人民出版社

神功乐小蛋.中 陈青云著 7-225-00804-8 青海人民出版社

快乐浪子功.上 古龙著 7-225-00805-6 青海人民出版社

快乐浪子功.下 古龙著 7-225-00805-6 青海人民出版社

快乐浪子功.中 古龙著 7-225-00805-6 青海人民出版社

飓风 叶 辛著 7-225-01143-X 青海人民出版社

藏药志 杨永昌主编 7225012533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一个艺妓的回忆 (美) 阿瑟·高顿 (Arthur Golden) 著 7-225-01691-1 青海人民出版社



游遍中国,沪津卷 主编 李麟 7-225-02435-3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一剑情侠.上 金庸名著 7-226-0046-5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一剑情侠.下 金庸名著 7-226-0046-5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一剑情侠.中 金庸名著 7-226-0046-5 甘肃人民出版社

外国民商经济法选粹 苗延波, 赵彤著 7-226-02511-6 甘肃人民出版社

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第一
部,沙荒中摇曳的绿洲

何俊成 ... [等] 编著 7-226-03250-3 甘肃人民出版社

叶落凝霜 沈亚著 7-227-01258-1 宁夏人民出版社

梦断蓬莱 沈亚著 7-227-01258-1 宁夏人民出版社

碧野朱桥 沈亚著 7-227-01258-1 宁夏人民出版社

红叶秋意晚 沈亚著 7-227-01258-1 宁夏人民出版社

误识归舟 沈亚著 7-227-01258-1 宁夏人民出版社

白马王子 岑凯伦著 7-227-01263-8 宁夏人民出版社

天鹅姑娘 岑凯伦著 7-227-01382-0 宁夏人民出版社

幻羽喷泉 岑凯伦著 7-227-01382-0 宁夏人民出版社

烛光秋夜紫罗兰 岑凯伦著 7-227-01382-0 宁夏人民出版社

铁剑情侠.上 温瑞安著 7-227-01478-9 宁夏人民出版社

铁剑情侠.下 温瑞安著 7-227-01478-9 宁夏人民出版社

铁剑情侠.中 温瑞安著 7-227-01478-9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实用牙周病学 陈殿廉编著 7-228-01382-4 新疆人民出版社

清代新疆衡见奏牍汇编(道光朝卷) 马大正等主编 7228035380 新疆人民出版社

清代新疆衡见奏牍汇编.上(同治、光绪、宣
统朝卷)

马大正等主编 7228042662 新疆人民出版社

清代新疆衡见奏牍汇编.下(同治、光绪、宣
统朝卷)

马大正等主编 7228042662 新疆人民出版社

清代新疆衡见奏牍汇编.中(同治、光绪、宣
统朝卷)

马大正等主编 7228042662 新疆人民出版社

重返喀什噶尔 [瑞典] 贡纳尔•雅林 著 崔延虎 郭颖杰 译 7228048008 新疆人民出版社

蒙古的人和神 (丹麦)哈士纶著 7228053753 新疆人民出版社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
[瑞典]斯文• 赫定 著 徐十周 王安洪 王安

江 译
7228053753 新疆人民出版社

我是刀郎 刀郎著 7-228-05569-1 新疆人民出版社

解读地球之谜:美国自然杂志知识精华 范汝杰编著 7-228-07956-6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男和女 我和你 聂作平著 7-228-08424-1 新疆人民出版社



感觉目光:当代学生阅读经典 徐海东主编 7-228-08494-2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生的每日提醒:一位社会学家关于诚实、自
信、勤奋、礼仪的忠告

黄永军编著 7-228-08495-0 新疆人民出版社

伟大权力与财富:网上趣文搞笑经典 马长山著 7-228-08610-4 新疆人民出版社

选择放弃 学会洒脱 葛嘉欣编著 7-228-08630-9 新疆人民出版社

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正史外突厥文献集萃 薛宗正辑注 7228093747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分钟改变人生 (美) 哈伯德著 7-228-09397-2 新疆人民出版社

最新国家执业药师标准手册.第一卷 何银虎主编 7-275-04587-7 中国医药出版社

最新国家执业药师标准手册.第三卷 何银虎主编 7-275-04587-7 中国医药出版社

最新国家执业药师标准手册.第二卷 何银虎主编 7-275-04587-7 中国医药出版社

最新国家执业药师标准手册.第四卷 何银虎主编 7-275-04587-7 中国医药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 杨先材等编 7-300-00026-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社会学家辞典.上卷
(联邦德国)伯恩斯多夫(Bernsadorf,W.);(联

邦德国)克诺斯普(Knospe,H.)主编
7-300-00049-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体育教师手册 崔文季等编著 7-300-00051-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 张隆栋,傅显明编著 7-300-00166-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电子新闻媒介:广播与电视 刘志筠[编] 7-300-00254-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悲剧的人物 邱小龙等编 7-300-00688-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高 放主编 7-300-00823-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探寻思想轨迹:中医学史的文化哲学研究 车 离等著 7-300-01217-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1900-1988 贾新民主编 7-300-01280-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风歌:努尔哈赤传奇 刘凤云著 7-300-01666-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践日行:皇太极传奇 张 研著 7-300-01667-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痴道人:顺治皇帝传奇 张晓虎著 7-300-01668-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血滴子:雍正皇帝传奇 刘新风著 7-300-01670-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木鱼石:嘉庆皇帝传奇 林铁钧著 7-300-01672-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天朝门:道光皇帝传奇 房德邻著 7-300-01673-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奈何天:咸丰皇帝传奇 何 瑜著 7-300-01674-X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千秋泪:光绪皇帝传奇 李 东著 7-300-01676-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两世人:末代皇帝传奇 王开玺著 7-300-01677-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高 放主编 7-300-01810-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 7-300-02048-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全国大学出版社出版图书目录:1995年10-
1996年12月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编 7-300-02438-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应用数学基础.二,线性代数 赵树嫄编著 7-300-02513-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级会计学 阎达五, 耿建新, 戴德明编著 7-300-02712-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概论 奚广庆主编 7-300-02788-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杨瑞龙等著 7-300-02978-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综合水平统考经济学
学科考前辅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
金融学院编写

7-300-03122-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周誓达编著 7-300-03619-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预算管理 王金秀, 陈志勇编著 7-300-0373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历年考研英语真题名家详解:2007 张锦芯主编 7-300-03768-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芝麻与百合:追求生活的艺术 (英) 约翰·罗斯金著 7-300-05104-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黑色的春天 (美) 亨利·米勒 (Henry Miller) 著 7-300-05155-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情欲之网 (美) 亨利·米勒 (Henry Miller) 著 7-300-05158-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性爱之旅 (美) 亨利·米勒 (Henry Miller) 著 7-300-05160-X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克里传:对抗布什, 我准备好接受挑战! 
(美) 迈克尔·克拉尼奇, (美) 布莱恩·C·

穆尼, (美) 尼娜·J·伊斯顿著
7-300-05207-X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学校长视野中的大学教育 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 7-300-05263-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 刘文鹏著 730005547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
(德) 阿道夫·希尔德布兰特 (Adolf 

Hildebrand) 著
7-300-05554-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二辑 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 7-300-05961-9 高等教育出版社

营销十戒:过失与解决方案 (美) 菲利普·科特勒 (Philip Kotler) 著 7-300-06285-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高校出版社发展报告:2001-2004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编 7-300-06679-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类学的四个讲座 安德鲁•斯特拉森 等著 730006742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卫生事业管理 李鲁，郭岩主编 7-300-07178-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生产与运营管理 黄卫伟编著 7-300-07196-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别把你的顾客丢了
(美) 肯·布兰佳, (美) 吉姆·巴拉德, 

(美) 弗雷德·芬奇著
7-300-07209-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务谈判 丁建忠编著 7-300-07712-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袁咏秋，李家乔主编 7-301-00148-7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细胞生理学 吕国蔚著 7-301-00487-1 北京大学出版社

Internet网上神童 王龙编著 7-301-00976-3 北京大学出版社

Microsoft PowerPoint 神童 王龙编著 7-301-00988-7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卫生检验方法手册:加注、详解 郑永章等编译 7-301-01033-8 北京大学出版社

简明卫生统计学 周明河主编 7-301-01467-8 北京大学出版社

神经生物学:从神经元到大脑 W.K.Stephen等著 7301014848 北京大学出版社

扫描电子图象的形成处理和显微分析 朱宜等编著 7-301-01536-4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实验临床心理学 陈仲庚著 7-301-01675-1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体生理学多项选择习题集
(英)罗 迪(Roddie,Ian C.),(英)华莱士

(Wallace,WilliamF.M.)著
7-301-01696-4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体生理学多项选择习题集
(英)罗 迪(Roddie,Ian C.),(英)华莱士

(Wallace,WilliamF.M.)著
7-301-01696-4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卫生与咨询 王登峰等主编 7-301-01765-0 北大出版社

路是这样走出来的:《家庭帐簿》所见一代画
师平山郁夫的成长轨迹

(日) 平山美知子著 7-301-01768-5 北京大学出版社

色谱法在食品分析中的应用 沈小婉主编 7-301-01792-8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实用食品卫生 (日)河端俊治等编著 7-301-01800-2 北京大学出版社

骨肿瘤的超微病理 毕五蝉等著 7-301-02001-5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实用仪器分析 徐葆筠,杨根元主编 7-301-02259-X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方正书版排版技术和应用.下册 孟志华等编著 7-301-02357-X 北京大学出版社

恩波智业:敢对自己说我.第一卷 王 力著 7-301-02764-8 北京大学出版社

如何进行企业重组与并购 曹凤歧主编 7-301-03945-X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全国大学出版社获奖图书荟萃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 7-301-04346-5 北京大学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基础篇 姚孟臣编著 7-301-04480-1 北京大学出版社

跨国公司新论 吴文武著 7-301-04619-7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工商经营 李少民, 何小锋, 游汉明[著] 7-301-04620-0 北京大学出版社

直销与客户管理 (美) Douglas Gantenbein著 7-301-04670-7 北京大学出版社

股份经济论 曹凤岐著 7-301-04827-0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本企业档案: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背景 (日) 小林英夫著 7-301-05148-4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韩日世界杯:郑梦准寄语 (韩国) 郑梦准著 7-301-05663-X 北京大学出版社

民俗学概论 王娟编著 7301058152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公司转让
(英) 保罗·斯佩里, (英) 比阿特丽斯·米

切尔著
7-301-06432-2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现状与发展报告
“中国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现状与发展调查

” 课题组编
7-301-06622-8 北京大学出版社

超越：北京交通广播解析 主编 徐泓 7-301-06783-6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你能做好:卓越管理培训教程和经典案例分析 (英) 肯尼斯·费 (Kenneth Fee) 著 7-301-07425-5 北京大学出版社



如何进行员工健康与安全管理 王宏亮编著 7-301-07787-4 北京大学出版社

营销要点
(英)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Malcolm 

Mcdonald) 著
7-301-08041-7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广义建筑学 吴良镛著 7-302-00562-1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应试指导 肖立奇等编著 7-302-00709-8 清华大学出版社

INTERNET 傻瓜书 [美]John R.Levine & Carol Baroudi著 7-302-01693-3 清华大学出版社

3D Studio技术精粹 [美]S.D.Elliott等著 7-302-01738-7 清华大学出版社

FoxPro2.5实用教程 瓮正科编著 7-302-01863-4 清华大学出版社

Windows NT使用指南 [美]Craig stinson著 7-302-01890-1 清华大学出版社

FoxPro应用程序300例 瓮正科等编著 7-302-02025-6 清华大学出版社

程序设计(C语言)教程 张基温编著 7-302-02146-5 清华大学出版社

建设系统工程 卢有杰著 7-302-02378-6 清华大学出版社

Excel 2000 中文版入门与提高 谢国锋等编著 7-302-03527-x 清华大学出版社

Word 2000 中文版入门与提高 张本龙编著 7-302-03611-x 清华大学出版社

Visual FoxPro及其应用系统开发 史济民, 汤观全编著 7-302-03778-7 清华大学出版社

C程序设计 谭浩强著 7-302-03806-6 清华大学出版社

程序设计(QBASIC语言)教程 鲍有文 ... [等] 编著 7-302-03853-8 清华大学出版社

编译原理:习题与解析 伍春香编著 7-302-04512-7 清华大学出版社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杜春雷编著 7-302-06224-2 清华大学出版社

皮肤激光美容治疗 王家璧，王宏伟主编 7-302-07434-8 清华大学出版社

Visual FoxPro程序设计新编教程 李春葆, 张植民编著 7-302-07648-0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实用口腔正畸矫治方法与技巧 武广增，沈真祥编著 7-302-08192-1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医生案头药物速查手册 李晓迪，戈吉祥主编 7-302-08420-3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现代救治 岳茂兴主编 7-302-08475-0 清华大学出版社

药在食中:食物药用大众宝典 王德顺主编 7-302-08507-2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实用老年消化病诊疗学 许桦林主编 7-302-08581-1 清华大学出版社

消化疾病新视野 刘建主编 7-302-08832-2 清华大学出版社

词汇与结构专项训练 国伟编著 7-302-09015-7 清华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文化基础教程 冯博琴主编 7-302-10024-1 清华大学出版社

焰火 梁筠著 7-302-11280-0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全国执业护士资格考试分级考点详解与练习,
基础护理学

丁淑贞主编 7-302-12036-6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实用口腔正畸临床应用技术图谱 武广增编著 7-302-12100-1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全国执业护士资格考试分级考点详解与练习,
妇产科护理学

丁淑贞主编 7-302-12101-X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全国执业护士资格考试分级考点详解与练习,
儿科护理学

丁淑贞主编 7-302-12103-6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全国执业护士资格考试分级考点详解与练习,
外科护理学

丁淑贞主编 7-302-12142-7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全国执业护士资格考试分级考点详解与练习,
内科护理学

丁淑贞主编 7-302-12172-9 清华大学出版社

论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7-303-00063-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评点五柳仙踪 ( )伍冲虚,( )柳华阴撰 7-303-00561-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何提高你的心理素质 吴强,齐健编著 7-303-01476-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编 7303055533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艺术课程标准解读:实验稿 滕守尧主编 7-303-06094-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技术与课堂教学 (英) 艾薇儿·拉夫莱斯著 7-303-08082-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理剧与心理情景剧实务手册 石红著 7-303-08207-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理剧与心理情景剧实务手册 石红著 7-303-08207-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 张斌主编 7-304-01235-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哲学原理 谢新观, 王道君主编 7-304-01331-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高等数学(一)考试参考书 教育部考试中心组编 7-304-01495-4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概论 陈占安主编 7-304-01891-7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 主编 皮纯协 7-304-01903-4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宏微观经济学 陈东琪主编 7-304-01913-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歌声中的岁月 钱茸, 宋庆光主编 7-304-01947-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护理心理学 丁宝坤主编 7-304-01948-4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健康教育与行为指导处方集 主编 金大鹏 7-304-01953-0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教育信息化实用技术指南 张敬涛主编 7-304-02029-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概论 刘文华主编 7-304-02161-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全国职业培训教学研究优秀论文选编.2002 全国职业培训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编 7-304-02330-9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物业管理员 安静主编 7-304-02590-5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助理物业管理师 班道明主编 7-304-02591-3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馆长名录 刘景龙, 胡家柱主编 7-305-00519-3 南京大学出版社

微机入门短平快 许后华等编著 7-305-02221-7 南京大学出版社

导读工作概论 周金林编著 7-305-02646-8 南京大学出版社

环境毒理学 孔志明主编 7-305-02800-2 南京大学出版社



志存高远 继往开来:第五次全国高等学校出
版社工作会议文集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主编 7-305-03810-5 南京大学出版社

老年人保健指南 主编 陈尧 7-305-03984-5 南京大学出版社

细胞膜 (日)小川和朗,(日)中根一穗主编 7-306-00415-8 中山大学出版社

绿色营销导论 温力虎编著 7-306-01707-1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大管理评论.第1卷 7-306-01761-6 中山大学出版社

考试的革命:清华大学“网络评价”招生档案 清华云舟网络教育实验室编辑 7-306-01917-1 中山大学出版社

SARS：来自微观世界的恶魔 林禾枫编著 7-306-01922-8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世纪之交的健康社会科学:第五届亚太地区社
会科学与医学大会论文摘要及综述(2000年)

中山大学健康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昆明医学
院健康研究所编

7-306-01968-6 中山大学出版社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附：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自学考试大纲

主编 汪星明, 周山芙 7-307-03941-9 武汉大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疾病的机制与防治基础 欧阳静萍，董传仁主编 7-307-04125-1 武汉大学出版社

五十四式传统太极剑 王永生编著 7-308-00268-3 浙江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模拟试题汇编.上册 应惠兰等编 7-308-00945-9 浙江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模拟试题汇编.下册 应惠兰等编 7-308-00945-9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 邹时炎主编 7-308-01362-6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案例评析 主编 边一民 7-308-03522-0 浙江大学出版社

病原生物学 严杰，夏克栋主编 7-308-04568-4 浙江大学出版社

护理关怀行为指南 王菊吾主编 7-308-04737-7 浙江大学出版社

广播电视概论 施天权著 7-309-00040-4 复旦大学出版社

管理心理学 苏东水著 7-309-00290-3 复旦大学出版社

分子遗传学 盛祖嘉，沈仁权编著 7-309-00475-2 复旦大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生理学 唐仲良等编著 7-309-00556-2 复旦大学出版社

病毒手册 牛宏舜等编 7-309-00691-7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复习辅导手册 复旦大学《大学英语复习辅导手册》编写组
编

7-309-01005-1 复旦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学 居延安等编著 7-309-01141-4 复旦大学社

新闻采访写作新编 刘海贵,尹德刚著 7-309-01190-2 复旦大学出版社

传播学原理 张国良主编 7-309-01590-8 复旦大学出版社

金融开放与经济发展 姜波克 ... [等]编著 7-309-02192-4 复旦大学出版社

企业知识创新管理 翟丽著 7-309-02758-2 复旦大学出版社

智力资本经营 李志能著 7-309-02759-0 复旦大学出版社

企业新创:孵化的理论与组织管理 李志能著 7-309-02760-4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外国法制史 陈灵海 ... [等]编著 7-309-02846-5 复旦大学出版社

慧眼识股:从财税会计角度找“黑马” 沈正欣, 韩曙著 7-309-03072-9 复旦大学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季建林主编 7-309-03093-1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神经外科学 周良辅主编 7-309-03101-6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黄鹤年主编 7-309-03142-3 复旦大学出版社

健康教育学 黄敬亨主编 7-309-03529-1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最新内分泌诊疗技术操作规范实用全书.第一
卷

何明清主编 7-309-03717-3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最新内分泌诊疗技术操作规范实用全书.第三
卷

何明清主编 7-309-03717-3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最新内分泌诊疗技术操作规范实用全书.第二
卷

何明清主编 7-309-03717-3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最新内分泌诊疗技术操作规范实用全书.第四
卷

何明清主编 7-309-03717-3 复旦大学出版社

神经肽 谢启文主编 7-309-03876-2 复旦大学出版社

卫生管理运筹学 薛迪主编 7-309-03954-8 复旦大学出版社

餐馆照明 编著 周莉, 袁樵 7-309-04052-X 复旦大学出版社

医学伦理学教程 曹开宾，邱世昌，樊民胜主编 7-309-04086-4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临床预防医学 傅华，叶葶葶主编 7-309-04878-4 复旦大学出版社

脊柱外科手术图谱 (美)Haward S. An，(美)Lee H. RileyⅢ主
编

7-309-04911-X 复旦大学出版社

英汉人体解剖学词典 王海杰主编 7-309-04933-0 复旦大学出版社

皮肤科用药及其药理 王侠生主编 7-309-04952-7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考题解 蔡孙源主编 7-309-04954-3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技术规范 蒋红，王树珍主编 7-309-04977-2 复旦大学出版社

社会心理学 (苏)安德列耶娃著 7-310-00055-2 南开大学出版社

理论图书馆学教程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编 7-310-00063-3 南开大学出版社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考试指导:一级 刘瑞挺主编 7-310-00760-3 南开大学出版社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考试指导,三级A 张福炎主编 7-310-00761-1 南开大学出版社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考试指导,三级B 罗晓沛主编 7-310-00762-X 南开大学出版社

行省制度研究 李治安著 731001457X 南开大学出版社

元代回族史稿 杨志玖著 7310017684 南开大学出版社

心理卫生学 王敬群，邵秀巧著 7-310-02342-0 南开大学出版社

英语常用医学术语词素分析:英语医学名词简
捷记忆法

许圣宗著 7-311-00068-8 兰州大学出版社

大学图书馆使用指南 朱允尧,杨克虎主编 7-311-00320-2 兰州大学出版社

秘书学基本原理 吕发成，方国雄编著 7-311-00467-5 兰州大学出版社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第二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课题组编

7-311-00907-3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另一个诞生.VoI.1,感染扩大 川崎美羽著 7-311-00919-7 兰州大学出版社

新概念英语阅读手册 郑孝通编 7-312-00018-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学习指南,四级 陈克衡等编 7-312-00024-X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如何达到四级要求:阅读理解·语法和词汇·
写作

陈克衡编 7-312-00024-X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用组织学与胚胎学 齐易详主编 7-312-00060-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实用组织学与胚胎学 齐易详主编 7-312-00060-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 鲁润龙，顾月华编 7-312-00134-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规范 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编 7-312-00239-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实用卫生管理统计 施仲赋,高 歌主编 7-312-00314-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习题集萃 莫莉莉编 7-312-00359-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 吴敏毓,刘恭植编著 7-312-00404-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 吴敏毓,刘恭植编著 7-312-00404-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上机指南与屏幕英语:计算机30天入门 孙强华,史剑雄编 7-312-00442-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 李朝品,孙秀琴主编 7-312-00668-X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四、六级重点难点练习与释疑 潘继福编著 7-312-00720-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临床实用遗传病学 单荣森,刘树琴编著 7-312-00725-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高分突破GRE词汇精编 常春藤英语教学研究中心编 7-312-01421-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模拟试题集 柯应中主编 7-313-00806-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习题集 柯应中主编 7-313-00811-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1978～1987 张白影等主编 7-314-00426-9 湖南大学出版社

近代物理学.上册 甄长荫编 7427.35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近代物理学.下册 甄长荫编 7427.35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试题及解答:1980—1987 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编 7448.4 航空工业出版社

家庭交际礼仪手册 李　飞编著 7451.32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桥牌百例妙解 林济墉编著 7457.82 蜀蓉棋艺出版社

精选古诗文背诵手册 辛安亭,路志霄注释 7465.14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重点难点解答 阎建琪,谢曙光主编 7-5000-5409-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短线法宝 陶崇恩编著 7-5000-5446-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包头卷 丁伟志主编 7-5000-5819-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书法史话 朱守道 [著] 7-5000-5928-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质量铄金:企业竞争致胜的武器 (德) 京特·隆美尔 (G.Rommel) ... [等]著 7-5000-6036-X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协作型竞争:全球市场的战略联营与收购
(美) 乔尔·布利克 (Joel Bleeke), (美) 

戴维·厄恩斯特 (David Ernst) 编著
7-5000-6037-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少将风云录.二 主编 刘培一, 乔希章, 瞿定国 7-5000-6306-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激活第一生产力的动力源泉:中国空空导弹研
究院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李红旗主编 7-5000-6415-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思想政治工作也出生产力:平果铝业公司加强
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职工政研会组织编写 7-5000-6427-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低谷高歌突重围:黑龙江华安工业 (集团) 公
司继承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许远明主编 7-5000-643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捎来燕赵春讯:河北省农村题材小戏集锦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编] 7-5000-6443-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春到农家:江苏省农村题材小戏集锦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编] 7-5000-6443-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春满中原:河南省农村题材小戏集锦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编] 7-5000-6443-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水乡春来早:浙江省农村题材小戏集锦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编] 7-5000-6443-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红土地春韵:江西省农村题材小戏集锦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编] 7-5000-6443-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长白山春情:吉林省农村题材小戏集锦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编] 7-5000-6443-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齐鲁春晖:山东省农村题材小戏集锦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编] 7-5000-6443-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归档文件整理工作指南 主编 郭树银 7-5000-6444-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求实 求深 求准:江苏石油勘探局加强和改进
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袁连中主编 7-5000-6466-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拨亮心中的“矿灯”:西山煤电集团公司思想
政治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梁兴保主编 7-5000-6493-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三心”合力促腾飞: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与是实践

主编 裴文惠 7-5000-6505-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太钢不锈: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思想政治
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宋书信主编 7-5000-6531-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国旅行实用英语 (美) 罗曼·琼斯, 朱秀琴著 7-5000-6537-X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法律法规选编:初级 中级 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编 7-5000-6593-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给自己起个英文名 施孝昌著 7-5000-6692-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红土热心育胶王:云南西双版纳国营景洪农场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宁顺良主编 7-5000-6705-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走在东方的金光大道上: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和探索

沈长全, 陈祥辉主编 7-5000-6711-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法汉启蒙词典 主编 (法) F. 迪尔凯姆-库博, (法) 索雷维
尔

7-5000-6774-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重阳之歌 崔光祖, 邵梅著 7-5000-6884-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澳大利亚留学签证全程指南 杨继, 孙南主编 7-5000-6929-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英国留学签证全程指南 杨继, 蒋晓萍主编 7-5000-6930-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新西兰留学签证全程指南 杨继, 孙南主编 7-5000-6931-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美国留学签证全程指南 杨继, 孙南主编 7-5000-6933-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新加坡、香港、澳门留学签证全程指南 杨继, 孙南主编 7-5000-6934-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年人健康快车:40岁以上中年人的锻炼与生
活方式指南

[澳]马克·阿瓦布赫著 7-5000-6994-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托福词汇记忆要诀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 泰德教育集

团《托福备考丛书》编委会编著
7-5000-7041-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青海 晴帆, 吴浩青著 7-5000-7119-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讲述:2003首届中国记者风云榜 梁红, 郭银星主编 7-5000-7137-X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最新北京就医指南 郑利军, 梁超主编 7-5000-7138-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山西 咳嗽, 瀚海晴帆[编著] 7-5000-7144-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最新辽宁就医指南 李锋, 张璐, 栗晨静主编 7-5000-7185-X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最新骨科中华名医 信康网编 7-5000-7339-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卧虎藏龙 原著 王度卢 7-5001-0801-X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惨哉我也:英文语法轻松学 作者 派翠西亚·欧康诺著 7-5001-0820-6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读书的挽歌:从纸质书到电子书 (美) 斯文·伯克茨 (Sven Birkerts) 著 7-5001-0822-2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英语短语捷进 (美) 莫里斯·希尔 [编著] 7-5001-0849-4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国玩英语一路通:彻底玩乐实用随身书 (美) Andrew Horvat著 7-5001-0851-6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大学英语过级必备,六级词汇语法快速突破 主编 郑天义, 陈菁 7-5001-0866-4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大学英语精读全真课堂.第四册 主编 王长喜 7-5001-0908-3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大学英语精典题解.1,四级阅读500题详解 郑天义, 苏颖主编 7-5001-0916-4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现代经理人不可不知的经济语汇 张戬编著 7-5001-0963-6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精通英语词汇5000 主编 黄又林, 郑天义 7-5001-1037-5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精通3000英语词汇 主编 黄又林, 郑天义 7-5001-1040-5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精通英语词汇8000 主编 黄又林, 郑天义 7-5001-1042-1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精通英语词汇8000:缩编本 主编 黄又林, 郑天义 7-5001-1043-X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听力口语 何绍承著 7-5001-1088-X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洋话连篇,TOEFL阅读分类解析 东方友人编著 7-5001-1104-5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洋话连篇,TOEFL最新词汇精选 东方友人编著 7-5001-1108-8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真心英雄:抗击“非典”人物系列报道 主编 梁建增 7-5001-1156-8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钙——生命的火焰 李金元主编 7-5001-1172-X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通过练习学词汇,六级篇 主编 谢忠明 7-5001-1196-7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成功家长的40条教子良方 张国龙主编 7-5001-1203-3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我们怎样做家长:成为优秀家长必备的9种素
养

高超, 张莹编著 7-5001-1221-1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闯关:怎样攻克学习难关 蔡御荣, 吴珊珊, 蔡爱丽编著 7-5001-1242-4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爱语:汉英对照 刘见著 7-5001-1245-9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发现家长:成功教子的艺术 张国龙主编 7-5001-1256-4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教材全解.1 主编 李寄 7-5001-1258-0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35岁前要做的33件事 蔡虹著 7-5001-1259-9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教材全解.3 主编 李寄 7-5001-1260-2 石油工业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词汇30天狂背速记 主编 李寄 7-5001-1325-0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在砖窑的那段日子 潘纳尤迪斯·特拉努里斯著 7-5001-1373-0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学会考试:轻松通过考试必备的77种技能 王秋虎, 时遂营, 刘婷编著 7-5001-1450-8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陆地霸王:陆地上最迷人的动物故事 张国龙主编 7-5001-1474-5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猛禽飞翔:最让人迷醉的猛禽故事 张国龙主编 7-5001-1475-3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水下猎手:水下最让人迷恋的动物故事 张国龙主编 7-5001-1476-1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D小调进行曲 妮子著 7-5001-1504-0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丘比特之吻 小雨魔著 7-5001-1511-3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帅小子的克星:终结版 小雨魔著 7-5001-1512-1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天使不曾离开 莫可可著 7-5001-1547-4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巧做丸子家常菜 高云升, 张峰冀著 7-5002-1282-8 中国盲文出版社

腰痛病的诊断与诊疗 胡梦麟, 马越, 富田编著 7-5002-1287-9 中国盲文出版社

百病防治推拿术 臧福科主编 7-5002-1289-5 中国盲文出版社

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问答 石孝义等编著 7-5002-1315-8 中国盲文出版社

乡镇企业法知识问答 石孝义，刘莉编著 7-5002-1316-6 中国盲文出版社

农村妇幼保健知识 唐玉英, 傅建平主编 7-5002-1349-2 中国盲文出版社

农业产业化经营基本知识 邱军, 徐建新, 石孝义编著 7-5002-1383-2 中国盲文出版社

果品加工技术问答 陈湘宁等编著 7-5002-1394-8 中国盲文出版社

果品加工技术问答 陈湘宁等编著 7-5002-1394-8 中国盲文出版社

健康食疗很容易 杨慧如著 7-5002-1462-6 中国盲文出版社

冠心病调养食谱 叶连海, 郝淑秀主编 7-5002-1479-0 中国盲文出版社

明明白白看冠心病 寇兰俊, 王芬编著 7-5002-1488-X 中国盲文出版社

黑酋:一个刑侦队长的亲身见证 严岐成著 7-5002-1709-9 中国盲文出版社

北京的故事 孙瑜著 7-5002-1741-2 中国盲文出版社

哈利·波特与瓷娃娃:哈利·波特游侠中国 张斌著 7-5002-1746-3 中国盲文出版社



非法人生 李中锡著 7-5002-1799-4 中国盲文出版社

爱情醋溜:网上精品爱情笑话 丁离编著 7-5002-1825-7 中国盲文出版社

我把男人弄丢了 李虹著 7-5002-1846-X 中国盲文出版社

同样的月亮 童样的心 能量编译 7-5002-1852-4 中国盲文出版社

非典爱情 丁离著 7-5002-1870-2 中国盲文出版社

安徽人, 你为何沉默不语 杨志新著 7-5002-1893-1 中国盲文出版社

男生女生姓名配:e时代爱情速配指数 海啸编著 7-5002-1898-2 中国盲文出版社

蚂蚁办大象 翰林著 7-5002-1912-1 中国盲文出版社

何典 (清) 张南庄著 7-5002-1924-5 中国盲文出版社

虚位待我:如何搏得一只金饭碗 宋涛编著 7-5002-1940-7 中国盲文出版社

霍建起电影 暖:根据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
》改编

刘志福编 7-5002-1953-9 中国盲文出版社

夫妻关系15堂课 和仁著 7-5002-1970-9 中国盲文出版社

李嘉诚给青年商人的99条忠告 商谋子编著 7-5002-2015-4 中国盲文出版社

落英满床 罗浔著 7-5002-2033-2 中国盲文出版社

光明之路:拓宽盲人就业渠道获奖文选 李伟洪, 成长福主编 7-5002-2054-5 中国盲文出版社

领导的四大技能:公关·口才·演讲·写作 史晟编著 7-5002-2085-5 中国盲文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7-5004-0154-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人的姓名 张联芳主编 7-5004-018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圣经故事 张久宣编 7-5004-0366-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美)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 7-5004-0752-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
蒙古

马汝珩等著 750040764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精神之谜:全息精神学 严春友著 7-5004-0953-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智慧心理学 (瑞士)彼阿热(Piaget,Jean)著 7-5004-0980-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上卷 [美]牟复礼等编 750041011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每个间谍都是王子:以色列情报全史
(美)拉维夫(Raviv,Dan),(以)梅尔曼

(Melman,Yossi)著
7-5004-1057-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美)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 7-5004-1185-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 (美) 费正清编 7-5004-1288-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会计实用手册 王世定主编 7-5004-1384-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 (美)费正清，(美)费维恺编 7-5004-1406-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史 王钟翰 主编 750041646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宋、金、元部分 巫宝三主编 7-5004-167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伦春族卷•
鄂温克族卷•赫哲族卷•达斡尔族卷•锡伯族卷

•满族卷•蒙古族卷•藏族卷

满都尔图等主编 750041983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907-1368年 [德]傅海波 [崔瑞德] 编 750042211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龙族秘录.上 苏逸平著 7-5004-2349-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龙族秘录.下 苏逸平著 7-5004-2349-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穿梭时空三千年 苏逸平著 7-5004-235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编经贸英语写作教程 梁润森, 陈文明主编 7-5004-2735-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公共政策研究 胡宁生著 7-5004-2854-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垣集 陈垣著 750042871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开发报告 主编 陈佳贵 7-5004-2885-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贝克汉姆与漂亮辣妹 (英) 安德鲁·莫顿著 7-5004-2909-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婚姻法百问 主编 段京连 7-5004-3005-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工作中的IT (英) 戴维·斯托里 (David Storey) 著 7-5004-303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绝色 洛兵著 7-5004-3043-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编语言学基础教程 编著 魏辉良, 谢元花 7-5004-308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活策略 (美) 菲利普·麦格劳 (Phillip C.McGraw) 
著

7-5004-3092-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泰山群兽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7-5004-3125-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泰山之子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7-5004-3126-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野性泰山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7-5004-3128-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丛林故事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7-5004-3129-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这是女孩子的事 (澳) 贝琳达·汉福特 (Belinda Henwoood) 
著

7-5004-313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汤姆·彼得斯 (英) 罗伯特·海勒 (Robert Heller) 著 7-5004-3158-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查尔斯·汉迪 (英) 罗伯特·海勒 (Robert Heller) 著 7-5004-316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安德鲁·格罗夫 (英) 罗伯特·海勒 (Robert Heller) 著 7-5004-3162-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探索·创新·发展:社会文化文论集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

区文化馆编
7-5004-3234-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学思想发展主流:反思与阐释 李健夫著 7-5004-323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活策略练习册 菲利普·麦格劳 (Phillip C.McGraw) 著 7-5004-3244-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错步:沉沦于黑暗中的自白 周理强, 黄国东著 7-5004-3246-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国际形势问题报告 宋国涛, 金歌著 7-5004-3252-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国际环境问题报告 宋国涛等著 7-5004-3252-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融领域中的伦理冲突
(英) 安德里斯·R. 普林多 (Andreas R. 
Prindl), (英) 比莫·普罗德安 (Bimal 

Prodhan) 主编

7-5004-3284-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财产权登记法律制度研究 许明月, 胡光志等著 7-5004-3330-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政府创新 刘靖华 ... [等]著 7-5004-3331-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
表达

吴毅著 7-5004-3351-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WTO与中国财税管理干部读本 本书编委会编 7-5004-3399-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夜未央 阿美著 7-5004-3408-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思远道 何向阳著 7-5004-3414-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朝着鲜花去:插图本 张者著 7-5004-342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法律思想发展简史 苏一星著 7-5004-3424-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自由与秩序:中国学者的观点 汪丁丁主编 7-5004-3449-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绿山墙的安妮:插图本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Lucy Maud 

Montgomery) 著
7-5004-3456-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文学馆听讲座.2001/2002第1辑,历史的圈
套

舒乙, 傅光明主编 7-5004-3480-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危险的脚步:中国登山家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
峰纪实

王灏铮著 7-5004-3500-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万丈红尘 成刚著 7-5004-3525-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国家战略问题报告 陈立等编著 7-5004-3533-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倪亚达很不屑 袁哲生著 7-5004-3545-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倪亚达脸红了 袁哲生著 7-5004-3546-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点击学生的创新思维 李向成, 任强著 7-5004-3548-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倪亚达fun暑假 袁哲生著 7-5004-3553-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根源舞:发掘你的性资源 李子勋等著 7-5004-3563-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地球地域之谜 张超编著 7-5004-3585-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动物植物之谜 张超编著 7-5004-3588-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国西裔移民研究:古巴、墨西哥移民历程及
双重认同

钱皓著 7-5004-3597-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研究 吴瀚飞著 7-5004-3599-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草莓里面有鱼腥:当心饭桌上被改造的食品 (法) 阿尔诺·阿波特凯著 7-5004-3602-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荣格之道:整合之路 (美) 戴维·罗森 (David H. Rosen) 著 7-5004-3618-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百万岁的自性
(美) 安东尼·史蒂文斯 (Anthony Stevens) 

著
7-5004-3619-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纪坛的讲座 主编 柴宝亭 7-5004-3639-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爱情十三问
(意) [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著
7-5004-3659-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法兰西之旅 (美) 伯努瓦·杜特里特著 7-5004-3667-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快乐处方:逆境中的快乐处方 时台明著 7-5004-3690-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寻梦圆大策划:何学林的大策划 何学林著 7-5004-371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行25°:[摄影集] 摄影/撰文 潘石屹 7-5004-3750-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宪政架构下的地方政府模式研究 魏红英著 7-5004-377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南亚国际关系 赵伯乐著 7-5004-3801-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临渊无惧:天坑科考探险纪实 骆汉城著 7-5004-3807-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 梁志学著 7-5004-3813-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报告 房剑森主编 7-5004-381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办教育史 金忠明等主编 7-5004-381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办教育政策分析 袁振国，周彬著 7-5004-381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私立教育 谢安邦，曲艺主编 7-5004-381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办教育引论 黄藤，阎光才著 7-5004-381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假如我们原谅上帝 (美) 芭芭拉·琳达编 7-5004-3822-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鲁拜集:英汉对照插图珍藏 (波斯) 莪默·伽亚谟 (Omar Khayyam) 著 7-5004-3827-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汤姆小猫的传说:欧洲绘本 中英对照 (美) 毕翠克丝·波特著 7-5004-3850-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精确行动:聚焦客户的营销转型 宝利嘉顾问编著 7-5004-3860-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战略执行:平衡计分卡的设计和实践 宝利嘉顾问编著 7-5004-3863-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育革命:对基因工程时代人类选择生育的社
会学探讨

樊新民著 7-5004-3879-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直面办公室政治 甄茜, 陈桦, 李继宏著 7-5004-3881-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七次革命:1998-2003中国政府机构改革问
题报告

刘智峰主编 7-5004-3892-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时髦病自测与食疗:图文版 高溥超主编 7-5004-3899-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做个自动自发的人
(美) 诺曼·文森特·皮尔 (Norman 

V.Peale) [著]
7-5004-3900-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 李义超著 7-5004-3906-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石油安全 吴磊著 7-5004-3936-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ARS调查:一场空前灾难的全景实录 《财经》杂志编辑部[编] 7-5004-3939-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诚信危机:透视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魏昕, 博阳著 7-5004-3947-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成年子女照顾老年父母日常生活的心路历程:
以北京市15个案例为基础

陈树强著 7-5004-3955-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就爱漂来漂去 章琳著 7-5004-3962-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你也可以成为有钱人:21世纪投资理财新向导 武文胜编著 7-5004-3964-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聚焦卫生改革 周良荣等著 7-5004-3970-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国战略与未来中国 江西元著 7-5004-397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家庭暴力与法律援助:问题·思考·对策 主编 郭建梅 7-5004-3987-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妇女受暴口述实录 宋美娅, 薛宁兰主编 7-5004-3988-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式管理:21世纪全球瞩目的中国式管理经
典

曾仕强著 7-5004-399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土族史 吕建福著 750043994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 徐海波著 7-5004-4007-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法国沙龙女人 (美) 艾米丽亚·基尔·梅森著 7-5004-4018-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表达自由的法律保障 陈欣新著 7-5004-4033-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实施
机制

朱晓青, 柳华文著 7-5004-4034-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病毒的故事:看不见的敌人 潘锋, 赵彦著 7-5004-4042-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健康恋人的最佳标准:图文版 高溥超主编 7-5004-4046-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孕妇吃啥分娩最顺利:图文版 高溥超主编 7-5004-404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 佟新著 7-5004-405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天下有免费的午餐 钱诗金著 7-5004-405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她没有穿鞋子 西岭雪著 7-5004-4055-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情人的下午茶 西岭雪著 7-5004-4056-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扒了你的皮 我是农民咋地吧:漫画插图版 赵中月著 7-5004-4057-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投机经济学 黄长征著 7-5004-4061-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耶路撒冷的日子里 聂晓阳著 7-5004-4064-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涩果:中国少年性问题纪实 桑地著 7-5004-4070-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 童增著 7-5004-4072-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弯路的代价:世界旅游业回眸
(美) 弗雷德·P.波塞尔曼,(美) 克雷格
·A·彼特森, (美) 克来尔·麦卡锡著

7-5004-4087-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科技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 吕乃基著 7-5004-4098-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华文写作在线”教
学网站的理论与应用

谭荣波编著 7-5004-4106-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著名生活小品精选集 麦琪主编 7-5004-4116-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风鸟皮诺查 刘克襄著 7-5004-4122-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爱情植物学:个性化的爱情药配方 (美) 戴安娜·德·卢卡 (Diana de Luca) 
著

7-5004-4126-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 任彦芳著 7-5004-4129-0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听听那冷雨 《青年文摘·人物版》杂志社 [编] 7-5004-4135-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夜宴:歌剧剧本 邹静之著 7-5004-4144-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风和浪的女儿:一个法国摄影师与一个中国女
作家分享旅行生活的真实故事

董卫著 7-5004-4147-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怎样赚了一亿美金:一位亿万富豪的成功经
验

(美) 保罗·盖帝 (J. Paul Getty) 著 7-5004-4161-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
动

胡舶著 7-5004-4183-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消费生活论:消费者政策 (日) 铃木深雪著 7-5004-4187-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 周弘主编 7-5004-4189-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 唐世平著 7-5004-4193-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分析 宋泓明著 7-5004-4195-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家庭暴力研究 张李玺, 刘梦主编 7-5004-420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隐藏在关系背后的利润:一则道破天机的商业
传奇

(加) 海伦·薇奇 (Helen Wilkie) 著 7-5004-4219-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服务经济:让顾客价值回到企业舞台中心
(美) 卡尔·阿尔布瑞契特 (Karl 

Albrecht), (美) 让·詹姆克 (Ron Zemke) 
7-5004-4220-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 陈伟东著 7-5004-4248-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蒂 (瑞士) 约翰娜·施皮里 (Johanna Spyri) 
著

7-5004-4249-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权在握:通过变革管理发现革命式的增长机
制

(德) 埃德加·卡·加菲力 (Edgar 
K.Geffroy) 著

7-5004-426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妙的沟通:寻找你的热情 (美) 阿勒·沃伦 (A.Warren) 著 7-5004-426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增订本 罗常培等著 750044275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网络与生存状态: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
研究

贺寨平著 7-5004-4278-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决胜东北:大型主旋律电视政论片 总撰稿、总策划 刘靖华 7-5004-4280-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交叉销售:上升明星：七周突破业绩瓶颈 任锡源等著 7-5004-4281-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民族论丛•第二辑 周伟洲主编 75004429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赏识管理:提高士气、工作效率和利润的简单
方法

(美) 辛迪·温特莱斯 (Cindy Ventrice) 著 7-5004-4293-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生代企业家
(美) 斯图亚特·科莱纳 (Stuart Crainer), 

(美) 迪斯·迪拉伍 (Des Dearlove) 著
7-5004-4299-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餐桌上的转基因食品:图文版 高溥超主编 7-5004-431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银发族该补什么:图文版 高溥超主编 7-5004-431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健康姿势与健康运动方式:图文版 高溥超主编 7-5004-431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沙特的非常男女:嫁给美籍埃及人生活在沙特
的女人向你诉说

綦飞雪著 7-5004-4314-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女梦 弘魁著 7-5004-4315-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路寻欢:旅行享乐者的艳遇札记 黄橙著 7-5004-4317-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健康生活谆告 武星户主编 7-5004-4318-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常见疾病防治 武星户主编 7-5004-4320-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激情:创造激情四射的企业
(美) 戴维·S. 博扎克 (David S. 

Pottruck), (美) 特里·皮尔斯 (Terry 
7-5004-4327-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对话录 赵晓主持访谈 7-5004-4333-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标杆学习:如何向典范企业取经 宝利嘉顾问著 7-5004-4343-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时光隧道里的灵魂:插图本 西岭雪著 7-5004-4346-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离乱歌谣:我的圆明园.B [羊子绘] 7-5004-4352-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布衣天子 龚应恬著 7-5004-4357-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等待哈佛:中国十大民办大学校长访谈录 张立勤著 7-5004-4365-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请正确的人上车:战略性招聘和选拔高效能人 宝利嘉顾问编著 7-5004-436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好工作都到哪儿去了?:颠覆性的求职观念和
策略技巧

宝利嘉顾问编著 7-5004-4370-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直击中国教育底线:39个错位与缺失的教育问
题

曹保印著 7-5004-4371-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倾国之末世樱花:历史武侠 李司南著 7-5004-4393-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宪政体制下的第三种分权:利益集团对美国政
府决策的影响

孙大雄著 7-5004-4446-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际投资法的理论与实践 汤树梅著 7-5004-4455-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知识产权制度的理性与绩效分析 刘华著 7-5004-4456-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自己提拔自己:职场胜出者的52个忠告 (美) 哈尔·兰卡斯特 (Hal Lancaster) 著 7-5004-447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商业领袖 胡泳著 7-5004-4482-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像贝克汉姆一样营销 胡泳著 7-5004-4483-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心理卫生科普漫画手册 李占江主编 7-5004-4484-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你好，孩子:爱与被爱的故事 图片主编 曾璜 7-5004-4488-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村委会选举法律问题研究 唐鸣等著 7-5004-4489-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方言民俗研究论丛 邢向东主编 7-5004-4506-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 韩铁著 7-5004-4509-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边地中国:边地是不是桃花源 邓启耀, 冯天瑜等执笔 7-5004-4511-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口述中国:口述与文献 谁能还原历史 刘小萌, 徐新建等执笔 7-5004-4512-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音乐中国:中西音乐 对话前的对话 项阳, 周凯模等执笔 7-5004-4513-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研究 李珍刚著 7-5004-4538-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研究 樊增强著 7-5004-4559-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球竞争:FDI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杨丹辉著 7-5004-4585-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情定落日桥:70派私人史 7-5004-4586-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中国现代随笔研究 黄科安著 7-5004-4596-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德育发展论 李康平著 7-5004-4603-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乡镇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分析 李彬著 7-5004-4604-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部开发法律保障研究 李玉璧, 王勇著 7-5004-4615-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陈丽新著 7-5004-4632-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 周玉忠, 王辉主编 7-5004-4633-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青年道德教育论 汪荣有著 7-5004-4643-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壮族儿童社会化研究 陆启光著 7-5004-4645-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肆虐的太阳旗 (美) 亚瑟·查齐, (美)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著

7-5004-4652-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本的崩溃 (美) 基斯·惠勒著 7-5004-4653-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后克隆时代的技术价值分析 刘科著 7-5004-4664-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一个冲进去最后一个撤出来:来自美国纽约
消防队的领导力训练

(美) 约翰·索卡 (John Salka), (美) 贝里
特·内韦尔 (Barret Neville) 著

7-5004-4687-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一清晨的女性领导课
(美) 瓦莱丽·索科拉斯基 (Valerie 

Sokolosky) 著
7-5004-4688-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没有任何借口:美国游骑兵精英的行为准则 (美) 布瑞斯·巴勃 (Brace E. Barber) 著 7-5004-4702-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豹团队:美国海豹战队团队领导力法则 匿名 (Anonymous) 著 7-5004-4709-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活中的鱼
(美) 斯蒂芬·伦丁 (Stephen C. Lundin), 

(美) 约翰·克里斯坦森 (John 
Christensen), (美) 哈里·保罗 (Harry 

7-5004-4711-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农村义务教育：税费改革下的政策执行 张强 ... [等] 著 7-5004-4712-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德育过程论 范树成著 7-5004-4714-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杂碎 马永安著 7-5004-4724-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领风飞翔:一个白手起家的领导者的七个秘诀
(美) 佩特·克罗斯 (Pat Croce), (美) 比

尔·莱昂 (Bill Lyon) 著
7-5004-472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你的营销不对路 (美) 马克·史蒂文斯 (Mark Stevens) 著 7-5004-473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女人要你懂她:丈夫必知的女人10种情况 (美) 詹姆士·杜布森 (James Dobson) 著 7-5004-4738-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性 政治与制度:应然政治逻辑及其问题研
究

周少来著 7-5004-4743-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区行政人员、社会工作者培训手册 刘梦编著 7-5004-4765-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医务工作者资源手册 杨静等编著 7-5004-4768-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巴比伦富翁的理财课:有史以来最完美的致富
圣经

(美) 乔治·克拉森著 7-5004-4792-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欠发达板块的经济学大纲:陈云经济思想纵论 王杰著 7-5004-4847-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松鼠公司 (美) 斯蒂芬·丹宁 (Stephen Denning) 著 7-5004-4852-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瞧！那些家伙:胆气造就与众不同
(美) 凯文·弗莱伯格 (Kevin Freiberg), 
(美) 杰基·弗莱伯格 (Jackie Freiberg) 

7-5004-4853-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点领导课
(美) 拉里·R. 杜尼嵩 (Larry R. 

Donnithorne) 著
7-5004-4854-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德育价值论 王立仁著 7-5004-4861-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温州商人 杨涌泉著 7-5004-488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满族妇女生活与民俗文化研究 周虹著 75004489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合资留给了我们什么？:中外企业合资十大败
局分析

李规正, 段福德著 7-5004-4958-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0分钟提升婚姻关系 (英) 罗布·帕森斯 (Rob Parsons) 著 7-5004-5020-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上 翁独健主编 750045048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下 翁独健主编 750045048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丧家犬”的呐喊:单身成功女性的婚姻自白 (日) 酒井顺子著 7-5004-5054-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长大的鞋子: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标杆选择 孙黎, 曹声容著 7-5004-5082-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下卷 [美]崔瑞德等编 750045353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唐藩属体制研究 李大龙著 750045375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代内蒙古东三盟史 阎光亮著 750045868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市场经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与管理新论 戴园晨主编 7-5005-2625-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商品流通企业管理 方正松, 李卫星主编 7-5005-3116-8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工业企业会计 王清心主编 7-5005-3765-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务管理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7-5005-3989-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新编审计学原理 张立波, 李伟主编 7-5005-4308-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单位负责人会计法必读 财政部会计司编 7-5005-4475-8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海外证券市场 主编 衬共, 周升业, 吴晓求 7-5005-4500-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一分钟会计核算技巧 秦坤编著 7-5005-4542-8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一分钟查账技巧 尹平编著 7-5005-4543-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一分钟依法纳税技巧 陆宇建 ... [等]编著 7-5005-4545-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货物税卷 金鑫等主编 7-5005-4827-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经济管理原理 史世鹏, 许正中编著 7-5005-4900-8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古古商悟漫画丛书,求职应聘 主编 鲁稚 7-5005-4939-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国有资本管理、监督与营运机制研究 张先治主笔 7-5005-4969-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风景这边独好: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主编 钱晟, 徐珠丽 7-5005-4975-X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表式审计技巧示范 尹平, 王会金编著 7-5005-4989-X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总结与探索:会计委派制实践 财政部会计司, 监察部办公厅编 7-5005-5018-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新编预算会计 陈守中, 李燕, 林秀香主编 7-5005-5051-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企业会计准则,租赁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7-5005-5101-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企业会计准则,借款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7-5005-5102-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7-5005-5149-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城市国有资本营运探索 胡忠著 7-5005-5175-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守望昆仑 肖平著 7-5005-5241-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集团公司理财 张志刚等著 7-5005-5256-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释义.第四
辑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组编著 7-5005-5312-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风险、不确定性与秩序 北京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主编 7-5005-5341-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经济法基础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7-5005-5358-7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外关税税制比较 主编 张群 7-5005-5441-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7-5005-5465-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外国发行人跨国发行和首次上市的国际披露
准则:[中英文本]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会计师办公室
译

7-5005-5471-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企业会计准则,中期财务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7-5005-5492-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CCTV-2001中国经济年度报告 王进主编 7-5005-5502-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经验研究方法在现代管理会计研究中的应用 刘运国著 7-5005-5504-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审计师变更研究:中国证券市场的初步证据 李爽, 吴溪著 7-5005-5581-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路径与对策: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研
究

赵长茂著 7-5005-5626-8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商事组织法学 主编 刘次邦 7-5005-5691-8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创业板上市公司研究 吴文军著 7-5005-5736-1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新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讲解(2002) 财政部会计司编 7-5005-5745-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经理人税收知识读本:新法规新政策疑难解答 刘佐著 7-5005-5794-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创新研究 贺海涛著 7-5005-5805-8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所得税筹划策略与实务 梁云凤编著 7-5005-5859-7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仲裁法学 王彦, 殷洁主编 7-5005-5868-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企业会计准则,存货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7-5005-5889-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心时代:一个情感化的世界及其经济图景 曹世潮著 7-5005-5957-7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 7-5005-5984-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政支出经济分析 赵志耘著 7-5005-6044-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大学通级实用英语词典 主编 宋德富 7-5005-6077-X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级会计实务.二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7-5005-6132-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发展经济学教程 周天勇主笔 7-5005-6259-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信息披露：实话实说？ 刘峰, 贺建刚, 吴波著 7-5005-6275-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注册会计师：经济警察吗？ 李若山, 周勤业, 方军雄著 7-5005-6276-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现代公共财政与税收学 周天勇主编 7-5005-6331-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行业发展研究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 7-5005-6339-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政风险管理:新理念与国际经验 Hana Polackova Brixi, 马骏主编 7-5005-6341-8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政府预算方略:部分国家和地区2002-2003年
度财政预算演说

蔡言楚编 7-5005-6351-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新论 余龙武著 7-5005-6429-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国际金融概论 主编 师玉兴, 温晓芳 7-5005-6474-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国际金融法学 主编 刘金科 7-5005-6481-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简明电子商务 马嘉应, 张先治编著 7-5005-6544-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原农民负担研究 刘五书著 7-5005-6647-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石油天然气会计问题研究 课题主持 刘永泽 7-5005-6659-X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系统辩证学 乌杰著 7-5005-6703-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参与式扶贫培训教程 王国良, 李小云主编 7-5005-6707-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动物性趣:性的进化生物学 (美) 奥利维亚·贾德森 (Olivia Judson) 
著

7-5005-6737-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企业概论 孙选中编著 7-5005-6846-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当代西方经济学 主编 吴易风 7-5005-7162-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企业运作 7-5005-7307-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新世纪 新思维: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建会十
周年暨第八届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乌杰，吴启迪主编 7-5005-7431-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典藏2004中国电子政务应用成果集 中国电子政务技术与应用大会秘书处编著 7-5005-7501-7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初级会计实务考点精讲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参考用书编审委

员会编
7-5005-7677-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基础统计学教程 彭非, 王伟编著 7-5005-7728-1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公共财政学教程 李俊生主编 7-5005-7771-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务管理概论 赵德武主编 7-5005-7772-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成就精英:优秀员工恪守的8种行动准则 刘烨编著 7-5005-7816-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税收筹划原理与实务 卢剑灵编著 7-5005-7962-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金融市场学教程 主编 贺强 7-5005-8160-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委会编 7-5005-8496-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7-5005-8957-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银行系统性风险及其防范与控制研究 包全永著 7-5005-8992-1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民族经济赶超战略研究 李建中著 7-5005-9518-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彩色的生命:艺术大师齐白石传 林浩基著 7-5006-0010-1 中国青年出版社

王莹 李润新著 7-5006-0019-4 中国青年出版社

魂销骊宫 吴因易著 7-5006-0023-2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天宝狂飙 吴因易著 7-5006-0024-0 中国青年出版社

健美100问 范正祥主编 7-5006-0068-2 中国青年出版社

魂销骊宫 吴因易著 7-5006-0091-7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年佳作:1986年短篇小说选 《青年文学》编辑部编 7-5006-0119-0 中国青年出版社

牛虻 (爱尔兰)伏尼契著 7-5006-0145-X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题解.上册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7-5006-0150-6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三怪客泛舟记
(英)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Lapka) 

Jerome)著
7-5006-0178-6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外国名女百人传 日本中日新闻社编 7-5006-0184-0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世界民族常识 李毅夫,赵锦元主编 7-5006-0187-5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尸之谜 魏威著 7-5006-0303-7 中国青年出版社

毛泽东诗词讲解 臧克家讲解 7-5006-0362-2 中国青年出版社

留学生活回忆 周宏仁著 7-5006-0435-1 中国青年出版社

邓小平传奇 黎国璞,蓝启渲著 7-5006-0612-5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会科学学科辞典 张光忠主编 7-5006-0653-2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世界青年抒情诗选 刘文飞编 7-5006-0677-X 中国青年出版社

雷锋小传 陈广生著 7-5006-0748-2 中国青年出版社

十九岁的年华:潘星兰、杨大兰事迹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共青团湖北省委编 7-5006-0761-X 中国青年出版社

共产党员修养读本 陈 墨等编 7-5006-0799-7 中国青年出版社

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陈 晋著 7-5006-0962-0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
命

（美）劳埃德(Lloyd,E.Eastman)著 7-5006-1020-3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春林里相思树:陈景文爱情诗选 陈景文著 7-5006-1073-4 中国青年出版社

烈火金刚 刘 流原著 7-5006-2155-8 中国青年出版社

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法律知识问答 司法部法制宣传司编 7-5006-4604-6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呼小叫:我的酷QQ 默虹编著 7-5006-4645-3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能动谁的奶酪？ 陈彤著 7-5006-4714-X 中国青年出版社

乞丐囝仔 赖东进著 7-5006-4727-1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个人电脑必备软件百宝箱 王宇编著 7-5006-4822-7 中国青年出版社



袁家保画集 [袁家保绘] 7-5006-4893-6 中国青年出版社

关键时刻的提醒 (美) 玛洛·托马斯著 7-5006-4922-3 中国青年出版社

史蒂夫·鲍尔默传:微软掌门人——世界第一
CEO

(美) 亚当·杰佛逊 (Adam Jefferson) 著 7-5006-5083-3 中国青年出版社

卡莉·费奥瑞纳传——世界第一女CEO (美) 乔治·安德斯 (George Aanders) 著 7-5006-5084-1 中国青年出版社

Visual FoxPro 7.0标准教程 陈艳华编著 7-5006-5152-X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人文宣武 现代青年 白杰主编 7-5006-5154-6 中国青年出版社

度量激发青少年的8个潜能:美国人激发青少
年多元智能的方法

(美) 托马斯·阿姆斯特朗 (Thomas 
Armstrong, PH. D.) 著

7-5006-5208-9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句话成就你的一生:美国青年激励手册
(美) 凯瑟琳娜·卡维拉斯 (Kotherlne 

Karvelas) 编
7-5006-5293-3 中国青年出版社

使所有时间成为价值时间:和你的孩子一起充
分利用每一分钟

(美) 彭妮·沃纳 (Penny Warner) [著] 7-5006-5296-8 中国青年出版社

利用你已经得到的一切:我是从妈妈那里得到
的商业教诲

(美) 巴巴拉·科科伦 (Barbara 
Corcoran), (美) 布鲁斯·利特菲尔德 

(Bruce Littlefield) 著

7-5006-5297-6 中国青年出版社

地产女王:利用你已经得到的一切
(美) 巴巴拉·科科伦, (美) 布鲁斯·利特

菲尔德著
7-5006-5297-6 中国青年出版社

蝴蝶泥 陈末著 7-5006-5334-4 中国青年出版社

要事第一:最新的时间管理方法和实用的时间
控制技巧

(美) 史蒂芬·柯维 (Stephen R.Covey), 
罗杰·梅里尔 (A. Roger Merrill), 丽贝卡

·梅里尔 (Rebecca R.Merrill) 著

7-5006-5340-9 中国青年出版社

整形BAR:2002年度台湾单幅漫画金像奖获奖
作品

萧言中 [绘] 7-5006-5341-7 中国青年出版社

煞有奇事SARS 萧言中 [绘] 7-5006-5342-5 中国青年出版社

古墓丽影.1,水母面具
丹·尤金斯 (Dan Jrugens), 安迪·帕克 
(Andy Park), 乔纳森·塞伯 (Jonathan 

Sibal) [绘著]

7-5006-5390-5 中国青年出版社

给女性勇气的巧克力 (美) 凯·艾伦堡 (Kay Allenbaugh) 著 7-5006-5404-9 中国青年出版社

幸运指数:改变你的运气——改变你的生活 (美) 理查德·怀斯曼 (Richard Wiseman) 
著

7-5006-5422-7 中国青年出版社

创造性思维的全新路径:运用你的想象力创造
你所希望的生活 要成功当务之急是具备创造

(美) 莎克蒂·高文 (Shakti Gawain) 著 7-5006-5449-9 中国青年出版社

永不畏惧 永不放弃 (美) 乔·泰依 (Joe Tye) 著 7-5006-5486-3 中国青年出版社

在说“我愿意”之前必须要问的100个问题 (美) 苏珊 ·皮维尔 (Susar Piver) 著 7-5006-5487-1 中国青年出版社

给女性精神的巧克力:77 Stories of 
Inspiration to Lift Your Heart & 

Soothe Your Soul

(美) 凯·艾伦堡 (Kay Allenbaugh) 著 7-5006-5489-8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成功金字塔
(美) 约翰·伍顿 (John Wooden), (美) 史

蒂夫·贾米森 (Steve Jamison) [著]
7-5006-5774-9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成功金字塔的15个台阶 (美) 布赖恩·比罗 (Brian D. Biro) 著 7-5006-5777-3 中国青年出版社

圣丹斯诺言
(美) 史蒂芬·柯维 (Stephen R.Covey), 
(美) 罗杰·梅里尔 (A. Roger Merril) 著

7-5006-5778-1 中国青年出版社

法治政府的建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
要》解读

主编 江必新 7-5006-5782-X 中国青年出版社

家庭教育的8堂必修课
(美) 伊丽莎白·潘特利 (Elizabeth 

Pantley) 著
7-5006-5845-1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100强面试题 中国人力资源测评中心编著 7-5006-5846-X 中国青年出版社

给自己的情书 (美) 凯·艾伦堡 (Kay Allenbaugh) 著 7-5006-5949-0 中国青年出版社

女人花:触摸女性心灵最柔软的地方 (美) 凯·艾伦堡 (Kay Allenbaugh) 著 7-5006-6068-5 中国青年出版社

种子的信仰
(美) 亨利·D. 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著
7-5006-6165-7 中国青年出版社

挣脱生活的框框 陈雯琪著 7-5006-6252-1 中国青年出版社

章子怡成长日志:一个演艺教育的成功范本 杜丽著 7-5006-6323-4 中国青年出版社

爱别离 张西著 7-5006-6511-3 中国青年出版社

飞一般爱情往事 耿萧著 7-5006-6513-X 中国青年出版社

新编会计师考试问答 杨进军主编 7-5007-0803-8 中国物资出版社

沙漠·草原和人的故事 苏英, 徐承敏编著 7-5007-5415-9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青少年校外教育政策内容分析与绩效评
估

谷丽萍, 吴鲁平主编 7-5007-7467-2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给点颜色你瞧瞧 叶当当著 7-5007-8217-9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像蔷薇一样锋利 江雨朵著 7-5007-8218-7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旋风
(联邦德国)施密特—豪尔(Schmidtt-

Houer,C.S.)著
7-5008-0020-7 工人出版社

少女青春冒险 (日)赤川次郎著 7-5008-0117-3 工人出版社

成功心理学:走向成功的十大行动指南 ( )维特莱(Wnitleg,D.E.)著 7-5008-0138-6 工人出版社

多情最数男人 邹志安著 7-5008-0161-0 工人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小辞典 张湛平著 7-5008-0677-9 工人出版社

毛泽东风范词典 刘学琦主编 7-5008-0769-4 中国工人出版社

周恩来风范词典 刘学琦,王习耕主编 7-5008-0770-8 中国工人出版社

刘少奇风范词典 刘学琦主编 7-5008-0771-6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朱德风范词典 刘学琦主编 7-5008-0772-4 中国工人出版社

宏伟的任务:学习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七中全会
精神

《宏伟的任务》编写组编 7-5008-0793-7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最高法院谋杀案 (美)杜鲁门著 7-5008-0863-1 中国工人出版社

禁果的诱惑 叶延滨著 7-5008-0898-4 中国工人出版社

毛泽东著作典故集注 王玉琮，卢玉珂主编 7-5008-0908-5 中国工人出版社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第29版 (美)麦克法伦主编 7-5008-0928-X 中国工人出版社

野魂 林家品著 7-5008-0974-3 中国工人出版社

瑰宝之光:严新与气功 钱　成,周　新编 7-5008-0B7-8 工人出版社

死案 罗 锐著 7-5008-1055-5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云之歌 杨子著 7-5008-1318-X 中国工人出版社

毛泽东统战思想研究 朱企泰,阎充英著 7-5008-1428-3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 商宪敏, 杨晋翔主编 7-5008-2018-6 中国工人出版社

老有所存:老年人的投资理财 王晓维, 晓理编著 7-5008-2399-1 中国工人出版社

当代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理论与实践:《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中国执行情况

的调查研究

主编 杨大文, 郭建梅 7-5008-2490-4 中国工人出版社

总统班底:两个小人物是如何改写美国历史的
(美) 卡尔·伯恩斯坦 (Carl Bernstein) , 
(美) 鲍勃·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著

7-5008-2491-2 中国工人出版社

摸摸我下巴 光盘著 7-5008-2552-8 中国工人出版社

通天塔 张远山著 7-5008-2624-9 中国工人出版社

神骸 杨传珍著 7-5008-2649-4 中国工人出版社

女人也闯金三角 黄豆米著 7-5008-2658-3 中国工人出版社

竟成酒楼:香港传奇美味美爱 尚仑著 7-5008-2738-5 中国工人出版社

陈本虚离婚记 杨双奇 [著] 7-5008-2779-2 中国工人出版社

流产:21位女性访谈录 佟彤著 7-5008-2802-0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摄影家,吴志华 主编 李媚, 阮义忠 7-5008-2825-X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大潮鱼龙 王德培著 7-5008-2879-9 中国工人出版社

赢家法则 (德) 博多·舍费尔 (Bodo Schafer) 著 7-5008-2893-4 中国工人出版社

让竞争优势持久:全球企业管理培训手册 艾文编译 7-5008-2899-3 中国工人出版社

读懂领导 张帆著 7-5008-2918-3 中国工人出版社

私家侦探:当代都市传奇 童玉云著 7-5008-2947-7 中国工人出版社

珍珠梅 梅志著 7-5008-2951-5 中国工人出版社

老街漫步,开封 樊城, 沈洁霞文 7-5008-2960-4 中国工人出版社

橘子味汽水:塔塔茜作品 [塔塔茜著] 7-5008-2990-6 中国工人出版社

登上心理健康快车 肖峰著 7-5008-2991-4 中国工人出版社



当小燕鸥无法飞翔:一则现代人的生存寓言 (美) 布鲁克·纽曼 (Brooke Newman) 著 7-5008-2997-3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私营公司家族经营与练好内功 杨春光著 7-5008-3002-5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一路嚎叫:中国第一部校园另类小说 肖睿著 7-5008-3006-8 中国工人出版社

富殇:惟一的一部《福布斯》排行榜出局中国
富豪个案分析

黄文莱编著 7-5008-3026-2 中国工人出版社

我可以坏，但你必须纯洁 范青著 7-5008-3042-4 中国工人出版社

疯疯癫癫:长篇小说 张绍民著 7-5008-3043-2 中国工人出版社

我和萧军风雨五十年 王德芬著 7-5008-3066-1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售楼小姐的下午茶 刘绍雄著 7-5008-3074-2 中国工人出版社

那场风花雪夜的梦:给我亲爱的Sell小姐 申维著 7-5008-3089-0 中国工人出版社

摄影史上生命的颂歌 韩子善编著 7-5008-3091-2 中国工人出版社

摄影史上性格的风采 韩子善编著 7-5008-3092-0 中国工人出版社

摄影史上时尚的精华 韩子善编著 7-5008-3093-9 中国工人出版社

越挠越痒:中国第一部BOBO小说 冰冰著 7-5008-3108-0 中国工人出版社

信息时代核军控 周学海著 7-5008-3128-5 中国工人出版社

鸟天下 李森著 7-5008-3167-6 中国工人出版社

我是一腕儿啊 董鹏著 7-5008-3191-9 中国工人出版社

QQ二指禅 筱凡著 7-5008-3193-5 中国工人出版社

臧克家回忆录 臧克家著 7-5008-3199-4 中国工人出版社

百花茶餐:风靡港台的47种药用花卉138道独
门养生食谱

李家雄, 郭月英著 7-5008-3216-8 中国工人出版社

7天美白窈窕餐 林薇编著 7-5008-3218-4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摄影家丛书,周海 主编 李媚, 阮义忠 7-5008-3225-7 中国工人出版社

我和爸爸 徐静蕾编剧 7-5008-3231-1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天使半张脸:我的情感炼狱生涯 沈思源著 7-5008-3232-X 中国工人出版社

女生零距离:女大学生生存直击 刘素娟, 靳凤山编著 7-5008-3235-4 中国工人出版社

阿坝阿来 阿来 [著] 7-5008-3256-7 中国工人出版社

政府在就业工作中的职能定位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办公室编 7-5008-3270-2 中国工人出版社

金陵十二钗的网络生活 顾诚著 7-5008-3289-3 中国工人出版社

向CEO学习领导力 林家泰著 7-5008-3292-3 中国工人出版社

提升领导力的19个关键点 张立峰编 7-5008-3309-1 中国工人出版社

嫁给比尔·盖茨:美琳达与比尔·盖茨幸福家
庭的相处艺术

金诚致编译 7-5008-3310-5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大话Boss:与成功者的优秀特质零距离 姜何著 7-5008-3314-8 中国工人出版社

信息文化教育娱乐行业投资创业300例 创意工作室编 7-5008-3327-X 中国工人出版社

受老板赏识的36个特质 王家庆著 7-5008-3354-7 中国工人出版社

善用一美元的价值:世界零售巨头的十条商业
铁律

于圣吉著 7-5008-3355-5 中国工人出版社

没有任何借口.Ⅱ,提升执行力 (美) 凯普著 7-5008-3361-X 中国工人出版社

打造完美:现代企业员工素质培训 闪中雷编著 7-5008-3364-4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临终关怀与安乐死曙光 陈蕃, 李伟长主编 7-5008-3373-3 中国工人出版社

先锋派电影导演论:世界新锐导演的电影馆 萧森著 7-5008-3374-1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世界500强职商测试题 刘烨编译 7-5008-3387-3 中国工人出版社

刘选让西部风情 [刘选让绘] 7-5008-3399-7 中国工人出版社

那些花儿:都市男女情感写实 海瀚著 7-5008-3410-1 中国工人出版社

习惯的财富力量 昌沐著 7-5008-3433-0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摄影家丛书,杨延康 李媚, 阮义忠主编 7-5008-3456-X 中国工人出版社

麦肯锡真相:个人和团队效率提升的卓越法则 李芳, 李桥编 7-5008-3464-0 中国工人出版社

平民创业：让生活从头再来:54位下岗职工的
口述实录

李瑾, 秦学惠编 7-5008-3500-0 中国工人出版社

简明中国工会史:1925-2005 主编 王永玺, 何布峰, 曹延平 7-5008-3509-4 中国工人出版社

六大历史剧批判:较真电视连续剧中的文化硬
伤

孟琢著 7-5008-3516-7 中国工人出版社

暴利的秘密:医药保健品营销兵法十三章 何学林, 梁昌锦著 7-5008-3567-1 中国工人出版社

以赌为生 李兰著 7-5008-3777-1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太极拳全书 本社编 7-5009-0031-7 人民体育出版社

奥林匹克大全 刘修武主编 7-5009-0032-5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竞赛规则大全 人民体育出版社编 7-5009-0056-2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项目大全 人民体育出版社编 7-5009-0057-0 人民体育出版社

运动生理学概论 (日)石井喜八等编 7-5009-0071-6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体育年刊.1986 吴重远等主编 7-5009-0084-8 人民体育出版社等

球场内外的孙晋芳 赵翼如著 7-5009-0147-X 人民体育出版社

羽毛球运动技术图解 汤仙虎等编著 7-5009-0182-8 人民体育出版社

运动计量学
(苏)扎齐奥尔斯基(В.М. Зациорс

кого)著
7-5009-0200-X 人民体育出版社

艺术体操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审定 7-5009-0632-3 人民体育出版社

太极拳谱 (清)王宗岳等著 7-5009-0684-6 人民体育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 体育运动学校《人体解剖学》教材编写组编
写

7-5009-1542-X 人民体育出版社



田径 体育运动学校《田径》教材编写组编 7-5009-1561-6 人民体育出版社

武术(套路)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编 7-5009-1700-7 人民体育出版社

趣味体育游戏 钱铁群主编 7-5009-1849-6 人民体育出版社

游泳运动 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 7-5009-2195-0 人民体育出版社

风筝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中国风筝协会审定 7-5009-2300-7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三十二式太极剑 本社编 7-5009-2342-2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飞镖竞赛规则与裁判法:试行 中国飞镖协会审定 7-5009-2393-7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五禽戏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7-5009-2431-3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六字诀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7-5009-2432-1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八段锦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7-5009-2433-X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易筋经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7-5009-2434-8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武术教程.上册 [邱丕相主编] 7-5009-2447-X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武术教程.下册 [邱丕相主编] 7-5009-2448-8 人民体育出版社

门球竞赛规则 裁判法.2004 《门球竞赛规则》编写组编 7-5009-2717-7 人民体育出版社

竞技跆拳道 王智慧编著 7-5009-2871-8 人民体育出版社

看图学打高尔夫 (日) 横田真一著 7-5009-2922-6 人民体育出版社

神秘源:影响人类文明的十大考古发现 秦轲, 郑明编著 7-5010-1441-8 文物出版社

内蒙古出土瓦当 陈永志主编 7501014892 文物出版社

鄂尔多斯青铜器 鄂尔多斯博物馆编 750101972X 文物出版社

德鲁德疑案 (英)狄更斯著 7-5011-0060-8 新华出版社

好莱坞的夫人们 (美)杰基·柯林斯(Jackie Collins)著 7-5011-0102-7 新华出版社

中国的惊雷 (美)白修德,(美)贾安娜著 7-5011-0112-4 新华出版社

十年改革大事记:1978-1987 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室编 7-5011-0252-X 新华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手册 倪忠文,谭慕雪编 7-5011-0374-7 新华出版社

斯大林死之谜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7-5011-0411-5 新华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1985-1988 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室编 7-5011-0465-4 新华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1985-1988 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室编 7-5011-0465-4 新华出版社

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 辛　灿主编 7-5011-0540-5 新华出版社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200题 陈柏灵主编 7-5011-0721-1 新华出版社

新闻学导论 郑保卫著 7-5011-0870-6 新华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 郑新立主编 7-5011-1174-X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和建设与中国共产党 尹正业主编 7-5011-1497-8 新华出版社

卫生执法守法知识大全 孙人和等主编 7-5011-2196-6 新华出版社



百舸争流 张得鸣主编 7-5011-2258-X 新华出版社

邓小平画册 周立平主编 7-5011-2533-3 新华出版社

未来的冲击 (美) 阿尔文·托夫勒 (Alvin Toffler) 著 7-5011-3143-0 新华出版社

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文献:学习党的十四届
六中全会决议

本书编写组编 7-5011-3332-8 新华出版社

都市社区文明之路:天津市和平区精神文明建
设纪实

新华社天津分社,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委编著 7-5011-3408-1 新华出版社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胜利前进:学习党的
十五大会议精神

新华出版社编 7-5011-3845-1 新华出版社

像总裁那样思考:登上事业顶峰必备的22条素
质

(美) 黛博拉·本顿 (D.A.Benton) 著 7-5011-3860-5 新华出版社

都市报现象研究 阮观荣，席文举主编 7-5011-4015-4 新华出版社

延缓衰老:延缓和逆转衰老进程的基本策略 (美) 简·卡珀 (Jean Carper) 著 7-5011-4070-7 新华出版社

中国高速公路安全行车必读 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编 7-5011-4210-6 新华出版社

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 郑兴东著 7-5011-4385-4 新华出版社

政治局委员听的课:中共中央中南海法制科技
讲座

王春荣主编 7-5011-4441-9 新华出版社

四十岁以后的健康生活,男性篇 (美) 《男性健康》杂志社编 7-5011-4688-8 新华出版社

电视新闻实用技巧 (英) 艾弗·约克 (Ivor Yorke) 著 7-5011-4694-2 新华出版社

中国领导大百科全书.第一卷 中国领导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7-5011-4698-5 新华出版社

中国领导大百科全书.第三卷 中国领导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7-5011-4698-5 新华出版社

中国领导大百科全书.第二卷 中国领导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7-5011-4698-5 新华出版社

中国领导大百科全书.第五卷 中国领导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7-5011-4698-5 新华出版社

中国领导大百科全书.第六卷 中国领导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7-5011-4698-5 新华出版社

中国领导大百科全书.第四卷 中国领导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7-5011-4698-5 新华出版社

直播前30秒 (美) 鲍勃·阿亚 (Bob Arya) 著 7-5011-4761-2 新华出版社

白领健康窗 陈怡君著 7-5011-4829-5 新华出版社

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 (美) 约翰·奈斯比特 (John Naisbitt) 等
著

7-5011-4846-5 新华出版社

新闻编辑漫谈 蔡雯著 7-5011-4868-6 新华出版社

智慧风暴:点击中关村、北大和北大方正 王宏甲著 7-5011-4894-5 新华出版社

中国工艺精华 孟皋卿著 7-5011-4917-8 新华出版社

让您的孩子远离肥胖
(美) 盖尔·阿利曼 (Gayle Povis 

Alleman) 著
7-5011-4922-4 新华出版社

记住长春 新华每日电讯社编著 7-5011-4927-5 新华出版社

新知识皇冠:科技经济化 马陵著 7-5011-5093-1 新华出版社



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
(美)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 

(Alastair Iain Johnston), (美) 罗伯特
·罗斯 (Robert Ross) 主编

7-5011-5125-3 新华出版社

以德治国教育读本 陆士桢主编 7-5011-5230-6 新华出版社

网站一点通:来自欧洲的启示 (英) 史蒂芬·哈宾主编 7-5011-5237-3 新华出版社

婚姻法修订与实务 河山, 肖水著 7-5011-5261-6 新华出版社

股份制巨擘厉以宁 川木著 7-5011-5275-6 新华出版社

回顾展望 探索创新:新华社2000年新闻学术
年会论文集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 7-5011-5307-8 新华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学习江泽民
《论“三个代表”》辅导材料

本书编辑组编 7-5011-5341-8 新华出版社

舌战手册:哈佛法学院辩论学读本 (美) F.李·贝利 (F.Lee Bailey) 著 7-5011-5391-4 新华出版社

案发现场的苍蝇:昆虫证据怎样帮助犯罪的调
查

(美) 李·戈夫 (Lee Goff) 著 7-5011-5457-0 新华出版社

盟友和对手:解读美国大战略 (美) 马克·A.施托勒 (Mark A.Stoler) 著 7-5011-5469-4 新华出版社

第一母亲:培养了总统的女人们 (美) 波尼·安杰洛著 7-5011-5470-8 新华出版社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
(美) 彼得·J.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著
7-5011-5485-6 新华出版社

深度报道原理 杜骏飞, 胡翼青著 7-5011-5516-X 新华出版社

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 戴洁天著 7-5011-5566-6 新华出版社

实用人体科学与健康 杨正烽著 7-5011-5573-9 新华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全国高分得主经验谈 胡敏主编 7-5011-5574-7 新华出版社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全国高分得主经验
谈

胡敏主编 7-5011-5576-3 新华出版社

绿色的使者 叶农著 7-5011-5602-6 新华出版社

黑哨:足坛扫黑调查手记 杨明著 7-5011-5614-X 新华出版社

台湾黑社会内幕 王建民著 7-5011-5618-2 新华出版社

新创世记 (以) 西蒙·佩雷斯 (Shimon Peres) 著 7-5011-5639-5 新华出版社

垃圾人:新派城市小说·第三种生存状态 李樱子著 7-5011-5662-X 新华出版社

中国高等学校大全.上册 中国高等学校大全编委会编 7-5011-5695-6 新华出版社

中国高等学校大全.下册 中国高等学校大全编委会编 7-5011-5695-6 新华出版社

狗仔们的快乐 杨明著 7-5011-5699-9 新华出版社

神奇的心脏:预防和抵抗心脏疾患的饮食疗法 (美) 简·卡珀 (Jean Carper) 著 7-5011-5707-3 新华出版社

怎样正确选择化妆品 (美) 欧珀莱·汉普顿 (Aubrey Hampton) 著 7-5011-5708-1 新华出版社

杜子华英语成功学 杜子华著 7-5011-5732-4 新华出版社

网络媒体经营战略 赵曙光, 耿强著 7-5011-5745-6 新华出版社



健康超音速:健康、减肥、塑身十二周速成法
(美) 比尔·菲利浦斯 (Bill Phillips), 
(美) 米切尔·多索 (Michael D`orso) 著

7-5011-5750-2 新华出版社

高考奶酪和北大状元一起分享 主编 张永军 7-5011-5767-7 新华出版社

赢在起点:中国第一本成功早教案例分析报告 周兴旺, 李喜著 7-5011-5785-5 新华出版社

外星人:罗纳尔多完全情报 Samba著 7-5011-5796-0 新华出版社

偏见:CBS知情人揭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 (美) 伯纳德·戈德堡 (Bernard Goldberg) 
著

7-5011-5797-9 新华出版社

找到自己的宝藏 ( ) 罗伯特著 7-5011-5833-9 新华出版社

水魂 王振山著 7-5011-5835-5 新华出版社

成吉思汗祭祀全书 郭雨桥著 7501158436 新华出版社

我的儿子是“小爱因斯坦” (韩) 陈京慧著 7-5011-5877-0 新华出版社

才智测评:职业性向6大测试 (美) 琳达·盖尔 (Linda A.Gale) 著 7-5011-5884-3 新华出版社

我不温柔 但我酷 (德) 雷娜特·格克尔著 7-5011-5896-7 新华出版社

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 (美) 斯蒂芬·科亨 (Stephin P.Cohen) 著 7-5011-5900-9 新华出版社

商界女性赢得权力的12种策略
(美) 贾尼丝·里尔斯·埃利戈 (Janice 
Reals Ellig), (美) 威廉·J. 莫林 

(William J. Morin) 著

7-5011-5910-6 新华出版社

新娘婚前塑身训练:如何在对你一生意义极为
重大的那一天使你体态健美，信心十足

(美) 特蕾西·埃芬格 (Tracy Effinger), 
(美) 苏珊·罗恩 (Suzanne Rowen) 著

7-5011-5912-2 新华出版社

谁是无赖国家 (美) 威廉·布鲁姆 (William Blum) 著 7-5011-5914-9 新华出版社

资本的足印.1,中国证券报新闻作品选
(1998.10.8～2002.6.30)

陈乃进主编 7-5011-5967-X 新华出版社

资本的足印.2,中国证券报新闻作品选
(1998.10.8～2002.6.30)

陈乃进主编 7-5011-5967-X 新华出版社

资本的足印.3,中国证券报理论文章作品选
(1998.1.～2002.9)

陈乃进主编 7-5011-5967-X 新华出版社

资本的足印.4,中国证券报副刊作品选
(1997.1～2002.9)

陈乃进主编 7-5011-5967-X 新华出版社

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 (美) 米尔顿·埃兹拉蒂 (Milton Ezrati) 
著

7-5011-5985-8 新华出版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吕书正著 7-5011-5997-1 新华出版社

传媒发展方略:2001年新华社新闻学术年会论
文选

陆小华, 方小翔主编 7-5011-6004-X 新华出版社

电子信箱之谜 (德) 迪特尔·温克勒 (Dieter Winkler) 著 7-5011-6036-8 新华出版社

天性:遗传如何影响孩子的性格、能力及未来 (美) 大卫·科恩 (David B.Cohen) 著 7-5011-6038-4 新华出版社

六双行动鞋 (英) 爱德华·德·波诺 (Edward de Bono) 
著

7-5011-6049-X 新华出版社

铁面无私 编剧 陈育新, 周涌 7-5011-6124-0 新华出版社



新世纪的宏图伟业:学习《政府工作报告》专
题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写 7-5011-6132-1 新华出版社

健康大巡讲 殷大奎主编 7-5011-6139-9 新华出版社

俄罗斯战略：总统的议事日程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著 7-5011-6195-X 新华出版社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 刘冀生, 石涌江编著 7-5011-6266-2 新华出版社

传媒竞争与对策选择:2002年新华社新闻学术
年会论文选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 7-5011-6409-6 新华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 本书编写组[编] 7-5011-6568-8 新华出版社

对垒: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命运 谢林, 王新东著 7-5011-6600-5 新华出版社

公共经济 主编 许正中 7-5011-6612-9 新华出版社

劳动权益维护与劳动争议处理 石雁著 7-5011-6671-4 新华出版社

书签情人 [德] 齐德芳主编 7-5011-6683-8 新华出版社

北京青年报 今日社评.2000-2003 张天蔚主编 7-5011-6755-9 新华出版社

传媒运行模式变革:2003年新华社新闻学术年
会论文选

陆小华, 方小翔主编 7-5011-6861-X 新华出版社

内蒙古之最 王占义等编著 750116875X 新华出版社

党性分析与民主评议实务 张富良，洪向华著 7-5011-7014-2 新华出版社

绝境:一位村支书的传奇故事 王少威, 李彬著 7-5011-7032-0 新华出版社

精细化管理 汪中求, 吴宏彪, 刘兴旺著 7-5011-7072-X 新华出版社

精细化管理.II,执行力升级计划 温德诚著 7-5011-7073-8 新华出版社

渔夫与管理学 成君忆著 7-5011-7142-4 新华出版社

中国美术丛书.第二辑,2005文本 主编 徐恩存 7-5011-7157-2 新华出版社

中国美术丛书.第二辑,2005过程 主编 徐恩存 7-5011-7157-2 新华出版社

超级女声宝典 三宝编著 7-5011-7204-8 新华出版社

公路上的灵魂 北村著 7-5011-7206-4 新华出版社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若干问
题学习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7-5011-7251-X 新华出版社

徐志摩讲爱情 向学春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徐志摩讲诗 徐薇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朱自清讲古典名著 颜英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朱自清讲诗 李卉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林徽因讲古建筑 樊萍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梁启超讲历史.上 滕新才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梁启超讲历史.下 滕新才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王国维讲文学 颜英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胡适讲四大名著 滕新才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蔡元培讲教育 周蜀溪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许地山讲道教 樊萍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许寿裳讲鲁迅 李卉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闻一多讲唐诗 王雪孟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鲁迅讲古典小说 滕新才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鲁迅谈国民性 李卉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鲁迅谈日本 樊萍编 7-5011-7303-6 新华出版社

蒙古秘史 阿斯钢 特•官布扎布 译 7501173575 新华出版社

建设创新型国家学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 [编] 7-5011-7411-3 新华出版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5011-7412-1 新华出版社

推进自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 辛华编 7-5011-7419-9 新华出版社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100例 辛华编 7-5011-7540-3 新华出版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5011-7689-2 新华出版社

东京审判秘史 (日)粟屋宪太郎著 7-5012-0011-4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不战而胜 (美)尼克松(Nixon,R.)著 7-5012-0212-5 世界知识出版社

好莱坞群星谱 朱晓燕等编著 7-5012-0310-5 世界知识出版社

简明世界知识辞典 马武业主编 7-5012-0329-6 世界知识出版社

广告学 孙有为编著 7-5012-0366-0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共党史简明读本 宋林太主编 7-5012-0464-0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世界知识年鉴.1993/94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7-5012-0590-6 世界知识出版社

教你如何掌握汉译英技巧 陈文伯主编 7-5012-0975-8 世界知识出版社

TSE超级教程:兼做TOEFL作文指导 杜子华著 7-5012-1095-0 世界知识出版社

新版TOEFL词汇精选 张红岩编著 7-5012-1142-6 世界知识出版社

巧记英语单词 蒋争著 7-5012-1168-X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道英语日积月累 王秋海著 7-5012-1277-5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词汇与结构精要 郑群编著 7-5012-1358-5 世界知识出版社

重返巴格达 唐师曾著 7-5012-1397-6 世界知识出版社

教你如何学好英语 杨匡汉著 7-5012-1407-7 世界知识出版社

TOEFL写作考前冲刺 梁蝶影编著 7-5012-1434-4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大学英语应知应会词汇手册 主编 任丽卿, 杨怀恩 7-5012-1472-7 世界知识出版社

英语考研词汇50天突破 宋新, 许杨主编 7-5012-1494-8 世界知识出版社



最新雅思阅读高分突破 北京雅思培训学校主编 7-5012-1570-7 世界知识出版社

GRE & GMAT数学 吴强编著 7-5012-1605-3 世界知识出版社

周恩来楷书字帖 [周恩来书] 7-5012-1622-3 世界知识出版社

365个科学小游戏 徐欣编著 7-5012-1679-7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懒学生词汇通 余远征编著 7-5012-1692-4 世界知识出版社

TOEFL阅读高分对策 王令, 李传伟编著 7-5012-1693-2 世界知识出版社

妙笔生花:漂亮的英文书信 谷约编著 7-5012-1713-0 世界知识出版社

吐司男之吻 齐锡麟著 7-5012-1745-9 世界知识出版社

寻找薰衣草恋人:台湾收视冠军 (青春偶像
剧)《薰衣草》写真专辑

严重编著 7-5012-1775-0 世界知识出版社

非洲：变革与发展 执行主编 李保平, 马锐敏 7-5012-1840-4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词汇突破 赵修臣主编 7-5012-1848-X 世界知识出版社

至尊企业 至尊营销.第二分册,销售管理 周文, 包焱编著 7-5012-1866-8 世界知识出版社

至尊企业 至尊营销.第四分册,营销管理表格 周文, 包焱编著 7-5012-1868-4 世界知识出版社

新东方为你咨询 包凡一主编 7-5012-1872-2 世界知识出版社

至尊企业 至尊人力资源.第二分册,员工培训
与开发管理

曹荣, 孙宗虎编著 7-5012-1873-0 世界知识出版社

至尊企业 至尊人力资源.第三分册,绩效考评
与激励管理

曹荣, 孙宗虎编著 7-5012-1874-9 世界知识出版社

腾飞的龙 (韩) 金夏中著 7-5012-1880-3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冲关,完形填空 梁超启编著 7-5012-1891-9 世界知识出版社

巅峰管理:柳传志与张瑞敏的成功之道 吕进编著 7-5012-1903-6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阅读30天突破 徐知媛, 杨杰瑛, 林晓编著 7-5012-1925-7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30天突破 林晓 ... [等]编著 7-5012-1926-5 世界知识出版社

当代亚太政治 孙叔林主编 7-5012-1932-X 世界知识出版社

TOEFL听力新策略:听力就这么简单 杜伟, 宁滨编著 7-5012-1981-8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外交官.第2辑 总编辑 王成家 7-5012-2045-X 世界知识出版社

镜厅:巴黎和会内幕 (英) 戴维·辛克莱 (David Sinclair) 著 7-5012-2062-X 世界知识出版社

联结欧亚大陆的桥梁:土耳其 王锦荣著 7-5012-2066-2 世界知识出版社

我在“小鹰”号亲历战争 胡晓明著 7-5012-2067-0 世界知识出版社

吃乐儿 老典著 7-5012-2078-6 世界知识出版社

真实的荒诞 陈新主编 7-5012-2106-5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在思想的国都遨游：德国留学签证全攻略 杨继, 靳佳编著 7-5012-2108-1 世界知识出版社



25年:1978-2002年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世纪巨
变的民间观察

王安著 7-5012-2112-X 世界知识出版社

留学&垃圾:来自中国海外留学生问题报告 陈铁源著 7-5012-2141-3 世界知识出版社

爱出麻烦:婚姻危机 徐景春著 7-5012-2150-2 世界知识出版社

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 袁东振, 徐世澄著 7-5012-2170-7 世界知识出版社

去巴黎当华侨 王方辉著 7-5012-2181-2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一不留神 丁山著 7-5012-2215-0 世界知识出版社

李肇星在线谈外交 时新编 7-5012-2230-4 世界知识出版社

留学爱尔兰 秦春著 7-5012-2231-2 世界知识出版社

挑战布什:克里传 张立平, 倪峰, 刘卫东著 7-5012-2272-X 世界知识出版社

灵象之悟:我与APEEJAY的商旅人生 (印) JIT PAUL著 7-5012-2374-2 世界知识出版社

狼的诱惑:漫画版 著 (韩) 可爱淘 7-5012-2498-6 世界知识出版社

嗨，兄弟！:向海盗学习成功的团队管理 罗伯特·G. 盖洛 (Robert G. Garrow) 著 7-5012-2681-4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超级女声参赛指引 星海编著 7-5012-2682-2 世界知识出版社

水城 跳橙文字组合著 7-5012-2701-2 世界知识出版社

镜·龙战.上 沧月著 7-5012-2737-3 世界知识出版社

镜·龙战.下 沧月著 7-5012-2774-8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大家都爱可可周:Super女孩的成长笔记 周毅著 7-5012-2810-8 世界知识出版社

武林客栈,日曜卷 步非烟著 7-5012-2829-9 世界知识出版社

琅环曲 展月著 7-5012-2831-0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为了一次拥抱的绝恋 栖阳逐剑著 7-5012-2871-X 世界知识出版社

搜索张朝阳:张朝阳与搜狐 搜狗的故事 天宇著 7-5012-2921-X 世界知识出版社

镜·织梦者 沧月著 7-5012-2957-0 世界知识出版社

武林客栈,月阙卷 步非烟著 7-5012-3040-4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情报专业英语教材 沈崇淑主编 7-5013-0332-0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馆藏书剔除 (美)斯坦利·J.斯洛特著 7-5013-0437-8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事业纪事:1949-1986 《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编辑部编 7-5013-0448-3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分类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分类》编写组编
著

7-5013-0815-2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51届至53届大会论
文选译:IFLA

文化部图书馆司科教处，北京图书馆图书馆
学研究部，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编

7-5013-0880-2 书目文献出版社

文津演讲录:国家图书馆经典讲座精选集.二 任继愈主编 7-5013-1022-X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素食主义 史幼波著 7-5013-1254-0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年鉴.1996 《中国图书馆年鉴》编委会编 7-5013-1431-4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 汪冰著 7-5013-1467-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姚波宽锋铅笔画析览 姚波著 7-5013-1768-2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现代信息服务产业与市场 周智佑著 7-5013-1800-X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逛北大 丁香, 自远编著 7-5013-1901-4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假如爱情是游戏 这就是规则
[美]切丽·卡特-斯考特 (Cherie Cherie-

Scott) 著
7-5013-1926-X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文津演讲录:国家图书馆经典讲座.之三 任继愈主编 7-5013-1930-8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新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 国家图书馆编 7-5013-2198-1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MARC 21规范数据格式使用手册 国家图书馆MARC 21格式使用手册课题组编著 7-5013-2763-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MARC 21书目数据格式使用手册 国家图书馆MARC 21格式使用手册课题组编著 7-5013-2814-5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第二版) 及其电子
版手册

主编卜书庆 7-5013-3002-6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少女远行归来 庞瑞垠著 7-5014-0072-5 群众出版社

一个心理咨询医生札记 谭玉慈著 7-5014-0114-4 群众出版社

可怕的诱惑:同谋 (苏)弗拉基米尔·奇瓦诺夫著 7-5014-0166-7 群众出版社

人类血液和血斑的法医个人识别手册 (美)B.W.格鲁尼鲍姆著 7-5014-0176-4 群众出版社

现代毒物分析新技术 刘耀编著 7-5014-0291-4 群众出版社

相思鸟 岑凯伦著 7-5014-0298-1 群众出版社

春天！别走 岑凯伦著 7-5014-0299-X 群众出版社

台湾历史辞典 佟建寅主编 7-5014-0505-0 群众出版社

中国最后一个大太监 杨争光著 7-5014-0513-1 群众出版社

警官之死
(瑞典)帅瓦尔(Siowall,M.),(瑞典)瓦 略

(Wahloo,P.)著
7-5014-0579-7 群众出版社

吉迪恩烈火 (英)马立克(Marric,J.J.)著 7-5014-0580-3 群众出版社

嫌疑犯 (美)赖 特著 7-5014-0581-5 群众出版社

亡灵的舞厅 (美)希勒曼(Hillerman,T.)著 7-5014-0582-7 群众出版社

罪恶之角 (美)托马斯(Thomas,R.)著 7-5014-0583-9 群众出版社

独臂神探 (英)弗朗西斯(Francis,D.)著 7-5014-0585-2 群众出版社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 7-5014-0628-6 群众出版社

血手印案件 (日)森村诚一著 7-5014-0659-6 群众出版社

纽约女探 (美)多萝西·尤耐克著 7-5014-0668-5 群众出版社

寒漠孤魂 (英)英尼斯著 7-5014-0669-3 群众出版社

死吻的10种结局 钟 源等著 7-5014-0672-3 群众出版社



影城迷案 (德)葛 茨(Goetz,Curt)著 7-5014-0691-X 群众出版社

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 公安部档案馆整理编注 7-5014-0702-9 群众出版社

集中营里的血腥:军统罪行实际录 公安部档案馆编著 7-5014-0702-9 群众出版社

失踪的女郎 (美)罗 斯著 7-5014-0703-7 群众出版社

伪钞幽灵:一桩震惊朝野的造伪案件 王 毅著 7-5014-0747-9 群众出版社

意乱情迷 （德）康萨利克（Konsalik,Heinz G.）著 7-5014-0764-9 群众出版社

药毒物检验手册 日本法医学会著 7-5014-0805-X 群众出版社

大漠恩仇 黄颂民著 7-5014-1065-8 群众出版社

民商法学 主编 江平 7-5014-2069-6 群众出版社

黑洞 张成功著 7-5014-2546-9 群众出版社

背叛:二十集电视连续剧 李冰编剧 7-5014-2589-2 群众出版社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法律文书制作与应用 主编 余凌云, 赵华 7-5014-3034-9 群众出版社

任长霞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等编 7-5014-3204-X 群众出版社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沈小革, 周国强著 7-5014-3882-X 群众出版社

肿瘤百科词典 申文江主编 7-5015-0258-7 知识出版社

多梦年华:当代青年心理探幽 (日)武田彻等编 7-5015-0313-3 知识出版社

人类性反应 (美)W.马斯特斯,V.约翰逊著 7501503267 知识出版社

文学百科辞典 杨 哲等主编 7-5015-0376-1 编者

简明图书学词典 黄方正编 7-5015-0389-3 知识出版社

物理学的方法论原理 (苏)凯德洛夫,(苏)奥夫钦尼科夫主编 7-5015-0452-0 知识出版社

中国高级医师咨询辞典 陈玉谦主编 7-5015-0454-7 知识出版社

应用社会心理学 (美)奥斯坎普(Oskamp,S.)著 7-5015-0537-3 知识出版社

姚广孝演义 羽翔，默瑶著 7-5015-1475-5 知识出版社

诸葛亮演义 弓长，默瑶著 7-5015-1476-3 知识出版社

诸葛亮演义 弓长，默瑶著 7-5015-1476-3 知识出版社

王猛演义 钱世明著 7-5015-1477-1 知识出版社

伍子胥演义 贾伟著 7-5015-1478-X 知识出版社

徐茂公演义 默瑶，水秀著 7-5015-1479-8 知识出版社

姜子牙演义 马光复著 7-5015-1480-1 知识出版社

赵普演义 赵凤山著 7-5015-1481-X 知识出版社

张良演义 杜富山，冯铁军著 7-5015-1482-8 知识出版社

孙膑演义 水秀，默瑶著 7-5015-1483-6 知识出版社

刘伯温演义 杨世铎著 7-5015-1484-4 知识出版社



透视他人的33条铁则 (日)本田有明著 7-5015-1884-X 知识出版社

无悔人生的33条铁则 (日)樱井秀勋著 7-5015-1886-6 知识出版社

同女性交往的33条铁则 (日)樱井秀勋著 7-5015-1887-4 知识出版社

活用时间的33条铁则 (日)中岛孝志著 7-5015-1891-2 知识出版社

来自“148”的故事:讲农家事 排农家忧 为
民造福

山东省东明县司法局编 7-5015-2054-2 知识出版社

酸辣开心果系列:漫画版,非常搞笑篇 安为编著 7-5015-2483-1 知识出版社

酸辣开心果系列:漫画版,快乐开心果篇 安为编著 7-5015-2484-X 知识出版社

酸辣开心果系列:漫画版,笑意正浓篇 安为编著 7-5015-2486-6 知识出版社

酸辣开心果系列:漫画版,乐亦融融篇 安为编著 7-5015-2487-4 知识出版社

钱是孬种:千字文 陆健等著 7-5015-2489-0 知识出版社

经历艺术:生活的第二张面孔 原著 (美) 艾里克·普斯 (Eric Booth) 7-5015-2502-1 知识出版社

父亲, 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
的德国人的自白

(德) 霍斯特·布尔格 (Horst Burger) 著 7-5015-2511-0 知识出版社

都市杀手病 7-5015-2541-2 知识出版社

思念里的流浪狗 张小娴著 7-5015-2568-4 知识出版社

月亮下的爱情药 张小娴著 7-5015-2569-2 知识出版社

不如, 你送我一场春雨 张小娴著 7-5015-2571-4 知识出版社

禁果之味 张小娴著 7-5015-2572-2 知识出版社

悬浮在空中的吻 张小娴著 7-5015-2573-0 知识出版社

幸福鱼面颊 张小娴著 7-5015-2574-9 知识出版社

家庭医疗手册 劳大然编订 7-5015-2587-0 知识出版社

控股人生:卓越心智与成功八大法则 艾莫著 7-5015-2596-X 知识出版社

轻轻松松做父母:少儿家庭教育70招 李红延著 7-5015-2600-1 知识出版社

相约九九 蓝冰著 7-5015-2610-9 知识出版社

靓丽的你:展现你完美的个人风格 (美) 多丽·哈特曼 (Tori Hartman) 著 7-5015-2629-X 知识出版社

史街背影 庹震著 7-5015-2638-9 知识出版社

20世纪档案:[中英文本] 汪飞舟, 王小宽主编 7-5015-2652-4 知识出版社

现代儿童保健指南 宋广林主编 7-5015-2663-X 知识出版社

雨后的阳光 解淑萍著 7-5015-2678-8 知识出版社

把我喜欢的女孩逗哭 北方著 7-5015-2679-6 知识出版社

敷衍:恶作剧之恋 微酸美人著 7-5015-2704-0 知识出版社

儿童常见病的家庭防治 宋广林主编 7-5015-2741-5 知识出版社



玫瑰 情人 花 周湛编著 7-5015-2773-3 知识出版社

青春永驻的十大秘诀 (加) 艾琳·邓比 (Elaine Dembe) 著 7-5015-2778-4 知识出版社

成长的疼痛 王旭东著 7-5015-2782-2 知识出版社

极乐世界的下水道 邢育森著 7-5015-2788-1 知识出版社

有种你丫别跑 宁财神著 7-5015-2789-X 知识出版社

边缘游戏 李寻欢著 7-5015-2793-8 知识出版社

秋风十二夜 心有些乱著 7-5015-2797-0 知识出版社

57个可以避免的管理错误 (美) 马克·艾普勒 (Mark Eppler) 著 7-5015-2806-3 知识出版社

积木之城:一个真实的网恋故事 何从著 7-5015-2829-2 知识出版社

红白喜事 傅桂禄, 刘东青, 孙雪松编著 7-5015-2856-X 知识出版社

家庭医生 倪遇清, 孟瑞雪编著 7-5015-2857-8 知识出版社

爱尔兰咖啡 蔡智恒等著 7-5015-2867-5 知识出版社

家教爱情故事 DJ[著] 7-5015-2870-5 知识出版社

洋话连篇,老虎篇 东方友人著 7-5015-2873-X 知识出版社

夕阳帆影 丁帆著 7-5015-2919-1 知识出版社

日本漫画大师电脑制作秘籍 于路编著 7-5015-2939-6 知识出版社

十六岁遭遇边缘 苏涛著 7-5015-3054-8 知识出版社

读财务报表选牛股 (美) 理查德·洛思 (Richard Loth) 著 7-5015-3057-2 知识出版社

“148”法律咨询专用工具书.第5辑,中小企
业法律实务

主编 佟丽华 7-5015-3071-8 知识出版社

“148”法律咨询专用工具书.第5辑,中小企
业法律实务

主编 佟丽华 7-5015-3071-8 知识出版社

远走高飞 胥子伍等著 7-5015-3073-4 知识出版社

落基山不让我成眠 吴越著 7-5015-3097-1 知识出版社

美味佳肴的受害者 唐敏著 7-5015-3098-X 知识出版社

女人心绪 素素著 7-5015-3101-3 知识出版社

父爱:一个年轻父亲和儿子的成长经历 于德北著 7-5015-3102-1 知识出版社

千古男女 韩小蕙著 7-5015-3103-X 知识出版社

画册谜案:纪实文学集 陆幸生著 7-5015-3121-8 知识出版社

时光波浪与明岛火舞 陈思著 7-5015-3135-8 知识出版社

零距离:与米卢的心灵对话 李响著 7-5015-3218-4 知识出版社

世界濒危与灭绝的鸟类 李湘涛主编 7-5015-3248-6 知识出版社

中国彩票集藏指南 陆克勤编著 7-5015-3261-3 知识出版社



文学杂技 罗维扬, 罗原编著 7-5015-3274-5 知识出版社

爱字的结构 李吉明著 7-5015-3275-3 知识出版社

春梦之无边弥漫 闯入城市的狼著 7-5015-3286-9 知识出版社

妖言 凯琳著 7-5015-3296-6 知识出版社

青萝对如香说…… 风中玫瑰著 7-5015-3306-7 知识出版社

女人写给女人的育儿私房书 (美) 薇琪·艾欧文著 7-5015-3307-5 知识出版社

凭空有缘 文丰雨著 7-5015-3308-3 知识出版社

爱是生命的舞蹈 杉娃著 7-5015-3326-1 知识出版社

女人有点嗲 管琼著 7-5015-3371-7 知识出版社

西乌拉帕的幸福大学生活 西乌拉帕著 7-5015-3372-5 知识出版社

逃离美国:长篇小说 张韧著 7-5015-3378-4 知识出版社

零点开始:长篇小说 于德北著 7-5015-3389-X 知识出版社

爱情不能承受之轻 陆璐著 7-5015-3390-3 知识出版社

新编简明英语广告写作手册 编著 刘秀玉 7-5015-3403-9 知识出版社

新编简明英语缩略语手册 刘萱编著 7-5015-3404-7 知识出版社

两个人和一种告别 蔺瑶, 张尧臣著 7-5015-3413-6 知识出版社

新编简明英语俚俗语手册 钟玲编著 7-5015-3416-0 知识出版社

雕刻时光 南宋著 7-5015-3425-X 知识出版社

新编简明英语汉英时事用语手册 编著 杨全红 7-5015-3428-4 知识出版社

沿着我荒凉的额 苏德著 7-5015-3441-1 知识出版社

洋话连篇,恒星篇 东方友人著 7-5015-3621-X 知识出版社

洋话连篇,行星篇 东方友人著 7-5015-3629-5 知识出版社

玫瑰在风中呼唤 尹珊珊著 7-5015-3637-6 知识出版社

混乱管理 鹏程 ... [等主编] 7-5015-3642-2 知识出版社

超越管理 鹏程 ... [等]主编 7-5015-3643-0 知识出版社

时尚管理 鹏程 ... [等]主编 7-5015-3644-9 知识出版社

解放经理人 鹏程 ... [等]主编 7-5015-3646-5 知识出版社

智价管理 鹏程 ... [等]主编 7-5015-3647-3 知识出版社

中国画里古村落——宏村 陆红旗著 7-5015-3670-8 知识出版社

我爱麝香 我爱深呼吸:杉娃长篇爱情小说 杉娃著 7-5015-3678-3 知识出版社

我们相爱的时候:杉娃长篇爱情小说 杉娃著 7-5015-3679-1 知识出版社

爱情大魔咒 百是传播著 7-5015-3680-5 知识出版社

孔雀的叫喊 虹影著 7-5015-3723-2 知识出版社



新编西洋美术作品故事选 杨蔼琪, 赵锐等编著 7-5015-3757-7 知识出版社

街头英语 张颖, 范德主编 7-5015-3761-5 知识出版社

节日问候短信息 夏夜, 夏风编 7-5015-3781-X 知识出版社

朵朵小语,心灵的魔法 朵朵文 7-5015-3784-4 知识出版社

朵朵小语,四季的恋歌 朵朵文 7-5015-3785-2 知识出版社

第一人称: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文科实
验班2001级文集.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文科实验班编
著]

7-5015-3786-0 知识出版社

第一人称: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文科实
验班2001级文集.下册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文科实验班编
著]

7-5015-3786-0 知识出版社

酸糖果 红胶囊图文 7-5015-3788-7 知识出版社

凉风的味道 红胶囊图文 7-5015-3789-5 知识出版社

了解冠心病 战胜冠心病 姚康宝, 吴永健主编 7-5015-3831-X 知识出版社

一切随风 榛子著 7-5015-3896-4 知识出版社

朵朵小语,轻盈的生活 朵朵文 7-5015-3904-9 知识出版社

瓦城上空的麦田 阿来等著 7-5015-3920-0 知识出版社

腊梅深处的忧伤 吴明宏著 7-5015-3921-9 知识出版社

二点七刻 陈默著 7-5015-3922-7 知识出版社

活力美人健康计划 人生MENU编辑部编 7-5015-3926-X 知识出版社

UP UP前凸后翘速成计划 人生MENU编辑部编 7-5015-3927-8 知识出版社

蔷薇之恋:写真纪实 [可米制作公司编] 7-5015-3931-6 知识出版社

美利坚的东方眼睛 以克著 7-5015-3932-4 知识出版社

对面坐着马向东 长江等著 7-5015-3933-2 知识出版社

红胶囊的悲伤2号 红胶囊图文 7-5015-3935-7 知识出版社

红胶囊的悲伤1号 红胶囊图文 7-5015-3935-9 知识出版社

美腿减脂速纤计划 人生MENU编辑部编 7-5015-3937-5 知识出版社

34 25 34塑身大作战 人生MENU编辑部编 7-5015-3938-3 知识出版社

我家后院的美国 谢丰, 尤凤哲著 7-5015-3948-0 知识出版社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漫画版 原著 蔡智恒 7-5015-3954-5 知识出版社

好好照顾我的花 郝广才文 7-5015-3955-3 知识出版社

带衰老鼠死得快 郝广才文 7-5015-3956-1 知识出版社

驰放的片刻 红胶囊图文 7-5015-3961-8 知识出版社

谁主鱼 (美) 安德鲁·杰夫 (Andrew Jaffe) 著 7-5015-4008-X 知识出版社

新美体休闲 王百瑜著 7-5015-4041-1 知识出版社



办公室舒压57招 赵曼君著 7-5015-4042-X 知识出版社

采购美丽 杨思敏著 7-5015-4043-8 知识出版社

下楼谈恋爱 刘若英著 7-5015-4049-7 知识出版社

独漏企业:被忽视的远景
[美]乔治·瓦士康塞洛萨 (Jorge 

Vasconcellose Sa) 著
7-5015-4053-5 知识出版社

走的时候带上我 吕高排著 7-5015-4147-7 知识出版社

谁游戏了我的爱情 李振业著 7-5015-4149-3 知识出版社

一塌糊涂夏 orangest著 7-5015-4246-5 知识出版社

雪之舞 臧杰著 7-5015-4282-1 知识出版社

珍妮姑娘 (美)德莱塞著 7-5016-0000-7 外国文学出版社

生者与死者 (苏)西蒙诺夫(Симонов,К.М.)著 7-5016-0010-4 外国文学出版社

廊桥遗梦
(美)罗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著
7-5016-0139-9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诊疗全书 王育才等主编 7-5016-0507-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当代白领女性职场箴言 陈冯语编著 7-5017-0281-0 中国经济出版社

新时期党员教育和管理读本 韩茂华主编 7-5017-0411-2 中国经济出版社

新时期党的建设读本 启东明主编 7-5017-0414-7 中国经济出版社

逼近灵魂 徐志频著 7-5017-0442-2 中国经济出版社

公共管理视域中的发展与贫困免除 薛宝生著 7-5017-0807-X 中国经济出版社

古今最佳对联大全 李　谋等主编 7-5017-0877-0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人生哲理 吴树明,纪树青主编 7-5017-0919-X 中国经济出版社

道德修养 姜洪超,高庆荣主编 7-5017-0922-X 中国经济出版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概论 李祥斌等主编 7-5017-0934-3 中国经济出版社

饮食忌讳 韦松，晓丁编 7-5017-1284-0 中国经济出版社

转变管理风格:促进和激励你的职工优秀地履
行职责

(英) 希拉里·沃姆斯利 (Hilary Walmsley) 
著

7-5017-2094-0 中国经济出版社

创建世界级组织:经营成功的十条衡量标准
(英) 布赖恩·普雷斯科特 (Bryan D. 

Prescott) 著
7-5017-2097-5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组织设计:成功的基石 (英) 菲利浦·塞德勒 (Philip Sadler) 著 7-5017-2101-7 中国经济出版社

顶级咨询顾问:开发技能 提高效率
(英) 卡尔弗特·马克汉姆 (Calvert 

Markham) 著
7-5017-2103-3 中国经济出版社

直接目标项目管理
厄林·S. 安德森 (Erling. S. Andersen), 
克里斯托夫·V. 格鲁德 (Kristoffer. V. 
Grude), 托尔·豪格 (Tor. Hang) 著

7-5017-2107-6 中国经济出版社



储蓄业务与管理 主编 吴胜 7-5017-2336-2 中国经济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吴树青, 谷书堂, 吴宣恭主编 7-5017-2379-6 中国经济出版社

公文主题词表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制 7-5017-2430-X 中国经济出版社

纳税检查 王诚尧, 王少华, 谢丽丽主编 7-5017-2796-1 中国经济出版社

公司文化管理:永续经营的动力源泉 应焕红著 7-5017-2967-0 中国经济出版社

职场生存要则 贾志芳主编 7-5017-2977-8 中国经济出版社

职场成长要则 杨国义主编 7-5017-2978-6 中国经济出版社

克罗谈投资策略:神奇的墨菲法则 (美)斯坦利·克罗著 7-5017-3263-9 中国经济出版社

开阔思路 大胆实践 勇于探索 务求实效:全
国企业改革试点工作经验汇编

陈清泰主编 7-5017-3625-1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经济学直面现实 王则柯著 7-5017-4338-X 中国经济出版社

领导者:信誉的获得和丧失
(美) 詹姆斯·M·库泽斯, (美) 巴里·Z·

波斯纳著
7-5017-4378-9 中国经济出版社

金融经济学 吴晶妹编著 7-5017-4390-8 中国经济出版社

节税技巧:依法纳税，合法节税 北京国际税收研究会办税人员分会编著 7-5017-4546-3 中国经济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 韩小谦, 赵凡主编 7-5017-4650-8 中国经济出版社

前列腺增生 满立波, 梁德江著 7-5017-4659-1 中国经济出版社

构筑领导者的超凡魅力 陈世珍著 7-5017-4719-9 中国经济出版社

领导力的训练与测评 王骚著 7-5017-4721-0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国企改革攻坚15题 陈清泰, 吴敬琏, 谢伏瞻主编 7-5017-4758-X 中国经济出版社

K管理：企业管理现代化 何传启著 7-5017-4829-2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不成咋办?咋办不成:选自《另类思维》 王力著 7-5017-4862-4 中国经济出版社

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 (英) W. G. 赫夫 (W. G. Huff) 著 7-5017-4878-0 中国经济出版社

当头棒喝:我们为什么不思考更多 王海著 7-5017-4882-9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经济增长的源泉
(美) 理查德·R. 纳尔森 (Richard R. 

Nelson) 著
7-5017-5065-3 中国经济出版社

智得亿万财富:沈青科学策划金牌企业 文冲编著 7-5017-5093-9 中国经济出版社

领导公司变革:改制:企业自我提升的蓝图 (美) 罗伯特 H.迈尔斯 (R.H.Miles) 著 7-5017-5118-8 中国经济出版社

企业人力内控精要 主编 闫培金, 王成 7-5017-5123-4 中国经济出版社

仕途破难:跟我学领导公关 主编 穆文荣, 顾建高, 周振林 7-5017-5128-5 中国经济出版社

实务操作:跟我学领导技术 主编 周振林, 王成玉, 陶淑艳 7-5017-5130-7 中国经济出版社

现代领导科学基础 刘兰芬，周振林主编 7-5017-5141-2 中国经济出版社

企业经营陷阱与法律防范丛书,融资篇 主编 苏号朋 7-5017-5175-7 中国经济出版社



汇市投资胜算 主编 黄广明, 徐俊鹏 7-5017-5186-2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国际经济中的倾销与反倾销 卜海著 7-5017-5225-7 中国经济出版社

工作室浪潮:中国20家著名工作室完全记录 王方剑, 刘蔚主编 7-5017-5248-6 中国经济出版社

期货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 主编 张金忠, 李京生 7-5017-5253-2 中国经济出版社

票据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 主编 吕来明 7-5017-5254-0 中国经济出版社

银行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 主编 韩良 7-5017-5255-9 中国经济出版社

保险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 主编 史学瀛, 郭宏彬 7-5017-5256-7 中国经济出版社

贷款担保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 主编 韩良 7-5017-5257-5 中国经济出版社

证券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 主编 李仕萍 7-5017-5258-3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三菱让我激愤 李万华著 7-5017-5294-X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三星智力快车.2 潘超主编 7-5017-5295-8 中国经济出版社

信托与租赁 左毓秀, 史建平主编 7-5017-5297-4 中国经济出版社

应对WTO 300题 郑启明, 刘晨著 7-5017-5473-X 中国经济出版社

创意先锋:营销实战案例 张辉编著 7-5017-5496-9 中国经济出版社

归来之后:与七位“海归派”人物面对面 汪祥荣, 王红蕾著 7-5017-5523-X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国际商务 温厉著 7-5017-5538-8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小企业政策巧用 齐力然, 姜梅编著 7-5017-5550-7 中国经济出版社

现代企业策划 张爱玲, 黄东升编著 7-5017-5562-0 中国经济出版社

思考中关村 主编 陆昊 7-5017-5563-9 中国经济出版社

银行VS骗子:银行知识与金融防诈 冯敏飞编著 7-5017-5569-8 中国经济出版社

德国中小企业促进政策分析与评估 魏尔曼主编 7-5017-5626-0 中国经济出版社

德国中小企业促进政策组织与方法 魏尔曼, 王海林主编 7-5017-5627-9 中国经济出版社

解读企业:一个年轻厂长的经营手记 马海洋著 7-5017-5629-5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加入WTO要言释义 韩玉军主编 7-5017-5650-3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经济发展 经济安全 风险规避 胡佳编著 7-5017-5653-8 中国经济出版社

耐克营销:中间商品牌策略 武齐, 彭程主编 7-5017-5675-9 中国经济出版社

索尼营销:重塑“日本造”的品牌形象 武齐, 彭程主编 7-5017-5681-3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亚马逊营销:挑战传统网络营销典范 武齐, 彭程主编 7-5017-5682-1 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二次宣言 王小平著 7-5017-5695-3 中国经济出版社

炒股·收藏：完美投资组合 刘刚, 刘晓琼编著 7-5017-5702-X 中国经济出版社

企业经营中的法律安全研判及对策:企业管理
人员及其法律顾问必读书

吕景胜著 7-5017-5706-2 中国经济出版社

星星点点:中外名家系列讲座演讲集萃.1 王忠明主编 7-5017-5707-0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组织行为咨询与诊断 周菲编著 7-5017-5708-9 中国经济出版社

成长的智慧:青少年成长中的选择 (澳) 维琪·本尼特 (Vicki Bennett) 著 7-5017-5714-3 中国经济出版社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主激励政策竞
争

田贵明著 7-5017-5717-8 中国经济出版社

教育产业化的理论与实践 王丽娅著 7-5017-5748-8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一种全新的专业技能:咨询专家、自由职业者
和中介管理者是怎样提升顾客企业的业绩的

马里恩·麦戈文 (Marion McGovern), 丹尼
斯·拉塞尔 (Dennis Russell) 著

7-5017-5765-8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国企改革：过关 陈清泰著 7-5017-5782-8 中国经济出版社

电话营销学 赵云龙主编 7-5017-5789-5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与狼共舞:学会与“棘手人群”打交道 (英) 卡恩·玛宁 (Karen Mannering) 著 7-5017-5819-0 中国经济出版社

管理从服务开始 李勇 ... [等] 编著 7-5017-5839-5 中国经济出版社

谁是我的财富榜样:50创业新锐之完全创业案
例,市场细分篇

王方剑, 刘蔚主编 7-5017-5870-0 中国经济出版社

谁是我的财富榜样:50创业新锐之完全创业案
例,商机发现篇

王方剑, 刘蔚主编 7-5017-5872-7 中国经济出版社

谁是我的财富榜样:50创业新锐之完全创业案
例,技术产业化篇

王方剑, 刘蔚主编 7-5017-5873-5 中国经济出版社

延长生命的另一种方法:老年心理健康漫谈 蒋力编著 7-5017-5874-3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上市公司退市与复市案例 童增主编 7-5017-5885-9 中国经济出版社

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 主编 程恩富, 黄允成 7-5017-5913-8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物业管理理论探索与实践 梁柱著 7-5017-5962-6 中国经济出版社

星星点点:中外名家系列讲座演讲集萃.3 王忠明主编 7-5017-5973-1 中国经济出版社

痛苦与快乐:快乐缔造奇迹 齐善鸿著 7-5017-5985-5 中国经济出版社

自私与自爱:爱心成就自我 齐善鸿著 7-5017-5986-3 中国经济出版社

堕落与自救:天助自助者 齐善鸿著 7-5017-5988-X 中国经济出版社

跳蚤的魅力:中小企业百变生存述 主编 张鹏 7-5017-6005-5 中国经济出版社

美丽指数:做个百分百气质女人 李瀚洋等主编 7-5017-6043-8 中国经济出版社

薪酬设计六步法 冉斌著 7-5017-6083-7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东部企业“西进”的模式与行为 陆立军, 郑燕伟等著 7-5017-6099-3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不在不该停留的地方停留 张立新著 7-5017-6101-9 中国经济出版社

变成大象的老鼠:小老板经营大谋略 莫非编著 7-5017-6120-5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东走西顾的鲨鱼:小老板市场大营销 龙腾编著 7-5017-6121-3 中国经济出版社

羚羊和狮子的奔跑:小老板资本大运营 辛如水编著 7-5017-6122-1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络并购:并购交易的电子商务化 武建勇, 李斌等著 7-5017-6123-X 中国经济出版社

挑逗人们的购买欲望:体验式营销 曾凌峰编著 7-5017-6157-4 中国经济出版社



几年混出头 李云冀编著 7-5017-6185-X 中国经济出版社

跟大师学营销 李志敏编著 7-5017-6212-0 中国经济出版社

慵懒的午餐后:商务随想录 刘学民著 7-5017-6246-5 中国经济出版社

盲点:你离市场有多远？ 岩松, 游自珍主编 7-5017-6256-2 中国经济出版社

管理是什么:解读顶级管理大师 黄锐, 高颖主编 7-5017-6260-0 中国经济出版社

星星点点:中外名家系列讲座演讲集萃.4 王忠明主编 7-5017-6280-5 中国经济出版社

职场蜥蜴生存法则 依冉主编 7-5017-6339-9 中国经济出版社

男之思 (美) 詹姆斯·艾伦 (James Allen) 著 7-5017-6347-X 中国经济出版社

心灵食谱 (美) 辛迪 (Cindy Cashman) 著 7-5017-6348-8 中国经济出版社

设计你自己:创造你未来的强力策略 (美) 辛迪 (Cindy Cashman) 著 7-5017-6349-6 中国经济出版社

女之思 (美) 辛迪 (Cindy Cashman) 著 7-5017-6350-X 中国经济出版社

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与竞争优势培育 马聪编著 7-5017-6380-1 中国经济出版社

伶仃洋畔的村庄公社:崖口村的公社制度及其
变迁

曹正汉著 7-5017-6422-0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给自己注入积极基因 刘翔平著 7-5017-6540-5 中国经济出版社

非常红楼 宁一著 7-5017-6571-5 中国经济出版社

金融开放下的中国银行业并购 何振亚著 7-5017-6957-5 中国经济出版社

企业并购整合问题研究:面向核心竞争能力提
升的并购后整合分析

姚水洪著 7-5017-7142-1 中国经济出版社

食品营养与儿童
(美)恩德雷斯(Endres,J.B.),(美)罗克韦尔

(Rockwell,R.E.)著
7-5019-0049-3 轻工业出版社

药酒配方800例 李明哲编 7-5019-0314-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药酒配方800例 李明哲编 7-5019-0314-X 轻工业出版社

乳品工艺 内蒙古轻工科学研究所,内蒙古轻工业学校编 7-5019-0325-5 轻工业出版社

化妆品与皮肤健美 蔡瑞康等著 7-5019-1030-8 轻工业出版社

人体营养与社会营养学 李 静主编 7-5019-1512-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食品雕刻:首届琼花杯食品雕刻大赛获奖作品
选.6

张延年, 郑奇主编 7-5019-1935-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老年人护理保健应知应会 高玉玲编著 7-5019-2064-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食品雕刻.3,孙宝和蔬果切雕艺术 主编 孙宝和 7-5019-2156-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发型变换技巧 本书编译组编译 7-5019-2343-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微胶囊技术及其应用 梁治齐编著 7-5019-2390-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妇女保健要诀 张湖德主编 7-5019-2458-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洗涤剂酶应用手册 华章熙, 徐清编著 7-5019-2530-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食用菌营养菜谱与食疗方 李星, 王芸主编 7-5019-2550-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冷菜工艺 朱云龙主编 7-5019-2609-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烹饪文学 相进军主编 7-5019-2631-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直言相告:儿童精神健康与调节 (美) Timothy E.Wilens著 7-5019-2718-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治疗肩痛100法 [日] 主妇之友社编 7-5019-2729-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企业民营化:国外企业民营化对中国的启示 余大章主编 7-5019-2737-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食品雕刻.5,中国宴会食品雕刻 张卫新著 7-5019-2747-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银发魅力 吴东权著 7-5019-2828-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理治疗与咨询的理论及案例.上册 (美)Richard S.Sharf著 7-5019-2835-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理治疗与咨询的理论及案例.下册 (美)Richard S.Sharf著 7-5019-2835-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盛世华服 主编 安毓英 7-5019-2843-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外商投资政策与法律环境 韩彩珍著 7-5019-2845-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冷饮配方精选与设计 冯力更, 张永彤编著 7-5019-2853-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休闲时装配饰:帽子、包袋设计与制作 黎丹文著 7-5019-2863-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青少年西方美术欣赏.上 崔莉编著 7-5019-2878-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青少年西方美术欣赏.下 崔莉编著 7-5019-2878-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食品雕刻.7(上),陈忠良水果切雕艺术 陈忠良主编 7-5019-2879-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食品增味剂 郭勇, 郑穗平编著 7-5019-2911-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成本会计 苏奕军主编 7-5019-2916-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审计案例与实务 徐光武主编 7-5019-2919-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新居室创意设计1000例.3 董雨韬选编 7-5019-2921-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新居室创意设计1000例.4 董雨韬选编 7-5019-2921-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婚纱与花束 [日本六耀社编] 7-5019-2956-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浓浓花情 日本六耀社编 7-5019-2956-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情趣编织,时尚服饰 本书编译组编译 7-5019-2960-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礼仪服饰 焦宝娥编著 7-5019-2962-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中国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研究 主编 史清琪, 尚勇 7-5019-2963-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 洪光住编著 7-5019-2973-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战胜疼痛 (美) Margaret A.Caudill著 7-5019-2987-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美家.6,沐浴自然 本书编译组译 7-5019-2990-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食品雕刻.4,王文志食雕艺苑 王文志编著 7-5019-2991-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婴幼儿医护100问 (日) 薗部友良著 7-5019-3014-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健康心理学 (美)Phillip L.Rice著 7-5019-3061-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布艺壁饰 胡晓阳编著 7-5019-3087-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美容化妆与发型 鲁葵花编著 7-5019-3088-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1世纪健康自助手册:疾病预防与医疗保障 马京华主编 7-5019-3092-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动物花卉装饰艺术设计 宝克孝绘 7-5019-3138-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孕产乳母食品 邵玉芬, 朱丽萍等编著 7-5019-3154-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运动·指压减肥法 官秀编 7-5019-3184-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室内绿化艺术 柯继承, 戴云亮著 7-5019-3219-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西部开发论 主编 张敦富 7-5019-3242-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国际贸易 温厉, 王惠敏主编 7-5019-3269-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主编 吴郁文 7-5019-3286-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四川小吃 胡晓远编著 7-5019-3314-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广东小吃 严金明编著 7-5019-3315-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布贴画手工制作 田冰灵著 7-5019-3342-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战胜青春痘 黄美月著 7-5019-3366-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怎样塑胸最有效 邱胜美著 7-5019-3367-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梳起美丽的麻花辫 (日) 佐藤全弘编著 7-5019-3394-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色彩.下册 张列苏, 张裕元, 江岚编著 7-5019-3407-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健康之路.2 《健康之路》丛书编委会编 7-5019-3417-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禽类蛋类食品制法300例 主编 祁澜 7-5019-3418-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初次妊娠与分娩:轻松解答怀孕中的担心与不
安

(日) 高山忠夫编 7-5019-3425-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烹饪工艺美术 唐福志主编 7-5019-3435-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新菜特菜制法300例 王增编著 7-5019-3437-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葡萄酒品尝法 郭其昌 ... [等] 编著 7-5019-3442-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解膝痛治疗法 (日) 黑泽尚著 7-5019-3447-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大众健康素菜:[图集] 陈翠莲编著 7-5019-3448-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手机穿新衣 本书编译组编译 7-5019-3449-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脏病防治指南 (日) 高木诚著 7-5019-3459-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游泳健康法 (日) 中原英臣编 7-5019-3460-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新版饼干配方 薛文通主编 7-5019-3472-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生日礼物自己做 晓玉编选 7-5019-3473-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瘦身衣计划 黄韵如著 7-5019-3481-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减肥 [英]芭芭拉·瑞志 (Barbara Ravage) 著 7-5019-3484-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厨师学艺,甜菜篇 张延年主编 7-5019-3498-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脑康复训练100问 (日) 武田克彦著 7-5019-3503-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老年人康复训练100问 (日) 冈本五十雄著 7-5019-3505-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常见病食疗方 主编 任硕 7-5019-3508-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超级健康法——下蹲运动 (日) 野〓秀雄著 7-5019-3509-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甲状腺疾病防治100问 (日) 赤须文人著 7-5019-3510-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在家办公
(英) 彼特·辛斯顿 (Peter Hingston), 

(英) 阿拉斯泰·布法尔 (Alastair 
7-5019-3535-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拜访科学家 孙家裕编绘 7-5019-3540-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吃在北京 《吃在北京》编辑部编 7-5019-3559-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生物工程概论 王联结主编 7-5019-3565-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风味菜肴实习教程 梁冠强主编 7-5019-3567-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大众药膳500例.下篇 主编 薛秀娟, 李兴春 7-5019-3597-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家具、钟表纸艺模型 李培珍编著 7-5019-3608-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告别腋臭 (日)小野一郎主编 7-5019-3621-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摆脱恐慌症 (日)竹内龙雄主编 7-5019-3622-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减轻剧烈疼痛 (日)宫崎东洋主编 7-5019-3623-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警惕心律失常 (日)饭沼宏之主编 7-5019-3624-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远离痔疮 (日)岩垂纯一主编 7-5019-3625-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消除梅尼埃病(美尼尔病) (日)深谷卓主编 7-5019-3626-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绿色环保家居,环保居室设计 晓玉选编 7-5019-3633-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绿色环保家居,环保居室装修 晓玉选编 7-5019-3634-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绿色环保家居,环保卫生间、阳台与地面 晓玉选编 7-5019-3635-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让孩子做主:白领妈妈育儿手记 小巫著 7-5019-3642-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育儿风格 石绍华, 郑钢著 7-5019-3654-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大众药浴配方700例 张英编 7-5019-3694-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1世纪膳食营养指南,食物中的宏量营养素与
健康

杨月欣主编 7-5019-3697-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1世纪膳食营养指南,食物中的矿物质与健康 杨月欣主编 7-5019-3697-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1世纪膳食营养指南,食物中的维生素与健康 杨月欣主编 7-5019-3697-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水当当美白 丁文敏编著 7-5019-3699-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完美瘦身雕塑手册 林维芳主编 7-5019-3700-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60天瘦身 (日) 女子营养大学出版部编 7-5019-3701-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新型白酒勾调技术与生产工艺 赖高淮编著 7-5019-3706-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健康之路.3 徐欣艺主编 7-5019-3720-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生物工艺与工程实验技术 贾士儒主编 7-5019-3750-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旅游黄金线自助游手册,贵州 《藏羚羊自助旅行手册》编写组供稿 7-5019-3753-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旅游黄金线自助游手册,甘肃·宁夏 《藏羚羊自助旅行手册》编写组供稿 7-5019-3757-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旅游黄金线自助游手册,陕西 《藏羚羊自助旅行手册》编写组供稿 7-5019-3758-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旅游黄金线自助游手册,云南 《藏羚羊自助旅行手册》编写组供稿 7-5019-3760-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健康之路.4 《健康之路》丛书编委会编 7-5019-3766-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旅游黄金线自助游手册,四川·重庆 《藏羚羊自助旅行手册》编写组供稿 7-5019-3768-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吃在上海精华本:上海餐饮企业名录 陈贤德主编 7-5019-3778-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吃在北京:北京餐饮企业名录 《吃在北京》编辑部编 7-5019-3781-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旅游黄金线自助游手册,内蒙古 《藏羚羊自助旅行手册》编写组供稿 7-5019-3787-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丝巾风情 曲继华著 7-5019-3788-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旅游黄金线自助游手册,青海 《藏羚羊自助旅行手册》编写组供稿 7-5019-3796-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保健茶制作技术 许慕农主编 7-5019-3798-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食与健康 北京食品学会编著 7-5019-3805-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健康之路.6 《健康之路》丛书编委会编 7-5019-3818-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高血压病患者手册 (日) 藤井润著 7-5019-3819-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糖尿病患者手册 (日) 佐野隆志, 宗像伸子著 7-5019-3821-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肝炎患者手册 (日) 织田敏次著 7-5019-3831-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可爱短发:最适合你的短发造型 (日) 主妇之友社供稿 7-5019-3832-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胃溃疡患者手册 (日) 平塚秀雄著 7-5019-3837-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纤腹不用烦恼 (日) 山田阳子, 山田光敏著 7-5019-3846-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美味方便酱:快手上菜的魔法精灵 梁琼白著 7-5019-3852-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健康之路.7 《健康之路》丛书编委会编 7-5019-3861-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新版果蔬配方 徐怀德主编 7-5019-3868-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糖尿病人饮食健康法 顾奎琴主编 7-5019-3873-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果蔬雕刻 编著 严金明, 陈焕盛 7-5019-3887-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十字绣,风景·动物 承淼编 7-5019-3928-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十字绣,生肖·星座 承淼编 7-5019-3933-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走出减肥误区 (日) 高木洲一郎, (日) 浜中祯子著 7-5019-3936-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禽蛋制品生产技术 马美湖编著 7-5019-3940-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健康体检 马京华等主编 7-5019-3944-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随时随地轻松瘦腿 上鼎文化设计供稿 7-5019-3947-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窈窕美人轻松瘦 上鼎文化设计供稿 7-5019-3948-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幸福女人真情汤 李梅兰著 7-5019-3974-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药酒ABC 主编 杨明, 原永贵 7-5019-3977-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保健养生度百岁 田文等主编 7-5019-4020-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气质美人茶 梁琼白著 7-5019-4025-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瘦身小菜 林美慧著 7-5019-4033-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健康美人餐 林美慧著 7-5019-4036-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青春活力餐 王珍妮著 7-5019-4040-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男儿当自强 陈志芳著 7-5019-4074-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优雅美人妆 (日) 西山舞著 7-5019-4096-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可爱美人妆 (日) 千吉良惠子著 7-5019-4098-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团团圆圆年夜菜 谢蕙蒙主编 7-5019-4125-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款式风格识女人:穿出个人的服饰风格 雨佳著 7-5019-4155-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港澳自助游:最新个人港澳游完全手册 主编 刘晓萍 7-5019-4221-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高钙美食:钙质+美味的最完美搭配 宋紫彤著 7-5019-4244-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从使命走向成功:林枫跨位之魂 海畴著 7-5019-4276-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创意西式蛋糕:[中英文本] 吴景发著 7-5019-4280-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春季养生汤:100道保健养生汤自己做 张湖德, 马烈光主编 7-5019-4294-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汤羹 “现代人·大众美食系列”编写组编 7-5019-4295-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女性跑步健体书 (英) 萨姆·墨菲 (Sam Murphy) 著 7-5019-4318-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发型设计 连素萍主编 7-5019-4319-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培养高智商宝宝 何谐编著 7-5019-4330-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美国糖尿病协会糖尿病预防和治疗完全指南:
来自糖尿病专家的家庭医疗护理全书

美国糖尿病协会著 7-5019-4335-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俏丽佳人10日变 (日) 永田孝行著 7-5019-4346-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明星瘦身秘笈 (英) 阿迪尼·柏加著 7-5019-4349-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危险中年,女性篇 李海姣编著 7-5019-4354-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美丽密语 (韩) 权大雄著 7-5019-4360-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创意小饼干:[中英文本] 吴景发著 7-5019-4371-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创意香酥脆馅饼:[中英文本] 吴景发著 7-5019-4372-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健康美人轻松做 吕秀龄著 7-5019-4380-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面试制胜妆 日本求职面试研究会编 7-5019-4405-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亚健康概论 陈复平, 李强主编 7-5019-4413-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米的魅力:变化无穷的米粒料理 高莉丽著 7-5019-4421-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今夜不再无眠 陈复平, 任丽平主编 7-5019-4439-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基础花样,钩针篇 安虹编译 7-5019-4448-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让疲劳走开, 活力回来 刘燕群编著 7-5019-4452-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一个水果 孙娜编 7-5019-4456-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SPA自然美浴 紫合编著 7-5019-4464-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三高, 与我无缘 陈复平, 李军主编 7-5019-4505-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粤菜也家常:[中英文本] 何荣宝著 7-5019-4512-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一个好觉 刘君强编 750194514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美丽瑜伽时间 (日) 深崛真由美著 7-5019-4517-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好吃素面饭 梁琼白著 7-5019-4529-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恋爱心理测试 (日) 樱美月著 7-5019-4544-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幸运心理测试 (日) 樱美月著 7-5019-4560-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01种果蔬汁治病配方:恢复身体健康与活力
的方法

梁彼德著 7-5019-4609-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速冻食品方便做:[中英文本] 吕丽红著 7-5019-4630-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00种天然美容亮肤自制配方:家庭实用天然
美容护肤品的制作及使用

(英) 约瑟芬·费尔利著 7-5019-4634-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贫铀弹一块儿玩穷:[画册] 独狼, 丘可著 7-5019-4635-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手部指压按摩治病:刺激人体康复系统的一种
简便治疗方法

(英) 迈克尔·基特, (英) 路易丝·基特著 7-5019-4644-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营养防病书
美国饮食营养协会, (美) 罗伯特·杜伊夫 

(Roberta Larson Duyff) 著
7-5019-4656-6 中国轻工出版社

面塑制作与围边应用 韩晓辉著 7-5019-4662-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老板眼中的好员工:知名企业通行的员工行为
规则

余一, 毛人编著 7-5019-4669-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冥想治病 (英) 马丁娜·巴尼斯著 7-5019-4742-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软权力:企业基业长青的九个潜规则 曾德国著 7-5019-4775-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每日轻松控制体重 (英) 柯尔斯藤·哈特维奇著 7-5019-4784-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矿物质治病营养小百科 (美) 海纳曼 (Heinerman) 著 7-5019-4786-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我是旷野的小花:南丁格尔的生命历程 张文亮著 7-5019-4818-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00种最有效的抗衰老营养:全新彩装 健康今典著 7-5019-4822-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创意料头花制作180例 郭建忠编著 7-5019-4839-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营养抗肿瘤
(美) 帕特里克·奎林 (Patrick Quillin), 

(美) 诺琳·奎林著
7-5019-4844-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吃出超强免疫力: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的实用
营养膳食指南

(英) 柯尔斯藤·哈特维奇著 7-5019-4868-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婴幼儿营养与科学喂养 谢宏, 储小军编著 7-5019-4871-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金寓良言之笑傲职场 编著 许韩静 7-5019-4877-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跳出瞎忙的迷宫 朱彬编著 7-5019-4878-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00种天然食物营养治病:全新彩装 健康今典著 7-5019-4880-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维生素对症治病:维生素健康法 健康今典著 7-5019-4881-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欧盟新方法指令的实施与最新趋势 编写 饶治, 陈展展, 周柏新 7-5019-4917-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欧盟无线电与电信终端设备(R&TTE)指令应用
与研究

编写 郭旭波, 吴重农 7-5019-4918-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欧盟机械指令(MD)解析与应用问答 王超, 吴重农编写 7-5019-4922-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欧盟产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技术规则的应用与
研究指引

编写 周柏新, 吴重农, 陈展展 7-5019-4925-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吃遍全球:旅行膳食营养指南 (英) 玛莎·舒尔曼著 7-5019-4956-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健康美味姜 王冰编著 7-5019-4957-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女性腹部塑形练习 健康今典著 7-5019-4969-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女性臀腿塑形练习 健康今典著 7-5019-4980-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女性上体塑形练习 健康今典著 7-5019-4993-X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肉食五谷营养疗效
(美) 卡洛尔·安·林斯勒 (Carol Ann 

Rinzler) 著
7-5019-5002-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健康美颜排毒计划 北京瑞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编著 7-5019-5036-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食物是你最好的医药:促进全面健康的大众食
疗指南

(英) 皮埃尔·琼·卡辛 (Pierre Jean 
Cousin) 著

7-5019-5052-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潮州工夫茶 陈香白, 陈叔麟著 7-5019-5098-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自助按摩健康美人书 黄福开编著 7-5019-5103-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经期调养美人书 北京瑞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编著 7-5019-5105-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健康心理学 (美)Edward P.Sarafino著 7-5019-5122-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中产阶层的健康生活方式 (英) 罗娜·李·马尔科姆著 7-5019-5337-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新鲜,水果鲜 健康今典著 7-5019-5338-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新鲜,蔬菜鲜 健康今典著 7-5019-5358-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理热线实用手册 贾晓明主编 7-5019-5365-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陈德容美肌王道 陈德容著 7-5019-5508-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煤史钩沉 吴晓煜著 7-5020-1883-2 煤炭工业出版社

不停歇的365 宋玲紫著 7-5021-3303-8 石油工业出版社

考研胜道:考研的决策、执行与成功 刘伟峰著 7-5021-4720-9 石油工业出版社

气贯长虹:西气东输工程建设纪实 《气贯长虹》编委会编 7-5021-4899-X 石油工业出版社



告诉女儿：你真好:如何把女孩培养成出类拔
萃的英才

晨曦编著 7-5021-4940-6 石油工业出版社

王熙凤执掌红楼36招 侯书森, 卢志丹著 7-5021-4988-0 石油工业出版社

新大纲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标准词
汇手册

主编 刘微 7-5021-5011-0 石油工业出版社

培养真正的男子汉 牛晓彦编著 7-5021-5276-8 石油工业出版社

紧急防治流感与禽流感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主编 7-5021-5328-4 石油工业出版社

效率证明能力:如何把事情很快很对地完成 陈鹏飞著 7-5021-5776-X 石油工业出版社

实用放射肿瘤计量学 徐海超等主编 7-5022-0027-4 原子能出版社

辐射损伤病理学 (美)L.F.法哈多(L.F.Fajardo)著 7-5022-0083-5 原子能出版社

医学五千年,中医部分 赵友琴编著 7-5022-0214-5 原子能出版社

核技术在中草药研究中的应用 蔡锡麟编著 7-5022-0223-4 原子能出版社

医用同位素示踪技术 朱寿彭等编著 7-5022-0231-5 原子能出版社

腱反射测定与临床应用研究 梁学仁等编著 7-5022-0403-2 原子能出版社

放射免疫分析在医学中的应用 尹伯元主编 7-5022-0445-8 原子能出版社

医学五千年,外国医学史部分 谢德秋编著 7-5022-0619-1 原子能出版社

实用医政管理手册 王连光主编 7-5022-0642-6 原子能出版社

放射免疫分析与相关技术进展:放射免疫分析
与相关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国际学术讨

论会论文集

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编 7-5022-1320-1 原子能出版社

居民防空防灾应急手册 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编 7-5022-3168-4 原子能出版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百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编 7-5022-3202-8 原子能出版社

微循环学 田牛著 7-5022-3311-3 原子能出版社

简明卫生管理学辞典 王树岐,许文博主编 7-5023-0001-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我的特异功能:尤里·盖勒的自述 (美)盖勒(Geller,U.)著 7-5023-0002-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实习指导 张希贤主编 7-5023-0040-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英汉科技大词典.上册 王运主编 7-5023-0064-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英汉科技大词典.下册 王运主编 7-5023-0064-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社会学 刘献君,谢圣明编著 7-5023-0084-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痛症鉴别诊断 乔玉川编著 7-5023-0100-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常用中药的抗菌作用及其测定方法 周邦靖编著 7-5023-0104-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实用儿科手册 沈锦等编 7-5023-0107-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常用皮瓣和肌皮瓣的解剖及临床应用 陈尔瑜, 梅芳瑞主编 7-5023-0109-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医学检验统计学 周燕荣等编著 7-5023-0138-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推拿疗法歌诀一百例 关平生编著 7-5023-0235-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简明医师手册 袁爱力主编 7-5023-0236-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耳鼻咽喉与全身疾病 石义生主编 7-5023-0362-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医院卫生学 陈焕梅主编 7-5023-0387-1 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预测疾病的面相学和手相学 韩文领编著 7-5023-0426-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诊断酶学 王坤等编著 7-5023-0429-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实用痔瘘学 胡伯虎,李宁汉编著 7-5023-0517-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秘方全书 周洪范编著 7-5023-0708-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科学技术史概要 张文彦主编 7-5023-0751-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放射免疫学 李振甲等主编 7-5023-0773-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历代中药文献精华 尚志钧等著 7-5023-0782-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诊断治疗手册
(美)阿尔伯特(Alpert,J.S.),(美)里 佩

(Rippe,J.M.)著
7-5023-0785-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大事记:1949-1988 张应吾主编 7-5023-0871-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超声医学 周永昌,郭万学主编 7-5023-0887-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法定计量单位换算辞典 刘 军,姚 磊编 7-5023-0888-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英汉对照物理诊断学 亓学明,张远慧主编 7-5023-1015-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实用传染病学 李梦东主编 7-5023-1033-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实用激光医学 唐建民等主编 7-5023-1102-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中华肛肠病学 李雨农主编 7-5023-1127-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医院感染学 王枢群等主编 7-5023-1135-1 重庆科技文献出版社

实用临床泌尿系统基础图解 曹建林编绘 7-5023-1135-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药应用数学 郭必贵主编 7-5023-1185-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实用临床生物化学 王明运主编 7-5023-1256-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心血管病临床疑难病100例分析 葛德元编 7-5023-1278-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生成功之路 刘振华等编著 7-5023-1309-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微生物技术 郭维烈编著 7-5023-1378-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临床心理学
(美)萨库索(Saccuzzo,D.P.),(美)卡普兰

(Kaplan,R.M.)著
7-5023-1421-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针灸有效点图解 郭效宗著 7-5023-1439-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耳穴诊断治疗学 黄丽春著 7-5023-1451-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老年肾脏病防治 房定亚，王国栋编著 7-5023-1545-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按摩正骨疗法 曾传宜著 7-5023-1568-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头面皮肤病诊疗选方大全 陈　卫编著 7-5023-1574-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营养 膳食 健康 陈学存,傅爱忠主编 7-5023-1603-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医脾阴学说研究 汤一新,安 浚著 7-5023-1672-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医治癌新路 张仁济,张大宁编著 7-5023-1683-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英汉生命科学辞典 陈冀胜主编 7-5023-1684-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心力衰竭的药物治疗 赵一举,葛德元编著 7-5023-1729-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奇方全书 田凤鸣,张成运主编 7-5023-1735-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针灸歌赋临床应用 贺普仁主编 7-5023-1751-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肠梗阻 王代科主编 7-5023-1800-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高等医学院校医用物理实验教程 龚尔璋主编 7-5023-1801-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儿童营养学 蒋月英主编译 7-5023-1807-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临床超声手册 李德旺等主编 7-5023-1808-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基层医生手册 贾学海,李才华主编 7-5023-1809-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痔瘘学 胡伯虎,李宁汉编著 7-5023-1828-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中医心血管病学 屈松柏,李家庚主编 7-5023-1840-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胸部CT诊断学 张国桢编著 7-5023-1869-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医古文应考手册 罗荣汉主编 7-5023-1917-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胸部外科感染 韩学德主编 7-5023-1943-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普通外科常用手术图谱 张作峰等主编 7-5023-1944-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心动过速的诊断和治疗 张文博,黄元铸主编 7-5023-1945-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进展.第五册 孙秉庸等主编 7-5023-1968-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临床检查词典 于皆平等主编 7-5023-2071-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儿科护理操作规程及疾病护理常规 徐润华主编 7-5023-2215-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常见急症的家庭救治 潘义民,李春盛主编 7-5023-2341-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小儿腹部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 王 果,李振东主编 7-5023-2344-9 科学技术文献

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增订本).第五分册,
轮排索引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情报检索语言研究
室,中国索引学会索引技术和索引标准研究室

7-5023-2482-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外科感染学 韩学德主编 7-5023-2494-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心电图精萃 张文博等主编 7-5023-2527-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心电图诊断大全 卢喜烈编著 7-5023-2623-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四级考点短语 顾兆帅，侯亮主编 7-5023-2646-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有毒中药鉴别、炮制与保管 李秀英主编 7-5023-2658-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营养食品与保健诀窍 钟玉昆编著 7-5023-2666-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系统化整体护理理论与实践 崔书华,许玉华主编 7-5023-2706-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第一辑 王镭主编 7-5023-2793-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第一辑 王镭主编 7-5023-2793-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第一辑 王镭主编 7-5023-2793-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第一辑 王镭主编 7-5023-2793-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第一辑 王镭主编 7-5023-2793-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第一辑 王镭主编 7-5023-2793-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第一辑 王镭主编 7-5023-2793-Z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第一辑 王镭主编 7-5023-2793-Z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第一辑 王镭主编 7-5023-2793-Z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便秘临床基础 张胜本，秦银河主编 7-5023-2858-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麻醉治疗学 魏绪庚，田素杰主编 7-5023-2931-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全科医师手册 余学清等主编 7-5023-2934-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心电信息学 张开滋等主编 7-5023-2958-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护理与新技术 慕江兵，安续宁主编 7-5023-3005-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超声医学 周永昌，郭万学主编 7-5023-3032-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组织学彩色图谱 主编 张端莲 7-5023-3108-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高分突破,听力训练 孙亦丽主编 7-5023-3159-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高分突破,模拟题库 孙亦丽主编 7-5023-3159-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高分突破,词汇·语法 孙亦丽主编 7-5023-3159-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高分突破,阅读·翻译
·简答

孙亦丽主编 7-5023-3159-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高分突破(词汇 语
法）

孙亦丽主编 7-5023-3159-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高分突破（写作与范
文）

孙亦丽主编 7-5023-3159-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高分突破(听力训练) 孙亦丽主编 7-5023-3159-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高分突破,写作与范文 孙亦丽主编 7-5023-3159-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高分突破(模拟题库) 孙亦丽主编 7-5023-3159-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高分突破(阅读-翻译-
简答)

孙亦丽主编 7-5023-3159-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护理健康教育学 黄津芳，刘玉莹主编 7-5023-3183-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麻醉学技术 安刚，薛富善主编 7-5023-3265-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营养与膳疗学 章乐绮等著 7-5023-3278-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儿科效方300首 主编 刘建忠, 韦丹 7-5023-3359-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诊断病理图谱 徐庆中主编 7-5023-3370-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医标准护理计划:中医整体护理 王敏，冯运华主编 7-5023-3458-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护理管理学 潘绍山等主编 7-5023-3480-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护理信息学概论:计算机在护理中的应用 毛树松等主编 7-5023-3481-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高分突破,写作与范文 孙亦丽主编 7-5023-3487-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高分突破,听力训练 孙亦丽主编 7-5023-3487-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高分突破,模拟题库 孙亦丽主编 7-5023-3487-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高分突破,词汇 孙亦丽主编 7-5023-3487-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高分突破,语法·改错
·综合技巧

孙亦丽主编 7-5023-3487-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高分突破,阅读·翻译
·简答

孙亦丽主编 7-5023-3487-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门急诊病人健康教育指南 徐玉华主编 7-5023-3488-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比较神经影像学 李坤成，张念察主编 7-5023-3532-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脑卒中的康复护理 蔡文智，李亚洁主编 7-5023-3637-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便秘 荣文舟主编 7-5023-3646-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临床MRI诊断学图谱 主编 李茂进, 郑晓华, 陈喜兰 7-5023-3648-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护理诊断手册 (美)Lynda Juall Carpenito原著 7-5023-3652-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儿科罕见疑难危重症的成功救治 杨寿松等主编 7-5023-3658-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写作精讲 齐乃政主编 7-5023-3666-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阅读精讲 齐乃政主编 7-5023-3667-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阅读精讲 齐乃政主编 7-5023-3668-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肿瘤病理学分类.上卷 刘复生主编 7-5023-3669-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肿瘤病理学分类.下卷 刘复生主编 7-5023-3669-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写作精讲 齐乃政主编 7-5023-3723-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翻译精讲 齐乃政主编 7-5023-3724-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临床心理护理指导 陈素坤主编 7-5023-3731-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围手术期护理学 薛富善，袁凤华主编 7-5023-3768-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护理美学概论 高澍苹主编 7-5023-3771-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下丘脑—垂体疾病 张达青，胡绍文主编 7-5023-3788-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院感染实用护理手册 耿莉华主编 7-5023-3794-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曾园山主编 7-5023-3808-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医用高等数学 贺东奇主编 7-5023-3811-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冠心病 付亚龙主编 7-5023-3812-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医学遗传学 邵宏主编 7-5023-3817-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临床生殖内分泌学:女性与男性 葛秦生主编 7-5023-3823-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儿科学 贲晓明，秦玉明主编 7-5023-3839-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生物化学 李刚主编 7-5023-3859-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外科学 廖威明主编 7-5023-3880-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临床显微外科学 顾玉东主编 7-5023-3894-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口腔头面颈部临床解剖学图谱与生理学图解 朱世柱主编 7-5023-3896-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诊断学 陈东风主编 7-5023-3897-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社区护理健康教育指南 黄惟清，李剑媛主编 7-5023-3902-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词汇精讲 齐乃政主编 7-5023-3916-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词汇精讲 齐乃政主编 7-5023-3918-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语法精讲 齐乃政主编 7-5023-3919-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语法精讲 齐乃政主编 7-5023-3919-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核医学 田琼等主编 7-5023-3927-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妇产科学 廖泰平主编 7-5023-3951-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流行病学 王滨有主编 7-5023-3967-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教材,基础化学 徐春祥主编 7-5023-3968-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医学统计学与
卫生统计学

徐勇勇，倪宗瓒主编 7-5023-3991-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医学免疫学 蔡美英主编 7-5023-3994-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有机化学 徐春祥主编 7-5023-3999-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内科学 罗杰等主编 7-5023-4016-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生理学 朱妙章[等]主编 7-5023-4017-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专业必修课考试辅导丛书,精神病学 唐宏宇，郝伟主编 7-5023-4054-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食物与营养规划培训教材 翟凤英主编 7-5023-4200-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男科病奇难顽症特效疗法 主编 黄祥武, 白莲升 7-5023-4237-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口腔正畸临床诊断 主编 沈真祥 7-5023-4382-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诊断与治疗学 沈志祥等主编 7-5023-4488-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生物医学信息检索 王秀平主编 7-5023-4516-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肾脏病中西医结合治疗学 任开明等主编 7-5023-4569-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妇产科病奇难顽症特效疗法 主编 谢靳, 周忠明 7-5023-4602-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内科病奇难顽症特效疗法 肖万泽, 李家庚主编 7-5023-4603-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骨伤科病奇难顽症特效疗法 主编 白书臣, 叶劲 7-5023-4623-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外科病奇难顽症特效疗法 主编 费兰波, 徐亮 7-5023-4626-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突破SARS重围:危机的应对与处理 宋立新，张田勘著 7-5023-4632-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介入性超声诊断与治疗 刘吉斌主编 7-5023-4702-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传染科医师处方手册 喻友军，常伟宏主编 7-5023-4707-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血液病治疗学 张之南，李家增主编 7-5023-4716-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误诊误治与防范 薛敏主编 7-5023-4720-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感染病特色治疗技术 王宇明主编 7-5023-4741-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超声诊断基础与临床检查规范 袁光华等主编 7-5023-4770-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和免疫检验 王兰兰主编 7-5023-4793-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肾内科住院医师手册 主编 丁国华, 王学玉 7-5023-4825-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整形外科住院医师手册 主编 陕国声 7-5023-4827-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血液内科住院医师手册 高清平主编 7-5023-4828-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消化内科住院医师手册 罗和生主编 7-5023-4829-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神经外科住院医师手册 主编 陈谦学 7-5023-4923-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呼吸内科住院医师手册 李长生主编 7-5023-4924-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内分泌科住院医师手册 李竞主编 7-5023-4925-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泌尿外科住院医师手册 主编 刘修恒 7-5023-4926-X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病理学考点 王连唐主编 7-5023-5211-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影像设备与检查技术学 王鸣鹏主编 7-5023-5227-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介入放射学 肖恩华主编 7-5023-5257-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变态反应性疾病 柴铁劬，赵明华编著 7-5023-5268-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人流感与禽流感 潘兹书主编 7-5023-5305-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环境监测 郭安然,唐森本编 7-5024-0153-9 冶金工业出版社

环境监测仪器使用与维护 易洪佑,粱泽斌编著 7-5024-0281-0 冶金工业出版社

大潮放歌:吉照东新闻作品集 吉照东著 7-5024-2402-4 冶金工业出版社

电脑上网应用指南:网络入门直通车 主编 东方浩 7-5024-2614-0 冶金工业出版社

Fireworks 4精彩网页标准教程 刘艺, 石磊等编著 7-5024-2722-8 冶金工业出版社

3D Studio MAX 4.0动画制作标准教程 刘耀儒, 王晓明等编著 7-5024-2778-3 冶金工业出版社

Windows XP Professional(中文版)与网络
应用培训教程

曹军生等编著 7-5024-2977-8 冶金工业出版社

密技量贩
店

:Windows.Word.Execl.Powerpoint.Interne
t.E-mail.多媒体

7-5024-3132-2 人民交通出版社

多智能体计划调度系统的理论与应用 卢虎生等著 7-5024-3384-8 冶金工业出版社

开通本硕连读国际直通车:2004年商务学院学
生留学指南

主编 孙明 7-5024-3500-X 冶金工业出版社

批量留学与四大品牌:五年读中外三个学位 主编 孙明 7-5024-3736-3 冶金工业出版社

无机化学命名浅谈 应礼文编 7-5025-0046-4 化学工业出版社

仪器分析导论.第四册,IR NMR MS UV数据集 (日)小川雅弥等主编 7-5025-0092-8 化学工业出版社

现代化学试剂手册.第一分册,通用试剂 段长强等编 7-5025-0094-4 化学工业出版社

现代化学试剂手册.第四分册,无机离子显色
剂

曾云鹗等编 7-5025-0354-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大气污染测量系统质量保证手册.第二卷,大
气污染监测专用方法

美国环境保护局研究和开发处环境监测系统
实验室编

7-5025-0484-2 化学工业出版社

最新仪器分析技术全书 (美)布 朗(Braun,R.D.)著 7-5025-0656-X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品红外光谱集: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 7-5025-0750-7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90年版.二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 7-5025-0812-0 化学工业出版社

基础毒理学 江泉观主编 7-5025-0822-8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90年版.二部,药典注
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 7-5025-1074-5 化学工业出版社

气相色谱检测方法 吴烈钧编著 7-5025-2716-8 化学工业出版社

高效液相色谱方法及应用 于世林编著 7-5025-2724-9 化学工业出版社

气相色谱方法及应用 刘虎威编著 7-5025-2970-5 化学工业出版社

色谱联用技术 汪正范等编著 7-5025-3031-2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实施指南.2003 赵晓鸣，朱长浩主编 7-5025-3129-7 化学工业出版社



色谱柱技术 刘国诠，余兆楼编著 7-5025-3291-9 化学工业出版社

酶的生产与应用 郭勇编著 7-5025-4752-5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医药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刘传和，杜永莉主编 7-5025-4808-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医用分子生物学 杨吉成，陈子兴主编 7-5025-4862-9 化学工业出版社

干细胞生物学
(美)丹尼尔·R.马沙克(Daniel R.Marshak)

等主编
7-5025-4885-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干细胞生物学 [美]马沙克(Marshak,D.R.)等主编 7-5025-4885-8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物化学 尤启冬主编 7-5025-4976-5 化学工业出版社

细胞融合技术与应用 罗立新编著 7-5025-4986-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基因克隆技术在制药中的应用 杨汝德主编 7-5025-4987-0 化学工业出版社

居住环境和公共场所有害因素及其防治 刘君卓等编著 7-5025-5076-3 化学工业出版社

生物化学实验技术 何忠效主编 7-5025-5165-4 化学工业出版社

酶联免疫分析技术及应用 焦奎，张书圣主编 7-5025-5173-5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医院药学工作规范指南 常明，陆进主编 7-5025-5186-7 化学工业出版社

安全处方速查手册 谢惠民主编 7-5025-5275-8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物生物信息学 郑珩，王非编著 7-5025-5318-5 化学工业出版社

生物利用度控制:药物化学原理、方法和应用 李安良主编 7-5025-5395-9 化学工业出版社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与应用 王捷主编 7-5025-5404-1 化学工业出版社

生物技术药物药代动力学 汤仲明主编 7-5025-5412-2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国非处方药目录·商品手册 胡圣榆，文伟主编 7-5025-5413-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转基因生物安全 曾北危主编 7-5025-5434-3 化学工业出版社

现代中药制剂新技术 谢秀琼主编 7-5025-5476-9 化学工业出版社

现代生物科学仪器分析入门 徐金森编著 7-5025-5477-7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药原植物化学成分手册 周家驹等编 7-5025-5478-5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国传染病史料 李文波编著 7-5025-5602-8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物相互作用速查手册 汤光主编 7-5025-5646-X 化学工业出版社

计算分子生物学:算法逼近 (美)P. A.帕夫纳(Pavel A. Pevzner)著 7-5025-5649-4 化学工业出版社

现代营养学
(美)B.A.鲍曼(Barbara A.Bowman)，

(美)R.M.拉塞尔(Robert M.Russell)主编
7-5025-5651-6 化学工业出版社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邓勃，何华焜编著 7-5025-5700-8 化学工业出版社

生物技术原理与方法 刘佳佳，曹福祥[编著] 7-5025-5778-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当心化妆品疾病 苏有明等编著 7-5025-5801-2 化学工业出版社

转基因动物技术手册 (美)卡尔 A.平克尔特(Carl A. Pinkert)编 7-5025-5807-1 化学工业出版社



细胞因子临床安全合理应用 詹正嵩主编 7-5025-5816-0 化学工业出版社

RNAi ——基因沉默指南 (美)G.J.汉农(Gregory J.Hannon)主编 7-5025-5824-1 化学工业出版社

RNAi—基因沉默指南 [美]汉农(Hannon,G.J.)主编 7-5025-5824-1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学微生物基础技术 李榆梅主编 7-5025-5827-6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用辅料手册
(英)R.C.罗(Raymond C Rowe)，(美)P.J.舍

斯基(Paul J Sheskey)，(英)P.J.韦勒
(Paul J Weller)编

7-5025-5836-5 化学工业出版社

重组蛋白分离与分析 范代娣等编著 7-5025-5846-2 化学工业出版社

抗生素与微生物产生的生物活性物质 张致平，姚天爵主编 7-5025-5874-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基因芯片与功能基因组 李瑶主编 7-5025-5882-9 化学工业出版社

生物技术药物制剂:基础与应用 梅兴国主编 7-5025-5996-5 化学工业出版社

灭菌、消毒与抗菌技术:基础·生产·应用 陈建文，蔡晨波编著 7-5025-6057-2 化学工业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实用歌诀 曹乃洛编著 7-5025-6069-6 化学工业出版社

病毒感染的分子生物学 李琦涵，姜莉编著 7-5025-6083-1 化学工业出版社

现代中药制剂检验技术 梁延寿主编 7-5025-6085-8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品监管行政处罚实用教程 金永熙，朱世斌编著 7-5025-6088-2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药提取工艺与设备 卢晓江主编 7-5025-6103-X 化学工业出版社

高毒物品作业职业病危害防护实用指南 李涛，杨维中主编 7-5025-6108-0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常用中药薄层色谱鉴定 李薇，肖翔林，张丹雁编著 7-5025-6123-4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药有效成分提取分离技术 卢艳花主编 7-5025-6154-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分子生物技术:重组DNA的原理与应用
(美)B.R.格利克(Bernard R.Glick)，

(美)J.J.帕斯捷尔纳克(Jack J.Pasternak)
7-5025-6171-4 化学工业出版社

皮肤科学与化妆品功效评价 刘玮，张怀亮主编 7-5025-6221-4 化学工业出版社

色谱在食品安全分析中的应用 王绪卿，吴永宁等编著 7-5025-6259-1 化学工业出版社

PCR最新技术原理、方法及应用 黄留玉主编 7-5025-6327-X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常用中药物理常数鉴定 张贵君，李仁伟，雷国莲等编著 7-5025-6361-X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物蛋白质分离纯化技术 李校堃，袁辉主编 7-5025-6463-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基础化学实验.中 孟启, 韩国防主编 7-5025-6503-5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常用中药鉴定名词图解 陈代贤，张贵君，郭月秋等编著 7-5025-6509-4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7-5025-6524-8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 一部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7-5025-6524-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二部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7-5025-6525-6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 二部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7-5025-652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三部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7-5025-6526-4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 三部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7-5025-652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常用中药商品鉴定 刘塔斯主编 7-5025-6604-X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常用中药液相与气相色谱鉴定 李萍，刘丽芳，毕志明等编著 7-5025-6609-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物控释新剂型 贾伟，高文远主编 7-5025-6620-1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国药事法规 杨世民主编 7-5025-6657-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用植物大规模组织培养 高文远，贾伟主编 7-5025-6665-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常用中药化学鉴定 陈玉婷，杨云，王英华等编著 7-5025-6677-5 化学工业出版社

DNA疫苗 (美)H.C.J.埃特尔主编 7-5025-6687-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常用中药显微鉴定 张贵君，金哲雄，潘艳丽等编著 7-5025-6712-7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医院感染管理与预防控制指南 钟秀玲，郭荑主编 7-5025-6729-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原子光谱联用技术 严秀平，尹学博，余莉萍编著 7-5025-6732-1 化学工业出版社

透光率脉动检测混凝投药控制技术 李星等著 7-5025-6746-1 化学工业出版社

现代毒理学概论 顾祖维主编 7-5025-6937-5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临床毒理学 唐小江，李来玉，夏昭林主编 7-5025-7095-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职业危害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陈卫红，陈镜琼，史廷明等编著 7-5025-7410-7 化学工业出版社

环境毒理学 李建政主编 7-5025-7712-2 化学工业出版社

毛细管电泳技术及应用 陈义编著 7-5025-7927-3 化学工业出版社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杨乐华主编 7-5025-8185-5 化学工业出版社

心脑血管疾病社区健康教育手册
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编
7-5025-9042-0 化学工业出版社

癌症与放射治疗 谷铣之，殷蔚伯主编 7-5026-0503-7 中国计量出版社

新编常用计量单位辞典 李慎安编 7-5026-0523-1 中国计量出版社

家电新成员:家用电脑 许志平编 7-5026-0682-3 中国计量出版社

电脑小诊所:常见故障处理 王路敬,赵励民编 7-5026-0691-2 中国计量出版社

图形标志国家标准应用指南 白殿一主编 7-5026-0953-9 中国计量出版社

真假饲料的判别 崔淑文, 杨曙明编著 7-5026-1136-3 中国计量出版社

最新产品质量法解析与适用 刘兆彬主编 7-5026-1326-9 中国计量出版社

环境·生活与健康 莫畏等编著 7-5026-1351-X 中国计量出版社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指南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司编著 7-5026-1410-9 中国计量出版社

第一目击者:突发疾病及意外伤害现场救护 李清亚, 王晓慧编著 7-5026-1431-1 中国计量出版社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全真模拟试题集,临床
助理医师

刘雅楠, 雷伟, 梁秋野编著 7-5026-1462-1 中国计量出版社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全真模拟试题集,临床
医师

刘雅楠, 雷伟, 梁秋野编著 7-5026-1462-1 中国计量出版社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全真模拟试题集:2004
年,中医助理医师

刘雅楠, 雷伟, 梁秋野编著 7-5026-1462-1 中国计量出版社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全真模拟试题集:2004
年,中医医师

刘雅楠, 雷伟, 梁秋野编著 7-5026-1462-1 中国计量出版社

Excel 2000三日通 电脑教育与普及编写组编 7-5026-1534-2 中国计量出版社

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郭若虚著 7-5026-1542-3 中国计量出版社

商品质量鉴别与选购指南,日用百货 化妆 洗
涤用品

高佩群主编 7-5026-1602-0 中国计量出版社

做一个出人头地的人:跟对人管好人的 99 条
秘决

殷秀军, 吴亦钦编著 7-5026-1722-1 中国计量出版社

赚第二次钱:顶级赢家经商理财9大方略 杨婧编著 7-5026-1742-6 中国计量出版社

产品质量抽样检验程序与实施 袁建国, 秦士嘉, 周宏斌编著 7-5026-1939-9 中国计量出版社

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与认可指南 魏昊，丛玉隆主编 7-5026-2013-3 中国计量出版社

水环境的金属污染 ( )弗斯特纳,( )维特曼主编 7-5027-0149-4 海洋出版社

高考填报志愿指南 程春子编 7-5027-0227-x 海洋出版社

人间节日奇观 王进建,张在岭编 7-5027-0526-0 海洋出版社

工会工作大百科 郑文川主编 7-5027-1409-X 海洋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定位诊断学:解剖、生理、临床 (德)Peter Duus著 7-5027-1794-3 海洋出版社

英汉社科大词典 范广伟,王治河主编 7-5027-1847-8 海洋出版社

通用汉语著者号码表 刘湘生主编 7-5027-1985-7 海洋出版社

中华文明大辞典 卢德平主编 7-5027-2071-5 海洋出版社

急性心肌梗塞的新概念 孟庆义主编 7-5027-2999-2 海洋出版社

实用血液学及细胞学图谱 李次芬主编 7-5027-4105-4 海洋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基础上机实验与试题 柴欣, 李惠然主编 7-5027-4737-0 海洋出版社

计算机文化基础教程 张春英, 魏明军主编 7-5027-4816-4 海洋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基础 柴欣, 于明主编 7-5027-4859-8 海洋出版社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教程 主编 柴欣, 李惠然 7-5027-5021-5 海洋出版社

新军事革命分析 徐惠忠编著 7-5027-5030-4 海洋出版社

Word 2000排版教程 郑欣欣, 钱继志, 钱丽蓉编著 7-5027-5033-9 海洋出版社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讲解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研究组》编著 7-5027-5225-0 海洋出版社

健康为本乐融融 张家驹著 7-5027-5531-4 海洋出版社

知识型企业的管理:通过鼓励创造性来增加价
值

(瑞典) 卡尔·爱瑞克·斯威比 (Karl Erik 
Sveiby), (英) 汤姆·劳埃德 (Tom Lloyd) 

7-5027-5667-1 海洋出版社



知识型企业的分析与评价:用于知识型企业财
务、控制和评价的重要指标

(瑞典) 康莱德小组 (Konrad Group), (瑞
典) 卡尔·爱瑞克·斯威比 (Karl Erik 

7-5027-5668-X 海洋出版社

实验诊断方法学 王振法, 孙立新主编 7-5027-5752-X 海洋出版社

Autodesk VIZ 4.X标准教程 孔德喜, 吴明学编著 7-5027-5774-0 海洋出版社

非典时期 非常英雄:抗典前线新儿女英雄传 张斌主编 7-5027-5913-1 海洋出版社

都市妖奇谈:给妖怪们的安全手册.上卷 可蕊著 7-5027-6026-1 海洋出版社

都市妖奇谈:给妖怪们的安全手册.下卷 可蕊著 7-5027-6026-1 海洋出版社

邪恶英雄:《鬼龙》大结局 默雨著 7-5027-6027-X 海洋出版社

法定职业病预防与控制指南 张永伟主编 7-5027-6091-1 海洋出版社

前程无忧:办公室完全成长手册 王冬梅著 7-5027-6387-2 海洋出版社

吸血迷情 丹著 7-5027-6424-0 海洋出版社

纵横天下 文舟著 7-5027-6433-X 海洋出版社

都市妖奇谈.三,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可蕊著 7-5027-6457-7 海洋出版社

都市妖奇谈.四,天涯无归路 可蕊著 7-5027-6460-7 海洋出版社

梦幻王朝.上 秋风清著 7-5027-6546-8 海洋出版社

梦幻王朝.下 秋风清著 7-5027-6546-8 海洋出版社

南极之梦 位梦华，刘小汉著 7-5028-0532-X 地震出版社

最新托福试题详解:1991-1992 么建华,齐 丹编 7-5028-0593-1 地震出版社

外科常见失误及防治 迟彦邦,詹新恩主编 7-5028-1075-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

分社

大学英语语法要点及训练 李霄燕, 焦保清主编 7-5028-1897-9 地震出版社

大学英语阅读例解 梁忠义编著 7-5028-1929-0 地震出版社

购买放心的商品房:当今市民最关注的热门话
题.上册

李向民主编 7-5028-2040-X 地震出版社

购买放心的商品房:当今市民最关注的热门话
题.下册

李向民主编 7-5028-2040-X 地震出版社

踏浪高手 魏伟编著 7-5028-2041-8 地震出版社

职场生涯男女有别 子夜编著 7-5028-2159-7 地震出版社

激发你的潜能 伊丽娜编著 7-5028-2260-7 地震出版社

几何傻瓜 (法) 让-比埃尔·佩蒂著 7-5028-2297-6 地震出版社

在价值链上跳舞:世界500强企业价值链管理
精华荟萃

陈曦著 7-5028-2403-0 地震出版社

刘正荣地震预报方法 刘正荣著 7-5028-2433-2 地震出版社

修正:关于企业如何突破成长瓶颈的操作法宝 魏丽著 7-5028-2476-6 地震出版社



赢在决策:决策制胜不可不用的18个黄金定律 刘雪芹编著 7-5028-2478-2 地震出版社

幸福无处不在 牧童编著 7-5028-2485-5 地震出版社

伴你走出健康误区:做自己的保健医生 王昭金编著 7-5028-2534-7 地震出版社

巴比伦富翁:成功就是比他人优秀一点点 (美) 乔治·克拉森著 7-5028-2562-2 地震出版社

赢在团队:如何快速提升团队执行力的学问 范爱民编著 7-5028-2622-X 地震出版社

小本赢大利:平凡人的创富传奇 王飞鸿主编 7-5028-2670-X 地震出版社

赢在管理:成就卓越管理的20个必备工具 郭世闻编著 7-5028-2674-2 地震出版社

赢在领导:每个领导都要亲力亲为的10项重要
工作

游浩编著 7-5028-2692-0 地震出版社

联想名言录 广通编著 7-5028-2739-0 地震出版社

新情爱论:男人与女人的情爱哲学 金子著 7-5028-2758-7 地震出版社

NBA精神:全球突破力标本 杨述奎, 叶舟编著 7-5028-2773-0 地震出版社

糖尿病病人的自我监测与治疗 李 经著 7-5029-1593-1 气象出版社

评说九州风云:漫谈电视天气预报 秦祥士, 焦佩金编著 7-5029-2645-3 气象出版社

最新公务文书写作全编 范浩鸣等编著 7-5029-2814-6 气象出版社

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现状
调研报告

农业部科教司编 7-5029-2955-X 气象出版社

WTO企业手册 主编 刘弓强 7-5029-2960-6 气象出版社

女性回春术 苏永安编著 7-5029-2963-0 气象出版社

家庭风险管理与投资理财 陈士亮编著 7-5029-2986-X 气象出版社

新编法律文书写作 沈春林, 覃祥桂编著 7-5029-3225-9 气象出版社

最新商务文书写作全编 金小敏, 郑娅莉主编 7-5029-3237-2 气象出版社

名利双收:品牌成功学 张述任编著 7-5029-3289-5 气象出版社

京城水上游 庄肃明主编 7-5029-3341-7 气象出版社

你为什么没有钱:影响一生的赚钱法则 高华等编著 7-5029-3491-X 气象出版社

你为什么没有爱情:影响一生的恋爱法则 高华等编著 7-5029-3573-8 气象出版社

你为什么不是高薪族:如何规划职业生涯 高华等编著 7-5029-3574-6 气象出版社

趣味成语学习宝典 王路编著 7-5029-3741-2 气象出版社

众里寻她千百度:男士交友与择偶 高华等编著 7-5029-3910-5 气象出版社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六册 谭其骧 主编 750310358x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五册 谭其骧 主编 7503103841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四册 谭其骧 主编 7503105593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一册 谭其骧 主编 7503118407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二册 谭其骧 主编 7503118415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三册 谭其骧 主编 7503118423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七册 谭其骧 主编 7503118431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谭其骧 主编 750311844x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之最 梁宗强编著 7-5032-0008-1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植物之最 董　源编著 7-5032-0058-8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文物之最 邹建华主编 7-5032-0059-6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地理之最 刘华训等编著 7-5032-0061-8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经济之最 迟亦枫, 刘京建编著 7-5032-0062-6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文学之最 李启仁,屈春山编著 7-5032-0063-4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之最 杜飞豹编著 7-5032-0111-8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医学之最 薛文忠编著 7-5032-0204-1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文化之最 张国臣,张天定主编 7-5032-0255-6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三十六计应用指南 黄秉荣主编 7-5032-0377-3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地名之最 李汉杰等编著 7-5032-0380-3 中国旅游出版社

镇江 主编 熊兴邦 7-5032-1715-4 中国旅游出版社

西藏旅游指南 杜飞豹编著 7-5032-1737-5 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科技旅游指南 本社编 7-5032-1868-1 中国旅游出版社

女人33种美 (日) 宇佐美惠子著 7-5032-1905-X 中国旅游出版社

就爱这样的周杰伦 曾小歌著 7-5032-2244-1 中国旅游出版社

太阳部落 刘湘晨著 7-5032-2249-2 中国旅游出版社

八年:邓伟日记.第1卷,一个感动世界的当代
传奇

邓伟著 7-5032-2271-9 中国旅游出版社

八年:邓伟日记.第2卷,0.45米触摸世界名人
的心灵(上)

邓伟著 7-5032-2272-7 中国旅游出版社

八年:邓伟日记.第3卷,0.45米触摸世界名人
的心灵(下)

邓伟著 7-5032-2273-5 中国旅游出版社

黄宏电影 黄宏著 7-5032-2409-6 中国旅游出版社

绝对靠谱 查可欣著 7-5032-2615-3 中国旅游出版社

餐巾折花精选200例 李芬, 肖长广, 肖劲胜编 7-5032-2939-X 中国旅游出版社

情感狱 阎连科著 7-5033-0295-X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 乔良, 王湘穗著 7-5033-1083-9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师傅越来越幽默 莫言著 7-5033-1191-6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众志成城:`98抗洪实录 [张德崇等著] 7-5033-1192-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百年海韵:青岛中山路 魏世仪, 鲁海著 7-5033-1429-X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就这样日益丰盈 阿来著 7-5033-1450-8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国百姓蓝皮书
北京青年报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中心[编]
7-5033-1584-9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聆听时代的足音 陈建中等著 7-5033-1675-6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让绿色托起生命:三○二医院创建“绿色医院
”纪实

三○二医院政治部编 7-5033-1702-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五味人生:陈菊梅传 申金仓著 7-5033-1783-3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士兵的情怀:2003年全军业余文艺调演暨第五
届“战士文艺奖”获奖作品集

高永茂等著 7-5033-1838-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虎将秘闻:民国高层军政内幕 周全编著 7-5034-0163-X 中国文史出版社

马可•波罗游记 (意)马可•波罗著 750340944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后勤改革与发展:1999年～2000年.第三
集

张学忠主编 7-5034-1090-6 中国文史出版社

沈醉“狱”中趣闻 沈醉著 7-5034-1209-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九变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九变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九地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九地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作战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作战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兵势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兵势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军争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军争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军形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军形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始计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始计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用间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用间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虚实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虚实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行军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行军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谋攻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子兵法智谋故事总集,谋攻篇 王建民, 萧枫主编 7-5034-122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六计智谋故事总集.上,并战计 本书编委会编写 7-5034-12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六计智谋故事总集.上,战败计 本书编委会编写 7-5034-12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六计智谋故事总集.上,攻战计 本书编委会编写 7-5034-12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六计智谋故事总集.上,敌战计 本书编委会编写 7-5034-12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六计智谋故事总集.上,混战计 本书编委会编写 7-5034-12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六计智谋故事总集.上,胜战计 本书编委会编写 7-5034-12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六计智谋故事总集.下,并战计 本书编委会编写 7-5034-12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六计智谋故事总集.下,战败计 本书编委会编写 7-5034-12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六计智谋故事总集.下,攻战计 本书编委会编写 7-5034-12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六计智谋故事总集.下,敌战计 本书编委会编写 7-5034-12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六计智谋故事总集.下,混战计 本书编委会编写 7-5034-12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十六计智谋故事总集.下,胜战计 本书编委会编写 7-5034-12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必备 全国政协办公厅编写组 [编] 7-5034-1297-6 中国文史出版社

雨中花园 赵斌著 7-5034-1405-7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不忘国耻 以史育人:农民任殿爵自费创办日
军侵华罪行展纪实

刘新端主编 7-5034-1412-X 中国文史出版社

没有音乐照样跳舞:“宏志妈妈”教育学生实
例选

吴甡, 穆秀颖主编 7-5034-1501-0 中国文史出版社

红山诸文化研究概览 徐子峰 主编 7503415160 中国文史出版社

嫁入豪门的女人 纪元编著 7-5034-1531-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札奇斯钦著 7503415630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张宏杰著 7-5034-1567-3 中国文史出版社

诗览春秋:300首 徐洪章著 7-5034-1621-1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家族.一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家族.三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家族.二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政敌.一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政敌.三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政敌.二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智囊.一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智囊.三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智囊.二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爱将.一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爱将.三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爱将.二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近臣.一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近臣.三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蒋介石与他的近臣.二 万高潮, 王健康, 魏明康编 7-5034-167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第一卷,人物分册 廖盖隆主编 7-5035-0014-X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党史专题讲义:党的建立和第一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著 7-5035-0132-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周恩来传:1898-1976 (英)威尔逊(Wilson,Dick)著 7-5035-0163-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辞典 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理事会编 7-5035-0202-9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纲要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 7-5035-0261-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简明教程 石 训等编著 7-5035-0307-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领袖泪 权延赤著 7-5035-0347-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权力的转移 (美)托夫勒(Toffler,A.)著 7-5035-0378-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普通逻辑学 刘建能, 朱煜华[编著] 7-5035-0383-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第十二册 中央档案馆编 7-5035-0395-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五.第十五册 中共中央档案馆编 7-5035-0396-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十三册 中央档案馆编 7-5035-0415-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第十四册 中央档案馆编 7-5035-0493-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 (加)罗纳德C·基思(Ronald C·Keith)著 7-5035-0502-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经济地理教程 常金年, 孙经蕙主编 7-5035-0560-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领导科学十四讲 石 训编著 7-5035-0563-X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 沈宝祥主编 7-5035-0585-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导读 郝存柱等主编 7-5035-0592-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行政法学基础教程 主编 黄子毅, 陈德仲 7-5035-0610-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基层党员教育读本 郝存柱主编 7-5035-0761-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毛泽东谈毛泽东 胡哲峰,孙 彦编著 7-5035-0875-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辅导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辅导编写组编 7-5035-0876-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学习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辅导 王梦奎等编著 7-5035-0900-7 中共中央党校社出版社

十四届四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 本书编写组编著 7-5035-0944-9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党的建设理论研究:学习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0948-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乙种本 杨春贵等选编 7-5035-1080-3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 [杨春贵等编] 7-5035-1113-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利用外资基础知识 李岚清主编 7-5035-1173-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简编 主编 孙钱章 7-5035-1251-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宏观经济运行与管理 李兴山主编 7-5035-1296-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简明中国革命史 梁仁编著 7-5035-1403-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国际经济法教程 主编 谢邦宇 7-5035-1407-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国际经济法教程 主编 谢邦宇 7-5035-1407-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公共关系学简明教程 主编 庞元正, 阮青 7-5035-1461-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概论 石泰峰主编 7-5035-1462-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民法学教程 主编 谢邦宇 7-5035-1463-9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社会调查与统计 刘畅[编著] 7-5035-1490-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系统科学概论 主编 吴义生 7-5035-1502-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跨越世纪的伟大旗帜: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央
党校的重要讲话

李忠杰著 7-5035-1639-9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学习中共十五大文件讲解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1641-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公有制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读本 主编 吴泉发, 李从国 7-5035-1671-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金融基本知识简明读本 主编 陈江生 7-5035-1700-X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全书.上 李忠杰主编 750351716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全书.下 李忠杰主编 750351716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全书.上 李忠杰主编 7-5035-1716-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全书.下 李忠杰主编 7-5035-1716-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学习廉政准则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1734-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邓小平哲学思想读本 沈冲等著 7-5035-1766-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依法行政论纲 杨解君, 孙学玉著 7-5035-1769-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李庆华著 7-5035-1839-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土地管理法释义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1860-X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律师学教程 肖胜喜, 谢廷英主编 7-5035-1868-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
正气的重要论述

毛泽东等[著] 7-5035-1899-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企业的灵魂 (美) 比尔·波拉德 (C.William Pollard) 
著

7-5035-1910-X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三讲”教育学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1926-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社会协调发展论 张式谷主编 7-5035-1942-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简史: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在中国

主编 胡希宁, 张锦铨 7-5035-2021-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劳动力资本论:国企改革出路探析 王珏, 李涛著 7-5035-2025-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走向市场的国有企业改革 郑涛, 刘解龙著 7-5035-2029-9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学习读本 陈俊宏主编 7-5035-2051-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金融领导干部学习读本.一 中共中央金融工委党校编 7-5035-2073-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新编党支部工作教程 主编 张月斌, 虞梅生, 王继连 7-5035-2082-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WTO与中国经济 刘光溪,张汉林主编 7-5035-2088-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新编社会主义经济管理读本 李善岳主编 7-5035-2092-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西部大开发战略干部读本 本书编写组 [编] 7-5035-2108-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五个当代讲稿选编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 7-5035-2111-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读本 刘力，刘光溪主编 7-5035-2112-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西部开发大战略与新思路 陈耀[著] 7-5035-2115-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法律史 武树臣, 李力编著 7-5035-2125-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财务会计概论 奚淑琴主编 7-5035-2198-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四个如何认识”学习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213-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寻求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中部经济结构
替代与经济起飞

宋璇涛著 7-5035-2229-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农村政策简明读本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7-5035-2236-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西方法律史 石泰峰主编 7-5035-2265-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国有企业“三讲”教育学习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276-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新编刑事诉讼法学教程 李夕思, 熊志海主编 7-5035-2279-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农业和农村工作干部读本 本书编写组 7-5035-2294-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司法公正干部读本 肖贤富 ... [等] 著 7-5035-2300-X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党员干部从政道德教育读本 《党员干部从政道德教育读本》编写组编 7-5035-2304-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非理性的价值及其引导:社会发展视野里的非
理性问题研究

王勤著 7-5035-2309-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农村现代化基本问题 陆学艺主编 7-5035-2315-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习江泽民总书
记“七一”讲话辅导

本书编写组 7-5035-2322-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新时期干部权力监督概论:按照“三个代表”
的要求加强干部权力监督

许连纯[著] 7-5035-2324-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导读 本书编写组 7-5035-2344-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356-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360-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职业道德学习读本 江南雨, 刘思羽主编 7-5035-2370-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新时期共产党员道德建设读本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组织编写 7-5035-2373-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简编 史远芹主编 7-5035-2375-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 张正焉, 孔岩, 尹少文编著 7-5035-2377-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问答 本书编写组 7-5035-2379-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金融问题风险控制和化解 主编 刘海藩 7-5035-2380-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古代道德故事 主编 王兆成 7-5035-2392-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394-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第三波”与21世纪中国民主 李良栋著 7-5035-2405-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WTO与政府职能转变干部读本 梁鹰著 7-5035-2448-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干部理论考核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455-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吕振羽研究文丛:纪念吕振羽同志百年诞辰纪
念文集

主编 王忍之, 刘海藩 7-5035-2468-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 阎志民主编 7-5035-2477-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行政法学 主编 姜明安, 皮纯协 7-5035-2484-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导论 杨立新著 7-5035-2487-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法理学 张文显著 7-5035-2513-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务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560-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宪法概论 主编 许崇德 7-5035-2585-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干部竞争上岗面试指导 主编 吴保国 7-5035-2594-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华菱主动危机论:国企生存与发展的法则 李效伟著 7-5035-2600-9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证据法学 主编 江伟 7-5035-2602-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学习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603-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学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606-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干部竞争上岗演讲指导 刘学军, 宋增伟主编 7-5035-2608-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实学文化导论 葛荣晋著 7-5035-2609-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新党章学习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613-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专题讲座:中共中央党校学
习十六大报告讲稿选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617-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学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文件辅导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651-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学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文件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652-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领导创新:全球化时代的战略选择 邱霈恩等著 7-5035-2695-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农产品行业协会调查 吴志雄 ... [等]编著 7-5035-2761-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讲录 侯树栋著 7-5035-2768-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学
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5035-2820-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领导干部考核制度改革与创新 张铁网著 7-5035-2822-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科学发展观干部读本 王伟光主编 7-5035-2914-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国际私法教程 主编 赵相林 7-5035-2915-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党政干部宪法教育读本 顾昂然，乔晓阳主编 7-5035-2920-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经济法教程 徐孟洲著 7-5035-2933-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财税法教程 刘隆亨著 7-5035-2956-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公共行政伦理学基础 徐家良, 范笑仙编著 7-5035-3091-X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学习读本 王伟光主编 7-5035-3154-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非政府组织管理教程 主编 马庆钰 7-5035-3243-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犯罪心理学 刘邦惠编著 7-5035-3321-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农业政策学教程 肖海峰主编 7-5035-3329-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电子商务概论 赵燕平主编 7-5035-3330-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秘书学教程 胡鸿杰, 王协舟, 陈祖芬编著 7-5035-3333-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公共行政学概论 毛寿龙, 李梅编著 7-5035-3334-X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电子政务发展概况 编写组 [编] 7-5035-3345-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经济学原理 韩康, 李江涛著 7-5035-3387-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公共行政学 唐铁汉主编 7-5035-3402-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社会主义若干问题辅导 布日诺 陈平主编 7-5036-0764-5 法律出版社

社会主义若干问题辅导 布日诺，陈平主编 7-5036-0764-5 法律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讲话 沈仁干等编著 7-5036-0817-X 法律出版社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若干问题讲话 蔡 诚,刘忠德审定 7-5036-0884-6 法律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 郭德治主编 7-5036-0885-4 法律出版社

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
中宣部 司法部《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编

选组编
7-5036-1533-8 法律

学习《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讲话
中宣部、司法部《学习(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

设)讲话》编写组编
7-5036-1577-X 法律出版社

劳动用工制度法律问题解答 远方主编 7-5036-1705-5 法律出版社

西方国家宪法及其政治制度 主编松花穆林 7-5036-1743-8 法律出版社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 任建新主编 7-5036-1831-0 法律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1978～1996 中央办公厅法规室等编 7-5036-1965-1 法律出版社

新汉英法学词典 余叔通，文嘉主编 7-5036-2284-9 法律出版社

购房租房 陈文著 7-5036-2433-7 法律出版社

医疗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 梁华仁著 7-5036-2503-1 法律出版社

干部法律知识读本.上册 张福森主编 7-5036-3426-X 法律出版社

干部法律知识读本.下册 张福森主编 7-5036-3426-X 法律出版社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百问 史敏等主编 7-5036-3782-X 法律出版社

忠诚与感动: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的故事 “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组委会编 7-5036-5206-3 法律出版社

医疗法律学 (日) 植木哲著 7-5036-6508-4 法律出版社

干部法律知识读本 主编 吴爱英 7-5036-6585-8 法律出版社

期刊引文分析 刘瑞兴编著 7-5037-2041-7 中国统计出版社

统计法导读 主编 熊振南 7-5037-3433-7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外政府统计体制比较研究 贺铿, 郑京平主编 7-5037-3574-0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市民的经济观 主编 鲜祖德 7-5037-3645-3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世界上最有效的管理——激励 王祖成编著 7-5037-3714-X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世界上最难的管理——以人为本 王祖成编著 7-5037-3715-8 中国统计出版社

技术创新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研究 丁巨涛著 7-5037-3942-8 中国统计出版社

心理健康教育案例选析,中学专兼职教师使用 心理健康教育案例选析编写组[编] 7-5037-3968-1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大学指南:2005版.1,“211工程”国家重
点建设大学

张晋衡主编 7-5037-4526-6 中国统计出版社

统计从业资格考试培训教材学习指导 主编 王吉利 7-5037-4773-0 中国统计出版社

木工识图 周雅南编 7-5038-0057-7 中国林业出版社

观赏水草 李尚志编著 7-5038-1645-7 中国林业出版社

综合知识 张学忠主编 7-5038-1901-4 中国林业出版社

草坪草种及其品种 主编 韩烈保, 杨碚, 邓菊芬 7-5038-2242-2 中国林业出版社

广东盆景 李伟钊编著 7-5038-2527-8 中国林业出版社

草坪养护技术 赵美琦, 孙彦, 张青文主编 7-5038-2531-6 中国林业出版社

花卉生产技术原理及其应用丛书,香石竹 郭志刚, 张伟编著 7-5038-2588-X 中国林业出版社

酒与健康 游五洋等编著 7-5038-2650-9 中国林业出版社

统计学原理与林业统计 姜泉水主编 7-5038-2694-0 中国林业出版社

芦荟种养与家庭利用 顾文祥编著 7-5038-2705-X 中国林业出版社

运筹与决策基础 王明明等编著 7-5038-2776-9 中国林业出版社



装饰花园的针叶植物:让花坛、花盆更美丽 [日本]主妇之友社编 7-5038-2830-7 中国林业出版社

培育花卉的方法:简明扼要的基础和技巧 [日本]主妇之友社编 7-5038-2835-8 中国林业出版社

防沙治沙实用技术 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主编 7-5038-2836-6 中国林业出版社

缤纷的容器花园:各式容器中花卉的配植方法 [日本]主妇之友社编 7-5038-2870-6 中国林业出版社

学法指导与学业考评技能训练指导 任文田主编 7-5038-2897-8 中国林业出版社

防沙治沙基本知识问答 国家林业局宣传办公室编 7-5038-2905-2 中国林业出版社

郁金香 张俭, 秦官属编著 7-5038-2908-7 中国林业出版社

新编益智食谱大全 周范林主编 7-5038-2952-4 中国林业出版社

家庭养生保健饭谱 吴德坤等编著 7-5038-2980-X 中国林业出版社

游遍河南 金烈谊, 熊林春主编 7-5038-3023-9 中国林业出版社

女大学生高雅气质训练 胡翎著 7-5038-3024-7 中国林业出版社

归程何处:生态史观话文明 陈敏豪等编著 7-5038-3061-1 中国林业出版社

自然干燥花生产与装饰 戴继先编著 7-5038-3114-6 中国林业出版社

高校体育理论教程 冯治隆, 成凤仙主编 7-5038-3167-7 中国林业出版社

职业健康饮食 李晓枫等编著 7-5038-3234-7 中国林业出版社

再造秀美山川的壮举:六大林业重点工程纪实 周生贤主编 7-5038-3239-8 中国林业出版社

就业必读 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编 7-5038-3257-6 中国林业出版社

餐后应时爽口菜 刘自华主编 7-5038-3275-4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林业的历史性转变 周生贤著 7-5038-3325-4 中国林业出版社

宠物100,猫 潘宗生编著 7-5038-3342-4 中国林业出版社

怎样吃出健康 闵涛等编著 7-5038-3400-5 中国林业出版社

新编保健中药深加工技术 董淑炎主编 7-5038-3402-1 中国林业出版社

了解环境:环境现状介绍 石中元著 7-5038-3403-X 中国林业出版社

治理环境:生态环境改善 石中元著 7-5038-3417-X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情境漫谈 马大勇编著 7-5038-3472-2 中国林业出版社

运动健身自助手册 沙伟等编著 7-5038-3497-8 中国林业出版社

防治肥胖症的饮食保健 刘慧, 王嘉华编著 7-5038-3522-2 中国林业出版社

防治肝脏病的饮食保健 刘世刚, 王旭升编著 7-5038-3523-0 中国林业出版社

防治贫血的饮食保健 王雪茜[等]编著 7-5038-3524-9 中国林业出版社

防治胃肠病的饮食保健 刘强等编著 7-5038-3525-7 中国林业出版社

防治冠心病的饮食保健 彭鑫, 许继宗编著 7-5038-3526-5 中国林业出版社

防治大便异常的饮食保健 李军, 胥铭轩编著 7-5038-3527-3 中国林业出版社

防治肾脏病的饮食保健 马然, 徐雯洁编著 7-5038-3528-1 中国林业出版社



防治骨质疏松症的饮食保健 王爱萍, 董继开编著 7-5038-3530-3 中国林业出版社

防治高脂血症的饮食保健 路遥, 刘艳霞编著 7-5038-3531-1 中国林业出版社

防治胆石症胆囊炎的饮食保健 郑晓鹏, 林乐乙编著 7-5038-3532-X 中国林业出版社

体育 孙万山主编 7-5038-3542-7 中国林业出版社

成功人的危险 徐克明等编著 7-5038-3565-6 中国林业出版社

成功人的素质 徐克明等编著 7-5038-3567-2 中国林业出版社

成功人的攻略 徐克明等编著 7-5038-3568-0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老年人百病防治 李星等编著 7-5038-3580-X 中国林业出版社

男人需要关怀 吴秉润等编著 7-5038-3679-2 中国林业出版社

女人需要关怀 吴秉润等编著 7-5038-3680-6 中国林业出版社

进化生态学的数量研究方法 陶玲, 任珺编著 7-5038-3735-7 中国林业出版社

荒唐王爷 于又燕,王明实著 7-5039-0096-2 文化艺术出版社

蒲草青青 崔 璇著 7-5039-0192-6 文化艺术出版社

荷叶涛涛 崔 璇著 7-5039-0289-2 文化艺术出版社

形形色色的美国总统 (美)博勒(P.F.Boller)著 7-5039-0292-2 文化艺术出版社

芦苇萧萧 崔 璇著 7-5039-0869-6 文化艺术出版社

招魂 栈 桥著 7-5039-0886-6 文化艺术出版社

欲海奇侠.上册 金庸著 7-5039-0887-4 文化艺术出版社

男舞伴 雪米莉著 7-5039-0888-2 文化艺术出版社

沧州武侠图:长篇章回小说 刘树强，宋益三著 7-5039-0936-6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 陈复生著 7-5039-0954-4 文化艺术出版社

被追杀的七天 （英）史蒂文斯（Stevens，Gordon）著 7-5039-0977-3 文化艺术出版社

叶挺传奇 李 醒著 7-5039-0997-8 文化艺术出版社

夜潜梦 (日) 渡边淳一 [著] 7-5039-1810-1 文化艺术出版社

失重岁月 梅毅著 7-5039-2119-6 文化艺术出版社

多情应笑我:中国电子商务第一人王峻涛如是
说

老榕著 7-5039-2130-7 文化艺术出版社

WTO知识200问 李俊主编 7-5039-2160-9 文化艺术出版社

英语也疯狂 张元[编] 7-5039-2168-4 文化艺术出版社

兵荒马乱的江湖 苏阳著 7-5039-2174-9 文化艺术出版社

遥远的落日 (日) 渡边淳一著 7-5039-2181-1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与梦飞翔宫崎骏:动漫·梦想·还有往日的纯
真

云峰编著 7-5039-2217-6 文化艺术出版社

女人的世界:法国国王身边女人们的日常生活 (法) 居伊·肖锡南-诺加雷[著] 7-5039-2244-3 文化艺术出版社

巴黎青楼:法国青楼女子的日常生活 (法) 劳尔·阿德勒 (Laure Adler) 7-5039-2266-4 文化艺术出版社



走向诺贝尔,陈忠实卷 陈忠实著 7-5039-2271-0 文化艺术出版社

青春弥撒 谈歌, 小爱著 7-5039-2302-4 文化艺术出版社

明星那事儿:一个女娱记与明星的“飞”一般
生活

王晴著 7-5039-2358-X 文化艺术出版社

马基雅维里 (英) 帕提克·科里文 7-5039-2378-4 文化艺术出版社

颠覆的“视”界 刘旻昊编绘 7-5039-2519-1 文化艺术出版社

爱上加勒比海的云云 杨耘云图·文 7-5039-2722-4 文化艺术出版社

疼的单行道我逆行 白音格力著 7-5039-2723-2 文化艺术出版社

谁能看见白衣的寂寞 白衣如是著 7-5039-2724-0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一朵花正在枯萎 洛上千栀著 7-5039-2815-8 文化艺术出版社

给我一个满足欲望的拥抱 沈文婷著 7-5039-2816-6 文化艺术出版社

最后那只手 铁马著 7-5039-2832-8 文化艺术出版社

帅小子的克星 小雨魔著 7-5039-2833-6 文化艺术出版社

恶龙王子就是我 妮子著 7-5039-2964-2 文化艺术出版社

爱情卡拉战 小米拉著 7-5039-3089-6 文化艺术出版社

总统与大侠 冯育楠著 7-5040-0004-3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最新模拟试题详解 王迈迈等编著 7-5041-0696-8 教育科学出版社

新的理程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 国家教育委员会编 7-5041-1453-7 教育科学出版社

学会学习:大学生学习引论 主编 王言根 7-5041-1824-9 教育科学出版社

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加
强和改进教育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 7-5041-2016-2 教育科学出版社

简明环境分析手册 朱梅年等编著 7-5042-0026-3 新时代出版社

中国化学药品大全 赵克健编 7-5042-0065-4 新时代出版社

生命与磁 幸 夫,印 平编 7-5042-0084-0 新时代出版社

美国口语.1 原著 (美) Edwin T.Cornelius 7-5042-0771-3 新时代出版社

美国口语.2 原著 (美) Edwin T.Cornelius 7-5042-0772-1 新时代出版社

美国口语.4 原著 (美) Edwin T.Cornelius 7-5042-0774-8 新时代出版社

跟我学语音 张冠林编著 7-5043-0048-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医学常用数据手册 姚　磊,刘　军主编 7-5043-0060-8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爱河苦渡:长篇小说 李静华著 7-5043-0127-2 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

鲜花 爱情 眼泪:影视明星的生活道路 周金华著 7-5043-0319-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上册 胡世庆,张品兴著 7-5043-0404-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下册 胡世庆,张品兴著 7-5043-0404-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会学百科辞典 袁方主编 7-5043-0443-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童星—秀兰·邓波儿自传 秀兰·邓波儿著 7-5043-0600-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新编社会主义辞典 康绍邦,胡尔湖主编 7-5043-0697-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世界四大宗教三百题 范 桥主编 7-5043-0852-8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新时期新名词大辞典 马国泉等主编 7-5043-0977-X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徐志摩散文 徐志摩著 7-5043-1359-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通俗歌曲精选:为您倾诉的柔情.6 尧 井编 7-5043-1365-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周作人散文.第一集 周作人著 7-5043-1387-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周作人散文.第二集 周作人著 7-5043-1388-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周作人著 7-5043-1389-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周作人散文.第四集 周作人著 7-5043-1390-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县政府管理:万宁县调查 谢庆奎等著 7-5043-1722-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新《工会法》学习问答 《新工会法学习问答》编写组编 7-5043-1935-X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实用英语口语进阶 单国延编著 7-5043-2410-8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走向新世纪:当代改革沉思录 王朋琦等主编 7-5043-2484-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名医谈常见病和保健 刘琨编著 7-5043-2927-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双刃剑 希拉克 王燕阁, 江穗春著 7-5043-3132-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妇儿病防治与验方 主编 张宗芳 7-5043-3150-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司汤达散文.上 徐知免编 7-5043-3212-7 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

司汤达散文.下 徐知免编 7-5043-3212-7 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

心潮 (法)克洛德·蓬皮杜(Claude Pompidou) 7-5043-3342-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常见病单穴按摩自疗法 主编 漆浩 7-5043-3354-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常见病推背刮脊自疗法 漆浩主编 7-5043-3355-7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世纪的独白: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戴树成著 7-5043-3388-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打工皇后吴士宏辞职现象破译 方华编著 7-5043-3437-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共和国外交风云:十二集大型文献专题片.上 李健编著 7-5043-3438-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共和国外交风云:十二集大型文献专题片.下 李健编著 7-5043-3438-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新编小儿常见病防治与家庭护理 主编 徐润华, 徐桂荣 7-5043-3508-8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视批评论 欧阳宏生著 7-5043-3511-8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楼前白玉兰:刘心武最新小小说集 刘心武著 7-5043-3525-8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药品广告:策划·创意·文案 胡天佑编著 7-5043-3607-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找到快乐心情的钥匙:我的心事多吗? 蔡原江著 7-5043-3638-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报刊用词不当1000例 安汝磐, 赵玉玲编著 7-5043-3647-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热眼近观:东瀛记事十五年 雷海涛著 7-5043-3659-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西游记后传 钱雁秋著 7-5043-3660-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报刊成语误用1000例 安汝磐, 赵玉玲编著 7-5043-3723-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雷霆烽火:谢霆锋的演艺世界与情感世界 姜鑫编著 7-5043-3778-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企业网络化经营 裴蓉, 宋天洪编著 7-5043-3819-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企业财务信息化管理 王正伟编著 7-5043-3821-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企业物流管理 李新华编著 7-5043-3822-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企业特色营销 杨献平编著 7-5043-3823-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企业供应链管理 侯书森, 孔淑红编著 7-5043-3824-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报刊用词不当1000例.第二辑 安汝磐, 赵玉玲编著 7-5043-3884-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吉他弹唱实用教程 乐海编著 7-5043-3885-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网站开发技巧手册 潘英伟, 曾志编著 7-5043-3894-X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联珠式新闻 白庆祥编著 7-5043-3896-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放飞自尊自信成才之本:慈爱父亲幽默地讲述
女儿在伦敦成长的故事

刘建国著 7-5043-3908-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虚拟大学:求学必读 主编 方德葵 7-5043-3913-X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倾听戴望舒 [戴望舒著] 7-5043-3921-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倾听戴望舒 雨巷:倾听文学书系 吾人编译 7-5043-3921-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倾听闻一多:口供 [闻一多著] 7-5043-3922-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倾听郁达夫 [郁达夫著] 7-5043-3923-7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倾听冰心 [冰心著] 7-5043-3925-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影视艺术鉴赏学 孙宜君著 7-5043-3935-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散落的记忆 宁辛著 7-5043-3991-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企业奇正用人 袁庆池编著 7-5043-3997-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企业经营妙计 李敏, 李忠编著 7-5043-3998-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企业创新理念 刘俊成, 袁庆华编著 7-5043-3999-7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企业战略谋划 俞剑平, 夏冰编著 7-5043-4000-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企业特色管理 彭英编著 7-5043-4002-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天突破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崔长青主编 7-5043-4003-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难忘的瞬间 邱天增著 7-5043-4010-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季羡林散文全编.六 季羡林著 7-5043-4023-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健康快餐 刘文秀主编 7-5043-4027-8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华夏当代广告评析150例 白光主编 7-5043-4081-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青春雪 庞永力著 7-5043-4089-8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袁一强中篇小说新作 袁一强著 7-5043-4097-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赵凝中篇小说新作 赵凝著 7-5043-4099-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衣向东中篇小说新作 衣向东著 7-5043-4100-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胡敏读故事记单词,考研英语词汇 胡敏主编 7-5043-4103-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忠诚卫士 贺梦凡, 邓原著 7-5043-4115-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金鬼才 彭克柔著 7-5043-4119-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名将说牌全辑.二 李浩著 7-5043-4135-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世纪之约:约定时光记忆的人 曾涛主编 7-5043-4137-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西部的发现:北京电视台大型电视系列专题片 陈宏著 7-5043-4141-X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99个问号:敬一丹漫谈主持人 敬一丹著 7-5043-4143-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法在身边 主编 刘文秀 7-5043-4149-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有线宽带上网自助手册 马汉良, 邓港林, 胡坚主编 7-5043-4178-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韩国影视明星绝对档案 陈桂龙, 袁玉梅编著 7-5043-4208-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想和陌生人说话:十年·我们的故事 冯远征, 梁丹妮著 7-5043-4213-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金锁记:电视故事·拍摄花絮 时磊英, 佟奉燕编著 7-5043-4214-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永不言败 横舟, 海岚著 7-5043-4246-7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日本影视明星绝对档案 陈桂龙编著 7-5043-4258-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三毛, 你为什么失约 梅子著 7-5043-4260-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欧美影视明星绝对档案 编著 陈桂龙, 唐一洁, 朱丽芹 7-5043-4265-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 杨桂欣著 7-5043-4282-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世界500强优秀员工标准 宏超编译 7-5043-4285-8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征战雅典:2004中国军团雅典出征录 岑传理主编 7-5043-4302-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权威访谈:央视版·城市新主张 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编著 7-5043-4314-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苍蝇情书 陈瑶华著 7-5043-4354-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花儿与少年 张化龙著 7-5043-4369-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最高权力的象征:国家元首们不平凡的生活 文龙编著 7-5043-4381-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男人气象 王梓夫著 7-5043-4401-X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到城里去:刘庆邦中篇小说新作 刘庆邦著 7-5043-4404-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非常秋天:徐小斌中篇小说新作 徐小斌著 7-5043-4405-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胡敏读故事记单词,大学英语六级词汇 胡敏主编 7-5043-4412-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胡敏读故事记单词,大学英语四级词汇 胡敏主编 7-5043-4413-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胡敏考研英语高分作文 胡敏编著 7-5043-4417-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考研英语词汇21天速听速记 胡敏主编 7-5043-4419-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考研英语核心词汇笔记 胡敏主编 7-5043-4420-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年考研英语英译汉四步定位翻译法 胡敏主编 7-5043-4422-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考研英语完形填空与阅读选择搭配题 主编 胡敏 7-5043-4423-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6MM的抚摩:这一年, 我在北京电影学院…… 彭扬著 7-5043-4434-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湿漉漉的玫瑰:中国大学生性现状调查 杨小诚, 邓鹏著 7-5043-4437-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孙二娘日记 王小枪著 7-5043-4439-7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贾宝玉日记 叶青著 7-5043-4443-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离婚为了谁 青汶著 7-5043-4444-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这种感觉你不懂 吴淑平著 7-5043-4468-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创新与发展:2004年全国省暨计划单列市电视
台办公室主任会议专集

主编 唐世鼎 7-5043-4527-X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升级大脑1.0 主创 华普慧科 7-5043-4552-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胡敏读故事记短语,基础英语短语 胡敏主编 7-5043-4564-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迟宇宙著 7-5043-4594-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日养成自我操行 (英) 菲尔·巴古雷 (Phil Baguley) 著 7-5043-4597-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日速成良好工作习惯 (英) 简·史密斯 (Jane Smith) 著 7-5043-4598-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日掌控企业运作 (英) 西恩·诺顿 (Sean Naughton) 著 7-5043-4599-7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日驾驭市场营销
(英) 艾里克·戴维斯 (E.Davies), (英) 巴

里·戴维斯 (B.J.Davies) 著
7-5043-4600-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日通晓项目管理 (英) 马克·布朗 (Mark Brown) 著 7-5043-4601-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日提升管理情商 (英) 吉尔·丹恩 (Jill Dann) 著 7-5043-4602-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日激活领导才能
(英) 卡洛尔·A. 奥康纳 (Carol A. 

O`Connor) 著
7-5043-4603-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日晋身谈判专家 (英) 彼特·弗莱明 (Peter Fleming) 著 7-5043-4604-7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日学会应对难缠的人
(英) 布莱恩·索尔特 (Brian Salter), 

(英) 内奥米·朗福伍德 (Naomi Langford-
7-5043-4605-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日熟络:跟上司打交道 (英) 桑蒂·曼恩 (Sandi Mann) 著 7-5043-4606-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日熟谙电子商务 (英) 戴夫·豪厄尔 (Dave Howell) 著 7-5043-4607-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7日掀起信函革命
(英) 斯迪夫·莫里斯 (Steve Morris), 
(英) 格雷汉姆·威尔科克斯 (Graham 

7-5043-4608-X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雅思词汇真经 刘洪波编著 7-5043-4637-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心灵28书 刘彦庆著 7-5043-4643-8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公务员行为礼仪手册 本书编写组编 7-5043-4712-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好莱坞与《艺伎回忆录》 爱米粒编著 7-5043-4792-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4岁的总裁:大学生创业传奇 梁冰著 7-5043-4865-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与三毛的心灵之约 韩慧贤著 7-5043-4874-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广播影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读本 主编 胡占凡 7-5043-4988-7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新税制实用工作手册 《新税制实用工作手册》编写组编著 7-5044-2025-5 中国商业出版社

现行教育法规辑要 蒋文良主编 7-5044-2026-3 中国商业出版社

经营谏言 张忠等编著 7-5044-3349-7 中国商业出版社

新编财经写作:2000年修订本 主编 尹依 7-5044-3488-4 中国商业出版社

聚焦中国连锁业 郑灿朝, 高景远主编 7-5044-3989-4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1年精选网址手册 王世荣主编 7-5044-4110-4 中国商业出版社

炒股没几招:二十一世纪股民新技能教程 奚华编著 7-5044-4144-9 中国商业出版社

跟我学服务业规范用语 安凤琴, 赵丽宏主编 7-5044-4147-3 中国商业出版社

数字神话:16位时代精英网络寻梦 兰茂勋, 刘世辉编著 7-5044-4155-4 中国商业出版社

股市小辞典 主编 王世荣 7-5044-4197-X 中国商业出版社

现代典当拍卖收藏新论 林日葵著 7-5044-4202-X 中国商业出版社

新婚姻法公民读本 著 赵雷 7-5044-4271-2 中国商业出版社

懒惰是生命的一半 (德) 英格·霍夫曼 (Inge Hofmann) 著 7-5044-4424-3 中国商业出版社

MPA谈判手册 张蓝编著 7-5044-4471-5 中国商业出版社

财富的机会:解读2008中国奥运财富全景 黎新平著 7-5044-4480-4 中国商业出版社

人生的转折点:如何跨出成功职业生涯的关键
一步

(美) 威廉·塞耶 (William Thayer) 著 7-5044-4638-6 中国商业出版社

加西亚的回信 (美) 阿瑟·瓦格纳著 7-5044-4718-8 中国商业出版社

福布斯2002中国百富 (英) 胡润 (Rupert Hoogewerf) 主编 7-5044-4738-2 中国商业出版社

营销运作潜规则:揭示中国企业营销运作的真
实游戏

路长全著 7-5044-4740-4 中国商业出版社

定位与决策:顶尖企业的巅峰体验·卓越管理
的制胜金典

乔木著 7-5044-4747-1 中国商业出版社

真心英雄:中国经济的故事时代 骆建彬, 张晓霞著 7-5044-4791-9 中国商业出版社

寻找FISH鱼 李志敏著 7-5044-4824-9 中国商业出版社

金口才大生意:中国生意人商谈技巧宝典 孙景峰著 7-5044-4833-8 中国商业出版社

创业资本家: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比尔·盖
茨

王晓秦著 7-5044-4841-9 中国商业出版社

健康科学课堂:中外医学专家谈健康 张丹, 舒天乡主编 7-5044-4864-8 中国商业出版社

1-4000沃尔玛专业零售 李志敏编著 7-5044-4866-4 中国商业出版社

分享此刻 分享生活:珍藏版 小柯编著 7-5044-4886-9 中国商业出版社

大战略家:使命管理及其最佳实践 麦迪著 7-5044-4888-5 中国商业出版社



现代员工素质手册:现代员工职场实务历练全
程指导

王道之主编 7-5044-4897-4 中国商业出版社

成功没有逻辑 (美) 文森特·罗阿齐 (Vincent Roazzi) 著 7-5044-4909-1 中国商业出版社

跨越:如何完成企业转型的学问 汪福安著 7-5044-4910-5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企业国际融资 (加) 詹姆斯·赵 (James P. Zhao) 著 7-5044-4911-3 中国商业出版社

我们的路:中国企业管理模式探索 邓世敏著 7-5044-4931-8 中国商业出版社

克尼格礼仪大全
(德) 阿道夫·弗莱尔·冯·克尼格 

(Knigge) 著
7-5044-4937-7 中国商业出版社

管理者的26个领导艺术:管人管事的关键 闫风香编著 7-5044-4941-5 中国商业出版社

槽里槽外 朱小林编著 7-5044-4971-7 中国商业出版社

从优秀到卓越:个人成长版
(美) 丹尼·勒纳 (Danny Lena), (美) 玛丽

· 勒纳 (Marie Lena) 著
7-5044-4972-5 中国商业出版社

婆媳过招:漫谈婆媳关系 主编 刘汝华, 舒闻铭, 杨小文 7-5044-4999-7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私营公司81条实战兵法 罗林编著 7-5044-5003-0 中国商业出版社

人往高处走:通往另一座职业高峰
(英) 茱迪丝·约翰斯通 (Judith 

Johnstone) 著
7-5044-5021-9 中国商业出版社

销售规则:影响世界的58个销售寓言 赵一兵编著 7-5044-5025-1 中国商业出版社

成功者的超能力:西点精英训练教程 张杰编著 7-5044-5035-9 中国商业出版社

驾驭你的团队:你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
(英) 玛丽安·塔尔伯特 (Marianne Talbot) 

原著
7-5044-5053-7 中国商业出版社

如何快速、自动、高效的完成任务:这些事，
不用老板吩咐

阿尔伯特·哈伯德·费尔森著 7-5044-5062-6 中国商业出版社

决定成败的49个细节 吕国荣编著 7-5044-5069-3 中国商业出版社

保证完成任务:员工高效完成任务的能力 江风著 7-5044-5091-X 中国商业出版社

初入社会的50堂必修课:接受人生必须的教育 臧全金编著 7-5044-5092-8 中国商业出版社

高效能领导者的七项管理实务 程刚编著 7-5044-5108-8 中国商业出版社

史蒂芬·柯维的成功金律:给年轻人的15条人
生准则

舒天戈编著 7-5044-5112-6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三国商学院 刘安华编著 7-5044-5140-1 中国商业出版社

由此走向优秀:30天打造高绩效员工的职业精
神

谢文辉编著 7-5044-5152-5 中国商业出版社

向蚂蚁学习:高效执行的惟一途径 李志敏, 卜祥著 7-5044-5155-X 中国商业出版社

选择:达到事业顶峰的公认秘诀 (美) 霍华德·戈德曼 (Howard Goldman) 著 7-5044-5168-1 中国商业出版社

如何减轻压力:全方位精神舒缓与保健指南 吕叔春编著 7-5044-5207-6 中国商业出版社

敬业的激情:企业与员工双赢的圣经 (美) 格菲·埃布尔 (Guffy Eble) 著 7-5044-5226-2 中国商业出版社



责任·荣誉·企业:卓越企业生存发展与基业
长青之道

金雨著 7-5044-5233-5 中国商业出版社

小事决定成败:世界顶级企业最完美的员工行
为准则

康兰佳编著 7-5044-5242-4 中国商业出版社

这是你的事:做老板最重用的员工 戴维坦编著 7-5044-5244-0 中国商业出版社

拇指管理:管理从竖起大拇指开始 李志敏编著 7-5044-5270-X 中国商业出版社

乐业:拒绝平庸的33条工作秘笈 王再华编著 7-5044-5297-1 中国商业出版社

成功的电话营销 (美) 理·博安 (Lee Boyan) 著 7-5044-5304-8 中国商业出版社

华盛顿礼仪规则:[中英对照] 李超译 7-5044-5307-2 中国商业出版社

美国公司为什么赢:解析美国公司全球独领风
骚的真实原因

王伟峰编著 7-5044-5312-9 中国商业出版社

员工管理七戒 韩启君编著 7-5044-5321-8 中国商业出版社

成功从选择开始 罗林编著 7-5044-5327-7 中国商业出版社

老板忠告员工:世界上最优秀的老板给予员工
最诚恳的忠告

葛文主编 7-5044-5343-9 中国商业出版社

你就是个好员工:培养优秀员工＝打造赢利公
司

吕国荣编著 7-5044-5359-5 中国商业出版社

实践才能成功 由佳静著 7-5044-5423-0 中国商业出版社

癌症预防圣典:医学专家对癌症预防的忠告 戴景蕊, 舒丹编著 7-5044-5436-2 中国商业出版社

改变一生的饮食忠告 高松源编著 7-5044-5472-9 中国商业出版社

练出你的风韵:女性健身美容的秘诀 杨东雄编著 7-5044-5555-5 中国商业出版社

管人不难:上司喜欢下属接受的管人方法 李锋编著 7-5044-5560-1 中国商业出版社

金牌员工的22条生存法则 孙建雷编著 7-5044-5593-8 中国商业出版社

有沟通就有可能:沟通高手的94个取胜方法 博瑞森编著 7-5044-5600-4 中国商业出版社

感谢失败 若木著 7-5044-5745-0 中国商业出版社

福建菜系实习菜谱:试用 劳动部培训司组织编写 7-5045-0505-6 劳动人事出版社

尘毒检测技术 刘景尧,于令第编 7-5045-0539-0 中国劳动出版社

铅毒防护 李 蕙主编 7-5045-0645-1 中国劳动出版社

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 马细谱主编 7-5045-0754-7 中国劳动出版社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主编 郑之杰 7-5045-2810-2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西式烹调,中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组织编写 7-5045-2830-7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美容整形外科学 主编 刘加宁 7-5045-3059-X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常用法律手册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

心组织编写
7-5045-3674-1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汽车维修英语 边明远主编 7-5045-3868-X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创办你的企业,创业计划培训册 [国际劳工组织编] 7-5045-3953-8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战略是什么:关于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学问
(英) 理查德·惠廷顿 (Richard 

Whittington) 著
7-5045-4181-8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服务竞争优势:制定创新型服务战略和计划
(瑞典) 安德斯·古斯塔夫松 (Anders 
Gustafsson), (瑞典) 迈克尔·约翰逊 

(Michael D. Johnson) 著

7-5045-4523-6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职业意识训练与指导 田光哲，张春林主编 7-5045-4602-X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新中国劳动保障史话:1949-2003 刘贯学著 7-5045-4686-0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书刊发行业连锁经营:书业连锁经营优秀论文
集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编 7-5045-4737-9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预防与管理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生产协调司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编
7-5045-5190-2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预防与管理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生产协调司,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组织编写
7-5045-5190-2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育婴师:国家职业资格四级 丁昀主编 7-5045-5538-X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环境科学技术发展与预测 傅立勋等编著 7-5046-0000-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临床指导 钱和年主编 7-5046-0053-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部疼痛学 钱寒山著 7-5046-0065-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针灸治疗学 陈佑邦等主编 7-5046-0165-9 中国科技出版社

常见肿瘤放疗简明手册 李鼎九,李元敏主编 7-5046-0176-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介入性超声学 董宝玮主编 7-5046-0207-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介入性超声学 董宝玮主编 7-5046-0207-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环境致癌物:多环芳烃研究 程元恺,(美)杨宪桂主编 7-5046-0211-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环境数据手册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编撰 7-5046-0218-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危重病症 杨志寅,姜 玲主编 7-5046-0303-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危重病症 王永友主编 7-5046-0356-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日本汉医名方选 王庆国,贾春华主编 7-5046-0661-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防治大骨节病的新途径:改良低硒环境与补硒
效果的研究

李继云主编 7-5046-0663-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历代血证治疗精华 戴月笙编著 7-5046-0694-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尿石病 张德元主编 7-5046-0711-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R 类)与医学主题词
表(MeSH)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对应表

林美兰主编 7-5046-0733-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物滥用与药物依赖性 李 密等编著 7-5046-0748-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生物医学工程 朱翠玲主编 7-5046-0979-X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理学导读 许士凯,吴景时主编 7-5046-1008-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健康学 张人骏主编 7-5046-1104-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中医内科表典 余海若编著 7-5046-1112-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学荟萃 黄晓鹏等主编 7-5046-1143-3 中国科技出版社

危重急症的诊断与治疗,内科学 王德炳,张树基主编 7-5046-1236-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危重急症的诊断与治疗,儿科学 王德炳,张树基主编 7-5046-1238-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颅内压增高与临床各科疾病 马景孟等编著 7-5046-1327-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救援医学 李宗浩主编 7-5046-1371-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管癌 杜百廉主编 7-5046-1561-7 中国科学技术

医学文献检索理论与方法 黄晓鹂主编 7-5046-1817-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情报工作理论与实践 黄晓鹂，刘瑞兴主编 7-5046-1825-X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酶学研究 王顺祥主编 7-5046-2179-X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技期刊工作研究 黄晓鹂，刘瑞兴著 7-5046-2360-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流行病学进展.第九卷 李竹主编 7-5046-2466-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用物理学 朱一达主编 7-5046-2737-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高新技术知识与现代护理1400问 中华护理学会主编 7-5046-2785-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命的探索与延长寿命 蒋松柏著 7-5046-2839-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何梁何利奖:[中英文本].1999 许靖华，顾方舟主编 7-5046-2881-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病学 刘名顺, 谷兰杰, 刘青蕊主编 7-5046-2907-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脑血管疾病防治 李清朗[等]主编 7-5046-2926-X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咨询指南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主编 7-5046-2941-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免疫概念新审视 兰金初著 7-5046-2989-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实用消化病学 郭春林等主编 7-5046-3054-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工程经济 王英主编 7-5046-3068-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产计划与控制 李怀祖主编 7-5046-3089-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资产评估行业规范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 7-5046-3153-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时期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方向:农村专
业技术协会发展论坛文集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普及工作部, 中国农村专
业技术协会编

7-5046-3196-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西方言与普通话 史秀菊编著 7-5046-3421-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何梁何利奖:[中英文本].2002 李国章，程序主编 7-5046-3590-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期刊版本研究 聂家昱, 高波编著 7-5046-3681-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信息学教程 黄晓鹂主编 7-5046-4016-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讽刺大全 黄 文等编 7-5047-0043-6 中国物资出版社



经济法 程善复主编 7-5047-0390-7 中国物资出版社

领导法律顾问全书.一 傅全华，王师灿主编 7-5047-131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领导法律顾问全书.三 傅全华，王师灿主编 7-5047-131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领导法律顾问全书.二 傅全华，王师灿主编 7-5047-131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领导法律顾问全书.四 傅全华，王师灿主编 7-5047-131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怎样成为公司的宠儿:企业新鲜人行动指南 易劲军编著 7-5047-1515-8 中国物资出版社

新丝绸之路:中亚五国经贸投资指南 主编 须同凯 7-5047-1537-9 中国物资出版社

名师谈美发:发的时尚与健康 黎家信编著 7-5047-168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现代物流活动绩效分析 孙宏岭, 戚世钧编著 7-5047-1743-6 中国物资出版社

一体化的供应链:战略、设计与管理 王焰编著 7-5047-174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绿色食品实用手册.一 朱中平, 朱晨曦等编 7-5047-1779-7 中国物资出版社

8天再造企业家 崔巍著 7-5047-1781-9 中国物资出版社

21世纪企业公共关系构筑 江林著 7-5047-1788-6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 剧锦文著 7-5047-1792-4 中国物资出版社

顾客服务:供应链一体化的营销管理 徐章一著 7-5047-1796-7 中国物资出版社

外汇交易理论与实务 梁军主编 7-5047-1804-1 中国物资出版社

打造能赢的团队 主编 倪东生 7-5047-1818-1 中国物资出版社

企业债权的保护与追索 徐康平主编 7-5047-1820-3 中国物资出版社

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 徐康平主编 7-5047-1822-X 中国物资出版社

企业的并购与破产 徐康平, 吕来明主编 7-5047-1823-8 中国物资出版社

创企业经营优势:审视现状 迎接未来 白光主编 7-5047-1825-4 中国物资出版社

德行天下:公民道德修养读本 宋书通, 闫世东主编 7-5047-1827-0 中国物资出版社

WTO规则漏洞与争端案例 白光主编 7-5047-1835-1 中国物资出版社

WTO壁垒漏洞与争端案例 白光主编 7-5047-1836-X 中国物资出版社

绿色营销 杨坚红, 易开刚主编 7-5047-1862-9 中国物资出版社

网页制作技术 贾伟主编 7-5047-1868-8 中国物资出版社

算法与程序设计 南志红主编 7-5047-1871-8 中国物资出版社

连锁企业的配送管理 张海燕主编 7-5047-1875-0 中国物资出版社

网络设计与维护 李岚主编 7-5047-1876-9 中国物资出版社

心理与人生,调节心理 强身治病 崔文风, 石竹主编 7-5047-1890-4 中国物资出版社

新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何玉长等著 7-5047-1897-1 中国物资出版社

网上企业创新 马月才主编 7-5047-1926-9 中国物资出版社

网上企业行为 耿吉第, 马月才主编 7-5047-1927-7 中国物资出版社



网上领导关系 主编 于新恒, 魏芙蓉, 刘秀梅 7-5047-1928-5 中国物资出版社

网上企业形象 余小静, 刘兴政编著 7-5047-1929-3 中国物资出版社

Tom的三级跳:成功跳槽潜规则 文浩著 7-5047-2009-7 中国物资出版社

执行:人员流程操作手册 甘华鸣, 贾萌著 7-5047-212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歪爸歪妈:你的教育健康吗？ 李寒编著 7-5047-2129-8 中国物资出版社

与大自然和平共处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中外历史之谜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人与生态环境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人类与能源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人类之友——江河湖泊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人类的家园——地球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军事与科技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别有洞天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动物探索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古代七大文明纵览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奇妙的海洋世界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探秘神奇大自然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探索史前文明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探索未来之路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植物探索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气象纵横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生命探源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神秘的宇宙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解读人体奥秘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身边的科学知识 陈彦, 甲申主编 7-5047-2135-2 中国物资出版社

执行:执行落实在核心流程的操作上,战略流
程操作手册

甘华鸣, 许志峰, 高照娟著 7-5047-2151-4 中国物资出版社

执行:执行落实在核心流程的操作上,新产品
开发流程操作手册

甘华鸣等著 7-5047-2152-2 中国物资出版社

执行:执行落实在核心流程的操作上,生产作
业流程操作手册

甘华鸣, 徐海忠著 7-5047-2153-0 中国物资出版社

塑造男子汉:一位外交家父亲写给儿子的人生
的忠告

(英) 罗德·查斯特菲尔德 (Lord 
Chesterfield) 著

7-5047-2235-9 中国物资出版社

小企业会计制度讲解 小企业会计制度研究组编著 7-5047-2239-1 中国物资出版社



读懂人生枕边书 李天华编著 7-5047-2274-X 中国物资出版社

哲理人生枕边书 李天华编著 7-5047-2290-1 中国物资出版社

挑战人性弱点的心态 顾建军编著 7-5047-2293-6 中国物资出版社

小故事大哲理 汪家颂编著 7-5047-2304-5 中国物资出版社

小品文大智慧 赵燕萍编著 7-5047-2305-3 中国物资出版社

小视角大意境 汪雨青编著 7-5047-2307-X 中国物资出版社

决定办事效率的细节 郭庆达编著 7-5047-2308-8 中国物资出版社

安利金牌销售员的秘密:最成功的直销公司里
最成功的销售手段

刘艳编著 7-5047-2333-9 中国物资出版社

严也是一种爱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做孩子的第一个园丁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受用一生的资本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和风雨牵手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多一点自由的空间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扬起自信的风帆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榜样的力量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水到渠自成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洒满心灵的阳光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胜于命令的力量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6-3 中国物资出版社

不平凡的平凡人:感动人物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伟大而孤寂的心灵之旅:外国近现代思想巨匠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古老华夏的摘星者:中国古代科学家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启蒙与真理的代言: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哲学家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徜徉于真理的海边:外国古代智慧哲人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忠诚为民身系天下: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人物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恒星闪耀:外国近现代科学家.上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恒星闪耀:外国近现代科学家.下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情系人生: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家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我以我血荐轩辕:中国近现代爱国革命志士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战地枭雄:外国近现代军事将领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打开世界的窗口:中国近现代兴国强民人物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打造神话的人:外国近现代产业巨子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拍浪逐风:世纪中国工商骄子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政海沉浮:外国近现代政治风云人物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敢为变法者先:中国古代革新家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数风流人物:中国古代传奇英雄人物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文明先声:中国古代思想家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时代弄潮儿:世界风云人物(下—政治、文化)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旷世英名谁君王:中国古代政治家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汗水与激情:为国争光人物故事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浩夜繁星:外国古代科学探索者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灵心执秀笔: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家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科海扬帆心系中华:中国近现代科学家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笑看江河万古流:中国古代名将名帅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舍我其谁:世界风云人物(上—财商)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艺术桂冠上的明珠:外国古代文学艺术家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艺海撷珠:外国近现代音乐美术家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象牙塔内众缪斯:外国近现代文学大师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雄心征途漫:外国古代政治军事领袖 季冰冰, 吴玉红主编 7-5047-2338-X 中国物资出版社

考研英语完形填空与填空式阅读 张销民编著 7-5047-2348-7 中国物资出版社

考研英语新大纲标准词汇掌上宝 周洁主编 7-5047-2362-2 中国物资出版社

考研英语拆分与组合翻译法 唐静编著 7-5047-2366-5 中国物资出版社

考研数学直通车.卷Ⅱ,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费允杰编著 7-5047-2398-3 中国物资出版社

与你肝胆相照的人不一定是“好人” 张海惠著 7-5047-2401-7 中国物资出版社

大学新生:赢在起跑线上 常桦, 龚萍编著 7-5047-2429-7 中国物资出版社

简明法学辞典 高铭暄, 杨大文主编 7-5048-0003-1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医务室工作手册 黄树则主编 7-5048-0326-X 农村读物出版社

新观念600论 王保前主编 7-5048-0596-3 农村读物出版社

篱笆、女人和狗 韩志君,韩志晨著 7-5048-1441-5 农村读物出版社

辘轳、女人和井 韩志君,韩志晨著 7-5048-1442-3 农村读物出版社

降天狗的神女 谢美生著 7-5048-2144-6 农村读物出版社

健身美容药膳 恒绍荣等编著 7-5048-2507-7 农村读物出版社

孙子兵法与公关 檀明山编著 7-5048-2639-1 农村读物出版社

名医名家谈口腔疾病 王邦康 7-5048-2869-6 农村读物出版社

前列腺疾病自我调养 贾金铭等编著 7-5048-3104-2 农村读物出版社

小儿厌食症 张美和, 钟和编著 7-5048-3143-3 农村读物出版社



小儿腹泻 刘学易，郭维芬编著 7-5048-3149-2 农村读物出版社

类风湿性关节炎 李天庆, 崔昕编著 7-5048-3151-4 农村读物出版社

胃炎及消化性溃疡 杨晋翔, 王玉芬, 赵丽平编著 7-5048-3153-0 农村读物出版社

小儿呼吸道疾病 张灵恩等编著 7-5048-3155-7 农村读物出版社

高血压 李福兴, 张继敏编著 7-5048-3167-0 农村读物出版社

小儿遗尿 王文奎, 王峰著 7-5048-3185-9 农村读物出版社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 黄国英著 7-5048-3191-3 农村读物出版社

男性更年期综合征 伍学焱, 高寿征著 7-5048-3192-1 农村读物出版社

流产 黄荷风, 韩秀君编著 7-5048-3216-2 农村读物出版社

淋巴癌 杨宗艳, 张爱萍编著 7-5048-3254-5 农村读物出版社

胆石症 郑树森, 张珉主编 7-5048-3259-6 农村读物出版社

小儿肠道传染病 怀有为编著 7-5048-3268-5 农村读物出版社

快乐宝宝玩游戏:0～3岁 苏真编著 7-5048-3290-1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准妈咪窈窕圣经 潘丽玲主编 7-5048-3309-6 农村读物出版社

蔬菜联合国 作者 夏玛 7-5048-3314-2 农村读物出版社

怎样让您的宝宝聪明又健康:写给青年父母的
书

任铁生主编 7-5048-3392-4 农村读物出版社

小儿常见病民间简易疗法 刘学易, 郑玉昭编著 7-5048-3410-6 农村读物出版社

常见病症自我药疗:非处方药与家庭常备药使
用

白树功主编 7-5048-3411-4 农村读物出版社

小儿触摸健身法 施仁潮, 周丽娟编著 7-5048-3436-X 农村读物出版社

求职口才兵法 刘翔飞著 7-5048-3450-5 农村读物出版社

养生果品小百科 李明, 刘东莉编著 7-5048-3455-6 农村读物出版社

朗姆鸡尾酒袖珍手册:[中英文对照] 段长青, 张大鹏译 7-5048-3464-5 农村读物出版社

吊灯 海潮编绘 7-5048-3497-1 农村读物出版社

名人相约星期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
小时》节目

原杰主编 7-5048-3602-8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串珠easy世界 罗玮著 7-5048-3607-9 农村读物出版社

传统与新潮畜类特色菜 谢定源, 张昌奎, 周三保编著 7-5048-3615-X 农村读物出版社

传统与新潮蔬果特色菜 吴绪维, 方爱平编著 7-5048-3665-6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减肥——药草疗法与膳食调养 廖果编著 7-5048-3667-2 农村读物出版社

花卉营养保健与食疗 顾奎琴主编 7-5048-3669-9 农村读物出版社

成人常见病食疗指南 张慜, 李春丽主编 7-5048-3738-5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中国迷宗菜 张仁庆主编 7-5048-3767-9 农村读物出版社

警惕现代都市文明病 许槐，李玉华编著 7-5048-3815-2 农村读物出版社



婚纱·女孩:[摄影集] 时尚新锋工作室编 7-5048-3852-7 农村读物出版社

怀孕保健与新生儿缺陷防治 主编 任铁生 7-5048-3951-5 农村读物出版社

臭男人 老玉米编绘 7-5048-3961-2 农村读物出版社

观赏昆虫:[摄影集] 张雅林, 陈丽轸撰文 7-5048-3971-X 农村读物出版社

活力清心养颜汤 主编 张嘉铭, 安蕾, 岳华 7-5048-3997-3 农村读物出版社

好气色美人餐 孙捷, 何晓珺, 安蕾编著 7-5048-4081-5 农村读物出版社

老年人保健 张锦年, 姚毓武主编 7-5048-4097-1 农村读物出版社

漫画神农本草经.卷三 祝世峰编著 7-5048-4147-1 农村读物出版社

爱佩岑 侯佩岑著 7-5048-4703-8 农村读物出版社

非常触摸:FANS心中的偶像明星 卞庆奎主编 7-5048-4711-9 农村读物出版社

韩国家庭教育:一本改变韩国千万家庭的素质
教育枕边书

陈道华著 7-5048-4783-6 农村读物出版社

100分父母 100分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母，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

何占来著 7-5048-4853-0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国际商法》学习指导:新世纪版 邹建华, 谢石松, 慕亚平编著 7-5049-2302-8 中国金融出版社

银行不良资产化解方式方法 吴德礼著 7-5049-2477-6 中国金融出版社

商业银行授信管理实务 王立军主编 7-5049-2555-1 中国金融出版社

金融支持民族区域优惠政策文件汇编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编 7-5049-2868-2 中国金融出版社

金融系统“十字”行风读本 中央金融工委宣传部编 7-5049-2869-0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央银行服务与百姓生活:漫谈中央银行的第
三项职能

肖钢编著 7-5049-3006-7 中国金融出版社

支付交易与反洗钱 主编 梁英武 7-5049-3077-6 中国金融出版社

蔚蓝 风采 家园: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第
三届职工艺术节文学作品集

王若梅主编 7-5049-3166-7 中国金融出版社

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操作手册 主编 张功平 7-5049-3459-3 中国金融出版社

警示教育十例
中共中国人民银行纪委, 监察部派驻中国人

民银行监察局编
7-5049-3766-5 中国金融出版社

人民币汇率政策宣传手册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编 7-5049-3864-5 中国金融出版社

食品添加剂手册 (日)郡司笃孝原著 7-5050-0135-3 中国展望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的药物治疗 杨庭芳编著 7-5050-0288-0 中国展望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大辞典 孙维本主编 7-5050-0378-X 中国展望出版社

儿科免疫学 石雪筠主编 7-5050-0473-5 中国展望出版社

人生哲理教程 崔有庆等主编 7-5050-0731-9 中国展望出版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座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编 7-5051-0002-5 红旗出版社



毛泽东 (美)施拉姆著 7-5051-0007-6 红旗出版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教
学大纲》思考题解答

田伯泰,马正跃主编 7-5051-0065-3 红旗出版社

民族政策常识 《民族政策常识》编写组编 7-5051-0369-5 红旗出版社

创新的策略,通用方法指南 甘华鸣等著 7-5051-0391-1 红旗出版社

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学习江泽民同
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求是杂志政治编辑部[编] 7-5051-0481-0 红旗出版社

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学习江泽民
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求是杂志政治编辑部编 7-5051-0481-0 红旗出版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纲.上册 杨立新著 7-5051-0525-6 红旗出版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纲.下册 杨立新著 7-5051-0525-6 红旗出版社

俯首勤耕录 王占著 7-5051-0649-X 红旗出版社

党政企业干部应对WTO培训教材 吴振坤, 张伯里编著 7-5051-0677-5 红旗出版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学习读本 洪祺编著 7-5051-0776-3 红旗出版社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理解与适用 主编 刘隆亨 7-5051-0943-X 红旗出版社

信息化与电子政务 王一玫著 7-5051-1050-0 红旗出版社

办公软件应用 (Windows平台) 中文Word 
2003职业技能培训教程,操作员级

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教材编写委员
会编写

7-5051-1051-9 红旗出版社

新时期共产党员要树立和更新15个观念 傅治平，徐晨光，吴国干编著 7-5051-1121-3 红旗出版社

形势政策宣传教育读本 张荣臣, 谢英芬主编 7-5051-1190-6 红旗出版社

建设节约型社会学习读本 张富良, 殷安阳, 洪向华主编 7-5051-1261-9 红旗出版社

关注“十一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
重大问题

人民日报理论部编 7-5051-1284-8 红旗出版社

宇与宙:汉字演义—数字对话.第二册 姜士林著 7-5051-1296-1 红旗出版社

零与○:汉字演义—数字对话.第一册 姜士林著 7-5051-1296-1 红旗出版社

《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读
本: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及处分标准、程序

屈万祥, 祝光耀主编 7-5051-1314-3 红旗出版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读本 彭京宜，傅治平，刘剑波编著 7-5051-1317-8 红旗出版社

长征精神读本 张荣臣, 谢英芬主编 7-5051-1328-3 红旗出版社

新农村建设简明读本 人民日报理论部编 7-5051-1338-0 红旗出版社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学习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7-5051-1420-4 红旗出版社

昆虫形态图解:世界语—拉丁语—汉语 施太因曼, 佐博里著 7-5052-0000-3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世界语汉语词典 世界语汉语词典编写组编 7-5052-0004-6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世界语汉语词典 世界语汉语词典编写组编 7-5052-0004-6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英语词汇用法难点例解 秦孝扬编著 7-5053-0249-3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医用计算机基础 徐礼维,王乃康主编 7-5053-1057-7 电子工业出版社

新编临床心电图图谱 卢喜烈,高晓贤编著 7-5053-2134-X 电子工业出版社

家用洗衣机原理、使用与维修 王冠熙,郑光兴编著 7-5053-2183-8 电子工业出版社

电脑使用指南 张昌林主编 7-5053-2567-1 电子工业出版社

微机操作实用技巧 《计算机世界》编辑部主编 7-5053-2573-6 电子工业出版社

OS/2 2.1学习指南 [美]John C.Dvorak著 7-5053-2988-x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中文版Windows 98系统管理员 宝典 卢凌云等译 7-5053-4943-0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中文版 FrontPage 2000 宝典 林丽闽等译 7-5053-5214-8 电子工业出版社

C语言程序设计 邹北骥主编 7-5053-6097-3 电子工业出版社

Photoshop 6 for Windows 宝典 陈晓亚等译 7-5053-6635-1 电子工业出版社

Internet 宝典 林丽闽等译 7-5053-6967-9 电子工业出版社

Fireworks 4宝典 尚红昕等译 7-5053-6980-6 电子工业出版社

Dreamweaver 4 宝典 任娅等译 7-5053-7049-9 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页制作宝典 闫隽等译 7-5053-7291-2 电子工业出版社

3ds max 4 宝典 马云等译 7-5053-7539-3 电子工业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不可能的故事
大卫·科波菲尔 (David Copperfield) , 
珍妮特·伯利纳 (Janet Berliner) 著

7-5053-7972-0 电子工业出版社

电子政务行政与社会管理 主编 陈庆云, 王明杰 7-5053-8074-5 电子工业出版社

完美市场之路:如何拓展业务和提高利润 (新加坡) 殷生 (Charlie In) 著 7-5053-8276-4 电子工业出版社

富爸爸 富孩子，聪明孩子:帮孩子找到一生
富有的起点

(美) 罗伯特·T. 清崎 (Robert T. 
Kiyosaki), (美) 莎伦·L. 莱希特 

(Sharon L. Lechter) 著

7-5053-8295-0 电子工业出版社

富爸爸年轻退休:如何快速获取并长久拥有财
富

(美) 罗伯特·T. 清崎 (Robert T. 
Kiyosaki), (美) 莎伦·L. 莱希特 

(Sharon L. Lechter) 著

7-5053-8298-5 电子工业出版社

六西格玛设计的力量 (美) 苏比尔·乔杜里 (Subir Chowdhury) 
著

7-5053-8311-6 电子工业出版社

体验哈佛:哈佛MBA中国十人组集体汇报 陈剑锋 ...[等]著 7-5053-8356-6 电子工业出版社

富爸爸大预言
(美) 罗伯特·T. 清崎 (Robert T. 
Kiyosaki), (美) 莎伦·L. 莱希特 

(Sharon L. Lechter) 著

7-5053-8544-5 电子工业出版社

关键点:一套关于简化生活、提高业绩和实现
人生目标的公认体系

(美) 布莱恩·特雷西 (Brain Tracy) 著 7-5053-8601-8 电子工业出版社



成功的科学 (美) 詹姆斯·雷 (James Ray) 著 7-5053-8606-9 电子工业出版社

什么是管理:绝非“执行”那么简单！
(美) 琼·玛格丽塔 (Joan Magretta), 

(美) 南·斯通 (Nan Stone) 著
7-5053-8693-X 电子工业出版社

我独立我富有我美丽 劳春燕等编著 7-5053-8783-9 电子工业出版社

成长1+1 (美) 王可, 王伯庆著 7-5053-8846-0 电子工业出版社

精灵的智慧:从首席执行官到营销天才的神话 (美) 杰克·特劳特 (Jack Trout) 著 7-5053-8901-7 电子工业出版社

价值百万 (美) 罗伯特·林格 (Robert Ringer) 著 7-5053-8914-9 电子工业出版社

懒人致富 (美) 乔·卡伯 (Joe Karbo) 著 7-5053-8915-7 电子工业出版社

击掌为盟:神奇的团队合作
(美) 肯·布兰佳 (Ken Blanchard) ... 

[等]著
7-5053-9118-6 电子工业出版社

顾客也疯狂:打造革命性的全方位服务
(美) 肯·布兰佳 (Ken Blanchard), (美) 
谢尔登·鲍尔斯 (Sheldon Bowles) 著

7-5053-9175-5 电子工业出版社

共好:激活公司的每一个人—从老板到员工 (美) 肯·布兰佳, (美) 谢尔登·鲍尔斯著 7-5053-9187-9 电子工业出版社

胜利 (美) 博恩·崔西 (Brain Tracy) 著 7-5053-9194-1 电子工业出版社

创建你的未来 (美) 博恩·崔西 (Brian Tracy) 著 7-5053-9245-X 电子工业出版社

家有小鬼子:《成长1+1》前传 王伯庆著 7-5053-9363-4 电子工业出版社

撬开富翁的嘴:1个美国记者与9位新生代富翁
的精彩对话

(美) 迈克·里特曼 (Mike Litman), (美) 
杰森·奥曼 (Jason Oman) 著

7-5053-9421-5 电子工业出版社

集中精力做重要的事:实现个人和企业成功的
10个聚焦战略

(美) 杰克·坎菲尔 (Jack Canfield), 
(美) 马克·汉森 (Mark Victor Hansen), 

(美) 莱斯·休伊特 (Les Hewitt) 著

7-5053-9773-7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旅游五百问 韩荣良编译 7-5054-0690-6 朝华出版社

盘点人生 盘活自己 若木编著 7-5054-0775-9 朝华出版社

高频突破,高考英语词汇 洪涛主编 7-5054-0944-1 朝华出版社

交涉:提升员工交涉能力的73个关键 王中玉著 7-5054-1051-2 朝华出版社

你的狗狗在咬我 朱璟著 7-5054-1097-0 朝华出版社

持续成长:企业不断赢利的策略 孙哲编著 7-5054-1107-1 朝华出版社

爱你爱到女娲纪 鬼鬼著 7-5054-1111-X 朝华出版社

忠诚:致加西亚的信 (美) 阿尔伯特·哈伯德著 7-5054-1113-6 朝华出版社

主动:自动自发 (美) 阿尔伯特·哈伯德著 7-5054-1116-0 朝华出版社

定位:你属于哪种人 (美) 阿尔伯特·哈伯德著 7-5054-1117-9 朝华出版社

评价:世界500强用人标准 (美) 布莱尔·沃森著 7-5054-1122-5 朝华出版社

女人如何动感情 赵赵著 7-5054-1195-0 朝华出版社

婚姻之痒 李骏虎著 7-5054-1198-5 朝华出版社



当老鼠爱上大米:麻辣版 友善的猫主编 7-5054-1205-1 朝华出版社

爱你爱到女娲纪.2 鬼鬼著 7-5054-1215-9 朝华出版社

粉红暗战 樱桃小爱著 7-5054-1217-5 朝华出版社

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消息报》精选文
集.第四卷

高小勇主编 7-5054-1221-3 朝华出版社

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消息报》精选文
集.第六卷

高小勇主编 7-5054-1223-X 朝华出版社

鸳鸯锦 展月著 7-5054-1233-7 朝华出版社

月光走失在午夜 呢喃的火花著 7-5054-1239-6 朝华出版社

恶魔小子 (韩) 闵银庆著 7-5054-1249-3 朝华出版社

深圳, 你让我泪流满面 清秋子著 7-5054-1286-8 朝华出版社

爱情编号520 酋长有德著 7-5054-1307-4 朝华出版社

敢耍我 算你狠 希泽著 7-5054-1308-2 朝华出版社

观世微言：经济学与经济生活:陈彩虹经济学
随笔集

陈彩虹著 7-5054-1316-3 朝华出版社

找到我的天使男 莜尤著 7-5054-1322-8 朝华出版社

游侠秀秀 小非著 7-5054-1323-6 朝华出版社

王欣老师给学生家长的100封信 王欣著 7-5054-1328-7 朝华出版社

国策论：从新加坡经验开始 汪康懋著 7-5054-1329-5 朝华出版社

边缘琐语：人文与管理的对话:刘文瑞管理随
笔集

刘文瑞著 7-5054-1330-9 朝华出版社

炽天使传说,天命之始 陈行著 7-5054-1332-5 朝华出版社

俯仰之间 蒋离子著 7-5054-1338-4 朝华出版社

爱我你怕了吗 澎澎著 7-5054-1339-2 朝华出版社

好女孩上天堂 罗洁主编 7-5054-1341-4 朝华出版社

“坏”女孩走四方 罗洁主编 7-5054-1342-2 朝华出版社

迷侠记 施定柔著 7-5054-1357-0 朝华出版社

天使骑着魔鬼飞 鬼鬼著 7-5054-1362-7 朝华出版社

我要恋爱你:酸酸甜甜恋爱书 蒋振东主编 7-5054-1364-3 朝华出版社

冷月暗香魂:杜十娘 玻璃唇著 7-5054-1365-1 朝华出版社

我爱你乌般头发雪个肉:柳如是 玻璃唇著 7-5054-1366-X 朝华出版社

爱如鲜血流千年:鱼玄机 玻璃唇著 7-5054-1367-8 朝华出版社

校园私语:男生女生E-mail 益西卓玛著 7-5054-1372-4 朝华出版社

如果爱神没有睡着 谭格格著 7-5054-1374-0 朝华出版社



帝国谜情 清漪著 7-5054-1376-7 朝华出版社

雷池传之烈焰雷霆 十三郎著 7-5054-1408-9 朝华出版社

坏就坏在我不坏 天堂有罪著 7-5054-1421-6 朝华出版社

迷行记 施定柔著 7-5054-1425-9 朝华出版社

迷神记 施定柔著 7-5054-1426-7 朝华出版社

禁魂曲 张进步著 7-5054-1434-8 朝华出版社

山海经.1 何催著 7-5054-1452-6 朝华出版社

婚恋·婚炼:十八种拯救婚姻的智慧 夏景著 7-5054-1499-2 朝华出版社

在我生命中唯一的特殊日子 (韩) 全镜粼著 7-5054-1513-1 朝华出版社

男生宿舍纯情往事 韩波著 7-5054-1517-4 朝华出版社

粉爱 小米粥著 7-5054-1539-5 朝华出版社

有只帅哥在我家 蝴蝶著 7-5054-1540-9 朝华出版社

茗剑传奇,破阵子 龙吟 飘灯著 7-5054-1563-8 朝华出版社

塔罗少女.2,死亡塔罗 顾倾城著 7-5054-1564-6 朝华出版社

暴走惊途 顾倾城著 7-5054-1565-4 朝华出版社

吸血三世情 顾倾城著 7-5054-1566-2 朝华出版社

肉鸽:东京的生死恋情 安齐名著 7-5054-1568-9 朝华出版社

香北求职记 香北著 7-5054-1571-9 朝华出版社

厨房不倒 爱情不老.Ⅰ 任言编著 7-5054-1575-1 朝华出版社

嘻游记:情癫大圣 唐三藏[著] 7-5054-1585-9 朝华出版社

挚爱狼少年.Ⅰ 圣灵泉著 7-5054-1600-6 朝华出版社

蝴蝶飞过 冯骥著 7-5054-1638-3 朝华出版社

地下司令.上 邹郎著 7-5057-0086-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地下司令.下 邹郎著 7-5057-0086-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受人欢迎的交际法:一条迈向成功的捷径 沈自强编译 7-5057-0109-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绝色寡妇 高阳著 7-5057-0136-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甘十九妹.上 (美)萧逸著 7-5057-0189-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甘十九妹.下 (美)萧逸著 7-5057-0189-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外遇 李昂著 7-5057-0193-2 中国友谊出版社

无情的美男子 严沁著 7-5057-0196-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千万个为什么 徐桂峰主编 7-5057-0235-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慈禧前传 高阳著 7-5057-0288-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医道小技治大病:足趾按摩术 王 瑛等编 7-50570-459-7 南海出版社



广告创意、设计与制作技巧 樊志育著 7-5057-0666-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销售的五大金科玉律 (美) 波西·怀汀 (Percy H.Whiting) 著 7-5057-1429-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优质的领导 (美) 卡内基管理群著 7-5057-1434-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进入电脑业 (美) 莱尔·斯太尔 (Lila B.Stair) 著 7-5057-1463-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硅谷时代:创造计算机生命的英雄 方兴东编著 7-5057-1535-6 电子工业出版社

微软罪状:美国法院政府诉微软一案事实认定 方兴东, 郭志强, 沈志斌主译 7-5057-1552-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 凌志军主编 7-5057-1565-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新兴的数字经济:美国国家商务部最新年度报
告

沈志斌, 郭志强主译 7-5057-1580-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君子爱人以色 李敖著 7-5057-1581-X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生死书 李敖著 7-5057-1582-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只爱一点点 李敖著 7-5057-1583-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网络的挑战:互联网对发展的影响 [国际电信联盟著] 7-5057-1592-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上帝在玩掷骰子:李宇宙的时间诗学 李宇宙著 7-5057-1602-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狗有多能说:与狗交流的艺术 (美) 斯坦利·科伦 (Stanley Coren) 著 7-5057-1615-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方案与抉择:中外信息化发展研究 李晓东著 7-5057-1626-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美国de电信管制及其发展 欧阳武著 7-5057-1632-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新语 李敖著 7-5057-1633-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 李敖著 7-5057-1637-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老贼臭史 李敖著 7-5057-1659-X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入侵者:考坡里森林奇遇 (美) 布德·霍普金斯 (Budd Hopkins) 著 7-5057-1662-X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扒蒋介石的皮 李敖著 7-5057-1678-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教育与脸谱 李敖著 7-5057-1687-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文化论战丹火录 李敖著 7-5057-1688-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减肥瘦身成功策略 张淑宇, 李韧著 7-5057-1694-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做个e时代的桃花美人 王莉民著 7-5057-1716-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论人物 李敖著 7-5057-1721-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与压力共处 (英) 保罗·加尔布雷斯 (Paul Galbraith) 
著

7-5057-1722-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ASY谈效率 朱凯蕾著 7-5057-1733-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白色恐怖述奇:李敖作品精选 [李敖著] 7-5057-1745-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文存 李敖著 7-5057-1746-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为自由招魂:李敖作品自选集 李敖著 7-5057-1749-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中国艺术新研 [李敖著] 7-5057-1750-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I服了YOU:中国商业游戏与我的美国规则 (美) 丹尼尔·约瑟夫 (Daniel Joseph) 著 7-5057-1769-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别帮河马穿袜子:75项新职场游戏规则 (美) Terry Kelley著 7-5057-1770-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时尚美女私密对话:拉开男人渴望知晓的女人
帷幕

周毅著 7-5057-1796-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活得好的100个理由 游乾桂著 7-5057-1802-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谁不想过好日子:选修成功的五个学分 (美) 戴夫·艾里斯 (Dave Ellis) 著 7-5057-1810-X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与古人对话:传说中的千年葵花宝典 吴道文著 7-5057-1818-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 马家辉著 7-5057-1830-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瘦身魔法书:跳出减肥反弹陷阱 一路瘦编辑群著 7-5057-1839-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情爱物语:男人与女人的情爱告白 彭彦彰编著 7-5057-1848-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抚触成长:籍教授婴幼儿按摩操 籍孝诚著 7-5057-1851-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公开的秘密:军情五处前局长自传 (英) 斯特拉·里明顿 [著] 7-5057-1865-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创意过生活:做自己的主人 张添洲编著 7-5057-1867-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国际竞争法研究:竞争法实施中的国际冲突与
国际合作

黄勇著 7-5057-1870-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你的身体会说话:比任何外语都重要的通用语
言

博克编著 7-5057-1895-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独身
(加) 伊丽莎白·艾宝特 (Elizabeth 

Abbott) 著
7-5057-1905-X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轻轻松松做女人:解读女性心理问题 李澍晔, 刘燕华著 7-5057-1929-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别了, 20世纪 李惠英[著] 7-5057-1931-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你随身的普拉提教练 (英) 苏珊娜·斯科特 (Suzanne Scott) 著 7-5057-1932-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发电集 李敖著 7-5057-1955-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通电集 李敖著 7-5057-1956-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来电集 李敖 [著] 7-5057-1957-2 中国友谊出版社

李敖放电集 李敖著 7-5057-1958-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送电集 李敖著 7-5057-1959-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新厚黑学之爱Q (美) 朱津宁著 7-5057-1971-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被审判的法官 (捷) 伊凡·克里玛 (Ivan Klima) 著 7-5057-1986-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你随身的瑜伽普拉提教练 (英) 戴安娜·霍兰德 (Diana Holland) 著 7-5057-1993-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唐人街”故事 凤凰卫视编著 7-5057-2044-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天到晚享乐的鱼 高朗著 7-5057-2065-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哈佛沟通书
(美) 道格拉斯·斯通 (Douglas Stone) , 
(美) 布鲁斯·佩顿 (Bruce Patton) , 

(美) 希拉·汉 (Sheila Heen) 著

7-5057-2076-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像冰一样疼, 像火一样蓝 雪小禅著 7-5057-2135-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爱上猪一样的男子 落了一夜泪著 7-5057-2136-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草莓快乐地开在悬崖边 落了一夜泪著 7-5057-2137-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我们都在为爱堕落着 何亚娟著 7-5057-2138-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迷失的病孩 田禾著 7-5057-2175-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壁画迷雾 王德恒著 7-5057-2184-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重庆美女:一个雄性城市的美丽名片 萧闲著 7-5057-2209-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满城尽带黄金甲 卞智洪著 7-5057-2286-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政治经济学原理 卫兴华,顾学荣主编 7-5058-0662-9 经济科学出版社

零基预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预算司编 7-5058-1154-1 经济科学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 余永定等主编 7-5058-1182-7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货币银行学 曹兴华, 陈传新主编 7-5058-1477-X 经济科学出版社

《全国艾滋病检测工作管理办法》贯彻实施
手册

陈文军主编 7-5058-1608-X 经济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赵家祥主编 7-5058-1830-9 经济科学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操作教程 张洪瀚主编 7-5058-2575-5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工作手册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 7-5058-2642-5 经济科学出版社

透过互联经济体系创造财富:第12届世界生产
力大会北京阶段会议文集

中国生产力学会秘书处编 7-5058-3069-4 经济科学出版社

[度]1+1=1 李云飞著 7-5058-3173-9 经济科学出版社

宝马营销:高端市场定位策略 江海编著 7-5058-3228-X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辅导读本 主编 肖捷 7-5058-3244-1 经济科学出版社

企业应对入世法律知识300问
国家经贸委经济法规司,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法务部编著
7-5058-3250-6 经济科学出版社

拜富 周婷编著 7-5058-3289-1 经济科学出版社

管理学 郭笑文, 赵涛编著 7-5058-3323-5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货币金融学 彭龙编著 7-5058-3329-4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 马拴友著 7-5058-3456-8 经济科学出版社

PASS BEC新编剑桥商务英语考试手册,中、高
级

郑维主编 7-5058-3541-6 经济科学出版社

开往西部的就业地铁 主编 玉鹏, 玉林 7-5058-3562-9 经济科学出版社

警惕“水漫金山”——外资在中国零售业的
发展与展望

初宝泰著 7-5058-3632-3 经济科学出版社

银行危机与金融安全网的设计 刘士余著 7-5058-3710-9 经济科学出版社

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中国保税区的改革与
发展

成思危主编 7-5058-3754-0 经济科学出版社

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
(美) 巴瑞·易臣格瑞 (Barry 

Eichengreen) 著
7-5058-3778-8 经济科学出版社



证券市场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龙超著 7-5058-3798-2 经济科学出版社

简明原意的西方经济学 吴奎罡, 龚基云著 7-5058-3823-7 经济科学出版社

特许经营案例集 王婕, 方晓丽, 孙永乐编著 7-5058-3870-9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地区差距：20年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 王小鲁, 樊纲主编 7-5058-3989-6 经济科学出版社

地方政府债务研究
浙江省财政税务科学研究所, 浙江省富阳市

人民政府编
7-5058-4038-X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与企业家谈经论道.第二辑 黄泰岩, 杨杜, 李向阳编著 7-5058-4064-9 经济科学出版社

企业计划书制作手册 周传林主编 7-5058-4091-6 经济科学出版社

海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 熊小奇著 7-5058-4160-2 经济科学出版社

企业会计准则的会计与审计应用,固定资产、
借款费用、租赁、无形资产

主编 赵西卜 7-5058-4272-2 经济科学出版社

企业会计准则的会计与审计应用,收入、建造
合同、或有事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会计差错更正

主编 赵西卜 7-5058-4274-9 经济科学出版社

企业会计准则的会计与审计应用,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现

金流量表、中期财务报告

主编 赵西卜 7-5058-4275-7 经济科学出版社

追求永远:中国企业家谋求长程发展行为案例
研究

李宝元著 7-5058-4332-X 经济科学出版社

新编预算会计 《新编预算会计》编写组 [编] 7-5058-4459-8 经济科学出版社

公共经济学手册.第1卷
(美)阿兰·J. 奥尔巴克(Alan J. 

Auervach)，(美)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7-5058-4461-X 经济科学出版社

战时人防财务管理 王朝才, 黄瑞新等著 7-5058-4893-3 经济科学出版社

消费外部性:一项探索性的系统研究 俞海山, 周亚越著 7-5058-5167-5 经济科学出版社

返利经济:一种新的营销策略和消费模式 刘克明编著 7-5058-5258-2 经济科学出版社

民营企业文化与竞争力 张一青, 孙春晓著 7-5058-5667-7 经济科学出版社

死的警告 (英)斯巴克(Spark,M.)著 7-5059-0023-4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话剧皇帝—金山传 冼济华, 赵云声著 7-5059-0025-0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眼角眉梢都是恨 邹志安著 7-5059-0028-5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现代组合家具 王笑平编绘 7-5059-0030-7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三个女性 郑彦英著 7-5059-0053-6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女性的心理骚动:回答你的心理不安 (日)斋藤茂太著 7-5059-0075-7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 路遥著 7-5059-0153-2 中国文联出版社

深夜来客:特级刑警罗戈探案集 彭　震著 7-5059-0157-5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很近很近的过去…… 刘健安著 7-5059-0161-3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写给女孩子 (美)姚乐丝·卡耐基著 7-5059-0227-X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天堂之魔—毛姆传 (法)波伊尔著 7-5059-0295-4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二.一六”谋杀案 罗大胜等著 7-5059-0327-6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五百神像 宁宣成著 7-5059-0328-4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少女走向深渊 赵　亮等著 7-5059-0370-5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

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5059-0478-7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苦涩的恋情 黎　达编 7-5059-0490-6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性崇拜 (美)沃　尔(Wall,O.A.)著 7-5059-0735-2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路遥著 7-5059-0804-9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女人的陷阱 艾 娜著 7-5059-0806-5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爱的荆棘 (日)石川达三著 7-5059-1014-0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孤恋花 (美)白先勇著 7-5059-1039-6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粗犷的爱 王洲贵著 7-5059-1113-9 中国文联出公司

初吻:49封私信 张建华著 7-5059-1175-9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红唇 李　蓝著 7-5059-1480-4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杜宾的传记 (美)马拉默德(Malamud,Bernard)著 7-5059-1567-3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沧海一粟 陈辛仁著 7-5059-1572-X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无价的爱情:陈明远情诗选 陈明远著 7-5059-1641-6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世界末日阴谋 (美)谢尔顿(Sheldon,Sidney)著 7-5059-1649-1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他乡明月 柯 岩著 7-5059-1676-9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八里情仇.上 京 夫著 7-5059-1692-0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八里情仇.下 京 夫著 7-5059-1692-0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外爱情小说精粹大观 李子光主编 7-5059-1695-5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台港电影与影星 蔡洪声 7-5059-1741-2 中国文联出版社

当粉红撞上了黑色 陈美琳著 7-5059-2275-0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用眼睛写上爱情 陈美琳著 7-5059-2275-0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蓝色梦幻系列.第二辑,古宅情深 陈美琳著 7-5059-2276-9 中国文联出版社

蓝色梦幻系列.第二辑,归海人渔 陈美琳著 7-5059-2276-9 中国文联出版社

蓝色梦幻系列.第二辑,押寨夫人 陈美琳著 7-5059-2276-9 中国文联出版社

蓝色梦幻系列.第二辑,爱情甜酒酿 陈美琳著 7-5059-2276-9 中国文联出版社

蓝色梦幻系列.第二辑,甜蜜追逐 陈美琳著 7-5059-2276-9 中国文联出版社

蓝色梦幻系列.第二辑,系我一生心 陈美琳著 7-5059-2276-9 中国文联出版社



蓝色梦幻系列.第二辑,绿梦情痴 陈美琳著 7-5059-2276-9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一个医生的哲学 郎景和著 7-5059-2995-X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太阳与铁 (日) 三岛由纪夫著 7-5059-3093-1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包头,花园式城市 伊德尔夫主编 7-5059-3337-X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新世纪文学作品选,诗歌卷 冰峰主编 7-5059-3337-X 中国文联出版社

走近往事:一位共和国第一代女电视播音员的
自述

吕大渝著 7-5059-3342-6 中国文联出版社

往事 郭若虚著 7-5059-3614-X 中国文联出版社

关西中日交流史探访 崔万哲著 7-5059-3655-7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师的阶梯:100位世界名人成功之路 赵忠心编著 7-5059-3670-0 中国文联出版社

泰国 [德] 托马斯·巴克迈艾尔著 7-5059-3678-6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月亮营地 梅卓著 7-5059-3689-1 中国文联出版社

麒麟缘 (法) 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著 7-5059-3696-4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一个女人的沉沦与新生 雪捏著 7-5059-3710-3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我在东京当便衣 东方明, 柳雨岩著 7-5059-3739-1 中国文联出版社

触摸X夫人 刘为著 7-5059-3759-6 中国文联出版社

女性学 啜大鹏主编 7-5059-3762-6 中国文联出版社

瀚海烽烟 甄达真等著 7-5059-3770-7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多彩人生 李景田著 7-5059-3793-6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总司令和孩子们 丹琳著 7-5059-3803-7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将军少年时 丹琳著 7-5059-3804-5 中国文联出版社

荒原上短暂的石楠花:勃朗特姐妹传 张耘著 7-5059-3811-8 中国文联出版社

空谷足音:格特鲁德·斯泰因传 张禹九著 7-5059-3813-4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二胡考级作品练习指南,第一套 程巍, 杨菁著 7-5059-3815-0 中国文联出版社

踢来踢去 范江怀著 7-5059-3828-2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医坛怪杰:长篇纪实文学 赵遵生著 7-5059-3830-4 中国文联出版社

都市酷情:新爱情小说荟萃 邱华栋等著 7-5059-3845-2 中国文联出版社

明星脸谱:一部给明星“点穴”的酷评 伊沙, 徐江, 洪烛著 7-5059-3863-0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打开奥运之门 朱金平著 7-5059-3868-1 中国文联出版社

拜伦情史 (法) 安德烈·莫洛亚著 7-5059-3877-0 中国文联出版社

险途与坦途 邹纪孟著 7-5059-3881-9 中国文联出版社

蚊子与山歌 残雪[著] 7-5059-3895-9 中国文联出版社

钟点人 张抗抗[著] 7-5059-3901-7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生成功百论 明静著 7-5059-3921-1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生走笔 明静著 7-5059-3921-1 中国文联出版社

生命絮语 明静著 7-5059-3921-1 中国文联出版社

辉煌背后:走进奥运明星的私人空间 刘棨林著 7-5059-3940-8 中国文联出版社

女人的乐园:性爱与婚姻 郎景和著 7-5059-3959-9 中国文联出版社

血浸的轮痕 翼浦著 7-5059-3975-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克里斯蒂的教唆 翼浦著 7-5059-3976-9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又有新欢 翼浦著 7-5059-3977-7 中国文联出版社

死亡三重奏 (法) 弗·达尔 (Frederic Dard) 著 7-5059-3983-1 中国文联出版社

晨梦消魂 (法) 弗·达尔 (Frederic Dard) 著 7-5059-3984-X 中国文联出版社

败类 (法) 弗·达尔 (Ffederic Dard) 著 7-5059-3985-8 中国文联出版社

杀手泪 (法) 弗·达尔 (Frederic Dard) 著 7-5059-3986-6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外钢琴家访谈录:鲍蕙荞倾听同行.1 鲍蕙荞著 7-5059-3995-5 中国文联出版社

吃喝恋:人生百味美食中 王子辉著 7-5059-3996-3 中国文联出版社

河流:历史的五线谱 张锐锋著 7-5059-4010-4 中国文联出版社

狼爸爸羊爸爸 营峰著 7-5059-4042-2 中国文联出版社

浮世 葛均义著 7-5059-4071-6 中国文联出版社

都市隐形人 东方明著 7-5059-4115-1 中国文联出版社

荒山之恋 王安忆著 7-5059-4120-8 中国文联出版社

性, 痛楚并快乐:唐医生性心理诊所 赵世民著 7-5059-4132-1 中国文联出版社

帝都秦城的苦旅:咸阳城市变迁崛起今古纪实 沙石著 7-5059-4154-2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12 何汉著 7-5059-4178-X 中国文联出版社

童年纪事 秋梅主编 7-5059-4273-5 中国文联出版社

造句选百条 尹义良著 7-5059-4329-4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直航台海:我在台湾牢狱248天 张力著 7-5059-4411-8 中国文联出版社

海王的礼物 (英) 安德鲁·朗恩编 7-5059-4452-5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华情》歌曲征集演唱大型系列活动获奖
歌曲集

《中华情》歌曲征集演唱大型系列活动组委
会编

7-5059-4519-X 中国文联出版社

首届中国舞蹈节文论集 中国舞蹈家协会编 7-5059-4550-5 中国文联出版社

雪域军魂:西藏代职手记 聂秀生著 7-5059-4590-4 中国文联出版社

英雄big foot 1 孙文圣著 7-5059-4652-8 中国文联出版社

谁搞垮了婚姻:破译神秘的爱情婚姻密码 黄安著 7-5059-4729-X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上海大案.续篇 刘翔著 7-5059-4800-8 中国文联出版社

纵横：无限的分裂 程彬著 7-5059-4906-3 中国文联出版社



快乐东西.1 其卡通编绘 7-5059-4930-6 中国文联出版社

快乐东西.2 其卡通编绘 7-5059-4931-4 中国文联出版社

快乐东西.4 其卡通编绘 7-5059-4933-0 中国文联出版社

掌权:管人其实很容易 段海春编著 7-5059-4979-9 中国文联出版社

情系延安 焦歌著 7-5059-5012-6 中国文联出版社

初恋底片 袁梅君著 7-5059-5053-3 中国文联出版社

婚姻革命 (英)罗　素(Russell,B.)著 7-5060-0053-9 东方出版社

女皇梦:江青外传 朱仲丽著 7-5060-0064-4 东方出版社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词典 (德)科 辛(Kosing,A.)编 7-5060-0184-5 东方出版社

开创二十一世纪的新韩国 (韩)金泳三著 7-5060-0341-4 东方出版社

“妖女”的爱情36计 段清华著 7-5060-0939-0 东方出版社

避孕药片: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 (美) 伯纳德·阿斯贝尔 (Bernard Asbell) 
著

7-5060-1114-X 东方出版社

洗钱犯罪与对策 甄进兴 [编著] 7-5060-1395-9 东方出版社

佳吉列夫传 (俄) 谢尔盖·利发尔著 7-5060-1417-3 东方出版社

就这样，他成了威廉·詹姆斯
(美) 霍华德·马文·范斯坦 (Howard M. 

Feinstein) 著
7-5060-1418-1 东方出版社

马丁与汉娜:海德格尔和他的妻子及情人
[法] 卡特琳·克莱芒 (Catherine 

Clement) 著
7-5060-1498-X 东方出版社

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 胡联合著 7-5060-1508-0 东方出版社

斯特拉文斯基传:性格·创作·观点 (俄) 德鲁斯金著 7-5060-1520-X 东方出版社

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 阮宗泽著 7-5060-1531-5 东方出版社

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对俄罗斯的
实证分析

李景阳著 7-5060-1536-6 东方出版社

科学与知识社会学 (英) 迈克尔·马尔凯 (Michael Mulkay) 著 7-5060-1543-9 东方出版社

知识和社会意象 (英) 大卫·布鲁尔 (David Bloor) 著 7-5060-1546-3 东方出版社

重塑梭罗 (美) 罗伯特·米尔德著 7-5060-1547-1 东方出版社

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
(奥) 卡林·诺尔-塞蒂纳 (Karin D. Knorr-

Cetina) 著
7-5060-1552-8 东方出版社

乔治·沃克·布什与布什王朝
(美) 比尔·米努塔利奥 (Bill Minutaglio) 

著
7-5060-1588-9 东方出版社

斯特恩回忆录:我的前79年 (美) 斯特恩 (Isaac Stern) 著 7-5060-1629-X 东方出版社

民国伪钞第一案 窦应泰著 7-5060-1648-6 上海人民出版社

健康商数:马上就健康快乐 庞爱兰主编 7-5060-1655-9 东方出版社

亲爱的死鬼:名著人物的另一种可能 王小山著 7-5060-1661-3 东方出版社



丢失的人:中国人“脑健康”备忘 吕铁力著 7-5060-1730-X 东方出版社

绿天 雪林[著] 7-5060-1739-3 东方出版社

往事 冰心[著] 7-5060-1742-3 东方出版社

酒后 凌叔华[著] 7-5060-1743-1 东方出版社

比狼学得快:在学习型组织中生存和发展 (美) 大卫·哈彻斯 (David Hutchens) 著 7-5060-1744-X 东方出版社

痛心财富 方舟著 7-5060-1758-X 东方出版社

饥饿的海:一个女人的自述：需要一颗多么强
大的心脏才能统帅男人和大海

(美) 琳达·格林劳 (Linda Greenlaw) 著 7-5060-1763-6 东方出版社

俄国文史采微 蒋路著 7-5060-1781-4 东方出版社

冰山的一角:掌控影响组织成败的隐性力量 (美) 大卫·哈彻斯 (David Hutchens) 著 7-5060-1790-3 东方出版社

寄住在贝壳里的海 詹馥华著 7-5060-1793-8 东方出版社

我告程维高:一个公民与一个省委书记的战争 郭光允著 7-5060-1809-8 东方出版社

警告男人 莫杰编著 7-5060-1812-8 东方出版社

不会飞的大黄蜂？: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的
七大策略

(加) 巴里·西斯金德 (Barry Siskind) 著 7-5060-1867-5 东方出版社

世界首富坎普拉德 郭愚主编 7-5060-1895-0 东方出版社

美女攻略:凤凰卫视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技战
宝典

穆木, 李辉编著 7-5060-1934-5 东方出版社

现在我们还能吃什么:《食品安全调查》增订
纪念本

任盈盈著 7-5060-1937-X 东方出版社

摩登女孩婚礼指南 (英) 沙拉·伊文思著 7-5060-1960-4 东方出版社

面对面顾问式实战销售 周嵘著 7-5060-1963-9 东方出版社

给爱一个机会 吕如中著 7-5060-1966-3 东方出版社

我爱上你了笨蛋 漂流者著 7-5060-2006-8 东方出版社

人到30能做的事和该做的事 (日) 国司义彦著 7-5060-2013-0 东方出版社

人到50能做的事和该做的事 (日) 国司义彦著 7-5060-2015-7 东方出版社

臧克家文笔精华 郑曼, 郑苏伊选编 7-5060-2026-2 东方出版社

帅哥美女靠边站 灰雪公主著 7-5060-2030-0 东方出版社

谁在伤害艺术 刘建伟著 7-5060-2054-8 东方出版社

你的孩子也是天才:培养天才儿童的LT智能教
育法

陈大为编著 7-5060-2127-7 东方出版社

青花 赵本夫原著 7-5060-2142-0 东方出版社

职场“金庸”:人心就是江湖 沈威风著 7-5060-2175-7 东方出版社

鬼子来了 杨玉文著 7-5060-2217-6 东方出版社

我的超级NO.1.1 (韩) 丁智英著 7-5060-2286-9 东方出版社



我，征服了年龄 何学林著 7-5060-2309-1 东方出版社

我是超女，你也是 阿飞姑娘, 超楠主编 7-5060-2331-8 东方出版社

终端第一 冯付凯著 7-5060-2437-3 东方出版社

味道 CCTV《财富故事会》栏目组编 7-5060-2582-5 东方出版社

东周列国志.上册 [清]蔡元放原著 7-5061-1142-X 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

东周列国志.下册 [清]蔡元放原著 7-5061-1142-X 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照射摄入量估算手册 E.T.莱萨德等著 7-5062-0207-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性·性传播疾病 殷致宇,褚小玲编著 7-5062-0442-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解生物学 白振宇译 7-5062-0471-1 徐氏基金会

基础生物 于名振译 7-5062-0472-X 徐氏基金会

图解生理学 ( )麦可诺夫,( )卡兰德著 7-5062-0476-2 徐氏基金会

图解生理学 ( )麦可诺夫,( )卡兰德著 7-5062-0476-2 徐氏基金会

药物学 林茂村编著 7-5062-0477-0 徐氏基金会

解剖生理学
( )罗 斯(Ross,J.S.),( )威尔森

(Wilson,K.J.W.)著
7-5062-0478-9 徐氏基金会

英汉医学百科辞典 范永达译 7-5062-0479-7 徐氏基金会

英文同义字典 刘 毅编译 7-5062-0650-1 学习出版社

英文反义字典 刘 毅编译 7-5062-0651-X 学习出版社

心脏外科指南 朱晓东,薛淦兴主编 7-5062-0789-3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当代大学生心理学 孙守成,李 印主编 7-5062-0790-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英语会话 赖伯勇校订 7-5062-0852-0 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生活美语 吕光东编著 7-5062-0854-7 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三分钟强身法 陈苏编著 7-5062-1075-4 得利书局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点分析与高分对策,四级语
法1000题

主编 郑天义 7-5062-1199-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肝脏局灶性病变超声诊断学 徐智章编著 7-5062-1304-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医学生物化学 魏湧主编 7-5062-1340-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心血管疾病临床诊疗标准 蓝志强编 7-5062-1343-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癌症自然疗法:现代奇迹加滕式疗法的真相 (日)加藤清著 7-5062-1379-6 创意文化事业公司

急性腹症的早期诊断 ( )科 普(Cope,Zachary)著 7-5062-1418-0 巨流图书公司

法医学 徐英含主编 7-5062-1571-3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氏内科学:19版.第一卷
(美)J.B.温加登(James B.Wyngaarden)等主

编
7-5062-1944-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
公司



西氏内科学:19版.第二卷
(美)J.B.温加登(James B.Wyngaarden)等主

编
7-5062-1945-x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
公司

西氏内科学:19版.第三卷
(美)J.B.温加登(James B.Wyngaarden)等主

编
7-5062-1946-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
公司

西氏内科学:19版.第四卷
(美)J.B.温加登(James B.Wyngaarden)等主

编
7-5062-1947-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
公司

口腔正畸矫治器图谱:结构原理应用 (意)丹　狄(Tenti,Federico V.)著 7-5062-1971-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道兰氏英汉医学辞海:第28版 (美)[D.M.安德森]Douglas M.Anderson总主
编

7-5062-2185-3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胃外科手术图谱 (美)[M.J.津纳]Michael J.Zinner著 7-5062-2190-X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图谱 (美)[P.A.埃伯特]Paul A.Ebert著 7-5062-2191-8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成人心脏病外科手术图谱 (美)[W.A.盖伊,Jr.]William A.Gay著 7-5062-2192-6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食管外科手术图谱 (美)[D.B.斯金纳]David B. Skinner著 7-5062-2193-4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血管外科手术图谱
(美)[C.K.扎林斯]Christopher K. 

Zarins，(美)[B.L.格韦斯]Bruce L. 
7-5062-2194-2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肝脏外科手术图谱 (美)[C.E.布勒尔斯]Christoph E.Broelsch
著

7-5062-2195-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胸外科手术图谱
(美)[H.C.小乌尔舍尔]Harold C.Urschel 
Jr.，(美)[J.D.库珀]Joel D.Cooper著

7-5062-2196-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

公司

细胞培养 司徒镇强，吴军正主编 7-5062-2215-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

公司

分子医学原理 (美)J.Larry Jameson总主编 7-5062-2217-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外科手术技巧图谱 (美)格利埃德曼(Gliedman,Marvin L.)著 7-5062-2287-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解活动矫治器 (日)岸本正著 7-5062-2337-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院前急救 安庆斌等主编 7-5062-2537-9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漫画英语会话极短句,2字篇 DT企画编 7-5062-2567-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新大纲大学英语四、六级词汇精解 林立主编 7-5062-2651-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成本会计学:最新版 陈解生主编 7-5062-2675-8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连续出版物管理研究进展:1949～1990 江乃武等著 7-5062-2707-X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全科医学理论与实践 主编 顾湲, 吕繁 7-5062-2726-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矫形外科应用影象诊断学基础 唐农轩主编 7-5062-2756-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

公司

现代标准方丝弓矫治技术 姚森编著 7-5062-2817-3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汉英中医药大词典 李照国主编 7-5062-2931-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临床护理科研原理与方法 李远贵主编 7-5062-3038-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

公司



口腔正畸治疗学 林珠等主编 7-5062-3085-2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

公司

英汉双解多媒体词典 (英) S. M. H. 科林 (S. M. H. Collin) 
编著

7-5062-3105-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新版医古文导读:详注、语译及习题答案 何少初编著 7-5062-3106-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尼氏儿科学精要
(美)[R.E.贝尔曼](Richard E. Behrman)，
(美)[R.M.克利格曼](Robert M. Kliegman)

主编

7-5062-3222-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

公司

情景对话:英汉对照 (英)Michael Ockenden著 7-5062-3292-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赴澳大利亚留学指南 胡本未, 罗静, 杨天沛编著 7-5062-3394-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尼尔逊儿科学:第15版.上卷 (美)[W.E.纳尔逊])Waldo E.Nelson等主编 7-5062-3634-6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尼尔逊儿科学:第15版.下卷 (美)[W.E.纳尔逊])Waldo E.Nelson等主编 7-5062-3634-6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内科护理新概念 主编 王法勤 ... [等] 7-5062-3676-1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20世纪的激情:摇滚乐 程工编著 7-5062-3683-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胆道外科手术图谱 (美)[J.L.卡梅伦]John L.Cameron著 7-5062-3724-5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STD病原体基因诊断技术 于文彬，祝道成主编 7-5062-3727-X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
司医学生物化学 魏湧主编 7-5062-3731-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口腔正畸临床固定矫治技巧 段银钟主编 7-5062-3774-1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内科学分册 翁心植，胡亚美总主编 7-5062-3779-2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外科学分册 翁心植，胡亚美总主编 7-5062-3780-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
司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妇产科学分册 翁心植，胡亚美总主编 7-5062-3781-4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儿科学分册 翁心植，胡亚美总主编 7-5062-3782-2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皮肤科学分册 曹仁烈主编 7-5062-3783-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耳鼻咽喉科学分册 翁心植，胡亚美总主编 7-5062-3784-9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眼科学分册 翁心植，胡亚美总主编 7-5062-3785-7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口腔科学分册 翁心植，胡亚美总主编 7-5062-3786-5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口腔科学分册 翁心植，胡亚美 总主编 7-5062-3786-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药物分册 翁心植，胡亚美总主编 7-5062-3787-3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检验科学分册 翁心植，胡亚美总主编 7-5062-3788-1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护理科学分册 翁心植，胡亚美总主编 7-5062-3789-X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中医药学分册 翁心植，胡亚美总主编 7-5062-3790-3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系统解剖学实习指导及中英文习题集 曾志成主编 7-5062-3805-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
司最新常用英语同义词辨析词典 主编 王学文, 张海森 7-5062-3911-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内科医师查房必备 王明惠等主编 7-5062-3934-5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内科医师查房必备 王明惠 等主编 7-5062-3934-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美国研究生院奖(助)学金指南 李励, 翼飞编著 7-5062-3963-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赴美考研指南:美国400所研究生院简明招生

资料
林来华, 林庆编著 7-5062-4022-X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考点分析与高分对策,四
级听力分类突破

主编 郑天义 7-5062-4032-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掌握英语:21世纪必备交流技能训练 Hover Chang(张翔) 编著 7-5062-4106-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英语词汇天地
(美) M. A. 里什克 (Margaret Ann 

Richek) 著
7-5062-4128-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百思得趣味英语 主编 成应翠 7-5062-4131-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世界最新英汉医学辞典 白永权主编 7-5062-4232-X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世界最新英汉医学辞典 白永权 主编 7-5062-4232-x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梅氏腹部外科手术学:第10版.上卷 (美)Michael J.Zinner主编 7-5062-4235-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梅氏腹部外科手术学:第10版.下卷 (美)Michael J.Zinner主编 7-5062-4235-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威廉姆斯产科学:第 20 版 [美]f. gary cunningham…[等]主编 7-5062-4237-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基因治疗学 (瑞士)杰恩(K.K.Jain)著 7-5062-4241-9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胃肠手术技巧图谱.上册 (美)emilio etala原著 7-5062-4242-7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胃肠手术技巧图谱.下册 (美)emilio etala原著 7-5062-4242-7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基础与临床药理学 主编 (美) Bertram G.Katzung 7-5062-4244-3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格-斯整形外科学
(美) 主编 Sherrell J.Aston, (美) 

Robert W. Beasley, (美) Charles H.M. 
7-5062-4245-1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世界最新英汉医学词汇.上卷 徐群渊等总主编 7-5062-4249-4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世界最新英汉医学词汇.下卷 徐群渊等总主编 7-5062-4249-4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现代精囊疾病诊断和治疗 邢俊平主编 7-5062-4273-7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GRE、TOEFL考试速成精华 朵朵, 张华军主编 7-5062-4311-3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皮肤外科学 (美)[J.L.拉茨]John Louis Ratz主编 7-5062-4339-3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小儿皮肤病诊断彩色图谱 [美]Samuel Weinberg 等主编 7-5062-4340-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临床全口义齿学 郭天文主编 7-5062-4342-3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英汉计算机网络缩略语辞典 康耀红主编 7-5062-4344-X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词汇·语法达标突破 主编 袁锡兴 7-5062-4346-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临床牙颌畸形治疗学彩色图谱 施长溪著 7-5062-4367-9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征服英语口语 张翔编著 7-5062-4420-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皮肤科国家基本药物与新特药手册 马振友主编 7-5062-4490-X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GRE数学全真难题绘萃 樊一昕, 苑涛编著 7-5062-4499-3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GRE同义词细微差别词典 樊一昕, 苑青主编 7-5062-4501-9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走向美国:赴美留学、工作、移民、商务、探
亲、旅游指南

签证高手工作室编著 7-5062-4523-X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走向香港和新加坡:赴香港和新加坡留学、工

作、移民、商务、探亲、旅游指南
签证高手工作室编著 7-5062-4524-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英语阅读突破书系,掌握词汇3000 总主编 杜瑞清 7-5062-4537-X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
司临床口腔内科新进展 史久成，史俊南编著 7-5062-4561-2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临床口腔预防医学 李刚编著 7-5062-4562-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临床各科疑难病诊治与康复 主编 邓宝康, 张伶伶 7-5062-4574-4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考研政治全程复习指导 包仁，汪云生主编 7-5062-4595-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富爸爸，穷爸爸
(美) 罗伯特·T.清崎 (Robert 

T.Kiyosaki), (美) 莎伦·L.莱希特 
7-5062-4674-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神奇的现金流象限
(美) 罗伯特·T.清崎 (Robert 

T.Kiyosaki), (美) 莎伦·L.莱希特 
7-5062-4675-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颅脑MR和CT诊断学 (美) S. Howard Lee等主编 7-5062-4741-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部位皮肤病学图谱:诊断与治疗 原著 (日) 西山重雄 ... [等] 7-5062-4746-1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临床骨科学 (美) Edward V.Craig原著 7-5062-4747-X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耳鼻咽喉科学彩色图谱 (澳)本杰明(Benhamin,B.)编 7-5062-4749-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骨科影像学:诊断与鉴别诊断 (英)Peter Renton原著 7-5062-4750-X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
司亚历山大直丝弓临床矫治技术 [日]VSD研究会编 7-5062-4792-5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实用商务英语 侯书森, 王吉献编写 7-5062-4796-8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临床儿童口腔科学 文玲英，杨富生主编 7-5062-4804-2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直丝弓矫治 邵金陵, 冯雪编著 7-5062-4805-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妇科病防治新概念 辛晓燕主编 7-5062-4807-7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中风预防与康复新概念 吕桦编著 7-5062-4808-5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税前扣除与投资改组业务所得税问题解析 主编 董树奎 7-5062-4822-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西洋妙语.1 (英)John, (英)Ching Yee Smithback著 7-5062-4911-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英语词汇分级突破,英语专业八级 吴自选, 李欣编著 7-5062-4936-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TOEFL词组 王玉梅, 包凡一编著 7-5062-4954-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莫扎特嬉游曲管乐合奏曲集.上册,总谱 [(奥) 莫扎特曲] 7-5062-4990-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莫扎特嬉游曲管乐合奏曲集.上册,旋律分谱 [(奥) 莫扎特曲] 7-5062-4990-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莫扎特嬉游曲管乐合奏曲集.下册,总谱 [(奥) 莫扎特曲] 7-5062-4990-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莫扎特嬉游曲管乐合奏曲集.下册,旋律分谱 [(奥) 莫扎特曲] 7-5062-4990-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世界最新英汉医学缩略语词典 白永权主编 7-5062-4995-2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口腔科急症诊断与治疗 主编 毛天球 7-5062-5012-8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局部解剖学 曾志成主编 7-5062-5037-3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
司局部解剖学学习指导 曾志成主编 7-5062-5038-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
司大学英语四级听力常考单词与词组荟萃 思马得学校主编 7-5062-5078-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TOEFL词汇思马得记忆法 思马得学校主编 7-5062-5079-9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酒菜与酒话 阮汝玮编 7-5062-5086-1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世界最新日汉医学速查词典 侯仁锋，李国栋主编 7-5062-5153-1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世界最新日汉医学速查词典 侯仁锋，李国栋主编 7-5062-5153-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女性理财指南
(美) 安·Z. 彼得森 (Ann Z. Peterson), 
(美) 史蒂芬·M. 罗森伯格 (Stephen M. 

Rosenberg) 著

7-5062-5169-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富爸爸 富孩子，聪明孩子:giving your 
child financial head start

(美) 罗伯特·T. 清崎 (Robert T. 
Kiyosaki), (美) 莎伦·L. 莱希特 

(Sharon L. Lechter) 著

7-5062-5170-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妙制斋点素飘香 蔡洁仪编著 7-5062-5184-1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蒸炆炖营养食谱 蔡洁仪编著 7-5062-5185-X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精致中西甜品 蔡洁仪编著 7-5062-5188-4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家乡菜 庄志诚编著 7-5062-5190-6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家庭新派菜 谭吴威凤编著 7-5062-5191-4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精彩醒胃冷菜 王诗薇编著 7-5062-5192-2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医生不会告诉你的健康常识,轻松省钱的保健
妙方

李传修, Energy编辑室编著 7-5062-5198-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烹坛24位名厨 葛子厚主编 7-5062-5201-5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财源滚滚
(美) 罗伯特·G. 艾伦 (Robert G. Allen) 

著
7-5062-5249-X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
公司

聪明饮食:有益身心健康的饮食手册
(美) 苏珊·G.博格, (美) 《预防》杂志编

辑部编
7-5062-5251-1 世界图书出版

超凡企业家 (美) 马克·巴文著 7-5062-5254-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赴新西兰留学指南 胡本未, 罗静, 唐治平编著 7-5062-5257-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英国留学指南 耿兴元编著 7-5062-5259-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

公司

美国全奖留学申请与书信实例 耿兴元编著 7-5062-5260-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Barron`s最新托福精要词汇 (美) S.J.马蒂森编著 7-5062-5261-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系统解剖学 曾志成主编 7-5062-5264-3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医生不会告诉你的健康常识,求生健脑篇 李传修编著 7-5062-5307-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医生不会告诉你的健康常识,瘦身强身篇 李传修编著 7-5062-5308-9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神经科学彩色图谱:神经解剖学与神经生理学 (英)Ben Greenstein，(英)Adam 
Greenstein著

7-5062-5327-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
司医学常用实验技术精编 主编 党双锁 7-5062-5336-4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阅读108篇:2006版 主编 郭崇兴 7-5062-5352-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雅思预科语法 主编 宫东风 7-5062-5369-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决战英语口语,造句篇 曲刚著 7-5062-5387-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决战英语口语,发音篇 曲刚著 7-5062-5388-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中菜厨技入门 葛子厚主编 7-5062-5411-5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名菜120款制作 葛子厚主编 7-5062-5412-3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营销模式经典:最新版 《商界》杂志社主编 7-5062-5429-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英语词汇逻辑记忆法,大学6000词 编著 黎学智 7-5062-5444-1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活得别那么累:简化你生活的33条法则
(德) 韦尔纳·迪奇·屈斯滕马赫, (德) 洛

塔尔·J.赛韦特著
7-5062-5455-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不可思意英成语:全民英语急转弯.2,H～O 文 Carolyn G.Choong 7-5062-5467-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现代神经影像学 彭仁罗等主编 7-5062-5478-6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新编人体解剖学图谱 曾志成主编 7-5062-5479-4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雅思考试(IELTS)扩充词汇阅读 李传伟编著 7-5062-5552-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不可思意英成语:全民英语急转弯.3,P-Z 文 Carolyn G. Choong 7-5062-5611-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决战六级 四、六级考题研究组编著 7-5062-5674-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开心也能学洋话 东方友人著 7-5062-5725-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玫瑰之约 Annie Cheng, 程兰芝主编 7-5062-5785-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海派时尚菜,喜庆迎宾篇 主编 郑申根 7-5062-5798-X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六级强化阅读220篇 主编 郑天义 7-5062-5821-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高频词汇速递,大学英语专业八级 主编 郑天义 7-5062-5825-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房室保健 王强虎主编 7-5062-5853-6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内源性哇巴因研究文集 吕卓人主编 7-5062-5860-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
司突破高考英语,词汇篇 铁岭编著 7-5062-5871-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30天药膳排毒健康餐 冰泠等编著 7-5062-5900-1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7天绝对快速瘦身餐 冰泠, 陶磊编著 7-5062-5901-X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360°绝对粉嫩美白餐 蔡蔡, 陶磊编著 7-5062-5902-8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美腿消脂健康操 木泽, 苏苏编著 7-5062-6088-3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完美曲线瘦身操 何昕逸, 苏苏编著 7-5062-6089-1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5分钟完全纤臂操 璇子, 木泽编著 7-5062-6090-5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漂亮宝贝小脸操 苏苏, 何昕逸编著 7-5062-6091-3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减压养生魅力操 齐淇, 木泽编著 7-5062-6092-1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快速突围美胸操 齐淇, 筱彦编著 7-5062-6093-X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女性疾病:最新版 李晓林, 左彦文编著 7-5062-6120-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女性身体:最新版 李晓林, 左彦文编著 7-5062-6121-9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哺儿育女:最新版 李晓林, 左彦文编著 7-5062-6122-7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结婚医学:最新版 李晓林, 左彦文编著 7-5062-6123-5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十月怀胎:最新版 李晓林, 左彦文编著 7-5062-6124-3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4级词汇轻松背:Shortcut to Word Power 陈龙梅主编 7-5062-6189-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五官及颈面部肿瘤临床CT诊断 杨智云，许达生主编 7-5062-6229-0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香港明星餐厅 文怡工作坊著 7-5062-6397-1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香港精华游之至尊享受 文怡工作坊著 7-5062-6399-8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征服托福核心词汇5600词 王湘云编著 7-5062-6421-8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临床真菌疾病诊断治疗学 张宏主编 7-5062-6450-1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震撼未来 纪世著 7-5062-6659-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IT新概念时文精解:英汉对照 汤宝兴编译 7-5062-6666-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软件中国的机会 刘亚东著 7-5062-6672-5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希波克拉底誓言:警诫人类的古希腊职业道德

圣典
(古希腊)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原著 7-5062-6751-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人体解剖学与组织生理病理学图谱 曾志成主编 7-5062-6818-3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人体解剖学与组织生理病理学图谱 曾志成主编 7-5062-6818-3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十天搞定TOEFL作文:TOEFL作文实战技巧 张红岩著 7-5062-7055-2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大学英语考试四级,语法分册 金莉主编 7-5062-7404-3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大学英语考试六级,听力分册 金莉主编 7-5062-7405-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女性更年期护理专家方案 执行主编 刘倩, 张友春, 邓丰年 7-5062-7454-X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性病防护专家方案 执行主编 刘倩 ... [等] 7-5062-7455-8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流产护理专家方案 执行主编 刘倩 7-5062-7497-3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英语真相,当今中国杰出英语教育者成功启示 编著 姜伟 7-5062-7704-2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唱响KTV:超级麦霸私教课 关澜著 7-5062-7785-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知难而进 杜永平著 7-5062-7786-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发现蓝海:中国企业如何成功开创全新市场 杜永平著 7-5062-7796-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人体解剖学 曾志成主编 7-5062-8126-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人体解剖学实习指导及习题集 曾志成主编 7-5062-8128-7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验尸官 (美)野口, (美)戴蒙著 7-5063-0035-4 作家出版社



织千个梦 岑凯伦著 7-5063-0081-8 作家出版社

越轨年龄 王心丽著 7-5063-0090-7 作家出版社

女山 黄尧著 7-5063-0092-3 作家出版社

冷杀手 (英)希金斯著 7-5063-0119-9 作家出版社

梦的衣裳 琼 瑶著 7-5063-0134-2 作家出版社

问斜阳 [琼瑶著] 7-5063-0174-1 花城出版社

秋歌 琼 瑶著 7-5063-0175-X 作家出版社

女朋友 琼 瑶著 7-5063-0192-X 作家出版社

不曾失落的日子:我的生活和我的童年 琼瑶著 7-5063-0201-2 作家出版社

水灵 琼瑶著 7-5063-0219-5 作家出版社

沙仑玫瑰 严沁著 7-5063-0238-1 作家出版社

剪不断的乡愁 琼 瑶著 7-5063-0241-1 作家出版社

金盏花 [琼瑶著] 7-5063-0281-0 花城出版社

浪花 琼 瑶著 7-5063-0293-4 作家出版社

琼瑶自传:我的故事 琼 瑶著 7-5063-0299-3 作家出版社

一帘幽梦 琼瑶著 7-5063-0316-7 浙江人民出版社

历代典故辞典 陆尊梧, 李志江著 7-5063-0332-9 作家出版社

讽刺幽默诗选 徐慎贵编 7-5063-0336-1 作家出版社

六个梦 琼 瑶著 7-5063-0347-7 作家出版社

几度夕阳红 琼 瑶著 7-5063-0388-4 作家出版社

寒烟翠 琼 瑶著 7-5063-0389-2 作家出版社

中国的神话世界 王孝廉著 7-5063-0391-4 作家出版社

天涯侠客.上册 陈青云著 7-5063-0410-4 作家出版社

天涯侠客.下册 陈青云著 7-5063-0410-4 作家出版社

飞刀神剑.上 陈青云著 7-5063-0412-0 作家出版社

飞刀神剑.下 陈青云著 7-5063-0412-0 作家出版社

烟雨濛濛 琼 瑶著 7-5063-0417-1 作家出版社

粉红色三角.1,苍岛巨浪 (日)树纳子密著 7-5063-0434-1 作家出版社

粉红色三角.2,阿蕾，加油 (日)树纳子密著 7-5063-0434-1 作家出版社

粉红色三角.3,再见了，妒忌心 (日)树纳子密著 7-5063-0434-1 作家出版社

粉红色三角.4,萤子的阴谋 (日)树纳子密著 7-5063-0434-1 作家出版社

粉红色三角.5,绝望 (日)树纳子密著 7-5063-0434-1 作家出版社

雪珂 琼瑶著 7-5063-0435-X 作家出版社



富翁、乞丐与勇士 袁　浪著 7-5063-0436-8 作家出版社

基督的最后诱惑 (希)卡赞扎基斯(Kazantzakis,Nikos)著 7-5063-0452-X 作家出版社

匆匆,太匆匆 琼 瑶著 7-5063-0454-6 作家出版社

白狐 琼 瑶著 7-5063-0457-0 作家出版社

天庭演义 关庆坤著 7-5063-0462-7 作家出版社

船 琼瑶著 7-5063-0489-9 作家出版社

冰儿 琼瑶著 7-5063-0490-2 作家出版社

喑哑群山 筱　敏著 7-5063-0491-0 作家出版社

罪与悔 田珍颖著 7-5063-0492-9 作家出版社

西部女性 裴积荣著 7-5063-0493-7 作家出版社

月亮走我也走 田中禾著 7-5063-0666-2 作家出版社

丰乳肥臀 莫 言著 7-5063-0992-0 作家出版社

蝈蝈歌吟 续维国著 7-5063-1630-7 作家出版社

英雄无语 项小米著 7-5063-1668-4 作家出版社

财富时代 胡月伟著 7-5063-1693-5 作家出版社

乡情 王传明著 7-5063-1730-3 作家出版社

遥远的地方.第三部 姚洪良著 7-5063-1737-0 作家出版社

特区少妇 田青著 7-5063-1785-0 作家出版社

不可言说 陈染著 7-5063-1883-0 作家出版社

三重门 韩寒著 7-5063-1888-1 作家出版社

西部情怀 贺志宏著 7-5063-1934-9 作家出版社

外省书 张炜著 7-5063-1967-5 作家出版社

蒙面之城 宁肯著 7-5063-2101-7 作家出版社

往来香港的军车 陈杰, 苗长水著 7-5063-2127-0 作家出版社

轻轻松松上哈佛 宋元, 陈小放著 7-5063-2152-1 作家出版社

人活在世 唐秀海著 7-5063-2154-8 作家出版社

烟雨濛濛 琼瑶著 7-5063-2172-6 作家出版社

新华商之路:打造新一代中国工商精英 王辉耀著 7-5063-2196-3 作家出版社

豪门旧梦:一个上海“老克拉”的回忆 树棻著 7-5063-2248-X 作家出版社

天下粮仓:央视2002年开年扛鼎之作 高锋著 7-5063-2249-8 作家出版社

有想法 没办法 布丁著 7-5063-2271-4 作家出版社

抒情年代 潘婧著 7-5063-2296-X 作家出版社

欲罢不能 周力军著 7-5063-2297-8 作家出版社



死去的历史遗留下的东西:谷川俊太郎诗选 [ (日) 谷川俊太郎著] 7-5063-2330-3 作家出版社

张学良——少帅涅槃 王朝柱著 7-5063-2339-7 作家出版社

MBA通才之道:中外MBA分析指南 王辉耀著 7-5063-2343-5 作家出版社

男儿山女儿河:从维熙散文集 从维熙著 7-5063-2348-6 作家出版社

守望田园:从维熙随笔集 从维熙著 7-5063-2349-4 作家出版社

灰姑娘 陈彤著 7-5063-2353-2 作家出版社

目击证人 孙德平著 7-5063-2361-3 作家出版社

非常猎艳:语词笔记(2001) 黄集伟著 7-5063-2381-8 作家出版社

鹦鹉的定理 (法) 德尼·盖之 (Denis Guegj) 著 7-5063-2393-1 作家出版社

我是波西米亚人 徐敏霞著 7-5063-2400-8 作家出版社

搭档情侣 (美) 诺拉·罗伯茨 (Nora Roberts) 著 7-5063-2436-9 作家出版社

怀旧的旅行:赵长天中短篇小说集 赵长天著 7-5063-2439-3 作家出版社

街谣 黄国荣 [著] 7-5063-2454-7 作家出版社

斜阳温柔:雷峰塔的故事 王旭烽著 7-5063-2465-2 作家出版社

小女贼的细软 钱海燕绘本 7-5063-2485-7 作家出版社

蒋天枢传: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忠笃弟子和
托命之人

朱浩熙著 7-5063-2498-9 作家出版社

天眼 (英) 大卫·阿尔蒙德 (David Almond) 著 7-5063-2506-3 作家出版社

没有玻璃的花房 叶兆言著 7-5063-2513-6 作家出版社

鸟巢 荆歌著 7-5063-2515-2 作家出版社

谁会是明天的富人 徐端海著 7-5063-2518-7 作家出版社

孽债必偿:长篇商务诉讼小说 唐人著 7-5063-2520-9 作家出版社

复仇 刘捷著 7-5063-2523-3 作家出版社

爱情，诗流域 张曼娟著 7-5063-2543-8 作家出版社

高雪部队 王伏炎著 7-5063-2548-9 作家出版社

苦夏:一个志愿军女文工队员的悲情往事 叶雨蒙著 7-5063-2566-7 作家出版社

哈佛主义:留学美国的23个理由 张宏杰著 7-5063-2572-1 作家出版社

午夜向日葵 瑛子著 7-5063-2575-6 作家出版社

胭脂帝国 赵凝著 7-5063-2578-0 作家出版社

紫雾:卢作孚评传 雨时, 如月著 7-5063-2580-2 作家出版社

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作品选 孙绍振著 7-5063-2581-0 作家出版社

少年乔锋 宋别离著 7-5063-2585-3 作家出版社

田园杀机 何申著 7-5063-2588-8 作家出版社



白虹 彭图著 7-5063-2589-6 作家出版社

小女贼在惦记 钱海燕绘本 7-5063-2595-0 作家出版社

乾隆王朝.上 陈亚先, 水运宪, 姚远著 7-5063-2619-1 作家出版社

乾隆王朝.下 陈亚先, 水运宪, 姚远著 7-5063-2619-1 作家出版社

瞄准第一志愿:填报高考志愿的经验教训和技
巧

李志强, 田志著 7-5063-2631-0 作家出版社

妖娆无人相告 夏商著 7-5063-2635-3 作家出版社

爱狗与爱男人 唐晓玲著 7-5063-2638-8 作家出版社

徐志摩婚恋传奇 张琳璋著 7-5063-2648-5 作家出版社

爱你有多深 荆歌著 7-5063-2657-4 作家出版社

绝爱封箱：张国荣 师永刚, 沙林[编著] 7-5063-2660-4 作家出版社

英国旗 (匈) 凯尔泰斯·伊姆莱 (Kertesz Imre) 著 7-5063-2665-5 作家出版社

小女贼之偷香 钱海燕绘本 7-5063-2667-1 作家出版社

拘留:长篇小说 程琳著 7-5063-2673-6 作家出版社

爱情毒药:[漫画] 柏杨著 7-5063-2682-5 作家出版社

女人的麦哲伦航线 翁新华著 7-5063-2683-3 作家出版社

小吏营生:长篇小说 梁歌著 7-5063-2699-X 作家出版社

37°8 尹丽川著 7-5063-2709-0 作家出版社

自掘陷阱 魏晓霞著 7-5063-2728-7 作家出版社

天堂施工队 张执浩著 7-5063-2729-5 作家出版社

150分钟的凄美 张永军著 7-5063-2732-5 作家出版社

在垃圾中被春光唤醒的风信子 东方涂钦著 7-5063-2736-8 作家出版社

另一个人:变形者札记 (匈) 凯尔泰斯·伊姆莱 (Kertesz Imre) 著 7-5063-2738-4 作家出版社

SARS危机 柳建伟著 7-5063-2747-3 作家出版社

九命猫 周德东著 7-5063-2760-0 作家出版社

20世纪末10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选.上册 安然主编 7-5063-2764-3 作家出版社

20世纪末10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选.下册 安然主编 7-5063-2764-3 作家出版社

养狗日记 江凯文著 7-5063-2766-X 作家出版社

嫁给刘欢 卢璐著 7-5063-2770-8 作家出版社

穿梭魔域 (美) 丹娃著 7-5063-2787-2 作家出版社

X个人和三个畜生 张紫葛著 7-5063-2789-9 作家出版社

宝贝, 只剩下我和你 王文华图·文 7-5063-2791-0 作家出版社

冒犯之美:语词笔记 (2002) 黄集伟著 7-5063-2792-9 作家出版社

快乐也醉悲伤也醉 张骁著 7-5063-2793-7 作家出版社



小女贼私房画 钱海燕绘本 7-5063-2797-X 作家出版社

三重门 韩寒[著] 7-5063-2802-X 作家出版社

万里之旅:我的日记 陈相贵著 7-5063-2804-6 作家出版社

甲乙丙丁 戴来著 7-5063-2816-X 作家出版社

邮购新娘 (加) 张翎著 7-5063-2818-6 作家出版社

优雅与恐惧 老猫著 7-5063-2822-4 作家出版社

混沌晓舞:县长日志 郭宪著 7-5063-2827-5 作家出版社

分手的情人别见面:长篇小说 蔚江著 7-5063-2833-X 作家出版社

童话人格 柯云路著 7-5063-2834-8 作家出版社

重点高中 孙浩著 7-5063-2835-6 作家出版社

推开文学家的门:漫游全世界作家的屋子 (台湾) 成寒著/摄影 7-5063-2843-7 作家出版社

零点登陆:网络灵魂对话 刘伟见著 7-5063-2848-8 作家出版社

宫廷画师郎世宁 苏立群著 7-5063-2849-6 作家出版社

灵感 贝鲁平著 7-5063-2857-7 作家出版社

汉城兄弟 (韩) 殷熙耕著 7-5063-2867-4 作家出版社

天堂向左 深圳往右 慕容雪村著 7-5063-2884-4 作家出版社

戴女士与蓝 朱文颖著 7-5063-2892-5 作家出版社

爱你两周半 徐坤著 7-5063-2950-6 作家出版社

你无法阻止:“卧底女侠”的独特小说 涂俏著 7-5063-2953-0 作家出版社

莫尼卡·莱温斯基自述:我的爱情 (英) 安德鲁·莫顿 (Andrew Morton) 著 7-5063-3033-4 作家出版社

我的住院日记之羊肉炉不是故意的 LogyDog著 7-5063-3089-X 作家出版社

倒数第2个女朋友 王文华著 7-5063-3094-6 作家出版社

谁适合移民加拿大:加拿大移民生活纪实 戈雪著 7-5063-3108-X 作家出版社

那年代真乱 杨拉克著 7-5063-3140-3 作家出版社

史密斯行动
(美) 凯茜·依丝特·杜波斯基 (Cathy East 

Dubowski) 著
7-5063-3319-8 作家出版社

爱是最冰冷杀人武器 甘薇著 7-5063-3352-X 作家出版社

苏格拉底夫人:罪的还魂术
(法) 杰哈尔德·梅萨迪耶 (Gerald 

Messadie) 著
7-5063-3391-0 作家出版社

得不到, 已失去 菊开那夜著 7-5063-3407-0 作家出版社

暗黑默示录 绯雨宵主编 7-5063-3417-8 作家出版社

恋爱食谱 彭久洋著 7-5063-3475-5 作家出版社

木头公仔 吴虹飞著 7-5063-3476-3 作家出版社



寂寞吸血姬 暗著 7-5063-3538-7 作家出版社

别进地下道 既晴著 7-5063-3574-3 作家出版社

中国衬衫内衣大全 邢宝安主编 7-5064-1338-8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世纪的交响:现代美术欣赏 甄巍著 7-5064-1551-8 中国纺织出版社

裤装设计与制作800例 钱晓农, 王培娜编著 7-5064-1610-7 中国纺织出版社

贴心时尚:内衣设计 罗莹编著 7-5064-1656-5 中国纺织出版社

第三类时空:电影艺术欣赏 李稚田著 7-5064-1745-6 中国纺织出版社

四秀男装 朱丽, 张志编著 7-5064-1831-2 中国纺织出版社

WTO与中国纺织工业 施禹之著 7-5064-1936-X 中国纺织出版社

组织行为与人事管理 香港管理专业发展中心编 7-5064-1952-1 中国纺织出版社

我是女生:美国少年心声实录.Ⅲ
(美) 玛丽娜·蒙森-伯顿 (Marianne 

Monson-Burton) 编
7-5064-1999-8 中国纺织出版社

撼动世界的女孩:人类历史上的杰出女性们.
Ⅰ

(美) 艾米莉·威尔登编著 7-5064-2001-5 中国纺织出版社

管理高手101:行动加绩效，洞察力加学习力 张永诚著 7-5064-2112-7 中国纺织出版社

市场营销项目管理 编著 王亚超 7-5064-2181-X 中国纺织出版社

B2B虚拟商场完全经营手册 蔡桂芳, 万洪涛著 7-5064-2183-6 中国纺织出版社

远离忧郁:陈国华医师的身心处方 陈国华著 7-5064-2196-8 中国纺织出版社

免疫排毒新体验:58道帮助您调理体质增强免
疫力的活力饮食

李江琪著 7-5064-2346-4 中国纺织出版社

推销王中王 张智勇编译 7-5064-2463-0 中国纺织出版社

穿越败局,市场营销篇 李文庠编著 7-5064-2485-1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最伟大的管理思想:管理的66条黄金法则 (美) 乔治·戴维森 (Jordge Diavision) 
著

7-5064-2529-7 中国纺织出版社

怎样管理女职员 陈企盛主编 7-5064-2584-X 中国纺织出版社

怎样管理新员工 陈企盛主编 7-5064-2608-0 中国纺织出版社

新营业员必读全书 陈企华主编 7-5064-2673-0 中国纺织出版社

如何培养超级宝宝:9位父母培养超级宝宝的
成功秘诀

杨建国, 刘丽萍主编 7-5064-2677-3 中国纺织出版社

放飞心灵:办公室丛林减压法则 文浩编著 7-5064-2801-6 中国纺织出版社

让鲸鱼为你跳舞 ( ) 詹妮弗·罗杰斯著 7-5064-2806-7 中国纺织出版社

穿越雷区 罗峥等编著 7-5064-2808-3 中国纺织出版社

新经纪人必读全书 陈企华主编 7-5064-2818-0 中国纺织出版社

人力资源经理培训标准教程:识人·用人·管
人·找对人·用好人·培养人

杨剑, 金果, 金小玲编著 7-5064-2821-0 中国纺织出版社

做强 张颖著 7-5064-2832-6 中国纺织出版社



低价革命:创造巨额财富的新营销 贺炜著 7-5064-2834-2 中国纺织出版社

项目范围管理 赵涛, 潘欣鹏主编 7-5064-2843-1 中国纺织出版社

项目整体管理 赵涛, 潘欣鹏主编 7-5064-2844-X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最新职位分析与职位评价实务: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者的得力助手

王玺等编著 7-5064-2850-4 中国纺织出版社

管理提升 尹建强主编 7-5064-2926-8 中国纺织出版社

变革管理 张娓主编 7-5064-2946-2 中国纺织出版社

标杆管理 冯曌主编 7-5064-2947-0 中国纺织出版社

英语全攻略: 听、说、读、写、译 赵纬编著 7-5064-2949-7 中国纺织出版社

反击老板:现查现用与老板博弈 宁凌志主编 7-5064-2967-5 中国纺织出版社

老板是你的第一顾客:企业员工实现个人价值
的必修课

徐源编译 7-5064-2998-5 中国纺织出版社

SPA美人 Yvonne萧著 7-5064-3016-9 中国纺织出版社

泡澡美人 Yvonne萧著 7-5064-3017-7 中国纺织出版社

享“瘦”健康餐 赖慧真著 7-5064-3019-3 中国纺织出版社

青春没有痘:抗痘美肤手册 邹玮伦著 7-5064-3020-7 中国纺织出版社

大道行简:世界500强高效工作方法 徐源编译 7-5064-3047-9 中国纺织出版社

做事 赢市 造势:经营公司的三张王牌 姜杨著 7-5064-3075-4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最成功的直销经验 陈企盛主编 7-5064-3090-8 中国纺织出版社

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业:成功人生职业生涯规
划的六堂必修课

陈大为著 7-5064-3111-4 中国纺织出版社

周一清晨的推销课 韦尔斯著 7-5064-3152-1 中国纺织出版社

酒楼汤羹煲118例 赵国梁主编 7-5064-3173-4 中国纺织出版社

酒楼面点118例 赵国梁主编 7-5064-3174-2 中国纺织出版社

企业领袖成长的轨迹:[成功经理人的职场风
雨历程]

宗英俊编著 7-5064-3249-8 中国纺织出版社

拷贝成功:跟随青年富豪的足迹 刘艳编 7-5064-3267-6 中国纺织出版社

活力:有效提高生命质量与提升团队工作效率
的绝好读本

杨婕编著 7-5064-3271-4 中国纺织出版社

天狮:一个直销企业的崛起 郑星季编著 7-5064-3279-X 中国纺织出版社

如新:一个直销企业的传奇 郑星季编著 7-5064-3280-3 中国纺织出版社

父母的魔法棒:影响孩子一生的教育方法 裴玲主编 7-5064-3300-1 中国纺织出版社

完美:一个直销企业的兴盛 郑星季编著 7-5064-3340-0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与公司一起成长 于反编著 7-5064-3347-8 中国纺织出版社



我家孩子最健康:7～14岁孩子健康成长指南 李燕波编著 7-5064-3348-6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世界顶级企业18条竞争法则 陈明星编著 7-5064-3368-0 中国纺织出版社

金牌直销员的9堂训练课 陈企盛主编 7-5064-3461-X 中国纺织出版社

商务演讲及路演技巧 后东升编著 7-5064-3537-3 中国纺织出版社

八卦爱情 何悠然编著 7-5064-3541-1 中国纺织出版社

成为直销领导的八项修炼 陈企盛主编 7-5064-3545-4 中国纺织出版社

解放军精神:员工向解放军学习的36种行为准
则

何小志编著 7-5064-3547-0 中国纺织出版社

员工最佳生存手册 林少波著 7-5064-3550-0 中国纺织出版社

时髦病自治手册 丛林编著 7-5064-3603-5 中国纺织出版社

董事长教你的奶酪哲学 王宝玲著 7-5064-3617-5 中国纺织出版社

陈再道回忆录.上 陈再道著 7-5065-0177-5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国民党大事记:1894.11-1986.12 李松林等编 7-5065-0212-7 解放军出版社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1 王成斌等主编 7-5065-0261-5 解放军出版社

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 张克侠著 7-5065-0399-9 解放军出版社

野鹅行动:纳粹谋杀斯大林的阴谋 (联邦德国)孔撒里克著 7-5065-0418-9 解放军出版社

药物分类及药物学概要 倪根珊编 7-5065-0438-3 解放军出版社

神经内科诊疗手册 安得仲编 7-5065-0523-1 解放军出版社

论雷锋精神 华 琪著 7-5065-1470-2 解放军出版社

中医脐疗 魏振装等编著 7-5065-1869-4 解放军出版社

邓小平国防思想研究 洪保秀主编 7-5065-3613-7 解放军出版社

21世纪家具造型艺术 王默根, 王笑平著 7-5065-3954-3 解放军出版社

南望湘云: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纪实 李佑军著 7-5065-4014-2 解放军出版社

财富大赌注:金钱与战争 王毅等[著] 7-5065-4034-7 解放军出版社

凭君传语报平安:邮电与战争 董琳, 张华君[著] 7-5065-4035-5 解放军出版社

殷红不是血液:石油与战争 王彬等[著] 7-5065-4036-3 解放军出版社

不老的青春:军服与战争 鞠菲菲等[著] 7-5065-4037-1 解放军出版社

倚天作剑叱风云:气象与战争 张海等[著] 7-5065-4038-X 解放军出版社

战火中的红十字:卫勤与战争 赵辉等[著] 7-5065-4039-8 解放军出版社

文明的厮杀:礼仪与战争 阎静等[著] 7-5065-4040-1 解放军出版社

主宰胜算的精灵:动物与战争 张朝辉等[著] 7-5065-4041-X 解放军出版社

雕塑和平:美术与战争 王晓霖, 董智慧[著] 7-5065-4042-8 解放军出版社

驰骋全维空间:交通与战争 郭和生等[著] 7-5065-4043-6 解放军出版社

源远流长的生命线:粮草与战争 马进等[著] 7-5065-4044-4 解放军出版社



审判正在进行:老百姓打官司的故事 主编 尹力 7-5065-4053-3 解放军出版社

国防情思录:"军政好主官"征文集 武子海等主编 7-5065-4104-1 解放军出版社

雄师苦旅 翟仲禹, 李人毅著 7-5065-4151-3 解放军出版社

关东浩歌:争取曾泽生、潘朔端起义纪实 刘东元著 7-5065-4172-6 解放军出版社

生物战的秘密 程洪海著 7-5065-4194-7 解放军出版社

空战的秘密 侯志华著 7-5065-4205-6 解放军出版社

天战的秘密 宋雨, 王志闻著 7-5065-4209-9 解放军出版社

兵家智战:华北地区古代战例评说 陈亚舟, 熊连生编著 7-5065-4225-0 解放军出版社

情报战的秘密 王晓华著 7-5065-4231-5 解放军出版社

精确管理 李天策著 7-5065-4437-7 解放军出版社

最新学生军训辅导教材 主编 袁东伟 7-5065-4485-7 解放军出版社

杜红诗歌精选:红色 杜红著 7-5065-4525-X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奖励工作文献选编 总政治部组织部, 西安政治学院编 7-5065-4843-7 解放军出版社

新编经常性思想工作实用手册 吴传玖编著 7-5065-5019-9 解放军出版社

军旅英才:第五届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报告
文学集

总政治部组织部编 7-5065-5049-0 解放军出版社

语文复习系列题解:高中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 7-5066-0006-4 中国标准出版社

政治复习系列题解:高中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 7-5066-0007-2 中国标准出版社

数学复习系列题解:高中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 7-5066-0008-0 中国标准出版社

物理复习系列题解:高中 北京西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 7-5066-0009-9 中国标准出版社

化学复习系列题解:高中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 7-5066-0010-2 中国标准出版社

英语复习系列题解:高中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 7-5066-0011-0 中国标准出版社

历史复习系列题解:高中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 7-5066-0012-9 中国标准出版社

地理复习系列题解:高中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 7-5066-0013-7 中国标准出版社

生物复习系列题解·高中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 7-5066-0014-5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标准文献分类法 国家技术监督局编制 7-5066-0252-0 中国标准出版社

图书情报自动化实用技术 陈 岗编著 7-5066-1165-1 中国标准出版社

招聘！招聘！:得到你想要的员工
(美) 凯文·克林维克斯 (Kevin 

C.Klinvex), (美) 马修·奥康内尔 
(Matthew S. O`Connell) 等著

7-5066-2161-4 中国标准出版社

标准制定和编写实用问答:2001版 沈同主编 7-5066-2459-1 中国标准出版社

医疗器械标准汇编,医用X射线卷 中国标准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编 7-5066-2641-1 中国标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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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逄征虎 7-5066-2689-6 中国标准出版社

医疗器械标准汇编,口腔器械和设备卷 中国标准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编 7-5066-2792-2 中国标准出版社

医疗器械标准汇编,口腔材料卷 中国标准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编 7-5066-2793-0 中国标准出版社

现代领导的锐器—方针目标管理 嵇国光, 赵菁编著 7-5066-2973-9 中国标准出版社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法治基础 罗志先编著 7-5066-2991-7 中国标准出版社

WTO/TBT知识与案例 兰天林, 康仲如编 7-5066-2993-3 中国标准出版社

工科基础化学 李秋荣等编 7-5066-3021-4 中国标准出版社

水务管理法规标准规范全书,法规政令卷
北京工业大学工业水务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第二编辑室编
7-5066-3124-5 中国标准出版社

酒店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主编 王庭林 7-5066-3176-8 中国标准出版社

BS7799和ISO/IEC17799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及
其认证认可相关知识问答

主编 于海霞, 吴昌伦 7-5066-3249-7 中国标准出版社

医疗器械标准汇编,医用超声设备卷 中国标准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编 7-5066-3275-6 中国标准出版社

工程建设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教程 李君主编 7-5066-3428-7 中国标准出版社

公共场所消毒技术规范 上海市消毒品协会编 7-5066-3966-1 中国标准出版社

标准化基础知识问答 白殿一主编 7-5066-4008-2 中国标准出版社

新医学成象方法及其临床价值 (德)瓦尔特,费诺霍尔德等主编 7-5067-000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结构与制剂 沈建民, 武振卿编 7-5067-000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脏病病例分析
(美)德帕斯奎尔(Depasqule,N.P.),(美)布鲁

诺(Bruno,M.S.)著
7-5067-0010-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心脏病学 (美)弗伦奇等著 7-5067-0011-5 中国中医出版社

实用推拿手法彩色图谱 孙树椿主编 7-5067-001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CT技术及其临床应用 亚历山大,杰等著 7-5067-0020-4 中国医药技术出版社

针刺手法100种 陆寿康等编著 7-5067-0022-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图解药剂学 (日)宫崎正三等编著 7-5067-0024-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针灸歌赋集注 王 森等编著 7-5067-0032-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英语常用词组词典 薛庆煜编著 7-5067-003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美容大全 陈贵廷等著 7-5067-0038-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牛皮癣中医疗法 李 林编著 7-5067-003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应用生物药剂学和药物动力学:第二版
(美)夏盖尔(Shargel,L.),(美)尤

(Yu,A.B.C.)著
7-5067-0046-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显微神经外科学 蔡振通主编 7-5067-0047-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科临床与进展 方 圻主编 7-5067-0048-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抗衰老抗癌中药的研究及展望 顾学裘,顾茂瑜等编著 7-5067-0050-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卫生保健中的高危分析和管理:着重于妇幼保
健及计划生育

( )贝克特(E.M.Backett)著 7-5067-005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治疗学 袁承文主编 7-5067-0055-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新药指南 国家医药管理局,医药工业情报中心站编 7-5067-005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英语医学文献阅读指南 王懿，张顺兴编著 7-5067-005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人类遗传学 (美)詹金斯(Jenkins,J.B.)著 7-5067-0072-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医易概论 黄自元著 7-5067-0075-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医易概论 黄自元著 7-5067-0075-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中药学 庞俊忠主编 7-5067-007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炎症的中医辨治 王凤岐,孙光荣主编 7-5067-0088-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疗监护手册 罗素琴,亓永禄编著 7-5067-0090-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脑血管疾病 叶文翔编著 7-5067-0092-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章燕程主编 7-5067-0093-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内分泌生理学 张家驹编译 7-5067-010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小儿病毒性呼吸道感染与病毒性肺炎 张梓荆主编 7-5067-011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胸腔积液 齐景宪主编 7-5067-0115-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拉汉药用植物名称和检索手册 江纪武主编 7-5067-0125-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产科急症诊断及其处理 胡志林,祝国光编著 7-5067-0127-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组织化学:理论和实践.卷二,分析技术 (英)皮尔斯(Pearse,A.G.Eversor)著 7-5067-014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各科习题汇讲.下册,题解部分 马照寰,王明来主编 7-5067-0148-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各科习题汇讲.上册,习题部分 马照寰,王明来主编 7-5067-0148-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急症诊断治疗学 赵忠印主编 7-5067-014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身医学:心理生理医学的基础与临床 徐 斌,王效道主编 7-5067-0156-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现代口腔正畸学 林久祥主编 7-5067-0157-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皮肤病鉴别诊断学 傅志宜编著 7-5067-0160-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腹部外科实践 吴咸中,黄耀权主编 7-5067-0173-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治疗学 孙国杰,涂晋文主编 7-5067-0174-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童多动症临床治疗学 冷方南等主编 7-5067-0175-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童多动症临床治疗学 冷方南等主编 7-5067-0175-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应用法医临床学 吴 军编著 7-5067-0176-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人体循环系统与麻醉学 石毓澍,邓 封 7-5067-0179-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中医肾病学 张大宁著 7-5067-0180-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心电·超声·脑电·脉象诊断手册 王志良主编 7-5067-0186-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高等教育医学考试指南,临床医学 崔以泰主编 7-5067-019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癫痫发作时的脑电图图谱 (日)和田丰治,(日)八木和一著 7-5067-0201-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人类先天畸形的临床诊断 穆 莹等编译 7-5067-021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学 陈贵廷,杨思澍主编 7-5067-0222-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现代中医内科学 何绍奇主编 7-5067-0223-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台湾中医药概览 杜 建主编 7-5067-0226-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老年皮肤病学 王树椿主编 7-5067-022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与关节感染外科学 赵炬才主编 7-5067-0228-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膝关节外科学 (英)J.P.Jackson,(英)W.Waugh原著 7-5067-024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心脏病学手册 黄振文,崔天祥主编 7-5067-0253-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图解图表内科学 姚 平编著 7-5067-0254-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名方应用进展 魏菊仙等主编 7-5067-0255-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中毒与解救 庄国康等编 7-5067-0259-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成药学 刘国杰主编 7-5067-026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成药学.上册 黄泰康主编 7-5067-026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成药学.下册 黄泰康主编 7-5067-026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血管炎的诊断与治疗 刘墨义编著 7-5067-0263-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男科临床手册 曹开镛主编 7-5067-026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物大辞典.上册 栗德林等主编 7-5067-0274-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物大辞典.下册 栗德林等主编 7-5067-0274-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常用化学试剂手册 谢偶生编 7-5067-0276-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科急症手册 韩培信,杨 晔主编 7-5067-0289-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男科医案 曹开镛主编 7-5067-0291-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核医学仪器 花铁森编著 7-5067-0315-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男科300问 曹开镛主编 7-5067-0320-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男科验方汇编 曹开镛主编 7-5067-0341-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多相脂质体研究:抗癌药物靶向载体 顾学裘主编 7-5067-0360-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神经内分泌学 张殿明,徐隆绍主编 7-5067-0364-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终关怀学:生命临终阶段之管理 崔以泰,甘兰君主编 7-5067-0373-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心血管操作技术
(美)蒂尔凯恩(Tilkian,A.G.)，(美)戴　利

(Daily,E.K.)著
7-5067-0395-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外科诊疗技术 齐顺贞等编写 7-5067-0396-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小儿麻痹后遗症矫形手术图解 黄荣初，张天增编著 7-5067-039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的防治与康复 王岳编著 7-5067-0400-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现代临床用药必备 熊方武主编译 7-5067-0402-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手册 熊方武主编译 7-5067-040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男子性功能障碍治疗大全 王 敬,杜杰慧编著 7-5067-0418-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新制剂的设计与开发:DDS系列制剂的设
计

(日)野吕俊一著 7-5067-0420-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 宋书功编著 7-5067-0432-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毒剧中药古今用 杨仓良等编著 7-5067-0435-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结缔组织病中医治疗指南 徐宜厚等编著 7-5067-0444-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皮肤病理生理学 刘承煌主编 7-5067-045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容易误诊的儿科疑难病 许植之主编 7-5067-0463-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新时期医院质量管理 阎惠中著 7-5067-0469-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口腔癌前病变:白斑与扁平苔藓 许国祺等主编 7-5067-0482-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急症胃痛证治 全国急症胃痛协作组主编 7-5067-0490-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头穴基础与临床 于致顺主编 7-5067-0501-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秘单偏验方妙用大典 庞国明等主编 7-5067-0505-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急性心肌梗塞的心律失常 陈志周等主编 7-5067-0523-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食品营养与健康指南 徐松波等编著 7-5067-0533-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科临床指南 邢月朋等主编 7-5067-0538-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名中医治愈脑血管病医案集 钟起哲主编 7-5067-0544-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中西医结合呼吸病学 郭 仓,熊正明主编 7-5067-0552-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肿瘤标记 (法)菲 纳著 7-5067-0564-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舌诊源鉴 王季藜、李玉玲编著 7-5067-056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药年鉴.1991 《中国医药年鉴》编委会编 7-5067-056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髋关节外科学 赵炬才,张铁良主编 7-5067-0572-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拉汉微生物名词 沈惟孝等编 7-5067-0573-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淋巴细胞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与实践 朱 平著 7-5067-057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常用化学危险物品安全手册.第一卷 张维凡主编 7-5067-0581-8 中国医药技术出版社

常用化学危险物品安全手册.第二卷 张维凡主编 7-5067-0581-8 中国医药技术出版社

高血压病的中医治疗 严季澜主编 7-5067-0583-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科三百问 黄鹤举主编 7-5067-0600-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肺部寄生虫病 席漂生编著 7-5067-060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及诊断技术 刘传第编著 7-5067-0608-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新知识辞典 祝世讷,丛 林主编 7-5067-0611-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急救危症简便验方 (清)胡其重集 7-5067-061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老年运动系统常见病防治手册 曹建中,谢大志编著 7-5067-061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壮阳疗法 郑大坤编著 7-5067-0621-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辞海.第一卷 余传隆等主编 7-5067-0624-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辞海.第二卷 严永清等主编 7-5067-0625-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辞海.第三卷 赵守训等主编 7-5067-0626-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辞海.第四卷 许国钧等主编 7-5067-0627-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抗癌中药一千方 郎伟君,孟立春编著 7-5067-063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公司

中医学多选题解 吴晓青等编著 7-5067-063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针灸疗法 高维滨编著 7-5067-0642-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临床核医学图谱 赵宝经等编译 7-5067-0651-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小儿常见皮肤病及其综合征 施曼绮编著 7-5067-0658-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英汉医学新词辞典 陈维益主编 7-5067-0683-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科技情报新篇 余传隆著 7-5067-0684-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昏迷急诊 张文武主编 7-5067-0696-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的中医辨治 刘祖贻主编 7-5067-0703-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少年儿童卫生保健必读 彭汉光,李梅芳编著 7-5067-0707-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微生物学:供生物制药、微生物制药专业用 钱海伦主编 7-5067-0796-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头面痛学 王明礼主编 7-5067-0801-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个性心理学:研究·测量·理论 李德伟编著 7-5067-0839-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新编实用肝病学 池肇春主编 7-5067-0867-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有机化学实验与指导 屠树滋主编 7-5067-087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无机化学实验与指导 王莉华主编 7-5067-0874-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理学实验与指导 王秋娟主编 7-5067-0875-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物理化学实验与指导 盛以虞主编 7-5067-0876-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老年骨骼疾病治疗学 曹建中主编 7-5067-089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五官科制剂手册 赵金生等主编 7-5067-1083-8 中国医药科技

器官移植学 侯宗昌等编著 7-5067-1087-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现代呼吸病进展 钟南山等主编 7-5067-1092-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急诊临床手册 府 军,石汉平主编 7-5067-109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临床误诊误治文集 张经建主编 7-5067-1101-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老年骨科用药指南 彭太平等主编 7-5067-1110-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老年骨内科与骨疾病 曹建中等主编 7-5067-1111-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老年骨科并发症 汤成华等主编 7-5067-1112-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老年骨与关节损伤 陈延武等主编 7-5067-1113-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机体衰老概论 吕维善等主编 7-5067-1114-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老年骨科疾病康复 张兰亭等主编 7-5067-1115-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药年鉴.1993 中国医药年鉴编委会编 7-5067-1136-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材学.上册 徐国钧等主编 7-5067-1145-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材学.下册 徐国钧等主编 7-5067-1145-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考试复习指导 王庆林,栾奕编 7-5067-1150-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疾病原理学 主编陈常召, 张宪有, 陶富山 7-5067-1152-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化学总论 郭宗儒编著 7-5067-1163-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老年脑科学 周惠成等主编 7-5067-118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小儿先天性骨与关节畸形 王汉林主编 7-5067-1196-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黄疸病学 徐忠立,周慕英主编 7-5067-1210-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世界最新药物手册 江一帆编 7-5067-125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腹部外科诊疗参考 刘志民等主编 7-5067-126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内科诊断及鉴别诊断指南 薛兆利主编 7-5067-126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重症监测治疗手册 钟正江，徐鑫荣主编 7-5067-1283-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现代实用心脏病学 阎西艴等主编 7-5067-1314-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当代中国骨科临床与康复 曹建中等主编 7-5067-1345-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体质学 王 琦主编 7-5067-1352-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影像诊断新进展 王玉凯等主编 7-5067-1381-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药年鉴.1994 郑筱萸主编 7-5067-139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神经精神疾病鉴别诊断学 周惠成等主编 7-5067-139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皮肤病性病独特秘方绝招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药外治专

业委员会编
7-5067-1402-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肛肠病独特秘方绝招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药外治专

业委员会编
7-5067-140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不孕不育症独特秘方绝招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药外治专

业委员会编
7-5067-1405-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颈肩腰腿痛独特秘方绝招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药外治专

业委员会编
7-5067-1406-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癌症独特秘方绝招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药外治专

业委员会编
7-5067-1407-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糖尿病独特秘方绝招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药外治专

业委员会编
7-5067-140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咳喘独特秘方绝招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药外治专

业委员会编
7-5067-1409-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肾炎尿毒症独特秘方绝招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药外治专

业委员会编
7-5067-1410-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高血压冠心病独特秘方绝招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药外治专

业委员会编
7-5067-1411-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肝炎肝硬化独特秘方绝招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药外治专

业委员会编
7-5067-1412-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胆囊炎胆石症独特秘方绝招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药外治专

业委员会编
7-5067-141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检验论文写作 赵 辉,王克强主编 7-5067-142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躯体常见疾病的精神神经障碍 李忠勤,林祥珍主编 7-5067-142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理学实验与指导 钱之玉主编 7-5067-147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针灸三绝:项针疗法、夹脊针疗法、气功针刺
法治疗神经疑难病

高维滨主编 7-5067-1478-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淋巴学 刘执玉编著 7-5067-1484-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胃癌的化学治疗 李春启,张秀荣编著 7-5067-1488-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无机化学 侯新初主编 7-5067-1492-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无机化学 侯新初主编 7-5067-1492-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血管病临床流行病学实践 李景泰，胡大一编著 7-5067-150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临床心理学 刘鸣勋主编 7-5067-1508-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时氏中医肾脏病学 时振声主编 7-5067-1525-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肝脏疾病实验诊断 杨玉林, 贺志安主编 7-5067-1536-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当代烧伤疮疡医护大全 王广顺,史继学主编 7-5067-1537-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物理化学 侯新朴主编 7-5067-1558-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心脏超声诊断学 吴雅峰,张桂珍主编 7-5067-1570-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外科学总论基本技能实习指导 孙晋友主编 7-5067-1580-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新药设计原理与方法 徐文方主编 7-5067-158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无创伤性心血管诊断技术 王留义，吴淑伦主编 7-5067-158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1995 《中国药学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5067-1594-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商品学 主编 刘亚琴 7-5067-1600-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风湿病临床指南 孟济明主编 7-5067-1605-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精神免疫学 金卫东，姚升主编 7-5067-1607-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流行病学 周元瑶主编 7-5067-1611-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代谢 钟大放编著 7-5067-1612-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药年鉴.1995 《中国医药年鉴》编委会编 7-5067-161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剂学 邹立家主编 7-5067-1626-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用检验仪器原理、构造与维修 刘凤军主编 7-5067-1629-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有机化合物波谱解析 姚新生主编 7-5067-1633-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化学 赖炳森主编 7-5067-1634-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药剂学 主编 屠锡德 7-5067-1703-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药剂学 屠锡德主编 7-5067-1703-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材外形组织粉末图
解

赵达文主编 7-5067-1775-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化学 彭司勋主编 7-5067-1779-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有机化学实验 伍焜贤主编 7-5067-178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等护理专业系列试题集,妇产科护理学 董慧瑛主编 7-5067-179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等护理专业系列试题集,基础护理学 陈维英主编 7-5067-180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精神分裂症:生物.心理.社会 金卫东,刘小林主编 7-5067-1827-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现代口腔正畸学 林久祥主编 7-5067-1829-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GMP实施与认证 李钧主编 7-5067-1832-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医学概论 赵增荣主编 7-5067-1835-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商品经营管理学 主编 张广碧 7-5067-1839-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压力与心理:儿童期心理健康指导 (新加坡)杨新发,余展飞主编 7-5067-186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压力与心理:青春期心理健康指导 (新加坡)杨新发,余展飞主编 7-5067-186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压力与心理:中老年期心理健康指导 (新加坡)杨新发,余展飞主编 7-5067-1863-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青春期医学 张亨菊,李耀主编 7-5067-1882-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工业药剂学 张汝华主编 7-5067-1894-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头针临床手册 冯春祥 ... [等]主编 7-5067-1929-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用植物学实验 汪乐原主编 7-5067-1931-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整体护理临床问答 包家明, 霍杰编著 7-5067-1938-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物理化学实验 周传佩主编 7-5067-1946-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Internet/Web与现代医学 马述春，(希腊)[A.马什]Andy Marsh编著 7-5067-2006-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病毒学 杨占秋，余宏主编 7-5067-2017-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家庭育儿指南 阮为勇, 蒋犁主编 7-5067-2018-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文献的结构与写作指南 戴德哉主编 7-5067-2030-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文献的结构与写作指南 戴德哉主编 7-5067-2030-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外科常见病的诊断与治疗 秦淑兰, 周雷, 程刚主编 7-5067-207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传染科常见病的诊断与治疗 刘绍能, 张秋云主编 7-5067-2085-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常用针灸推拿疗法 叶永铭, 孟凤仙主编 7-5067-2089-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人体解剖生理学 张恩德主编 7-5067-2112-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颈椎病的中西医诊断与治疗 于瑞和，孙勤国主编 7-5067-2131-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用拉丁语 梁向东主编 7-5067-2139-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学英语 章国斌主编 7-5067-214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化学实验与指导 尤启冬主编 7-5067-2150-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小学生营养指南 米光明,林琳主编 7-5067-2178-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预防艾滋病知识 田本淳编著 7-5067-218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疾病的自我调治 徐晓娟主编 7-5067-2197-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口腔正畸学的临床基础 张丁主编 7-5067-2202-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用生理学 孙庆伟等主编 7-5067-2210-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糖尿病性肾病的基础与临床 张勉之编 7-5067-221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事法规汇编:试用 刘新社等编 7-5067-223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试用 吴永佩主编 7-5067-223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试用 陆丽珠主编 7-5067-2240-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理学 钱之玉主编 7-5067-2241-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分析 朱景申主编 7-5067-2242-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学 主编 常章富 7-5067-2245-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药剂学:含中药炮制学 刘汉清主编 7-5067-2246-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鉴定学 阎玉凝主编 7-5067-2247-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鉴定学 主编 阎玉凝 7-5067-2247-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化学 吴立军主编 7-5067-2248-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章真如临床经验辑要 章真如著 7-5067-2250-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执业护士手册 主编 唐秋美 7-5067-225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摄食·吞咽障碍康复实用技术 (日)大西幸子，孙启良编著 7-5067-2268-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痴呆 宋军，刘青云编著 7-5067-227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急症影像学 (美)R. Brooke Jeffrey等著 7-5067-2286-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制剂设备与车间工艺设计 张绪峤主编 7-5067-2288-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 郑俊民主编 7-5067-2290-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青光眼彩色图谱 (美)M.Bruce Shields著 7-5067-2293-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颜德馨临床经验辑要 颜德馨著 7-5067-2296-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应用药物制剂技术 沈宝亨等编著 7-5067-2319-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理学题库 孙庆伟等主编 7-5067-233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李仲愚临床经验辑要 李仲愚著 7-5067-2350-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 高允生主编 7-5067-235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导论 陈士林，肖培根主编 7-5067-2359-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最新生化药物制备技术 李良铸，李明晔编著 7-5067-2366-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图说咽喉气管食管科学 钟杰夫主编 7-5067-2368-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女性内生殖器官疾病 王孝莹主编 7-5067-238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品检验标准操作规范:2000版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编 7-5067-2388-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理学基础 主编 竺芝芬 7-5067-2400-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学基础 主编 果德安 7-5067-240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药剂学基础:含中药炮制学基础 主编 果德安 7-5067-2402-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剂学基础 主编 张强 7-5067-2404-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化学基础 主编 果德安 7-5067-2405-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化学基础 蒋荣海主编 7-5067-240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分析基础 段更利主编 7-5067-240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GMP文件化教程 李钧编著 7-5067-2420-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乡村健康教育 唐才昌, 王东胜, 蒋忠主编 7-5067-2436-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腰椎间盘突出症图解问答 王海泉等主编 7-5067-2441-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厉朝龙主编 7-5067-244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脏外科疾病的现代诊断与治疗 主编 褚银平 7-5067-2487-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脏外科疾病的现代诊断与治疗 主编 褚银平 7-5067-2487-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科肿瘤的现代诊断与治疗 主编 邵淑丽 7-5067-2488-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尿毒症的现代诊断与治疗 主编 李荣山 7-5067-248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胸部恶性肿瘤的现代诊断与治疗 主编 褚银平 7-5067-249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现代诊断与治疗 许建英, 胡晓芸, 任寿安主编 7-5067-2491-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风湿病的现代诊断与治疗 李军霞主编 7-5067-2492-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更年期和老年期妇女常见病的现代诊断与治
疗

主编 李美蓉 7-5067-2495-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美容外科疾病的现代诊断与治疗 主编 李慧秋 7-5067-249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哮喘的现代诊断与治疗 杜永成主编 7-5067-2505-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休克的现代诊断与治疗 安景禄主编 7-5067-2506-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到病除百法 主编 李洪涛, 秦云峰 7-5067-2520-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5分钟毒理学会诊 (美)Richard C.Dart等著 7-5067-2526-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皮肤病中药外治疗法 杜锡贤编著 7-5067-252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中医信息学 秦玉龙主编 7-5067-2538-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命健康与疾病自疗:家庭广谱非药物综合治
疗

王荡编著 7-5067-2542-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现代生化药学 吴梧桐主编 7-5067-2553-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药物分析 白秀峰主编 7-5067-256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怎样制定医疗保健管理计划:第二版 (英) 卡罗琳·赛坡·佩格特著 7-5067-2570-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基础物理学 赵清诚主编 7-5067-257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龙振华教授诊治皮肤病经验集 主编 邝捷 7-5067-2578-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学 马风杰等主编 7-5067-2579-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分子生物学 孙秀玲等主编 7-5067-258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郑筱萸主编 7-5067-2586-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GMP验证教程 李钧编著 7-5067-2587-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市场营销学 冯国忠主编 7-5067-258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腹部平片及相关成像 (美)Stephen R.Baker，(美)Kyunghee 
C.Cho著

7-5067-259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天然有机质谱学 丛浦珠，李笋玉编著 7-5067-2595-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科鉴别诊断学 (德)Walter Siegenthaler编著 7-5067-2598-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事管理学 杨世民主编 7-5067-2606-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分离纯化工艺原理 顾觉奋主编 7-5067-2607-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放射学 (美) Adan Greenspan著 7-5067-2609-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学概论 吴春福主编 7-5067-261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红斑狼疮 许德清，曾凡钦主编 7-5067-2645-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育儿指导,1至2周岁 文晓萍主编 7-5067-265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育儿指导:2至3周岁 文晓萍主编 7-5067-2660-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化学总论 郭宗儒编著 7-5067-2663-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GMP简明教程 李志宁，李钧编著 7-5067-2668-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国内外中药市场分析 么厉等主编 7-5067-2669-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注册管理法规文件汇编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编] 7-5067-2673-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指南 颜耀东，王岳编著 7-5067-267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治疗学 陈一岳主编 7-5067-2675-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化学制药工艺学 赵临襄主编 7-5067-2676-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剂学 陆彬主编 7-5067-2677-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GSP) 梁毅主编 7-5067-2679-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技术制药概论 姚文兵主编 7-5067-2683-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经营技术标准 段玉新编著 7-5067-2685-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药物动力学 刘昌孝主编 7-5067-2686-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剂型和给药系统 ( )Howard C.Ansel等著 7-5067-2692-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国外生物医学期刊网址速查手册:[中英文本] 朱胜坚，朱蓓编 7-5067-2703-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科学防治腹泻——104问:中国医药最新版 陈晓，李南主编 7-5067-2719-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分析实验与指导:[中英文本] 王强主编 7-5067-2727-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SARS临床病例及影像学分析 刘双等主编 7-5067-2729-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海洋本草 肖林榕等主编 7-5067-2738-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与指导:[中英文本] 梁敬钰主编 7-5067-2746-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毒理学 周立国主编 7-5067-2751-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异种移植免疫学 赵勇主编 7-5067-275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体内药物分析 李好枝主编 7-5067-275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成分代谢分析 杨秀伟等主编 7-5067-2760-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复方丹参滴丸百问百答 主编 祝国光, 闫希军, 吴廼峰 7-5067-2764-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做男人“挺、坚”难 李宏军等主编 7-5067-2765-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商品学 刘亚琴主编 7-5067-2785-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GMP卫生教程 李钧编著 7-5067-2789-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试复习题集,中药学综合
知识与技能

主编 刘庭智, 王进 7-5067-2790-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监督管理法规文件汇编.2002年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编 7-5067-2791-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试复习题集,药剂学、药
理学、药物分析、药物化学

陈大为等主编 7-5067-2792-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试复习题集,药学综合知
识与技能

主编 孙华, 左永 7-5067-279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英汉生物化学与分子医学词典 罗超权等主编译 7-5067-280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纵隔肿瘤学 张熙曾主编 7-5067-2804-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监督管理简明词语手册 孙东风等主编 7-5067-2806-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广告理论与实务 胡天佑著 7-5067-280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管理行政处罚若干问题释疑 金永熙著 7-5067-2812-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抑郁障碍 许天红编著 7-5067-2818-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查新手册 买买提·牙森等著 7-5067-2829-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有机化学 马祥志主编 7-5067-2835-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用植物学 孙启时主编 7-5067-2839-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微生物学 周长林主编 7-5067-2840-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烧伤皮肤再生医疗技术临床手册 徐荣祥编著 7-5067-2842-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微生物学实验与指导 周长林主编 7-5067-2849-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创新研究与高新技术应用 孔令义主编 7-5067-2852-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有机化合物波谱分析 姚新生主编 7-5067-2854-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经济学 孙利华主编 7-5067-2859-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足疗学 葛明堂等编著 7-5067-2860-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郑铁生主编 7-5067-2861-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实验室管理 丛玉隆主编 7-5067-2862-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检验 吕世静主编 7-5067-2863-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检验基础 刘成玉主编 7-5067-2864-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输血检验 胡丽华主编 7-5067-286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实验指导 郑铁生主编 7-5067-286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 吴忠道主编 7-5067-2868-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洪秀华主编 7-5067-286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血液学检验 胡翊群主编 7-5067-2870-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糖尿病并发症防治学 苗述楷，蔡惠文编著 7-5067-2871-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剂师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本书编委会组织编写 7-5067-288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剂士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本书编委会组织编写 7-5067-2886-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306种注射剂临床配伍应用变化检索手册 沈建平，宗希乙主编 7-5067-2887-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儿科学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张波, 高大伟主编 7-5067-2893-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学应试习题集 王振敏主编 7-5067-2894-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耳鼻喉科学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主编 张会琴, 王延丰 7-5067-2895-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妇科学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赵秀君, 吕连凤主编 7-5067-289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预防医学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魏双平，杨福江主编 7-5067-2899-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药基础知识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杜金双主编 7-5067-2901-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眼科学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马涛，张清生主编 7-5067-290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耳鼻喉科学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刘朝兵，马涛主编 7-5067-2904-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周兰坤, 王丽璞主编 7-5067-2905-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周兰坤，王丽璞主编 7-5067-2905-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针灸及推拿学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曹银香主编 7-5067-2906-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影像学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路大鹏，刘玉山主编 7-5067-2907-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外科及骨伤科学应试习题集:最新
版

韩立军主编 7-5067-2908-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皮肤及性病学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主编 李军改 7-5067-2910-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精神病学及心理治疗学应试习题集:最新版 主编 袁捷, 栗克清 7-5067-2913-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学专业知识.二 主编 丁田平, 陈玉彬 7-5067-291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事管理与法规 主编 杨悦, 董丽 7-5067-2922-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主编 周蓓 7-5067-293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靶向技术:物理·化学·生物方法 (美)Hans Schreiber编著 7-5067-293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孙利华主编 7-5067-2940-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的临床试验:对处方、生产、质量控制的
国际指导原则

[美]D.C.Monkhouse，[美]C.T.Rhodes主编 7-5067-296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免疫细胞学与疾病 窦肇华等主编 7-5067-2971-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4年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习题及模拟试题系
列,口腔执业助理医师分册

总主编 林建华 7-5067-2973-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脑肿瘤学 雷霆主编 7-5067-2982-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监督管理法规文件汇编.2003年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编 7-5067-298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孕产与妇幼保健 罗盛增主编 7-5067-2994-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催眠术:理论与临床 主编 蔡雄鑫 7-5067-3004-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安全用药知识读本 主编 冯国安 7-5067-300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和申报技术指南 肖诗鹰，刘铜华主编 7-5067-3009-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检验基础学习指导 主编 郑文芝, 岳保红 7-5067-3014-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女科医案.下册 罗和古等主编 7-5067-3016-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护理指南 主编 李秀艳 ... [等] 7-5067-3018-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猝死防治学 郑智，李树生主编 7-5067-3019-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分泌外科学 刘志民等主编 7-5067-3021-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不良反应与监测 谢金洲主编 7-5067-302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现代肿瘤靶向治疗技术 王洪武主编 7-5067-3025-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常见疾病的中西医诊断与治疗 刘学易主编 7-5067-3029-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女科医案.上册 曾令真等主编 7-5067-3032-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现代药事管理学 黄泰康主编 7-5067-303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检验实验指导 吕世静主编 7-5067-304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制剂学实验与指导 赵浩如主编 7-5067-304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微生物学实验 徐威主编 7-5067-3048-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学习指导 郑铁生主编 7-5067-3056-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复方药效工程学 张骠，大海主编 7-5067-306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变态心理学 主编 刘新民 7-5067-3069-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国家心理治疗师考试学习纲要与习题集 吴均林, 顾瑜琦主编 7-5067-3076-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检验考试指南 吕世静主编 7-5067-307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国家中药技术标准战略与对策 肖诗鹰，王智民主编 7-5067-3088-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检验操作技能考核与评价 龚道元，张晓林主编 7-5067-309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化学原理 David A. Williams，Thomas L. Lemke原著 7-5067-3094-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制剂岗位标准操作规程 杨茂春[等]主编 7-5067-309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高效液相色谱法应用 赵陆华主编 7-5067-3104-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危急重症临床急救手册 主编 赵忠印, 张航法 7-5067-3107-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药与WTO:机遇与挑战 刘强主编 7-5067-311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移植免疫耐受 赵勇主编 7-5067-3119-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5年护理资格考试强化训练题集.上册 巫向前主编 7-5067-3163-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5年护理资格考试强化训练题集.下册 巫向前主编 7-5067-3164-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均匀设计及其应用 曾昭钧主编 7-5067-317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均匀设计及其应用 曾昭钧主编 7-5067-317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院新仿制剂研制规程 杨茂春， 杨哲， 余光琇主编 7-5067-3179-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微生物检测验证技术 汪穗福主编 7-5067-3192-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理化检验 董超宇，胡国强主编 7-5067-3196-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理化检验 主编 董超宇, 胡国强 7-5067-3196-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于占洋主编 7-5067-3201-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品检验标准操作规范.2005年版 桑国卫主编 7-5067-3203-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北方主要地道中药材规范化栽培 孟祥才，马伟，李明编著 7-5067-3212-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礼仪学 主编 彭勃 7-5067-321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药学 李萍主编 7-5067-3220-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分析化学实验与指导:[中英文本] 严拯宇主编 7-5067-3230-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张吉林，宋玉国主编 7-5067-3231-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制剂前处理新技术与新设备 蔡宝昌，罗兴洪主编 7-5067-3237-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民族药志要 贾敏如，李星炜主编 7-5067-3251-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漫话艾滋病 蔡晧东主编 7-5067-325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分析 王强，罗集鹏主编 7-5067-3270-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用拉丁语 孙启时主编 7-5067-327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用拉丁语 孙启时主编 7-5067-327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口腔数字化技术学 陈卫民，胡军武，陶学金主编 7-5067-3281-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人力资源管理学 主编 朱家勇 7-5067-3285-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制剂单元操作与制剂工程设计 何志成主编 7-5067-3294-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生物技术 余伯阳主编 7-5067-3304-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 卢海儒，文友民主编 7-5067-330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店营业员必备:素质·技能·知识 陈玉文主编 7-5067-3308-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医疗器械监管相对人违法责任 金永熙著 7-5067-330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医疗器械监管相对人违法责任 金永熙著 7-5067-330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鉴定学 石俊英主编 7-5067-3310-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分析化学 李发美，胡育筑主编 7-5067-3314-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产业经济学 顾海主编 7-5067-3317-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产业经济学 顾海主编 7-5067-3317-X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基础医学概论 张德兴主编 7-5067-332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监管行政处罚理论与实务 金永熙，杨怀文，杨秀梅著 7-5067-332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监管行政处罚理论与实务 金永熙等著 7-5067-332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学细胞生物学 黄海华主编 7-5067-3330-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制药工艺学 吴梧桐主编 7-5067-3364-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事管理概论 孟锐主编 7-5067-337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医疗器械刑事犯罪 金永熙著 7-5067-3372-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药学实验 主编殷军 7-5067-337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鉴定学实验 石俊英主编 7-5067-3388-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化学实验 张景海主编 7-5067-3390-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骆成榆等编著 7-5068-0196-X 同济大学出版社

养生启示录:[漫画] 编绘 周春才, 韩亚洲 7-5068-0347-X 中国书籍出版社

恋爱婚姻艺术 弘韬, 顾颖, 陈敏编著 7-5068-0471-9 中国书籍出版社

科学育儿艺术 章承红, 吴燕, 杨丽编著 7-5068-0473-5 中国书籍出版社

养生保健艺术 余学尧等编著 7-5068-0475-1 中国书籍出版社

摄影摄像艺术 顾颖, 赵修臣, 梁超启编著 7-5068-0489-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如何成为成功高手 陈学法, 朱正梅编著 7-5068-0647-9 中国书籍出版社

如何成为常胜高手 陈学法, 朱正梅编著 7-5068-0649-5 中国书籍出版社

21世纪世界经济走势预测 朱钟棣主编 7-5068-0654-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如何成为业务高手 管仁健编著 7-5068-0684-3 中国书籍出版社

如何成为创业高手 周济民著 7-5068-0685-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如何成为人际高手 吴俊德著 7-5068-0687-8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语用词技巧百问百练 徐继宁, 王兴佳编著 7-5068-0748-3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语应试技巧百问百练 张连继主编 7-5068-0752-1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汉电脑知识选读 主编 姜淑娟, 张永平 7-5068-0783-1 中国书籍出版社

知识经济读本 主编 刘嘉林, 孙钱章 7-5068-0793-9 中国书籍出版社

考研英语词汇冲刺 弘扬主编 7-5068-0802-1 中国书籍出版社

正误英语900句 浩瀚, 琳娟编著 7-5068-0813-7 中国书籍出版社

趣味英语900句 徐子昂编著 7-5068-0818-8 中国书籍出版社

AutoCAD 2000速成教程 宋文冬著 7-5068-0828-5 中国书籍出版社

最新电脑游戏玩法 高健著 7-5068-0831-5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英语精读》充氧剂.1 主编 梁超启 7-5068-0833-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英语精读》充氧剂.2 主编 梁超启 7-5068-0834-X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英语精读》充氧剂.3 主编 梁超启 7-5068-0835-8 中国书籍出版社

从英语会话学连词用法 浩瀚, 张迪, 秦红妹编著 7-5068-0858-7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语会话多变句型 浩瀚, 马光编著 7-5068-0890-0 中国书籍出版社

流利英语会话范例 浩瀚, 吴慧敏编著 7-5068-0891-9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介词100句 浩瀚, 阴志科, 秦红妹编著 7-5068-0940-0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副词100句 浩瀚, 刘同冈, 李琳琳编著 7-5068-0941-9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数词100句 浩瀚, 林晓雯, 李琳琳编著 7-5068-0942-7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连词100句 浩瀚, 张迪, 秦红妹编著 7-5068-0943-5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动词100句 浩瀚, 刘同冈, 李琳琳编著 7-5068-0944-3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代词100句 浩瀚, 王建, 李琳琳编著 7-5068-0945-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名词100句 浩瀚, 王丽娟, 李琳琳编著 7-5068-0946-X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冠词100句 浩瀚, 张迪, 李琳琳编著 7-5068-0947-8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简单句100句 浩瀚, 张迪, 秦红妹编著 7-5068-0948-6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复合句100句 浩瀚, 张迪, 李琳琳编著 7-5068-0949-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情感词100句 浩瀚, 王勇, 秦红妹编著 7-5068-0950-8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虚拟语气100句 浩瀚, 田晓琳, 王振远编著 7-5068-0951-6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省略、倒装句100句 浩瀚, 阴志科, 李琳琳编著 7-5068-0953-2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非谓语动词100句 浩瀚, 王振远, 李琳琳编著 7-5068-0954-0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语常用会话十日通 编著 浩瀚, 陈鲁宁, 景文 7-5068-0956-7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语典型语法十日通 编著 浩瀚, 王勇, 陈鲁宁 7-5068-0957-5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语常见考试题型十日通 编著 浩瀚, 王勇, 张菊香 7-5068-0959-1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语常用句用法十日通 编著 浩瀚, 邵娟, 王元翠 7-5068-0962-1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语常用词用法十日通 编著 浩瀚, 王静雪, 汤敏 7-5068-0963-X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语作文法则十日通 编著 浩瀚, 杨乐, 安烈 7-5068-0965-6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语阅读技巧十日通 编著 浩瀚, 周京玉, 王元翠 7-5068-096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旅游100句 [孙伟, 苗新萍主编] 7-5068-0976-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外贸100句 孙伟, 苗新萍主编 7-5068-0978-8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出国100句 孙伟, 苗新萍主编 7-5068-0982-6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金融100句 [孙伟, 苗新萍主编] 7-5068-0984-2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法律100句 [孙伟, 苗新萍主编] 7-5068-0985-0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饭店100句 [孙伟, 苗新萍主编] 7-5068-0989-3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商务100句 孙伟, 苗新萍主编 7-5068-0990-7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道英语,计算机100句 [孙伟, 苗新萍主编] 7-5068-0992-3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英语语法规律手册 薛永库 ... [等] 编 7-5068-1008-5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英语词汇规律手册 李兆平, 仲锡编著 7-5068-1009-3 中国书籍出版社

最新英语词汇规律记忆法 齐振海主编 7-5068-1014-X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英语自学考试公共课试题集 曹京渊编著 7-5068-1015-8 中国书籍出版社

通用·异体成语词典 许肇本, 段益民编撰 7-5068-1053-0 中国书籍出版社

新闻出版业“三项学习教育”读本
新闻出版总署“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编
7-5068-1217-7 中国书籍出版社

骚土 老 村著 7-5071-0241-6 中国文学出版社

原始阅读 高晖著 7-5071-0615-2 中国文学出版社

天殇 韩景江著 7-5071-1489-9 中国文学出版社

柯云路新疾病学:你想病,你就生病 柯云路著 7-5072-0804-4 今日中国出版社

柯云路生命科学文化:柯云路新疾病学 柯云路著 7-5072-0804-4 今日中国出版社

柯云路生命科学文化:气功修炼的奥秘与误区 柯云路著 7-5072-0804-4 今日中国出版社

柯云路生命科学文化:走出心灵的地狱 柯云路著 7-5072-0804-4 今日中国出版社

气功修练的奥秘与误区 柯云路著 7-5072-0804-4 今日中国出版社

走出心灵的地狱:我对一位神经症患者的分析
与治疗

柯云路著 7-5072-0804-4 今日中国出版社

逻辑 大袖遮天著 7-5072-1086-3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我思故你在 老家阁楼编 7-5072-1087-1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扬州鬼 佘惠敏著 7-5072-1089-8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张孝骞 北京协和医院《张孝骞》编辑组编 7-5073-0018-8 中央文献出版社



缅怀刘少奇 何静修等编辑 7-5073-0019-6 中央文献出版社

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彭真著 7-5073-0028-5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的人权状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 7-5073-0100-1 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
专题摘编

邓小平著 7-5073-0133-8 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毛毛著 7-5073-0157-5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传:1893-1949.上册 金冲及主编 7-5073-0331-4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册 金冲及主编 7-5073-0331-4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7-5073-0482-5 中央文献出版社

乌兰夫文选.上册 乌兰夫著 7-5073-0556-2 中央文献出版社

乌兰夫文选.下册 乌兰夫著 7-5073-0556-2 中央文献出版社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江泽民著述 7-5073-0558-9 中央文献出版社

基因的革命 白玄，柳郁编 7-5073-0868-5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纪潮.第2卷 周淑芝等主编 7-5073-0884-7 中央文献出版社

没完没了的战争:中东海湾战火频燃 杨道金著 7-5073-0941-X 中央文献出版社

论科学技术 江泽民 [著] 7-5073-0963-0 中央文献出版社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学习辅导 苗长发主编 7-5073-0969-X 中央文献出版社

论“三个代表” 江泽民著 7-5073-1058-2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公务员行为规范读本 主编 龚芜 7-5073-1198-8 中央文献出版社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7-5073-1214-3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艰苦奋斗、居安思
危、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论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7-5073-1340-9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公务员信息化与电子政务读本 侯卫真, 赵国俊主编 7-5073-1408-1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公务员行政许可法读本 湛中乐主编 7-5073-1569-X 中央文献出版社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当代反思 关志钢等著 7-5073-1658-0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亲情的纽带:写在爷爷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毛新宇著 7-5073-1761-7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家世 李湘文编著 7-5074-0190-1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形容辞典 倪文杰编著 7-5074-0376-9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 马拴友著 7-5074-1278-4 中国城市出版社

民主机制与民主财政:政府间财政分工及分工
方式

刘云龙著 7-5074-1280-6 中国城市出版社

刑事诉讼法教程 主编 陈光中 7-5074-1335-7 中国城市出版社

现代商学概论 黄国雄主编 7-5074-1337-3 中国城市出版社

百姓最佳生活疗法 王烈主编 7-5074-1360-8 中国城市出版社



中国加入WTO知识读本 白津夫 ... [等]编著 7-5074-1393-4 中国城市出版社

WTO理论与实务 白津夫主编 7-5074-1414-0 中国城市出版社

质量无惑:世界质量宗师克劳士比省思录 杨钢, ( )Wilfred Leichert主编 7-5074-1431-0 中国城市出版社

公文处理基础 赵国俊主编 7-5074-1457-4 中国城市出版社

电子商务概论 姚立新著 7-5074-1465-5 中国城市出版社

立场:中央电视台12演播室记录 余培侠主编 7-5074-1499-X 中国城市出版社

听艾伦讲人生哲学:静心的第一堂课 (英) 詹姆斯·艾伦 (James Allen) 著 7-5074-1514-7 中国城市出版社

同居规则:走向婚姻的第一堂课 陈晓军著 7-5074-1516-3 中国城市出版社

预防“非典”自我按摩保健法 魏慧〓著 7-5074-1519-8 中国城市出版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程 主编 辛守良 7-5074-1523-6 中国城市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 裴利芳编著 7-5074-1524-4 中国城市出版社

健康真律:远离疾病的生活饮食处方 李德初著 7-5074-1563-5 中国城市出版社

人力资源管理 周文霞主编 7-5074-1627-5 中国城市出版社

头等猫:一个杰出者的猫腻 周全著 7-5074-1656-9 中国城市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沈小静, 齐严主编 7-5074-1687-9 中国城市出版社

公务员制度概论 唐铁汉主编 7-5074-1691-7 中国城市出版社

粉领富豪:TOP 20华人财智女性 何静编著 7-5074-1711-5 中国城市出版社

局外人.3 (韩) 可爱淘著 7-5074-1736-0 中国城市出版社

哆来咪发唆 (韩) 可爱淘著 7-5074-1738-7 中国城市出版社

临床高压氧医学 房广才主编 7-5075-0002-0 华文出版社

党员学习手册 高龙尧,周克邦主编 7-5075-0172-8 华文出版社

家庭保健药膳制作400法 蔡武承, 陈吉雄编著 7-5075-0178-7 华文出版社

粮菜果治病养生妙方 王华兴主编 7-5075-0626-6 华文出版社

中医妙方 陈书文 ... [等]编 7-5075-0645-2 华文出版社

当代中国经济若干问题 徐中伟主编 7-5075-0756-4 华文出版社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学习纲要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 7-5075-0812-9 华文出版社

党政干部统一战线知识读本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 7-5075-0836-6 华文出版社

校长学:献给21世纪的中小学校长 卢元锴著 7-5075-0848-X 华文出版社

爱的灵感:徐志摩笔下的恋情 徐志摩著 7-5075-0900-1 华文出版社

电子琴演奏与应用系列教程,高级 王梅贞, 芦小鸥著 7-5075-1037-9 华文出版社

全国电子琴演奏(业余)考级作品集辅导 执行主编 王梅贞 7-5075-1038-7 华文出版社

财政与金融 朱晓青, 钟勇著 7-5075-1042-5 华文出版社

企业统战工作创新篇 林智敏主编 7-5075-1076-X 华文出版社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清朝末年 叶再生著 7-5075-1098-0 华文出版社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抗日战争时
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叶再生著 7-5075-1098-0 华文出版社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卷,中华民国初
年至抗日战争前(1912年-1937年7月)

叶再生著 7-5075-1098-0 华文出版社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四卷,抗日战争胜
利与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

叶再生著 7-5075-1098-0 华文出版社

洋话连篇宝典.上 (美) Norm Roy主编 7-5075-1123-5 华文出版社

洋话连篇宝典.下 (美) Norm Roy主编 7-5075-1123-5 华文出版社

女人游:凤眼看世界 [美]杨二车娜姆著 7-5075-1141-3 华文出版社

合作共事工作手册 中央统战部编 7-5075-1166-9 华文出版社

学习指导概论 钟祖荣著 7-5075-1174-X 华文出版社

领导者的智慧:一分钟管理座右铭 (美) 肯·布兰查德 (Ken Blanchard) 著 7-5075-1183-9 华文出版社

破译长寿密码:人体自愈康复系统的开发 张普陶编著 7-5075-1217-7 华文出版社

考无不胜:考试高手坦言学习应考方法与策略 陈祥星著 7-5075-1251-7 华文出版社

一对一企业:互动时代的竞争工具
(美) 唐·佩珀斯 (Don Peppers), (美) 马

莎·罗杰斯 (Martha Rodgers) 著
7-5075-1261-4 华文出版社

一对一经理人:e时代的客户关系管理真实案
例

(美) 唐·佩珀斯 (Don Peppers), (美) 马
莎·罗杰斯 (Martha Rodgers) 著

7-5075-1262-2 华文出版社

一对一未来:一次一个顾客地建造关系
(美) 唐·佩珀斯 (Don Peppers), (美) 马

莎·罗杰斯 (Martha Rodgers) 著
7-5075-1264-9 华文出版社

逆创商机:红顶商圣胡雪岩扭转乾坤的十三反
经

史源编著 7-5075-1307-6 华文出版社

财政学原理 曾宪植, 薛文平编著 7-5075-1326-2 华文出版社

吴慰云创作编配艺术歌曲集 [吴慰云编配] 7-5075-1338-6 华文出版社

超能学习法:中外学习方法与策略精华 王华斌编著 7-5075-1357-2 华文出版社

龙族.四,顶尖魔法师 港口的少女 (韩) 李荣道原著 7-5075-1359-9 华文出版社

初等数学 (经济类) 王嘉武编著 7-5075-1369-6 华文出版社

引爆商机:利己又利人的财富阶梯 许川海著 7-5075-1375-0 华文出版社

谈判赢家成功的13堂课 田缨编著 7-5075-1376-9 华文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时文阅读集萃 主编 陈龙梅 7-5075-1380-7 华文出版社

爱是一只小刺猬:爱情瘾君子感情实录 (澳) 奥斯勒 (Sue Ostler) 著 7-5075-1388-2 华文出版社

夺命铅魔 苏银琥著 7-5075-1393-9 华文出版社

龙族.六,约定好的休息 看着前方却想着后方 (韩) 李荣道 (Lee Young Do) 原著 7-5075-1401-3 华文出版社

脑中的世界 傅松涛, 曲少云著 7-5075-1409-9 华文出版社



成功白领心理咨询手册 辛泉编著 7-5075-1422-6 华文出版社

挑战失败心理咨询手册 辛泉编著 7-5075-1425-0 华文出版社

人生终生必修课.上 庄恩岳著 7-5075-1481-1 华文出版社

人生终生必修课.下 庄恩岳著 7-5075-1481-1 华文出版社

刹那芳华 宁子著 7-5075-1532-X 华文出版社

疼痛的樱花:“归化”中发生的 (日) 梁春宇著 7-5075-1534-6 华文出版社

社会学教程 李路路, 朱正强, 刘铎编著 7-5075-1538-9 华文出版社

樱花开了 海地著 7-5075-1605-9 华文出版社

GRE备考词汇手册 黄又林主编 7-5075-1610-5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一,短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七,中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三,短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九,长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二,短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五,短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八,中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六,短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十,长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十一,长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十三,长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十二,长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十五,长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十六,长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十四,长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全译.四,短篇小说 董友忱主编 7-5075-1658-X 华文出版社

A3.第一卷,魔幻般的爱情 (韩) 金旻俊, (韩) 金容圣著 7-5075-1671-7 华文出版社

A3.第三卷,神和人间的帝王 (韩) 金旻俊, (韩) 金容圣著 7-5075-1671-7 华文出版社

A3.第二卷,星座盔甲 (韩) 金旻俊, (韩) 金容圣著 7-5075-1671-7 华文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主编 萧国亮 7-5075-1691-1 华文出版社

幸福在心 南北著 7-5075-1753-5 华文出版社

惠特曼诗精选 (美) 惠特曼 (Walt Whitman) 著 7-5075-1754-3 华文出版社

写给年轻人的66个人生建议.上 孙昔铭, 张艳著 7-5075-1767-5 华文出版社

写给年轻人的66个人生建议.下 孙昔铭, 张艳著 7-5075-1767-5 华文出版社



写给年轻人的66个人生建议.中 孙昔铭, 张艳著 7-5075-1767-5 华文出版社

简明社会学研究方法 风笑天编著 7-5075-1775-6 华文出版社

从细节中学习.上 鲜花朵朵编著 7-5075-1776-4 华文出版社

从细节中学习.下 鲜花朵朵编著 7-5075-1776-4 华文出版社

公共行政道德概论 唐铁汉主编 7-5075-1789-6 华文出版社

公共经济学概论 韩康主编 7-5075-1794-2 华文出版社

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马驰原编著 7-5075-1872-8 华文出版社

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马驰原编著 7-5075-1872-8 华文出版社

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蒋浊文编著 7-5075-1873-6 华文出版社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孔祥云编著 7-5075-1874-4 华文出版社

陈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陈仕豪编著 7-5075-1875-2 华文出版社

自律书.一 庄恩岳著 7-5075-1973-2 华文出版社

自律书.三 庄恩岳著 7-5075-1973-2 华文出版社

自律书.二 庄恩岳著 7-5075-1973-2 华文出版社

自律书.四 庄恩岳著 7-5075-1973-2 华文出版社

新闻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88-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办公室[编] 7-5076-0004-1 中国ISBN中心

新闻出版三项学习教育政策法规文件汇编 钟楚编 7-5076-0327-X 中国ISBN中心

软组织损伤与骨疾病手册 白佩璧主编 7-5077-0059-3 学苑出版社

散发性脑炎的诊断与治疗 贵立鳌,刘向志主编 7-5077-0140-9 学苑出版社

心血管病诊断标准 元柏民主编 7-5077-0179-4 学苑出版社

国产白酒的工艺技术和实验方法 秦含章著 7-5077-0201-4 学苑出版社

红楼梦:少年儿童版 (清) 曹雪芹原著 7-5077-0220-0 学苑出版社

医学正常值及临床意义速检手册 李顺保等编著 7-5077-0244-8 学苑出版社

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 季钟朴主编 7-5077-0271-5 学苑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医药最佳处方,外科卷 编写 丁小华 ... [等] 7-5077-0318-5 学苑出版社

葡萄膜病 高新民编著 7-5077-0358-4 学苑出版社

钓鱼指南,饵料篇 江一真主编 7-5077-0363-0 学苑出版社

百病中医熏洗熨擦疗法 程爵棠编著 7-5077-0393-2 学苑出版社

实用中国男性学 金之刚主编 7-5077-0400-9 学苑出版社

活血化瘀治疗疑难病 翁维良主编 7-5077-0401-7 学苑出版社

中国舌诊大全 李乃民主编 7-5077-0402-5 学苑出版社

高辉远临证验案精选 王发渭等编著 7-5077-0407-6 学苑出版社

男性性功能障碍与不育诊疗200问 李顺保, 刘艳骄等编著 7-5077-0436-X 学苑出版社



临床医学冠名词典 白佩璧主编 7-5077-0439-4 学苑出版社

中医喉科精义 程爵棠著 7-5077-0440-8 学苑出版社

中国烧伤大全 梁勇才编著 7-5077-0441-6 学苑出版社

表格式内科疾病临床鉴别诊断学 顾文卿,李顺保编著 7-5077-0445-9 学苑出版社

实用有毒中药临床手册 高渌纹主编 7-5077-0463-7 学苑出版社

心脏病的中医药防治 梁忠, 李宏光主编 7-5077-0488-2 学苑出版社

康氏现代治疗学:第43版译本 雷克尔(Rakel,Robert E.)主编 7-5077-0509-9 学苑出版社

家常便饭 [本书编写组编] 7-5077-0517-X 学苑出版社

实用最佳时间针灸精义 李友林,刘清国主编 7-5077-0546-3 学苑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主编 贲长恩 7-5077-0689-3 学苑出版社

中医儿科学 主编 刘弼臣 7-5077-0690-7 学苑出版社

家庭心理健康指南:常见心理问题及精神疾病
案例详解

刘硕, 霍雨佳编著 7-5077-0785-7 学苑出版社

影像诊断用药学 王维信,王敖格主编 7-5077-0813-6 学苑

影像诊断用药学 王维信等主编 7-5077-0813-6 学苑出版社

自己组装IBM PC及其兼容机 Aubrey Pilgrim著 7-5077-0822-5 学苑出版社

妇女性知识350问 方平[等]编著 7-5077-0863-2 学苑出版社

钓鱼指南,鲤鱼鲫鱼四季钓篇 主编 江一真 7-5077-0870-5 学苑出版社

精通FoxPro2.5for Windows George T.chou著 7-5077-0974-4 学苑出版社

温病学全书.下卷 李顺保编 7-5077-0982-5 学苑出版社

温病学全书.下卷 李顺保编 7-5077-0982-5 学苑出版社

拍卖·收藏·典当 李沙著 7-5077-0988-4 学苑出版社

中医文献检索 主编 严季澜 7-5077-1016-5 学苑出版社

医贯 (明) 赵献可著 7-5077-1021-1 学苑出版社

瘢痕美容整形200问 主编 刘文阁, 李素娟 7-5077-1063-7 学苑出版社

骊龙之珠的诱惑:民间叙事宝物主题探索 程蔷著 7-5077-1093-9 学苑出版社

大器早殒：肯尼迪 杨光斌, 赵少钦著 7-5077-1147-1 学苑出版社

走向冷战：杜鲁门 李东燕著 7-5077-1148-X 学苑出版社

角逐世界：布什 叶卫平著 7-5077-1149-8 学苑出版社

敢为人先：尼克松 黄金树著 7-5077-1150-1 学苑出版社

超级智者：基辛格 李义虎著 7-5077-1151-X 学苑出版社

毁誉参半：赫鲁晓夫 王福春著 7-5077-1152-8 学苑出版社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何庄, 杨光斌著 7-5077-1153-6 学苑出版社



小国伟人：李光耀 畅征著 7-5077-1154-4 学苑出版社

南非斗士：曼德拉 李安山著 7-5077-1155-2 学苑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精华:绘画本 周振甫主编 7-5077-1186-2 学苑出版社

化学科技活动手册 潘鸿章主编 7-5077-1188-9 学苑出版社

白汤浓汁品江汉 [刘富道主编]　　 7-5077-1246-X 学苑出版社

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 庄汉新, 邵明波主编 7-5077-1313-X 学苑出版社

糖尿病家庭防治小顾问 张春香 750771361 学苑出版社

临床药物代谢动力学 王维信等主编 7-5077-1428-4 学苑出版社

水上运动 李毓卿[著] 7-5077-1436-5 学苑出版社

海味山珍话闽韵:寻找乡土的吃食 [王炳根主编] 7-5077-1437-3 学苑出版社

冰泉老灶壮乡情:寻找乡土的吃食 [冯艺主编] 7-5077-1438-1 学苑出版社

滑雪 崔燕, 洪涛, 王清华[著] 7-5077-1439-X 学苑出版社

谜语故事大全 申江主编 7-5077-1448-9 学苑出版社

魔杖:美元帝国独步天下之谜 宋宜昌编著 7-5077-1490-X 学苑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四、六级对比式阶梯训练:
过罢四级过六级

王长喜主编 7-5077-1501-9 学苑出版社

传统养生知识问答 李玉环著 7-5077-1503-5 学苑出版社

最新足球规则图解 王伟, 陈永亮编著 7-5077-1512-4 学苑出版社

边缘地带:来自学术前沿的报告 宋正海, 孙关龙主编 7-5077-1524-8 学苑出版社

典当基础知识 李沙著 7-5077-1537-X 学苑出版社

现代典当通论 李沙著 7-5077-1537-X 学苑出版社

带格谜大全 申江主编 7-5077-1553-1 学苑出版社

胃病诊治大成 阎海主编 7-5077-1564-7 学苑出版社

美容医师指南 主编 孙玉萍, 李素娟 7-5077-1581-7 学苑出版社

皮肤养护手册 匡薇, 乔力红主编 7-5077-1583-3 学苑出版社

常用美容技术与仪器 主编 匡薇, 郗虹 7-5077-1585-X 学苑出版社

电子琴和弦图典 马行乾编著 7-5077-1586-8 学苑出版社

GSP实战教程:药品零售企业版 主编 赵葆 7-5077-1636-8 学苑出版社

瘢痕预防治疗学 主编 刘文阁, 李素娟 7-5077-1637-6 学苑出版社

战后日本遗族透析
(日) 田中伸尚, (日) 田中宏, (日) 波田永

实著
7-5077-1645-7 学苑出版社

大老碗里的秦腔古韵 周明 [主编] 7-5077-1661-9 学苑出版社

白案上的面食舞蹈 燕治国 [主编] 7-5077-1662-7 学苑出版社



海纳百川土著饭 吕中山 [主编] 7-5077-1664-3 学苑出版社

天子脚下的百姓吃食 陈新增 [主编] 7-5077-1665-1 学苑出版社

感冒诊治大成 阎海主编 7-5077-1676-7 学苑出版社

新编中西医结合皮肤美容学 曹汝智主编 7-5077-1695-3 学苑出版社

骨质疏松患者补钙食谱 主编 李雪梅, 李白冬 7-5077-1696-1 学苑出版社

便秘、痔疮患者康复食谱 主编 王丽茹 7-5077-1697-X 学苑出版社

高脂血症患者降脂食谱 主编 戴志荣 7-5077-1700-3 学苑出版社

时尚鲜花菜谱 焦明耀, 林文杰编著 7-5077-1721-6 学苑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医药最佳处方,急症卷 编写 丁小华 ... [等] 7-5077-1751-8 学苑出版社

肌肉健美训练速成50问:图例 王大中编著 7-5077-1781-X 学苑出版社

健美训练饮食与食谱 刘伟, 田美红编著 7-5077-1800-X 学苑出版社

身心源系统抗癌法: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带癌生
存之道

何元，王至诚编著 7-5077-1810-7 学苑出版社

寸金魂 宋树根著 7-5077-1813-1 学苑出版社

铁关镇海 阎受鹏, 水东流[著] 7-5077-1814-X 学苑出版社

大学英语6级考试颠峰训练 主编 王长喜 7-5077-1826-3 学苑出版社

少年海军手册 主编 苏士亮 7-5077-1832-8 学苑出版社

九方食汇天津卫 宋安娜 [主编] 7-5077-1855-7 学苑出版社

平民百姓的宴席情结 田中禾, 程健君 [主编] 7-5077-1856-5 学苑出版社

阳痿、早泄患者壮阳食谱 主编 李白冬 7-5077-1858-1 学苑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医药最佳处方,五官科卷 编写 王启才 ... [等] 7-5077-1873-5 学苑出版社

帷幕后的奸雄:中曾根康弘外传 (日) 本泽二郎著 7-5077-1875-1 学苑出版社

苦禅宗师艺缘录 李燕著 7-5077-1915-4 学苑出版社

肾病患者调理食谱 主编 吴凌云, 王丽 7-5077-1961-8 学苑出版社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步训练·同步过关,
企业管理概论

组编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命题研究组 7-5077-1964-2 学苑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 主编 顾红卫 7-5077-1972-3 学苑出版社

北京的牌楼 韩昌凯著 7-5077-2024-1 学苑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高分词汇 主编 毕金献 7-5077-2034-9 学苑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医药最佳处方,儿科卷 编写 于建 ... [等] 7-5077-2040-3 学苑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医药最佳处方,骨伤科卷 编写 于建华 ... [等] 7-5077-2046-2 学苑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 高鑫, 吴秋雅著 7-5077-2050-0 学苑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医药最佳处方.上,针灸治疗卷 于建华等编写 7-5077-2052-7 学苑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医药最佳处方.下,针灸治疗卷 于建华等编写 7-5077-2052-7 学苑出版社

尼泊尔旅行笔记 曾哲著/摄影 7-5077-2064-0 学苑出版社

宝贝比我强:你也能培养一个双语孩子 罗翔, 汤峥嵘著 7-5077-2065-9 学苑出版社

商品质量与真伪识别.1,粮油、肉制品、饮料
、调味品、豆制品、糕点、茶叶、酒

总主编 梁益圃 7-5077-2070-5 学苑出版社

泰定养生主论 (元) 王珪著 7-5077-2092-6 学苑出版社

雨后的绿摩尔:女人说 女人写 女人看 左心平 [著] 7-5077-2210-4 学苑出版社

约会在紫色时刻:点击名人 王红 [著] 7-5077-2211-2 学苑出版社

寻找最冷的蓝:玩命故事 卢悦 [著] 7-5077-2213-9 学苑出版社

伊人味道:新鲜女人写真 刘萍 [著] 7-5077-2214-7 学苑出版社

健康评测:给自己的健康打分 李乃卿主编 7-5077-2238-4 学苑出版社

选择最适合你的保险 张俊明编著 7-5077-2275-9 学苑出版社

诉讼是最有效的法律手段 朱平编著 7-5077-2278-3 学苑出版社

知识产权离你并不远 刘远景, 孙智慧编著 7-5077-2279-1 学苑出版社

避开房地产交易的陷阱 侯亚辉, 赵云虎编著 7-5077-2280-5 学苑出版社

随时维护消费者权益 张冠彬编著 7-5077-2281-3 学苑出版社

实用六解穴位辞典 齐强主编 7-5077-2294-5 学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解读 主编 李建 7-5077-2553-7 学苑出版社

洪战辉感动中国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主编 7-5077-2625-8 学苑出版社

英语幽默大观.第二集 吕志士等主编 7-5078-0037-7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500题 简振新主编 7-5078-0414-3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市场经济大辞典 王仕元主编 7-5078-0797-5 中国国际广播

生产作业 主编 甘华鸣 7-5078-1550-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理财：资金筹措与使用.上册 主编 甘华鸣 7-5078-1551-X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理财：资金筹措与使用.下册 甘华鸣主编 7-5078-1551-X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MBA管理方法 主编 甘华鸣 7-5078-1592-7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MBA情景案例 MBA必修核心课程编译组著 7-5078-1593-5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精读鲁迅 鲁迅著 7-5078-1597-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精读许地山 许地山著 7-5078-1603-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发展新思路:为人类的发展寻找更好的途径 丁大月编著 7-5078-1800-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发展新思路：为人类的发展寻找更好的途径 丁大月编著 7-5078-1800-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管理创新 主编 甘华鸣, 肖忠远 7-5078-1814-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金融员工法律知识365问 中央金融工委宣传部, 中央金融工委文明办
编

7-5078-1875-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质量经理工作手册 主编 甘华鸣 7-5078-1911-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日进斗金:中国投资理财问题 陈翠芳编著 7-5078-1933-7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必备合同范本.上册,涉外合同 李睿主编 7-5078-1986-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必备合同范本.下册,涉外合同 李睿主编 7-5078-1986-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必备文书范本.上册,商务与经营类文书 主编 李睿 7-5078-1992-2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必备文书范本.下册,商务与经营类文书 主编 李睿 7-5078-1992-2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必备文书范本,工商与税务类文书 李睿主编 7-5078-1993-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必备文书范本,行政与司法类文书 主编 李睿 7-5078-1994-9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经理案头必备
(美) 辛西亚·贝雷曼·芬克 (Cynthia 

Berryman-Fink), (美) 查尔斯·贝雷曼·芬
克 (Charles Berryman-Fink) 著

7-5078-1996-5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观察 甘华鸣, 李旭著 7-5078-2006-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领导.上 甘华鸣, 李湘华著 7-5078-2007-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领导.下 甘华鸣, 李湘华著 7-5078-2007-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创业板是什么:中国创业板启蒙读本 金小川著 7-5078-2016-5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必备管理表格范本.第一册,经营战略 市
场营销 新产品开发

甘华鸣主编 7-5078-2052-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必备管理表格范本.第三册,生产与采购 
物料与设备 质量保证与控制

甘华鸣主编 7-5078-2052-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必备管理表格范本.第二册,财务 税务 
统计

甘华鸣主编 7-5078-2052-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必备管理表格范本.第四册,组织与人事 
行政与总务后勤

甘华鸣主编 7-5078-2052-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会计制度实务指南:方法与案例.上册 陈永凤编著 7-5078-2055-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会计制度实务指南:方法与案例.下册 陈永凤编著 7-5078-2055-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会计制度基础工作:企业内部会计管理制
度与常用会计表格

赵凯, 陈永凤编著 7-5078-2065-3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高新技术企业营销策略 张德斌, 关敏主编 7-5078-2070-X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股份制:中国规则.上册 王欣新著 7-5078-2116-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企业股份制:中国规则.下册 王欣新著 7-5078-2116-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大学生就业指导 主编 邓曦东, 吴立生 7-5078-2130-7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道乐吉学习方法:大学生版 甘华鸣主编 7-5078-2147-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大领导力,统帅力 甘华鸣, 李湘华著 7-5078-2232-X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大领导力,创新力 甘华鸣主编 7-5078-2233-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大领导力,组织力 甘华鸣主编 7-5078-2233-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大领导力,统帅力 甘华鸣主编 7-5078-2233-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大领导力,创新力 甘华鸣等著 7-5078-2234-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大领导力,沟通力 甘华鸣, 李湘华著 7-5078-2235-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天天有爱,春夏篇 庞永华编著 7-5078-2359-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天天有爱,秋冬篇 庞永华编著 7-5078-2359-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55天健脑操,计算篇 钱树仁著 7-5078-2498-5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做人的密码:成就伟大事业的顶尖策略 红日编著 7-5078-2572-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广播电视综合知识 主编 王蓓 7-5078-2604-X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剩者为王:新经济时代企业的游戏规则 丛培生编著 7-5078-2620-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四大名著看管理 张明洋著 7-5078-2622-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嫁给王子 涵晞编著 7-5078-2624-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华学生必备的9大素质 红日编著 7-5078-2635-X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55天健脑操,综合篇 钱树仁著 7-5078-2646-5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帝国荣誉 菜菜著 7-5078-2661-9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我爱空姐,一定要幸福 晓翔著 7-5078-2745-3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新编临床体检图解 杨仲昆等编 7-5080-0028-5 华夏出版社

快速成长 (美) 杰弗里·蒂蒙斯 (Jeffry A.Timmons) 
著

7-5080-0697-6 华夏出版社

白夜 贾平凹著 7-5080-0757-3 华夏出版社

大内科急救全书 杜俊羽等主编 7-5080-0870-7 华夏出版社

权利与影响 (美) 约翰·科特 (John P. Kotter) 著 7-5080-1189-9 华夏出版社

新规则 (美) 约翰·科特 (John P.Kotter) 著 7-5080-1190-2 华夏出版社

总经理 (美) 约翰·科特著 7-5080-1191-0 华夏出版社

企业文化与经营绩效
(美) 约翰·科特 (John Kotter), (美) 詹

姆斯·赫斯克特著
7-5080-1193-7 华夏出版社

变革的力量:领导与管理的差异 (美) 约翰·科特 (John P.Kotter) 著 7-5080-1194-5 华夏出版社

期权理论与公司理财 张志强著 7-5080-1876-1 华夏出版社

IBM——银湖计划
(美) 罗伊·A.鲍尔, (美) 埃米里奥·考拉, 

(美) 维克多·唐著
7-5080-1953-9 华夏出版社

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编 7-5080-1988-1 华夏出版社

社区常见健康问题 姜玲, 武广华主编 7-5080-1997-0 华夏出版社

制定管理决策教程
(英) 斯蒂文·库克 (Steve Cooke), (英) 

尼葛尔·斯莱克 (Nigel Slack) 著
7-5080-2089-8 华夏出版社

邮购女王:从学徒工到欧洲最重要的女商人 (德) 克里斯蒂安·伯默尔著 7-5080-2217-3 华夏出版社



音乐圣经·CD辞典 林逸聪[编著] 7-5080-2230-0 华夏出版社

作为焦虑和平静的宗教:论精神的比较现象学 (加) J.G.阿拉普拉 (J.G.Arapura) 著 7-5080-2236-X 华夏出版社

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 马戎, 刘世定, 邱泽奇主编 7-5080-2248-3 华夏出版社

基因伦理学:人的繁殖技术化带来的问题 (德) 库尔特·拜尔茨 (Kurt Bayertz) 著 7-5080-2251-3 华夏出版社

个体的不可消逝性:反思主体、人格和个体，
以回应“后现代”对它们所作的死亡宣告

(德) 曼弗雷德·弗兰克 (Manfred Frank) 
著

7-5080-2269-6 华夏出版社

空中对决:波音与空客市场大战 (英) 马修·林恩 (Matthew Lynn) 著 7-5080-2277-7 华夏出版社

易卜生 王忠祥著 7-5080-2285-8 华夏出版社

世纪兼并:美国最大产权交易商的制胜策略 (美) 丹尼尔·卡德莱克 (Danice Kadlec) 
著

7-5080-2291-2 华夏出版社

高层智慧:全球50位顶级首席执行官的经营理
念

(美) 托马斯·内夫 (Thomans J.Neff), 
(美) 詹姆斯·西特林 (James M.Citrin) 著

7-5080-2299-8 华夏出版社

忠诚的价值:增长、利润与持久价值背后的力
量

(美) 弗雷德里克·莱希赫尔德 (Frederick 
Reichheld) 著

7-5080-2317-X 华夏出版社

神奇美利坚:美国旅行指南 (美) 施少平著 7-5080-2327-7 华夏出版社

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小麦、基因与冷战 (美) 约翰·H·帕金斯 (John H.Perkins) 
著

7-5080-2346-3 华夏出版社

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 喻国明著 7-5080-2349-8 华夏出版社

留学的抉择,商学院 李强编著 7-5080-2357-9 华夏出版社

留学的抉择,法学院 李强编著 7-5080-2359-5 华夏出版社

棒球小子 (美) 保罗·哈拉西姆 (Paul Harasim) 著 7-5080-2371-4 华夏出版社

山径之旅
(美) 比尔·欧文 (Bill Irwin), (美) 大卫

·麦卡斯兰 (David McCasland) 著
7-5080-2374-9 华夏出版社

穿越生命的荆棘:失去另一半的悲伤调适
(美) 罗伯特·迪朱利欧 (Robert 

C.Digiulio) 著
7-5080-2375-7 华夏出版社

留学的抉择,教育学院 李强编著 7-5080-2384-6 华夏出版社

时间机器:施乐帕克与计算机时代的黎明 (美) 迈克尔·希尔奇克著 7-5080-2391-9 华夏出版社

创新沃土:美国3M公司创新机制 (美) 欧内斯特·冈德林著 7-5080-2392-7 华夏出版社

时间银行:大众汽车公司职工终生就业机制 (德) 彼德·哈尔兹著 7-5080-2394-3 华夏出版社

价值驱动的智力资本
(美) 帕特里克·沙利文 (Patrick 

H.Sullivan) 著
7-5080-2398-6 华夏出版社

有效沟通
(美) 桑德拉·黑贝尔斯 (Saundra Hybels), 

(美) 里查德·威沃尔著
7-5080-2399-4 华夏出版社

新富 张立信著 7-5080-2417-6 华夏出版社

网络竞争情报源 李广建, 黄永文编著 7-5080-2428-1 华夏出版社

有效谈判秘诀:谈判大师的秘密武器 (美) 罗杰·道森著 7-5080-2527-X 华夏出版社



惠普方略:比尔·休利特和我的创业之路 (美) 大卫·帕克著 7-5080-2550-4 华夏出版社

击败专家:战胜华尔街顶尖高手的指数投资 (美) 戴维·布莱特著 7-5080-2553-9 华夏出版社

东山再起:郭士纳与IBM十年转机 (美) 道·盖尔 (Douglas Carr) 著 7-5080-2555-5 华夏出版社

能不忆蜀葵 张炜著 7-5080-2576-8 华夏出版社

红烛 闻一多著 7-5080-2635-7 华夏出版社

雨巷 戴望舒著 7-5080-2636-5 华夏出版社

企业竞争情报系统 包昌火等编著 7-5080-2639-X 华夏出版社

爱情备胎 孔明珠著 7-5080-2642-X 华夏出版社

阳光香味 张鑫著 7-5080-2643-8 华夏出版社

禅管禅说 盛曙丽著 7-5080-2644-6 华夏出版社

另一种睡 姚育明著 7-5080-2645-4 华夏出版社

鱼的快乐 李澄香著 7-5080-2646-2 华夏出版社

二刻拍案惊奇 (明) 凌濛初编著 7-5080-2656-X 华夏出版社

花之寺 凌叔华著 7-5080-2658-6 华夏出版社

西游记.上册 (明) 吴承恩著 7-5080-2673-X 华夏出版社

西游记.下册 (明) 吴承恩著 7-5080-2673-X 华夏出版社

醒世恒言.上册 (明) 冯梦龙著 7-5080-2678-0 华夏出版社

醒世恒言.下册 (明) 冯梦龙著 7-5080-2678-0 华夏出版社

儒林外史 (清) 吴敬梓著 7-5080-2679-9 华夏出版社

海滨之屋 (奥) 斯台芬·茨威格著 7-5080-2698-5 华夏出版社

把天堂带回家 雨雁著 7-5080-2770-1 华夏出版社

社会舆论原理 刘建明著 7-5080-2796-5 华夏出版社

激情燃烧的岁月 石钟山著 7-5080-2811-2 华夏出版社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 崔禄春著 7-5080-2831-7 华夏出版社

情调e-mail:网络文学采撷 田射编 7-5080-2838-4 华夏出版社

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
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刘世定著 7-5080-2845-7 华夏出版社

强有力的领导
(美) 埃里克·斯蒂芬 (Eric G.Stephan), 

(美) 维恩·培斯 (R.Wayne Pace) 著
7-5080-2891-0 华夏出版社

无线营销:随时随地客户关系管理的新营销战
略

(美) 弗雷德里克·纽厄尔 (Frederick 
Newll), (美) 凯瑟琳· 纽厄尔·莱蒙 

(Katherine Newell Lemon) 著

7-5080-2900-3 华夏出版社

下一波经济的战略思考: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
理学院《管理评论》

(美) 迈克尔·库苏曼诺, (美) 康斯坦丁诺
斯·马凯斯编著

7-5080-2920-8 华夏出版社



描述自我的三作家:卡萨诺瓦 司汤达 托尔斯
泰

(奥) 斯台芬·茨威格著 7-5080-2930-5 华夏出版社

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奥) 斯台芬·茨威格著 7-5080-2931-3 华夏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护士资格考试应试指导及题集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应试指导编委会主编 7-5080-2939-9 华夏出版社

2004年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 雎明河 7-5080-2955-0 华夏出版社

诊断学大辞典 杨志寅主编 7-5080-2962-3 华夏出版社

白鲸:[缩写本] (美) 麦尔维尔原著 7-5080-2999-2 华夏出版社

英美哲学家圆桌
(德) 英格博格·布劳耶尔 (Ingeborg 

Breuer), 彼德·洛伊施 (Peter Leusch), 
迪特尔·默施 (Dieter Mersch) 著

7-5080-3037-0 华夏出版社

归来记
(英) 亚瑟·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著
7-5080-3077-X 华夏出版社

书与画像:一部个人化的阅读史 著 邹波 7-5080-3082-6 华夏出版社

冷酷的新闻纸 覃里雯著 7-5080-3083-4 华夏出版社

泡沫的秘密:早期金融狂热的基本原理 (美) 彼得·加伯 (Peter Garber) 著 7-5080-3177-6 华夏出版社

享受单身:做一个成功、快乐的时尚女性 (澳) 苏·奥斯特拉 (Sue Ostler) 著 7-5080-3178-4 华夏出版社

股市牛虻:擦亮投资者眼睛 易宪容著 7-5080-3199-7 华夏出版社

培育企业领导者:如何确认、发展和保留领导
型人才

(美) 威廉·拜汉姆, (美) 奥德利·史密斯, 
(美) 马修·佩斯著

7-5080-3200-4 华夏出版社

灾害事故医疗卫生救援指南:救灾防病技能强
化培训教材

祁国明等主编 7-5080-3218-7 华夏出版社

下课的CEO 张小木著 7-5080-3228-4 华夏出版社

女人季 (德) 孔萨利克著 7-5080-3230-6 华夏出版社

特快列车惊魂十夜 (德) 孔萨利克著 7-5080-3232-2 华夏出版社

心碎, 你好 石康著 7-5080-3240-3 华夏出版社

操作能力测评
(美) 施蒂夫·迈克鲁姆 (Steve McCallum), 
(美) 布鲁斯·布瑞肯, (美) 约翰·瓦瑟尔

7-5080-3259-4 华夏出版社

他们十个人 (德) 孔萨利克著 7-5080-3262-4 华夏出版社

非典医院 非常战士 赵锡银，张春华主编 7-5080-3278-0 华夏出版社

常识 (美) 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 著 7-5080-3290-X 华夏出版社

理工大风流往事 zt著 7-5080-3297-7 华夏出版社

完美管理者 (美) 伊查克·爱迪思 (Ichak Adizes) 著 7-5080-3316-7 华夏出版社

北京姑娘 石康著 7-5080-3324-8 华夏出版社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朱文著 7-5080-3327-2 华夏出版社

追求鼎盛 (美) 伊查克·爱迪思 (Ichak Adizes) 著 7-5080-3353-1 华夏出版社



留住权力:经理人获得权力并留住权力的30个
秘诀

(美) 托马斯·施韦克 (Thomas 
A.Schweich) 著

7-5080-3365-5 华夏出版社

偷, 不偷 时间著 7-5080-3370-1 华夏出版社

我们到底要什么 温铁军著 7-5080-3467-8 华夏出版社

学历无用论 (日) 盛田昭夫著 7-5080-3504-6 华夏出版社

竞争优势 (美) 迈克尔·波特著 7-5080-3510-0 华夏出版社

你的一生我只借一会儿 山荣儿编选 7-5080-3514-3 华夏出版社

全面质量管理漫画读本 (英) 约翰·欧克兰德 (John S. Oakland) 
著

7-5080-3566-6 华夏出版社

产品推销:漫画读本
(英)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Malcolm 

McDonald) 著
7-5080-3567-4 华夏出版社

中国孤儿和她们的洋父母:记十三个收养中国
孤儿的英国家庭

许智著 7-5080-3580-1 华夏出版社

透支爱情 宁虫著 7-5080-3594-1 华夏出版社

Kiss中毒症.1 (韩) 银戒指著 7-5080-3613-1 华夏出版社

什么是CEO:关于CEO成长的学问 (英) 罗杰·帕瑞 (Roger Parry) 著 7-5080-3638-7 华夏出版社

五星级员工是这样诞生的！ (美)罗伯特·凯利(Robert E.Kelley)著 7-5080-3643-3 华夏出版社

Kiss中毒症.2 (韩) 银戒指著 7-5080-3700-6 华夏出版社

外企女秘书职场日记 谭一平著 7-5080-3723-5 华夏出版社

Kiss中毒症.3 (韩) 银戒指著 7-5080-3750-2 华夏出版社

中华诗词鉴赏学 贺松青 柏云著 7-5080-3763-4 华夏出版社

人类学定位 古塔 弗格森著 7508037766 华夏出版社

Kiss中毒症之后.1 (韩) 银戒指著 7-5080-3811-8 华夏出版社

大师论领导 (英) 马克·托马斯 (Mark Thomas) 著 7-5080-3895-9 华夏出版社

大师论管人 (英) 沙尔坦·克默尼 (Sultan Kermally) 
著

7-5080-3897-5 华夏出版社

请不要靠近我100米 (韩) 林银喜著 7-5080-3901-7 华夏出版社

用匕首收割的爱情 马 利著 7-5081-0157-X 八一出版社

家庭药浴 王发渭, 郝爱真编著 7-5082-0020-9 金盾出版社

行业对联三千副 赵金光, 李喜声选编 7-5082-0064-0 金盾出版社

下消化道疾病电子肠镜图析100例 梁 浩主编 7-5082-0103-5 金盾出版社

年轻父母必读 主编 刘越璋, 刘兰香 7-5082-0248-1 金盾出版社

中医诊断入门 董汉良编著 7-5082-0266-X 金盾出版社

颈椎病防治90问 徐军，汪玉平编著 7-5082-0776-9 金盾出版社

糖尿病防治误区110问 张胜兰主编 7-5082-0780-7 金盾出版社



打鼾与疾病80问 张又新等编 7508208250 金盾出版社

新编大众菜谱 苗大林编著 7-5082-0852-8 金盾出版社

孕妇饮食调养 谢良民，赵法〓编著 7-5082-0926-5 金盾出版社

跨世纪万年历 靳一石编 7-5082-1059-X 金盾出版社

骨质疏松与骨质增生防治（修订版） 张光武 编著 7508211456 金盾出版社

糖尿病饮食调养 陈艳主编 7-5082-1146-4 金盾出版社

竹笋美味30种 刘自华编著 7-5082-1192-8 金盾出版社

汤羹美味30种 卢健编著 7-5082-1194-4 金盾出版社

怎样打网球 陈占奎, 张显义主编 7-5082-1285-1 金盾出版社

怎样看化验单 主编 陈惠中 7-5082-1293-2 金盾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防治 文小敏等主编 7-5082-1298-3 金盾出版社

家庭居室装修装饰丛书,楼地面 孙殿忠等编著 7-5082-1410-2 金盾出版社

经效单方的应用 王锦鸿, 瞿融编著 7-5082-1419-6 金盾出版社

常用进口药物手册 主编 王睿 7-5082-1420-X 金盾出版社

地方特色美食260种 叶连海, 郝淑秀编著 7-5082-1499-4 金盾出版社

枪术 主编 陈占奎 7-5082-1504-4 金盾出版社

实用外科疾病护理 主编 姚梅芳 7-5082-1511-7 金盾出版社

绿色食品的保健功能与食疗方 主编 孟昭全 7-5082-1541-9 金盾出版社

香菇美味30种 程炳新编著 / 摄影 7-5082-1654-7 金盾出版社

坐骨神经痛防治 主编 陈东银 7-5082-1660-1 金盾出版社

糖尿病药膳 主编 侯昕 7-5082-1661-X 金盾出版社

外科术后病人家庭护理 主编 田力 7-5082-1705-5 金盾出版社

高血压病患者饮食调养 黄慧芹主编 7-5082-1718-7 金盾出版社

家庭科学饮食指南 黄梅丽, 王俊卿编著 7-5082-1731-4 金盾出版社

高脂血症患者饮食调养 陈长青主编 7-5082-1758-6 金盾出版社

火腿美味30种 张明亮，张恩来编著 7-5082-1776-4 金盾出版社

耳鼻咽喉疾病自我防治 周成勇主编 7-5082-1779-9 金盾出版社

更年期患者饮食调养 孟昭全主编 7-5082-1781-0 金盾出版社

便秘患者饮食调养 马新华主编 7-5082-1807-8 金盾出版社

青春痘防治 姚春海，宋志军编著 7-5082-1822-1 金盾出版社

中老年冠心病防治 夏云峰主编 7-5082-1824-8 金盾出版社

肥胖症防治 刘新民主编 7-5082-1827-2 金盾出版社

老年心血管病防治与康复 范利主编 7-5082-1829-9 金盾出版社



白色食品保健功能与食疗方 主编 孟昭全 7-5082-1848-5 金盾出版社

慢性支气管炎自我防治 陈长青主编 7-5082-1850-7 金盾出版社

象形菜肴30种 刘洪编著 7-5082-1856-6 金盾出版社

羊肉美味30种 主编 吴杰 7-5082-1857-4 金盾出版社

腹泻患者饮食调养 黄慧芹主编 7-5082-1898-1 金盾出版社

美容保健 李清亚等编著 7-5082-1900-7 金盾出版社

女性健美营养食谱 主编 王丽茹 7-5082-1907-4 金盾出版社

农家菜点30种 主编 吴杰 7-5082-1994-5 金盾出版社

防止上当受骗300例 徐忠权编著 7-5082-2042-0 金盾出版社

黄色食品的保健功能与食疗方 孟昭全主编 7-5082-2054-4 金盾出版社

杂碎美味30种 主编 吴杰 7-5082-2082-X 金盾出版社

肚类美味30种 主编 吴杰 7-5082-2083-8 金盾出版社

药膳美味30种 主编 吴杰 7-5082-2085-4 金盾出版社

莲子木耳的保健功能与食疗方 李清亚, 王晓慧编著 7-5082-2088-9 金盾出版社

农村妇幼保健科普知识读本 樊玉春主编 7-5082-2089-7 金盾出版社

心绞痛自我防治 陈长青主编 7-5082-2092-7 金盾出版社

腊味菜肴30种 主编 吴杰 7-5082-2155-9 金盾出版社

家庭素食指南 赵家著 7-5082-2158-3 金盾出版社

养生延年粥疗集锦 张晋峰, 卢祥生编著 7-5082-2160-5 金盾出版社

养生延年药茶集锦 林菁编著 7-5082-2162-1 金盾出版社

养生延年酒疗集锦 卢祥之编著 7-5082-2164-8 金盾出版社

肿瘤防治与调养 张世蔚编著 7-5082-2166-4 金盾出版社

老年精神疾病防治与调养 吉中孚编著 7-5082-2167-2 金盾出版社

四季话养生 刘鸣勋, 姚友爱, 姚雅鹃编著 7-5082-2169-9 金盾出版社

养生延年中药方剂 卢祥之, 张晋峰编著 7-5082-2172-9 金盾出版社

老年男科疾病防治与调养 李卫真, 楚延春编著 7-5082-2173-7 金盾出版社

远离危险 王定华编著 7-5082-2177-X 金盾出版社

眼见未必为实:似是而非错误百出的故事 陈天昌著 7-5082-2205-9 金盾出版社

喜庆祝福菜100种 主编 孙宝和 7-5082-2207-5 金盾出版社

人间天堂杭州 钱钧, 洪尚之编著 7-5082-2208-3 金盾出版社

四季如春的城市——昆明 于建明编著 7-5082-2209-1 金盾出版社

家庭养花300问 冯天哲主编 7-5082-2264-4 金盾出版社

民族特色菜点30种 主编 吴杰 7-5082-2317-9 金盾出版社



千年古都西安 黄启勋编著 7-5082-2338-1 金盾出版社

家常食品的鉴别与选购 孙利平, 李文芳编著 7-5082-2339-X 金盾出版社

孕产妇饮食宜与忌 李兴春, 王丽茹主编 7-5082-2342-X 金盾出版社

养生延年汤疗集锦 陆子规, 郭巍峰, 卢祥生编著 7-5082-2346-2 金盾出版社

记忆中的歌 陈路编著 7-5082-2347-0 金盾出版社

养生延年药膳集锦 主编 任占敏 7-5082-2351-9 金盾出版社

老年泌尿系统疾病防治与调养 楚延春, 郭梅钦, 李卫真编著 7-5082-2352-7 金盾出版社

老年骨关节病防治与调理 刘汴生主编 7-5082-2354-3 金盾出版社

老年常见病化验单解读 李擎天主编 7-5082-2355-1 金盾出版社

老年皮肤病防治与调养 主编 陈映玲, 陈兴平 7-5082-2357-8 金盾出版社

老年人合理用药指南 张揆一, 刘云海, 郑秀华编著 7-5082-2358-6 金盾出版社

老年糖尿病及并发症防治与调养 吴金荣, 赵忠印主编 7-5082-2359-4 金盾出版社

国外老人生活剪影 杨宗, 钮保国, 杨东杰编著 7-5082-2360-8 金盾出版社

肉类初加工及保鲜技术 杨富民编著 7-5082-2371-3 金盾出版社

栗子花生的保健功能与食疗方 李清亚, 王晓慧编著 7-5082-2474-4 金盾出版社

西洋参的保健食疗与药用配方 李明, 关庆举编著 7-5082-2475-2 金盾出版社

红色食品的保健功能与食疗方 主编 孟昭全 7-5082-2476-0 金盾出版社

新特菜美味30种 主编 吴杰 7-5082-2552-X 金盾出版社

一日三餐食谱设计 杨铭铎主编 7-5082-2556-2 金盾出版社

家庭电视节目制作技巧 杨玉鸿, 耿亮, 往成云编著 7-5082-2637-2 金盾出版社

生活方式与长寿 黄汉兴等编著 7-5082-2639-9 金盾出版社

老年重危急症救治知识 柳孝先, 张梓乐主编 7-5082-2640-2 金盾出版社

指压疗法 主编 马新华 7-5082-2645-3 金盾出版社

足病修治技术 牛德英等编著 7-5082-2676-3 金盾出版社

老年人遗产继承咨询 主编 杨鲁, 沈国琴 7-5082-2681-X 金盾出版社

军旅诗词硬笔字帖 张学鹏书写 7-5082-2696-8 金盾出版社

烧鸡美味30种 主编 吴杰 7-5082-2701-8 金盾出版社

兵器的故事.中册,导弹族·蘑菇云·航天器 李俊亭等编著 7-5082-2718-2 金盾出版社

第二批非处方药选用知识 主编 伦踪启 7-5082-2719-0 金盾出版社

友情之歌 毛祖棠主编 7-5082-2777-8 金盾出版社

饮酒醉酒幽默笑话300则 吴维根编 7-5082-2783-2 金盾出版社

艺苑幽默笑话400则 吴维根编 7-5082-2784-0 金盾出版社

扑克牌双升实战技巧 张华府编著 7-5082-2798-0 金盾出版社



近视远视散光老花防治300问 李平余编著 7-5082-2805-7 金盾出版社

胃肠疾病自我防治 刘丽华，肖文华编著 7-5082-2807-3 金盾出版社

过敏个案分析及防治 张永华编著 7-5082-2809-X 金盾出版社

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庭的生命历程 王纪芒，彭铟旎著 7-5082-2827-8 金盾出版社

遭遇危险与逃生 池根成编著 7-5082-2828-6 金盾出版社

异国主食美味30种 主编 吴昊然 7-5082-2832-4 金盾出版社

失眠的中医防治 主编 吕文良 7-5082-2859-6 金盾出版社

怎样经营好小型企业 黄志平编著 7-5082-2914-2 金盾出版社

宫廷主食美味30种 主编 吴杰 7-5082-2975-4 金盾出版社

厦门及其周边游 陈健, 潘龙晖, 陈士智编著 7-5082-2977-0 金盾出版社

远离现代富贵病 主编 李兴春, 任佳美 7-5082-2979-7 金盾出版社

类风湿性关节炎防治 陈东银主编 7-5082-2982-7 金盾出版社

旅游养生指南 张怀明主编 7-5082-2983-5 金盾出版社

结核病用药不良反应及处理 王巍主编 7-5082-2985-1 金盾出版社

检验指标异常人员饮食调养 谢英彪主编 7-5082-2986-X 金盾出版社

中老年人胃肠保健 孟昭泉主编 7-5082-2990-8 金盾出版社

甲鱼乌鸡的保健功能与食疗方 李清亚, 王晓慧编著 7-5082-2992-4 金盾出版社

走进美欧酒天地:跟我配制253道鸡尾饮料 (美) 盖尔·梅斯原著 7-5082-3031-0 金盾出版社

典故美食精选 主编 吴杰 7-5082-3152-X 金盾出版社

爽口小凉菜30种 主编 孙宝和 7-5082-3156-2 金盾出版社

皮肤健美100法 主编 邹先彪 7-5082-3161-9 金盾出版社

癌症治疗新方法 步召德, 季加孚编著 7-5082-3164-3 金盾出版社

风味小点心30种 主编 孙宝和 7-5082-3182-1 金盾出版社

美味小炖菜30种 主编 孙宝和 7-5082-3201-1 金盾出版社

现代科学健身230题 孟庆轩, 陈国珍主编 7-5082-3205-4 金盾出版社

人体健康自我评估50法 杜宣新编著 7-5082-3207-0 金盾出版社

蚂蚁的食用及药用 吴志成，吴斌编著 7-5082-3227-5 金盾出版社

口腔保健指南 李青奕编著 7-5082-3229-1 金盾出版社

白癜风与黄褐斑防治 姚春海，宋志军编著 7-5082-3286-0 金盾出版社

极品麻辣菜 主编 刘自华 7-5082-3337-9 金盾出版社

咳喘疾病偏方验方疗法 尹国有主编 7-5082-3355-7 金盾出版社

亚健康防治188问 吴赛珠主编 7-5082-3356-5 金盾出版社

风湿病用药不良反应及处理 方勇飞主编 7-5082-3433-2 金盾出版社



神奇的介入治疗 主编 王兆华 7-5082-3602-5 金盾出版社

食用菌防治现代病 吕承义编著 7-5082-3743-9 金盾出版社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节能管理模式研究
国家经贸委“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节能管理

模式研究”课题组编
7-5083-2006-9 中国电力出版社

警钟声声 主编 祝新民 7-5083-3339-X 中国电力出版社

服务文化探索与思考 国家电网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编 7-5083-3589-9 中国电力出版社

Linux设备驱动程序
Jonatban Corbet, Alessandro Rubimie, 

Greg Kroab-Hartman著
7-5083-3863-4 中国电力出版社

爱心 平安 发展:国家电网公司开展“爱心活
动”、实施“平安工程”学习读本

刘振亚主编 7-5083-4850-8 中国电力出版社

创新赢得市场:珍贝成功之道 陈玉荣编著 7-5084-1512-4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祝您健康:日常保健集锦 邓绍康编著 7-5084-1579-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经典魏碑楷书结构笔法指要:《崔敬邕墓志》
全碑解析

弓超著 7-5084-1773-9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商业制胜之澳大利亚 (澳) Peter North, (澳) Bea Toews著 7-5084-1828-X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商业制胜之菲律宾
(菲) Joaquin L. Gonzalez, (美) Luis R. 

Calingo著
7-5084-1846-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野孩子:如何与你患有多动症的孩子相处 (美) 唐·莫达西尼 (Don Mordasini) 著 7-5084-1928-6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中的收入差距 常兴华著 7-5084-1937-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压缩与膨胀热力学:热力学的另一半 宋学让著 7-5084-1947-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风情游丛书,独龙族 杨将领, 李金明, 曾学光著 7-5084-1968-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四级词汇分类速记 杨凡编著 7-5084-2459-X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英语四级词汇极速记忆 董斌主编 7-5084-2607-X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中国民营书业调查:中国民营出版蓝皮书 刘革学, 刘芳编著 7-5084-2636-3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民营企业管理表格精选:作为管理工具的通用
表格.上册

常兴华, 张令平编著 7-5084-2754-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民营企业管理表格精选:作为管理工具的通用
表格.下册

常兴华, 张令平编著 7-5084-2754-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民营企业管理表格精选:作为管理工具的通用
表格.中册

常兴华, 张令平编著 7-5084-2754-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致命的药物 (美) 托马斯·J. 穆尔 (Thomas J. Moore) 
著

7-5084-3204-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水利技术市场机制研究 张金宏, 陈燕编著 7-5084-3280-0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小灵通传奇 蔺玉红著 7-5084-3312-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动态Web数据库技术:基于JSP和XML技术实现 王红主编 7-5084-3314-9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天堂陷阱 金振林等著 7-5085-0001-6 五洲传播出版社

中国西藏旅游指南 安才旦撰 7-5085-0312-0 五洲传播出版社

中国民居 单德启等著 7-5085-0369-4 五洲传播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教程 齐力主编 7-5085-0651-0 五洲传播出版社

大陆逍遥:用俳句和随笔触摸中国 (日) 岩城浩幸, (日) 岩城敦子著 7-5085-0691-X 五洲传播出版社

错了的伊甸园 刘湛秋著 7-5085-0712-6 五洲传播出版社

责任制造结果:优秀经理人只言解决，不找借
口

(美) 杰拉尔德·W·福斯特 (Gerald W. 
Faust), (美) 理查德·I·莱尔斯 (Richard 
I. ly les), (美) 威尔·菲利普斯 (Will 

Phillips) 著

7-5086-0021-5 中信出版社

微生物学与感染性疾病:中英文对照 (美)路易斯·B·霍利(Louise B. Hawley)著 7-5086-0073-8 中信出版社

免疫学:中英文对照 (美)阿瑟·G·约瀚逊(Arthur G. Johnson)
著

7-5086-0074-6 中信出版社

神经解剖学:中英文对照 (美)詹姆斯·D.菲克斯(James D.Fix)著 7-5086-0078-9 中信出版社

比较.第十辑 吴敬琏主编 7-5086-0092-4 中信出版社

药理学 (美)达里尔·克赖斯特(Daryl Christ)著 7-5086-0096-7 中信出版社

组织学:中英文对照 (美)罗纳德·W.杜德克(Ronald W.Dudek)著 7-5086-0097-5 中信出版社

外科学 (美)R.尼鲁拉(R.Nirula)著 7-5086-0098-3 中信出版社

行为科学 (美)巴巴拉·费德姆(Barbara Fadem)著 7-5086-0099-1 中信出版社

内科学:中英文对照 (美)R.尼鲁拉(R.Nirula)著 7-5086-0100-9 中信出版社

“坏”女人有人爱 (美) 谢里·阿尔戈 (Sherry Argov) 著 7-5086-0105-X 中信出版社

变革者:从卡内基到盖茨 大企业家如何将创
意转化为产业

(美) 莫里·克莱因 (Maury Klein) 著 7-5086-0111-4 中信出版社

生物统计学:中英文对照 (美)安东尼·N.格拉泽(Anthony N.Glaser)
著

7-5086-0119-X 中信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中英文对照 (美)罗纳德·W.杜德克(Ronald W.Dudek)著 7-5086-0120-3 中信出版社

妇产科学:中英文对照 (美)埃尔玛·P.萨卡拉(Elmar P.Sakala)著 7-5086-0121-1 中信出版社

病理学 (美)伊凡·达姆简诺夫(Ivan Damjanov)著 7-5086-0122-X 中信出版社

胚胎学:中英文对照 (美)罗纳德·W.杜德克(Ronald W.Dudek)著 7-5086-0123-8 中信出版社

精神病学:中英文对照
(美)巴巴拉·费德姆(Barbara Fadem)，(美)

史蒂文·希姆林(Steven Simring)著
7-5086-0124-6 中信出版社

头颈解剖学
(美)詹姆斯·L.希亚特(James L.Hiatt)，
(美)莱斯利·P.加特纳(Leslie P.Gartner)

7-5086-0137-8 中信出版社

透析手册
(美)约翰·T.多格达斯(John T.Daugirdas)

等著
7-5086-0138-6 中信出版社

卓越背后的力量:玫琳凯公司9大领导要决 (美) 吉姆·安德伍德著 7-5086-0150-5 中信出版社



焦虑父母的孕期指南 (美) 杰勒德·M.迪莱奥 (Gerard M.Dileo) 
著

7-5086-0159-9 中信出版社

比较.13 吴敬琏主编 7-5086-0161-0 中信出版社

联想风云 凌志军著 7-5086-0162-9 中信出版社

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
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美) 拉古拉迈·拉詹 (Raghuram 
G.Rajan), (美) 路易吉·津加莱斯 (Luigi 

7-5086-0167-X 中信出版社

反思第五项修炼:掌握系统思考在不可知中学
习

(美) 罗伯特·路易斯·弗勒德 (Robert 
Louis Flood) 著

7-5086-0192-0 中信出版社

困境与出路:企业如何制定破坏性增长战略
(美) 克莱顿·M.克里斯坦森 (Clayton 
M.Christensen), (美) 迈克尔·E.雷纳 

(Michael E.Raynor) 著

7-5086-0194-7 中信出版社

比较.第十二辑 吴敬琏主编 7-5086-0208-0 中信出版社

管理就是沟通
(美) 托马斯·D.兹韦费尔 (Thomas 

D.Zweifel) 著
7-5086-0213-7 中信出版社

并购指南：人员整合:并购中的人员转移操作
指南 人员整合的十步路线图

(美) 帕蒂·汉森 (Patti Hanson) 著 7-5086-0219-6 中信出版社

戴安娜画传:戴安娜辞世8周年特别授权传记 师永刚, 覃里雯著 7-5086-0262-5 中信出版社

跨越:柯达在中国 袁卫东著 7-5086-0267-6 中信出版社

细节是魔鬼 (美) 芭芭拉·帕克特 (Barbara Pachter) 
著

7-5086-0270-6 中信出版社

比较.第十四辑 吴敬琏主编 7-5086-0276-5 中信出版社

读懂情人的50种方法 (美) 托德·莱昂 (Todd Lyon) 著 7-5086-0279-X 中信出版社

展望中国2005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编 7-5086-0288-9 中信出版社

系统战必胜:TCL移动本色 万明坚著 7-5086-0304-4 中信出版社

从核心扩张:Expand Your Market without 
Abandoning Your Roots

(美) 克里斯·祖克 (Chris Zook) 著 7-5086-0309-5 中信出版社

竞争优势:解剖与集合 马浩著 7-5086-0316-8 中信出版社

水平营销:New Techniques for Finding 
Breakthrough Ideas

(美) 菲利普·科特勒 (Philip Kotler), 
(美) 费尔南多·德·巴斯 (Fernando Trias 

de Bes) 著

7-5086-0321-4 中信出版社

优势何在:量化人力资本管理 创造企业持久
竞争力

(美) 黑格·纳班提恩 (Haig R. 
Nalbantian) ... [等] 著

7-5086-0322-2 中信出版社

比较.第十五辑 吴敬琏主编 7-5086-0329-X 中信出版社

转型:用对策略，做对事
(美) 拉里·博西迪 (Larry Bossidy), 
(美) 拉姆·查兰 (Ram Charan) 著

7-5086-0363-X 中信出版社

共享: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未来十年的领先之
道

《环球企业家》杂志社著 7-5086-0364-8 中信出版社

搞懂男人 (美) 凯文·莱曼 (Kevin Leman) 著 7-5086-0391-5 中信出版社



中国式继承 刘建强, 边杰著 7-5086-0410-5 中信出版社

应对变革24准则
(美) 迈克尔·D·马金 (Michael D. 

Maginn) 著
7-5086-0413-X 中信出版社

初晨:当恋人从床上醒来
(法) 让-克洛德·卡弗曼 (Jean-Claude 

Kaufmann) 著
7-5086-0453-9 中信出版社

我为“超女”狂 主编 孙献韬 7-5086-0471-7 中信出版社

做最重要的事:32个职场减负绝招 (美) 比尔·詹森 (William D. Jensen) 著 7-5086-0506-3 中信出版社

解密香港廉政公署 何亮亮著 7-5086-0574-8 中信出版社

老徐的博客 徐静蕾著 7-5086-0608-6 中信出版社

但丁的陷阱
(法) 阿尔诺·德拉朗德 (Arnaud 

Delalande) 著
7-5086-0618-3 中信出版社

专业主义 (日)大前研一著 7-5086-0637-X 中信出版社

性商:性商等于幸福 钱诗金编著 7-5087-0008-2 中国社会出版社

你就是奇迹:一种发掘企业员工内在神奇的绝
妙方法！

(美) 托马斯·F. 科伊尔著 7-5087-0046-5 中国社会出版社

续爱的教育 (意) 孟德格查著 7-5087-0050-3 中国社会出版社

公司春秋 李骏虎著 7-5087-0098-8 中国社会出版社

月·帝京海棠雨 彭斌编著 7-5087-0101-1 中国社会出版社

用生命铺就……:一个普通新闻人对社会的观
察与思考

蒋建华著 7-5087-0111-9 中国社会出版社

经商者的钟 彭斌编著 7-5087-0147-X 中国社会出版社

警醒中国人:走进陈独秀 刘永谋, 王兴彬著 7-5087-0247-6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 方刚著 7-5087-0378-2 中国社会出版社

背道而驰:长篇小说 (美) 鲁鸣著 7-5087-0426-6 中国社会出版社

左岸天使 一忽儿左著 7-5087-0451-7 中国社会出版社

犹太富翁的理财课 (美) 丹尼尔·拉平 (Daniel Lapin) 著 7-5087-0473-8 中国社会出版社

破解天使与魔鬼 (英) 西蒙·考克斯著 7-5087-0474-6 中国社会出版社

梦里梦外 知心小雨著 7-5087-0528-9 中国社会出版社

直销风暴 叶永笔著 7-5087-0543-2 中国社会出版社

百年记忆 林希著 7-5087-0702-8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上天送我一个王子:韩版.第1部 (韩) 银世英著 7-5087-076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上天送我一个王子:韩版.第2部 (韩) 银世英著 7-5087-0762-1 中国社会出版社

21世纪美男条件.2 (韩) 夏雨爱特著 7-5087-0891-1 中国社会出版社

农村职业教育与科技推广 何云峰编著 7-5087-1182-3 中国社会出版社



雷锋的故事 殷允岭著 7-5087-1333-8 中国社会出版社

赵一曼的故事 王二路编著 7-5087-1335-4 中国社会出版社

王若飞的故事 贾兴安编著 7-5087-1336-2 中国社会出版社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 赵霰编著 7-5087-1337-0 中国社会出版社

江竹筠的故事 任农潮编著 7-5087-1339-7 中国社会出版社

董存瑞的故事 冷笛编著 7-5087-1341-9 中国社会出版社

杨靖宇的故事 徐骏华编著 7-5087-1342-7 中国社会出版社

向警予的故事 龚昕编著 7-5087-1343-5 中国社会出版社

张思德的故事 阿垠编著 7-5087-1345-1 中国社会出版社

卓别林传:励志精编版 胡海编著 7-5087-1405-9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外的旅游名景 刘晓丽, 李敏编著 7-5087-1470-9 中国社会出版社

你为什么吃不开 水中鱼, 廖小微著 7-5090-0004-1 当代世界出版社

孔子做人做事的中庸之道 王少农著 7-5090-0010-6 当代世界出版社

死神首曲.Ⅲ 深雪 [著] 7-5090-0017-3 当代世界出版社

死神首曲.Ⅳ 深雪 [著] 7-5090-0017-3 当代世界出版社

新兴梦未了 吴非子著 7-5090-0018-1 当代世界出版社

真命天女:梦想的双翼 陈怡君 [著] 7-5090-0063-7 当代世界出版社

小蛇吞大象 王宇编著 7-5090-0093-9 当代世界出版社

循证眼科学 主编 李文生, 瞿佳 7-5091-0002-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理要点备忘录 主编 张晓萍, 周立 7-5091-000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常用诊疗技术 主编 唐农轩, 范清宇 7-5091-000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疾病诊疗学 贾建平主编 7-5091-000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肺动脉高压康复指南
(美) Gail Boyer Hayes, Ronald J Oudiz

原著
7-5091-001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牙周治疗团队工作原则:中英文对照
编著 Suzanne Noble, Margaret Kellett, 

Iain Chapple
7-5091-001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蜱螨学 主编 李朝品 7-5091-001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药物治疗指南 詹海涛[等]主编 7-5091-002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临床手册 陈述枚，杜敏联主编 7-5091-002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临床手册 谢灿茂主编 7-5091-002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疑难病例影像诊断分析 张云亭，白人驹，于铁链主编 7-5091-003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精神病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5091-003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运动疗法技术手册 编著 徐军, 张继荣, 戴慧寒 7-5091-004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疾病药物治疗指南 魏光群[等]主编 7-5091-004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药物治疗指南 主编 刁伟霞, 王刚, 王士才 7-5091-005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磁共振成像设备应用质量检测技术与评审 任国荃，刘晓军主编 7-5091-006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大肠肛门疾病外科治疗 主编 韩少良, 倪士昌 7-5091-006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癌转移治疗新概念与新方法 徐泽著 7-5091-006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口腔种植技术:中英文对照
编著 ( ) Lloyd J Searson, ( ) Martin 

Gough, ( ) Ken Hemmings
7-5091-0078-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胶囊内镜临床应用 张子其[等]主编 7-5091-008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骨质疏松与骨关节病分册 总主编 丛玉隆 7-5091-009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肿瘤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5091-009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性疼痛治疗学 主编 杨金利 ... [等] 7-5091-0100-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如何让儿童配合口腔治疗:中英文对照
作者 ( ) Barbara L Chadwick, ( ) Marie 

Therese Hosey
7-5091-010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物化学 林平，刘岩主编 7-5091-010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肝病分册 丛玉隆总主编 7-5091-012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质量管理和常规检验分册 总主编 丛玉隆 7-5091-012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肿瘤分册 总主编 丛玉隆 7-5091-012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龋病学:中英文对照
编著 Chris Deery, Marie Therese Hosey, 

Paula Waterhouse
7-5091-013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协和听课笔记：免疫学 鲍贻倩主编 7-5091-014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病人精神卫生培训教程 胡大一主编 7-5091-014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昆虫学 主编 李朝品 7-5091-014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验神经病学 主编 刘新峰, 陈春富 7-5091-015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肥胖病治疗学 裴海成主编 7-5091-015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常用诊断技术及特殊检查 主编 乐杰, 林仲秋 7-5091-015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实习指南 (美) 斯特德著 7-5091-015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非手术治疗与调理 主编 贾喜花, 李全福 7-5091-015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急症治疗学 主编 王东 7-5091-017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血液病分册 丛玉隆总主编 7-5091-017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系统综合征诊疗手册 裘怿钊主编 7-5091-019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手术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主编 胥少汀 7-5091-019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点击临床思维:误诊60病例分析 李春昌, 李春昇编著 7-5091-021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12导同步动态心电图解读 卢喜烈, 卢亦伟编著 7-5091-021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肿瘤光动力治疗学 主编 廖旺军 7-5091-023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直肠肛管瘘的外科治疗 吴印爱主编 7-5091-023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男科实验室诊断技术 主编 潘天明, 朱积川, 李江源 7-5091-024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脑血管疾病的抗血栓治疗 杨文[等]主编 7-5091-024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门诊医师手册 李焕章, 傅由池主编 7-5091-025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心血管病学:循证医学问答 陈韵岱, 吕树铮主编 7-5091-025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分娩镇痛 主编 吴新民, 陈倩 7-5091-026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腹部综合影像诊断学,胆道、胰腺、脾脏
、腹膜腔和胃肠道分册

叶慧义[等]主编 7-5091-026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急症手册 主编 王德智, 张淑兰 7-5091-026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急症手册 王德智,张淑兰主编 7-5091-026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腰关节疼痛及注射疗法 史可任编著 7-5091-027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手术后护理彩色图谱 主编 皮红英, 高岩 7-5091-027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关节镜手术学 刘玉杰，王岩，王立德主编 7-5091-029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服务礼仪与沟通 主编 李晓雯, 袁欣 7-5091-029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临床手册 主编 詹文华 7-5091-0307-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护士实用礼仪 黄建萍主编 7-5091-030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性病的诊断与防治 主编 张晓东, 王德权 7-5091-031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运动创伤学 王予彬, 王人卫主编 7-5091-032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微创外科技术 主编 侯铁胜, 贺石生 7-5091-032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免疫性疾病分册 丛玉隆总主编 7-5091-033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葡萄胎、绒毛膜癌及相关疾病 石一复主编 7-5091-033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痴呆学 主编 王锐 7-5091-0341-X 人民军医出版社

风湿病中西医诊疗概要 沈鹰主编 7-5091-034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肿瘤微创与功能治疗学 主编 骆成玉 7-5091-034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髓损伤后膀胱功能重建 主编 侯春林 7-5091-034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鼾症诊断与治疗 尹文斌, 赵学琴主编 7-5091-036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肾病分册 总主编 丛玉隆 7-5091-037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自动分析操作规程 主编 王凤学, 安邦权 7-5091-037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生血管性眼病 主编 钟一声, 朱益华 7-5091-037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阻生第三磨牙拔除临床指南 编著 J. -M. Korbendau, X. Korbendau 7-5091-039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围手术期分册 总主编 丛玉隆 7-5091-039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骨科康复评定与治疗技术 主编 燕铁斌 7-5091-040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病学 王宏宇主编 7-5091-041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牙髓治疗失败的临床对策:中英文对照 编著 Bun San Chong 7-5091-041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脏病诊断与治疗 主编 王晓光, 姚源漳 7-5091-0422-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统计与CHISS应用 童新元, 王洪源, 郭秀花主编 7-5091-042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卫生管理鼓与呼 傅征著 7-5091-042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外科疾病诊治表解手册 主编 纪力进, 周玉珍 7-5091-044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常用手术技巧 主编 杨志明 7-5091-044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临床手册 主编 沈慧敏 ... [等] 7-5091-044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公共关系心理学 主编 魏冬云, 蒋光清, 刘航潮 7-5091-0453-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屈光诊疗手册 主编 王育良, 李凯 7-5091-045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乳腺超声波技术、判读、鉴别诊断 编著 赵子杰 7-5091-045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儿科学分册 总主编 丛玉隆 7-5091-045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早产与早产儿 主编 曾蔚越 7-5091-046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物洗脱支架的临床应用 李建军, 杨跃进主编 7-5091-047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数字人男性彩色图谱 主编 唐雷, 戴景兴 7-5091-047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同仁验光配镜实用技术 主编 王宁利 7-5091-047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下腰痛临床与康复 主编 白跃宏 7-5091-049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癌症治疗护理学 编著 陈敏钧 ... [等] 7-5091-049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痛风的诊断与治疗 薛耀明, 李晨钟主编 7-5091-049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胰腺病学 李兆申，许国铭主编 7-5091-049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结核病学 张光铂[等]主编 7-5091-051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皮肤病与性病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5091-052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图谱 主编 徐国成, 韩秋生, 霍琨 7-5091-053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抗菌药物儿科临床合理应用指导 沈刚主编 7-5091-056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应用解剖图谱 主编 姜建元 ... [等] 7-5091-058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影像诊断学 主编 贾宁阳, 王晨光 7-5091-059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手术入路学 主编 袁文, 贾连顺 7-5091-062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系统热点关键词:中英文对照 主编 王虹 7-5091-063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关节手术与康复 主编 徐卫东, 毕霞, 裴福兴 7-5091-064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病学前沿 沈卫峰主编 7-5091-069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审计法》释解与实务指导 审计署法制司, 国务院法制办财金司编写 7-5092-0000-8 中国市场出版社

服务管理
(比利时) 巴特·范·路易, 保罗·格默尔, 

洛兰德·范·迪耶多克著
7-5092-0077-6 中国市场出版社



临床儿科综合征手册 洪庆成，江敬铭主编 7-5133-0181-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发芽的心情 朱佤佤著 7-5301-0634-1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海战雄师:海军舰艇 李杰, 晓菲编著 7-5301-0965-0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双鱼兄妹快乐学期留言板 伍美珍著 7-5301-1301-1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来自天堂的消息 安武林著 7-5301-1302-X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花都开好了 饶雪漫著 7-5301-1303-8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最美丽的意外 郁雨君著 7-5301-1335-6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妈妈最后的礼物 (韩) 文瑄梨著 7-5301-1370-4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那群讨厌的死党 (韩) 金自焕著 7-5301-1371-2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早恋 肖复兴著 7-5302-0015-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郭沫若传 龚济民,方仁念著 7-5302-0020-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穆斯林的葬礼 霍达著 7-5302-0124-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渴望 郑万隆,李晓明著 7-5302-0212-x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他们眼望上苍
(美) 佐拉·尼尔·赫斯顿著 (Zora Neale 

Hurston) 
7-5302-0445-9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穿越黑网 石投著 7-5302-0553-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惶惑的年代 (意) 达契娅·马拉伊尼 (Dacia Maraini) 
著

7-5302-0582-X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刘绍棠文集.卷10 [刘绍棠著] 7-5302-0586-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1949～1999.上,报告
文学卷

张锲, 周明主编 7-5302-0590-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1949～1999.下,报告
文学卷

张锲, 周明主编 7-5302-0590-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 (美) 玛雅·安吉罗 (Maya Angelou) 著 7-5302-0618-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无字.第二部 张洁著 7-5302-0639-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玫瑰的翅膀 张庆国著 7-5302-0642-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资本爱情现在时 洛艺嘉著 7-5302-0643-5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穿过无尽的流水 晓航著 7-5302-0644-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放浪记 (日) 林芙美子著 7-5302-0664-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娇娘 龙冬著 7-5302-0665-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漂泊的屋顶 老虎著 7-5302-0668-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情流沙 张爱华著 7-5302-0669-9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以梦为马 瘦谷著 7-5302-0670-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布拉格, 请你作证 唐金华著 7-5302-0671-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大眼睛的女人们
(墨) 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 (Angeles 

Mastretta) 著
7-5302-0672-9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生机无限 文洁若著 7-5302-0673-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 (法) 戴思杰著 7-5302-0674-5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 石钟山著 7-5302-0676-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恋爱课 程青著 7-5302-0677-X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幸存者 王芫著 7-5302-0678-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扫描中国 杨晓升主编 7-5302-0679-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结婚约等于 毕淑敏著 7-5302-0680-X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胡辣汤 刘庆邦著 7-5302-0681-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吹满风的山谷 衣向东著 7-5302-0682-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彩票 星竹著 7-5302-0684-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草面人 曾哲著 7-5302-0685-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凝望延安 赵凝著 7-5302-0686-9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屈体翻腾三周半 陆涛著 7-5302-0687-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欢乐颂 丁天著 7-5302-0688-5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清源寺 徐小斌著 7-5302-0689-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猎原 雪漠著 7-5302-0690-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海豚爱上热咖啡 恩佐图文 7-5302-0692-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你哭了吗？:爱在他乡的季节 振东主编 7-5302-0693-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 曲兰著 7-5302-0694-X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非常女生日记,北大日记 掬水娃娃[著] 7-5302-0695-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还珠格格.第三部,天上人间 琼瑶著 7-5302-0698-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还珠格格.第三部,天上人间 琼瑶著 7-5302-0698-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还珠格格.第三部,天上人间 琼瑶著 7-5302-0698-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玫瑰绽放的年代 石钟山著 7-5302-0700-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纵横天下湖南人 王开林著 7-5302-0701-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呼喊快乐 张曼娟著 7-5302-0703-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永恒的倾诉 张曼娟著 7-5302-0704-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冰鲜 陈彤著 7-5302-0708-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永生的操练:解读《神曲》 残雪著 7-5302-0711-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又见昨天 杜高著 7-5302-0712-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闯入美国主流:巧打英语牌 王蕤著 7-5302-0713-X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一路花瓣 窦红宇著 7-5302-0714-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爱北京天安门 王斐著 7-5302-0715-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单身女人琐事纪实 残雪著 7-5302-0717-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女女过河 许谋清著 7-5302-0718-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的战争:长篇小说·新视像读本 林白著 7-5302-0720-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激情燃烧的岁月.Ⅱ 武斐著 7-5302-0729-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天下第一楼 何冀平, 过士行, 杜家福著 7-5302-0730-X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长相依 王火著 7-5302-0731-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女人的牌坊 陈瑶著 7-5302-0732-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大赛获奖作品集.上 贾平凹 ... [等] 主编 7-5302-0733-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大赛获奖作品集.下 贾平凹 ... [等] 主编 7-5302-0733-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文明的入门:张承志学术散文集 张承志著 7-5302-0734-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踏着月光的行板 迟子建著 7-5302-0737-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沉默之门 宁肯著 7-5302-0741-5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蛇会不会毒死自己 尤凤伟著 7-5302-0742-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红色记忆 沈容著 7-5302-0748-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发烧 北村著 7-5302-0749-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笑 (法)柏格森(Henri Bergson)著 7-5302-0757-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梭罗日记 (美) 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著 7-5302-0758-X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牟氏庄园 衣向东著 7-5302-0761-X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昨宵风雨 陈昌本著 7-5302-0763-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思想·山水·人物 (日) 鹤见祐辅著 7-5302-0774-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钢琴教师
(奥) 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 (Elfriede 

Jelinek) 著
7-5302-0775-X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十周岁 程青著 7-5302-0776-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爱情门诊 鹿儿著 7-5302-0780-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魔幻爱情汤 袁倩绘著 7-5302-0781-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薄荷 庞余亮著 7-5302-0782-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红尘 霍达著 7-5302-0787-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隐秘盛开 蒋韵著 7-5302-0790-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项小米著 7-5302-0792-X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春末夏初 郭敬明著 7-5302-0809-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的变法梦:大语文教学法创始人自述 姚竹青 [著] 7-5303-2775-5 北京教育出版社



疾病的手术治疗效果 (美)卞·艾斯曼(Ben Eisman)主编 7-5304-0000-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偏方大全 《偏方大全》编写组编 7-5304-0048-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偏方大全 《偏方大全》编写组编 7-5304-0048-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汉康复医学词汇 王　懿等编 7-5304-0266-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性生理与性病 曹仁烈主编 7-5304-0294-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性医学·性病·优生 汪治廉主编 7-5304-0300-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颅脑外科与麻醉 王恩真著 7-5304-0304-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易与中医学 杨 力著 7-5304-0435-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急诊手册 卢传新主编 7-5304-0545-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口腔正畸学 王邦康主编 7-5304-0635-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学辞典 翁心植主编 7-5304-0640-X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透析
( )古 奇(Gutch,C.F.),( )斯托纳

(Stoner,M.H.)著;
7-5304-064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卫生区域发展的道路 卫生区域发展研究所编 7-5304-0681-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伦理选择 范以农等著 7-5304-0683-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健康大趋势 梁浩材著 7-5304-0684-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健康大趋势 梁浩材著 7-5304-0684-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卫生发展研究 杜乐勋著 7-5304-0685-X 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用消毒学 顾德鸿，张慧贤编著 7-5304-0753-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疾病预测学 杨 力著 7-5304-0821-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接诊技巧 霍仲厚等主编 7-5304-0834-8 北京科技出版社

男女病秘验良方 杜杰慧主编 7-5304-0835-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疗纠纷与法 马建民等编 7-5304-0836-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外科危重病的急救 夏穗生等主编 7-5304-085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手术技巧 荣国煌等主编 7-5304-0893-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脏内分泌学:第三届全国心肺内分泌和心血
管活性多肽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

汤健,唐朝枢编 7-5304-0951-4 北京教育出版社

百病中西医结合高效疗法 李晓君等主编 7-5304-1024-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净化学 王质刚等编写 7-5304-1032-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秘传按摩绝招 王 敬等编 7-5304-1064-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麻醉与恶性疾病
(英)菲尔希(Filshie,Jacqueline),(英)罗 

比(Robbie,Douglas.S.)著
7-5304-1067-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糖尿病的中西医结合论治 林 兰主编 7-5304-1092-X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病针灸推拿高效疗法 杨 光主编 7-5304-1123-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基础医学晋升考试题解 董忠田主编 7-5304-1167-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精子检测与分离 张秀成编著 7-5304-1181-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围血管病学 裴玉昆主编 7-5304-1190-X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证候诊断治疗学 程绍恩,夏洪生主编 7-5304-1201-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健身茶340 孔雁楠,张早华编 7-5304-1202-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孕产超声诊断学 冯麟增主编 7-5304-1419-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预算会计优秀论文选:2005 北京市预算会计研究会编 7-5304-1485-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 汪受宽等编著 7-5304-1628-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重大战役 汪受宽, 江湄编著 7-5304-1629-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 白光耀编著 7-5304-1630-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变法 靳生禾编著 7-5304-1631-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宦官之祸 张式苓编著 7-5304-1632-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是怎样沦为半殖民地的 史革新编著 7-5304-1633-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李志英编著 7-5304-1634-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的维新变法 范瑞祥, 刘筱霞编著 7-5304-1635-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革命运动 朱大平, 张晓青编著 7-5304-1636-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史话 许华编著 7-5304-1637-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爱国英雄 朱仲玉编著 7-5304-1638-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杰出帝王 林晓平编著 7-5304-1639-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亡国之君 刘淑英编著 7-5304-1640-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思想家 朱昌彻, 张祥浩编著 7-5304-1641-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政治家 刘淑英编著 7-5304-1642-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家 张福裕[等]编著 7-5304-1643-X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史学家 朱仲玉编著 7-5304-1644-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教育家 郭齐家编著 7-5304-1645-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科学家 刘贵芹, 宋向阳编著 7-5304-1646-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能工巧匠 曹坎荣, 徐洋编著 7-5304-1647-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爱国英雄 石云编著 7-5304-1648-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思想家 陈卫平, 陈晓龙编著 7-5304-1649-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政治家 谢俊美等编著 7-5304-1650-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革命家 晓晔等编著 7-5304-1651-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学家 张福裕等编著 7-5304-1652-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学家 胡逢祥, 李远涛编著 7-5304-1653-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教育家 郭齐家, 施克灿编著 7-5304-1654-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科学家 范瑞祥, 刘筱霞编著 7-5304-1655-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实业家 阎春红编著 7-5304-1656-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人崇拜祖先的传统 林晓平编著 7-5304-1657-X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的古籍 邓瑞全, 任宝菊编著 7-5304-165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文房四宝 邓瑞全编著 7-5304-1659-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学校和书院 郭齐家编著 7-5304-1660-X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诗歌 杜永菊, 王宏元编著 7-5304-1661-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绘画 杜永菊, 孟庆荣编著 7-5304-1662-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学校教育 白光耀编著 7-5304-166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的报刊 王东全编著 7-5304-166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服饰 王明泽编著 7-5304-1665-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 闻惠芬编著 7-5304-1666-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音乐 张承宗, 孙立编著 7-5304-1667-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戏剧 郭英德, 陶庆梅编著 7-5304-1668-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断案智谋 陈霞村编著 7-5304-1669-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交通 马小奇, 张培东编著 7-5304-1670-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贾卫民编著 7-5304-1671-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陶瓷 张文朴编著 7-5304-1672-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 李东生编著 7-5304-1673-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数学 赵籍丰编著 7-5304-1674-X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物理学 郭玉兰编著 7-5304-1675-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化学 田荷珍编著 7-5304-1676-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赵擎寰, 郭玉兰编著 7-5304-1677-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预算会计优秀论文选.2004 北京市预算会计研究会编 7-5304-1732-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烧伤治疗 许伟石主编 7-5304-1752-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皮肤肿瘤学 王广文,陈秀鉴主编 7-5304-1803-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皮髓核摘除术:腰椎间盘突出症新疗法 刘家麟等著 7-5304-1822-X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火箭与卫星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外军用飞机.上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外军用飞机.下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造卫星原理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你能当飞行员吗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天之骄子——宇航员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阳系中的旅行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导弹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应用卫星大观.上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应用卫星大观.下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民航与民用飞机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水上飞机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直升机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空间站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航天史话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航天飞机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航空史话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航空模型的原理与制作.上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航空模型的原理与制作.下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航空趣话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衣食住行在太空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踏上月球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运载火箭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飞行的科学 主编 王冈, 曹振国 7-5304-186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不可思议的天体——黑洞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类历史的时间表——历法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类的家园——地球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千里眼与顺风耳——天文观测的方法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球的兄弟姐妹们——行星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球近邻的故事——月球与日月食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阳大家族——太阳系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阳的兄弟们——恒星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阳系的侏儒——小行星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阳系里的游荡者——彗星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怎样自制天文望远镜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无处不在的朋友——时间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星星也有宿舍——星座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星空显微镜——天文台与天文馆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星空的联想——神话与传说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星空航海图——天文与航海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命的源泉——太阳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树新枝——天文学的起源与发展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茫茫宇宙觅知音——寻找外星人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难解千古之谜——宇宙的一生 主编 王波波, 曹振国 7-5304-18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人与海洋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华夏与海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南海史话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南海明珠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台湾山水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大海战歌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岛县漫画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水族奇趣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海上丝路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海军兵器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海军神韵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海南风光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海底宝藏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海权之争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海洋文学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海洋神话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海洋艺术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海疆揽胜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海的悲怆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海运沧桑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爱我海洋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现代海战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现代海权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百年之辱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第二空间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第六大陆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舰艇之最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蓝色国土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接海洋世纪:图文版,走向海洋 李庆主编 7-5304-192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1世纪医学 申文江主编 7-5304-2352-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研究组编著 7-5304-2496-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品经营与药事管理实用指导及测试.药品经
营实用手册(二)

主编 于宝珠, 邢泉, 吴清纯 7-5304-2676-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释义 本书编委会 [编] 7-5304-2713-X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遗传性大肠肿瘤学 王军主编 7-5304-2761-X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忠告外食族 主编 高溥超 7-5304-2789-X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婀娜的舞者:湿地鸟类 森林鸟类 李湘涛主编 7-5304-2792-X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温和的朋友:灵长目动物 草食哺乳动物 李湘涛主编 7-5304-2793-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疗行为与人文精神:塑造白衣天使美好形象 李传俊编著 7-5304-2816-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毛发学 陈军生等主编 7-5304-2854-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围神经外科学 刘志雄，张伯勋主编 7-5304-2883-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小儿癫痫病学 林庆主编 7-5304-2884-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计算机视野学 吴德正，龙时先主编 7-5304-3029-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肘关节损伤 闻善乐，闻亚非主编 7-5304-3037-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容皮肤治疗学 张敬东主编 7-5304-3071-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写意画家,陈钰铭 总编 岳增光 7-5305-1963-8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古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编 7-5306-0007-9 百花文艺出版社

宋词精赏 王双启编著 7-5306-0011-7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王统照散文选集 [王统照著] 7-5306-0390-6 百花文艺出版社

苏轼散文选集 [ (宋) 苏轼著] 7-5306-1762-1 百花文艺出版社

韩愈散文选集 [ (唐) 韩愈著] 7-5306-1763-X 百花文艺出版社

司马迁散文选集 [ (汉) 司马迁著] 7-5306-1764-8 百花文艺出版社

张岱散文选集 [ (明) 张岱著] 7-5306-1765-6 百花文艺出版社

袁枚散文选集 [ (清) 袁枚著] 7-5306-1766-4 百花文艺出版社

曾巩散文选集 [ (宋) 曾巩著] 7-5306-1774-5 百花文艺出版社

欧阳修散文选集 [ (宋) 欧阳修著] 7-5306-1782-6 百花文艺出版社

方苞散文选集 [ (清) 方苞著] 7-5306-1783-4 百花文艺出版社

归有光散文选集 [ (明) 归有光著] 7-5306-1784-2 百花文艺出版社

庄子散文选集 [ (战国) 庄子著] 7-5306-1785-0 百花文艺出版社



萧乾散文选集 萧乾著 7-5306-1849-0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全国书画名家精品展作品集 何首巫, 刘琦主编 7-5306-2067-3 百花文艺出版社

黄裳散文选集 黄裳著 7-5306-2149-1 百花文艺出版社

钟惺散文选集 [ (明) 钟惺著] 7-5306-2376-1 百花文艺出版社

韩非散文选集 [ (战国) 韩非著] 7-5306-2396-6 百花文艺出版社

沈复散文选集 [ (清) 沈复著] 7-5306-2397-4 百花文艺出版社

宋濂散文选集 [ (明) 宋濂著] 7-5306-2842-9 百花文艺出版社

侯方域散文选集 [ (清) 侯方域著] 7-5306-3253-1 百花文艺出版社

苏辙散文选集 [ (宋) 苏辙著] 7-5306-3504-2 百花文艺出版社

戴名世散文选集 [ (清) 戴名世著] 7-5306-3545-X 百花文艺出版社

从伦敦塔到多佛港 沈漓著 7-5306-3549-2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为女老板打工 丁力著 7-5306-3656-1 百花文艺出版社

自学吉他二月通.1 刘天礼主编 7-5306-3792-4 百花文艺出版社

自学吉他二月通.2 刘天礼, 孙鹏编著 7-5306-3793-2 百花文艺出版社

第二性元素:女人的电影盒子 萧耳著 7-5306-3808-4 百花文艺出版社

和声习题写作指南.下册 陈恩光著 7-5306-3859-9 百花文艺出版社

吉他金曲入门.3 刘天礼, 孙鹏编配 7-5306-3865-3 百花文艺出版社

做自己的护理师 孙念云编著 7-5306-3874-2 百花文艺出版社

家居健康与禁忌 吴文涛, 吴志旭著 7-5306-3884-X 百花文艺出版社

M族宣言：我中性, 我时尚 伊湄编著 7-5306-3892-0 百花文艺出版社

吉他金曲入门.4 刘天礼, 孙鹏编配 7-5306-3910-2 百花文艺出版社

吉他金曲入门.5 刘天礼, 孙鹏编配 7-5306-3911-0 百花文艺出版社

刘基散文选集 [ (明) 刘基著] 7-5306-4032-1 百花文艺出版社

我心中的澳门 澳门基金会, 散文海外版杂志编　 7-5306-4069-0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光辉岁月:吉他经典弹唱 刘天礼主编 7-5306-4089-5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王安石散文选集 [ (宋) 王安石著] 7-5306-4092-5 百花文艺出版社

柳宗元散文选集 [ (唐) 柳宗元著] 7-5306-4138-7 百花文艺出版社

荒野情, 异国缘 黄正源著 7-5306-4140-9 百花文艺出版社

流行吉他.2 刘天礼, 孙鹏编配 7-5306-4204-9 百花文艺出版社

流行吉他.1 刘天礼, 孙鹏编配 7-5306-4205-7 百花文艺出版社

金魔王 新蕾出版社编 7-5307-0047-2 新蕾出版社

鸣金击鼓梁红玉 潘志辉编绘 7-5307-2550-5 新蕾出版社

和老K探长一起办案 文 乌尔索·谢弗勒 7-5307-2668-4 新蕾出版社



内科新知识测验:多选试题500例 (美)索德曼(Sodeman,W.A.)著 7-5308-0006-X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有机化学解题指导 王桂林编 7-5308-0021-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胃肠和肝病的现代治疗:1984-1985 (美)贝利斯(T.M.Bayleess)编著 7-5308-0022-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环境医学 宋广舜等主编 7-5308-0051-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当代中国针灸临证精要 陈佑邦等编 7-5308-0052-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学解难,内科分册 天津中医学院编 7-5308-0072-8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皮肤病学 王继生编著 7-5308-0133-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基本功 张挽华主编 7-5308-0136-8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基本功 张挽华主编 7-5308-0136-8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系手术合并症及其处理 于德昌主编 7-5308-0151-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实验数据处理 苏学良，(美)罗·盖伦主编 7-5308-0165-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外科学 刘润田, 郭世绂主编 7-5308-0182-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变态反应疾病 顾瑞金主编 7-5308-0228-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男性学 马青平等著 7-5308-0229-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骨科解剖学 郭世绂著 7-5308-0289-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免疫学技术 郑武飞主编 7-5308-0304-2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代谢性骨病学 朱宪彝主编 7-5308-0306-9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汉酶学名称词汇 苏学良,虞惠琏编 7-5308-0308-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日英汉药物词典 张季平等编著 7-5308-0309-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物医学工程的基础与临床 虞颂庭,翁铭庆主编 7-5308-0319-0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物与化学物质毒性数据 温玉麟编 7-5308-0321-2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危重症监护诊疗技术 郭大任主编 7-5308-0327-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细胞学 王凤计编著 7-5308-0339-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心脏电生理学 石毓澍,李忠成编著 7-5308-0390-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耳蜗显微与超微结构图谱 王之贤,曾一同编著 7-5308-0391-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及头颈部整形外科临床实践 吴廷椿主编 7-5308-0553-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营养手册 吴德才等主编 7-5308-0591-6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精神病学 李清福,刘渡舟主编 7-5308-0612-2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肝胆源流论 刘渡舟主编 7-5308-0687-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X线诊断学基本功 廉宗炩主编 7-5308-0711-0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高血压病学 刘力生主编 7-5308-0822-2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病骨髓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 浦 权编著 7-5308-0827-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药学辞典 周廷冲主编 7-5308-0847-8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基本功 郭 仓主编 7-5308-0878-8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药手册 中国药学杂志编辑部编 7-5308-0881-8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头面部推拿图解 (法)基 恩著 7-5308-0883-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显微神经外科学 (瑞士)亚萨吉尔(Yasargil,M.G.)等著 7-5308-0889-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康寿新观,生物钟养生 宋为民,陆月莲编著 7-5308-0940-7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骨科手术学 蓝文正,郭巨灵主编 7-5308-1027-8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疡科大全 李 竞主编 7-5308-1050-2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恶性肿瘤化疗方案 王华庆编译 7-5308-1066-9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消化系统疾病学 叶孝礼主编 7-5308-1074-X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正宗 (明)陈实功原著 7-5308-1098-7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麻醉学 马海燕等编写 7-5308-1113-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妇科学 柯应夔主编 7-5308-1130-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万病回春 (明)龚廷贤原著 7-5308-1136-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痹病临床经纬 蒋连泓编著 7-5308-1137-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诊抉微 (清)林之瀚原著 7-5308-1158-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备要 (清)汪 昂原著 7-5308-1184-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球虫学:畜禽和人体的球虫与球虫病 左仰贤编著 7-5308-1195-9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矫形外科学 (英)莫西尔著 7-5308-1198-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汤头歌诀 (清)汪 昂原著 7-5308-1217-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自测题解选 边长泰,梅树檀编著 7-5308-1220-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影像学 颜小琼主编 7-5308-1233-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大成 (明)杨继洲原著 7-5308-1242-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内分泌学 朱宪彝主编 7-5308-1250-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软组织损伤学 张万福编著 7-5308-1256-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灸法大全 张奇文主编 7-5308-1264-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头颈肿瘤学 李树玲主编 7-5308-1328-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耳鼻咽喉科学 姜泗长,阎承先主编 7-5308-1425-7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贫血基础与临床 宋文秀,周振业编著 7-5308-1482-6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肛门直肠病 盛传亮,任 毅编著 7-5308-1488-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脑电地形图学彩色图谱 刘名顺等编著 7-5308-1603-9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胃食管返流病 王其彰主编 7-5308-1616-0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化工程测试技术 伊 平,李 禄编著 7-5308-1826-0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胃肠道疾病治疗学 黄象谦主编 7-5308-1848-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肝炎学大典 叶维法,钟振义主编 7-5308-1857-0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癫痫的现代诊断与治疗 林庆,叶露梅主编 7-5308-2058-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急性中毒的诊断与治疗 韩培信,王传民主编 7-5308-2149-0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学 边天羽主编 7-5308-2161-X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从观念到生活方式:高新技术对我们的改变 余慧明, 王仁芳编著 7-5308-2770-7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循证内科治疗学 吕卓人主编 7-5308-3015-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际老龄行动:从维也纳到马德里 李福成等编著 7-5308-3416-9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疼痛治疗学 李仲廉等主编 7-5308-3453-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肿瘤影像诊断学图谱 王林森主编 7-5308-3472-X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系统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杨永年主编 7-5308-3531-9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部外科实践.上册 吴咸中主编 7-5308-3619-6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部外科实践.下册 吴咸中主编 7-5308-3619-6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李兆申主编 7-5308-3664-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调养粥谱 智明, 芝敏编 7-5308-3786-9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方法 约翰·凯斯勒著 7-5308-3808-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业方法:改变全球一亿人的
创业观念

约瑟夫·拉尔森著 7-5308-3809-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学.上册 张天泽，徐光炜主编 7-5308-3846-6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学.下册 张天泽，徐光炜主编 7-5308-3846-6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学.中册 张天泽，徐光炜主编 7-5308-3846-6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邻居的“馈赠”:跨国界污染 陈中原著 7-5309-3261-6 天津教育出版社

舒适的代价:汽车与环境 曹南燕, 何芝江著 7-5309-3263-2 天津教育出版社

青春策划.2 孙雅君编 7-5309-3407-4 天津教育出版社

青春策划.No.1 孙雅君编 7-5309-3407-4 天津教育出版社

研究性学习的管理模式 主编 应俊峰 7-5309-3769-3 天津教育出版社

壮士 霍用灵编著 7-5309-4403-7 天津教育出版社

鬼子 程栋编著 7-5309-4404-5 天津教育出版社

中日第一战:甲午战争全景纪实 程栋主编 7-5309-4406-1 天津教育出版社

土默川耕耘记 佟靖仁著 7-5311-1704-5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内蒙古民族教育发展战略概论 刘世海主编 7-5311-2138-7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思想研究 且大有著 7-5311-3586-8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编辑出版计算机手册 呼和主编 7-5311-3622-8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荣祥诗文选集 荣祥著 7-5311-3801-8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青年心理健康教育概论 主编卢式中 7531138433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大学生就业指导 张逸忠，崔栋成主编 7-5311-4024-1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克兴额——一个科尔沁蒙古人 克•莫日根著 7531143259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晚情育青枝:内蒙古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教授
报告团文集

主编吕安全 7-5311-4970-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先进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训太主编 7-5311-4990-7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 呼格吉勒图等编著 7531152339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塞北文化 林干等著 753115245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与未来 包玉山编 753115262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现代蒙古语固定短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 德•青格里图 等著 7531162121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文化内蒙古 第一卷 神奇的草原 吴团英等 主编 7531164574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文化内蒙古 第三卷 圣洁的彩虹 吴团英等 主编 7531164574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文化内蒙古 第二卷 永远的故乡 吴团英等 主编 7531164574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蒙汉对照蒙古文档案中历史名词术语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 7531166976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天籁:内蒙古新创歌曲选 γoo yan ?ing 主编 7-5312-1738-4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情爱启示录 安波舜等编写 7-5313-0102-4 春风文艺出版社

山城魔影 德 来,江 边著 7-5313-0127-X 春风文艺出版社

龙门奇侠 黄秉刚口述 7-5313-0182-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翡翠园谍影 郝　赫著 7-5313-0186-5 春风文艺出版社

乔治·布什:一个正直的人 (美)威　德(Wead,D.)著 7-5313-0223-3 春风文艺出版社

艳情 (美)伍迪威斯(K.E.Woodiwiss)著 7-5313-0250-0 春风文艺出版社

饮马黄河.1 金庸新著 7-5313-1144-5 春风文艺出版社

饮马黄河.2 金庸新著 7-5313-1144-5 春风文艺出版社

饮马黄河.3 金庸新著 7-5313-1144-5 春风文艺出版社

饮马黄河.4 金庸新著 7-5313-1144-5 春风文艺出版社

暗杀-3322 王 蒙著 7-5313-1428-2 春风文艺

上海宝贝:长篇小说 卫慧著 7-5313-2155-6 春风文艺出版社

省委书记:K省纪事 陆天明著 7-5313-2430-X 春风文艺出版社

欲罢 刁斗著 7-5313-2502-0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我短暂的贵族生活 津子围著 7-5313-2535-7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0年代的舞蹈:马原代表作 马原著 7-5313-2684-1 春风文艺出版社

民间音乐:莫言代表作 莫言著 7-5313-2686-8 春风文艺出版社

爱人有罪 艾伟著 7-5313-3051-2 春风文艺出版社



艺用刊头尾花资料 吴永志 ... [等] 绘 7-5314-0865-1 辽宁美术出版社

图解人类探险史.上 孙世奇著 7-5314-1092-3 辽宁美术出版社

图解人类探险史.下 孙世奇著 7-5314-1092-3 辽宁美术出版社

电视摄像艺术 编导主讲 朱羽君 7-5314-1618-2 辽宁美术出版社

巧用摄影技术:[图集] 陈世鸿文 7-5314-1977-7 辽宁美术出版社

银幕情侣:世界爱情电影选萃 编著 李超, 姜东 7-5314-2161-5 辽宁美术出版社

流逝的记忆 张志坚著 7-5314-2322-7 辽宁美术出版社

美术设计解误法,动物变化 王云英，刘郁川著 7-5314-2365-0 辽宁美术出版社

摄影从初级到大师 (俄) 依·雷索夫著 7-5314-2417-7 辽宁美术出版社

大学生就业指导教程 张树逊，崔栋成主编 7-531-4243-0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仿真国画,人物 7-5314-2453-3 辽宁美术出版社

现代工笔人物表现特技 李峰编著 7-5314-2508-4 辽宁美术出版社

美术设计解误法,环境艺术效果图表现 王伟编著 7-5314-2515-7 辽宁美术出版社

美术设计解误法,人物变化 宋德昌编著 7-5314-2518-1 辽宁美术出版社

写意荷花技法 李荣光著 7-5314-2520-3 辽宁美术出版社

绘画·设计用图片资料库,竹 林春荣等摄影 7-5314-2522-X 辽宁美术出版社

千姿鸡冠花 孙悦编著 7-5314-2599-8 辽宁美术出版社

千姿大丽花 王威编著 7-5314-2601-3 辽宁美术出版社

中国山水画写生与手稿 孙恩同著 7-5314-2640-4 辽宁美术出版社

人物动势速写 黄亚奇, 张澎编著 7-5314-2649-8 辽宁美术出版社

新闻速写 肖瑛著 7-5314-2685-4 辽宁美术出版社

千姿菊花 翦凝编著 7-5314-2727-3 辽宁美术出版社

神话变形与绘画变形 尹传荣著 7-5314-2755-9 辽宁美术出版社

中国画艺术十门,写意花鸟 于文德著 7-5314-2841-5 辽宁美术出版社

岁月留痕:田景库篆刻作品集 田景库著 7-5314-2868-7 辽宁美术出版社

商用展示设计 肖峰主编 7-5314-2890-3 辽宁美术出版社

水粉人像写生 王琪, 王俊著 7-5314-2915-2 辽宁美术出版社

肖像素描 祁英男著 7-5314-2926-8 辽宁美术出版社

吊牌·标签·信封·信笺设计 郑军, 闫英林编著 7-5314-2953-5 辽宁美术出版社

改画·步骤详解图例,素描卷 祁英男编绘 7-5314-3074-6 辽宁美术出版社

改画·步骤详解图例,速写卷 王琪, 王俊编绘 7-5314-3094-0 辽宁美术出版社

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 马大正主编 753163810X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上 孟广耀著 7531640023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下 孟广耀著 7531640023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伊利纪行 （日）日野强 著 7531644835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我在美国读本科 牧歌著 7-5316-4561-0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现代家庭色彩 小　秧编 7-5317-0038-7 北方文艺出版社

怀念我的好朋友-海曼 郎　平等著 7-5317-0041-7 北方文艺出版社

请不要担心我:陈美龄自述 陈美龄等著 7-5317-0042-5 北方文艺出版社

自得其乐 许雨石编 7-5317-0046-8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上海滩恩仇记 谢其规著 7-5317-0157-X 北方文艺出版社

蒋碧微生死恋 吴基民著 7-5317-0158-8 北方文艺出版社

王后的自白 (英)维多利亚·霍尔特(VictriaHolt)著 7-5317-0164-2 北方文艺出版社

爱的启明星 李 杨著 7-5317-0597-4 北方文艺出版社

海外飞来的相思鸟 王葆娟著 7-5317-0598-2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国散文精品.上,现代卷 姜德明主编 7-5317-0763-2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国散文精品.上,当代卷 佘树森主编 7-5317-0764-0 北方文艺出版社

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编 7-5317-0787-X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永久珍藏版.一,东方卷 老愚主编 7-5317-0907-4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永久珍藏版.七,东方卷 老愚主编 7-5317-0907-4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永久珍藏版.三,东方卷 老愚主编 7-5317-0907-4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永久珍藏版.二,东方卷 老愚主编 7-5317-0907-4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永久珍藏版.五,东方卷 老愚主编 7-5317-0907-4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永久珍藏版.八,东方卷 老愚主编 7-5317-0907-4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永久珍藏版.六,东方卷 老愚主编 7-5317-0907-4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永久珍藏版.四,东方卷 老愚主编 7-5317-0907-4 北方文艺出版社

意大利黑手党家族传 詹幼鹏著 7-5317-1155-9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哥伦比亚黑手党家族传 阿鹏著 7-5317-1157-5 北方文艺出版社

美国五大黑手党家族传 詹斯著 7-5317-1158-3 北方文艺出版社

泰国坤沙黑手党家族传 程景著 7-5317-1159-1 北方文艺出版社

名人教子名言录.上 张文华, 宋妍编 7-5317-1186-9 北方文艺出版社

名人教子名言录.下 张文华, 宋妍编 7-5317-1186-9 北方文艺出版社

死亡飞行.上
(美) 马克斯·艾伦·科林斯 (Max Allan 

Collins) 著
7-5317-1208-3 北方文艺出版社

死亡飞行.下
(美) 马克斯·艾伦·科林斯 (Max Allan 

Collins) 著
7-5317-1208-3 北方文艺出版社



放纵时刻.上
(美) 马克斯·艾伦·科林斯 (Max Allan 

Collins) 著
7-5317-1209-1 北方文艺出版社

放纵时刻.下
(美) 马克斯·艾伦·科林斯 (Max Allan 

Collins) 著
7-5317-1209-1 北方文艺出版社

伊甸园的诅咒.上
(美) 马克斯·艾伦·科林斯 (Max Allan 

Collins) 著
7-5317-1211-3 北方文艺出版社

伊甸园的诅咒.下
(美) 马克斯·艾伦·科林斯 (Max Allan 

Collins) 著
7-5317-1211-3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珍珠维阿 玉兰著 7-5317-1218-0 北方文艺出版社

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 詹幼鹏著 7-5317-1219-9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天外来客罗纳尔多 刘榴著 7-5317-1220-2 北方文艺出版社

独行侠罗马里奥 闰水著 7-5317-1222-9 北方文艺出版社

坏小子加斯科因 刘榴著 7-5317-1225-3 北方文艺出版社

锋线至尊巴斯滕 白雨著 7-5317-1246-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名人情爱名言录 主编 袁元, 刘巍 7-5317-1266-0 北方文艺出版社

名人修身名言录 主编 刘巍, 袁元 7-5317-1267-9 北方文艺出版社

名人醒世名言录 主编 刘巍, 袁元 7-5317-1268-7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代天骄马拉多纳 阿鹏著 7-5317-1274-1 北方文艺出版社

无冕之王罗伯特·巴乔 杨延贵著 7-5317-1275-X 北方文艺出版社

霹雳火斯托伊奇科夫 程景, 周春梅著 7-5317-1276-8 北方文艺出版社

绿茵奇才坎通纳 刘榴, 王诗琪著 7-5317-1277-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名人言.上 刘巍, 袁元编 7-5317-1282-2 北方文艺出版社

名人言.下 刘巍, 袁元编 7-5317-1282-2 北方文艺出版社

名人言.中 刘巍, 袁元编 7-5317-1282-2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圣贤语.上 袁元, 晓戎编 7-5317-1283-0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圣贤语.下 袁元, 晓戎编 7-5317-1283-0 北方文艺出版社

狼群的覆灭:德国军队败战录 郑军著 7-5317-1311-X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极熊的隐痛:苏俄军队败战录 旷小林著 7-5317-1328-4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太阳旗的飘落:日本军队败战录 程景, 吴谦著 7-5317-1329-2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大不列颠的悲歌:英国军队败战录 程芬著 7-5317-1330-6 北方文艺出版社

血染的星条旗:美国军队败战录 郑军, 冷辑林著 7-5317-1331-4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相爱多久 大木著 7-5317-1376-4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三号地带.上 (俄) 阿纳托利·阿法纳西耶夫著 7-5317-1422-1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三号地带.下 (俄) 阿纳托利·阿法纳西耶夫著 7-5317-1422-1 北方文艺出版社



最大份额.上 (俄) 尤里·杜博夫著 7-5317-1423-X 北方文艺出版社

最大份额.下 (俄) 尤里·杜博夫著 7-5317-1423-X 北方文艺出版社

最大份额.中 (俄) 尤里·杜博夫著 7-5317-1423-X 北方文艺出版社

新贵夫人.上 (俄) 戴安娜·乌斯宾斯卡娅著 7-5317-1424-8 北方文艺出版社

新贵夫人.下 (俄) 戴安娜·乌斯宾斯卡娅著 7-5317-1424-8 北方文艺出版社

谈谈心，恋恋爱 棉花糖著 7-5317-1672-0 北方文艺出版社

我没有哄抬药价！ [蓝岚著] 7-5317-1720-4 北方文艺出版社

谈谈心 恋恋爱:新情爱小说.续 棉花糖著 7-5317-1741-7 北方文艺出版社

美人如玉刀如风 魔方著 7-5317-1742-5 北方文艺出版社

遗忘·爱 棉花糖著 7-5317-1790-5 北方文艺出版社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素心如水著 7-5317-1793-X 北方文艺出版社

渴望良知 陆秀雅著 7-5317-1802-2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亲爱的黄玫瑰 韦伊著 7-5317-1803-0 北方文艺出版社

理工大往事外传:大学校园里的“三国演义” zt著 7-5317-1813-8 北方文艺出版社

邪樱.1,华佗门 凝翠崖著 7-5317-1839-1 北方文艺出版社

我们是冠军.1,双子星 林海听涛著 7-5317-1840-5 北方文艺出版社

风流:隋唐英雄的另类传说 胡名伟著 7-5317-1869-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印章·玺印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今邮品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代书画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代家具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代扇页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代玉器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代瓷器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代茶具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代酒具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兵器、乐器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化石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砚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董·钟表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金银器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钱币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铜镜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古青铜器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名石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唐三彩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文房四宝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珠宝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瓦当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甲骨·牙角器·偶像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画像石·画像砖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石雕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碑贴鉴赏及收葳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竹刻·木雕·漆器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紫砂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纸币·票券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连环画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铜鼓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银币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陶器·陶俑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鼻烟壶鉴赏及收藏 主编 倪洪林 7-5317-1872-3 北方文艺出版社

歌哭:18首歌中的爱情印记 漆漆著 7-5317-1875-8 北方文艺出版社

邪樱.2,无定乡 凝翠崖著 7-5317-1891-X 北方文艺出版社

我是K书高手:成为K书高手的55个秘诀 吴建光著 7-5317-1907-X 北方文艺出版社

淡水鱼 酒狂著 7-5317-1934-7 北方文艺出版社

眼儿媚 香蝶著 7-5317-1949-5 北方文艺出版社

飞云惊澜.I,腾云卷 王晴川著 7-5317-1957-6 北方文艺出版社

飞云惊澜.II,鸣凤卷 王晴川著 7-5317-1964-9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人体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人文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体育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信息科技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健康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动物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医学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地理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天文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教育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植物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环保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生活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社会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科技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十万个为什么,艺术 主编 谢志敏 7-5317-1991-6 北方文艺出版社

飞云惊澜.III,扬眉卷 王晴川著 7-5317-2056-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小说贩.VOL.1 刘炎焱[著] 7-5318-1432-3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汉语成语词典 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7-5320-117-2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 金林祥主编 7-5320-6788-2 上海教育出版社

转基因动物与医药产业:中国工程院医学科学
前沿学术研讨会

曾溢滔主编 7-5320-6819-6 上海教育出版社

现代都市的社区文明:甘泉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调查报告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编 7-5320-6929-X 上海教育出版社

玉米与现代生活保健 编著 张建华, 蔡保松 7-5320-6987-7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园艺植物病害的综合防治 编著 顾振芳 7-5320-7527-3 上海教育出版社

现代管理学 主编 阮来民 7-5320-8203-2 上海教育出版社

信息系统管理 主编 石登荣, 刘晓敏 7-5320-8464-7 上海教育出版社

房产——广告揭秘 刘欣欣编著 7-5320-8522-8 上海教育出版社

走向成功的上海男孩和女孩 马韫芳, 寿涌主编 7-5320-8652-6 上海教育出版社

花花世界:国际打油诗画集 李森华诗 7-5320-8726-3 上海教育出版社

当代社区教育新视野:社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
国际比较

(日) 小林文人, (日) 末本诚, (日) 吴遵民
著

7-5320-9036-1 上海教育出版社

珍奇花卉的栽培 编著 杜红梅 7-5320-9110-4 上海教育出版社

宠物犬猫的饲养与常见病防治 编著 潘良言 ... [等] 7-5320-9148-1 上海教育出版社

追求卓越:从TIMSS看影响学生数学成就的因
素

鲍建生编著 7-5320-9158-9 上海教育出版社

狐幻 冯苓植著 7-5321-0168-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几度春寒 肖熹光著 7-5321-0608-X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丁小丽 沙柳著 7-5321-2503-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向爸爸学习 (美) 环安·艾荷·蓝安 (Joan Aho Ryan) 
著

7-5321-2509-2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不婚俱乐部 廖和敏著 7-5321-2534-3 上海文艺出版社

百分百感觉:最新完全版.2 刘云杰[编著] 7-5321-2652-8 上海文艺出版社

麦当娜口述实录 米克·圣麦克尔著 7-5321-2666-8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的情敌张国荣 黄子阳著 7-5321-2668-4 上海文艺出版社

站着相爱 建议看医生著 7-5321-2694-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十面埋伏 李冯著 7-5321-2712-5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的禅 卫慧著 7-5321-2720-6 上海文艺出版社

绿袖子 [英]虹影著 7-5321-2724-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拿开你的黑手:16个性骚扰受害者的口述实录 笑英著 7-5321-2770-2 上海文艺出版社

色 尤凤伟[著] 7-5321-2787-7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概念摄影,构图 编著 陈洁滋 7-5322-2559-3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世纪法国艺术 欧阳英著 7-5322-2696-4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党的摇篮 陶柏康编著 7-5322-2801-0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周敏凯编著 7-5322-2803-7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今天的辉煌 谭力编著 7-5322-2806-1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装饰图案 夏立敏编绘 7-5322-2928-9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艺术字体 沈勤学 ... [等] 绘 7-5322-2929-7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主题刊头 缪蕾等绘画 7-5322-2933-5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版式编排 夏立敏编绘 7-5322-2949-1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丹心照汗青:图话共产党员道德修养 陶柏康编著 7-5322-3188-7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湘绣:[图集] 胡家康编绘 7-5322-3225-5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沈绣 张蕾编绘 7-5322-3226-3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红 杉娃著 7-5322-3620-X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蚊 韩洁羽著 7-5322-3621-8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解剖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辑 7-5323-001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逢源 (清)李学川撰 7-5323-0019-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科遗传学 胡诞宁编著 7-5323-0123-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常用工具书手册 李经纬等编著 7-5323-0125-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常用工具书手册 李经纬等编著 7-5323-0125-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 7-5323-0135-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青光眼的基础和临床 陆道炎,盛耀华编译 7-5323-0167-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性教育与优生.第二辑 大众医学编辑部编 7-5323-017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文献学 马继兴著 7-5323-0197-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生物化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辑 7-5323-0198-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物理自习与辅导.第五册 袁哲诚,唐锦顺编 7-5323-020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物理自习与辅导.第三册 施　纯编 7-5323-0207-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理学 王钦茂主编 7-5323-0227-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物理自习与辅导.第四册 王祖善编 7-5323-0254-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栓与止血基础理论与临床 王振义等主编 7-5323-0346-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动物毒理学 朱蓓蕾编著 7-5323-0347-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针灸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7-5323-0363-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精神医学 夏镇夷等编著 7-5323-036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用物理学 庄心田主编 7-5323-0367-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物化学 赵伟康主编 7-5323-0378-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急诊手册 刘湘云主编 7-5323-0379-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急腹症研究 吴咸中等主编 7-5323-0381-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应用司法精神病学 陈忠保编著 7-5323-0382-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肺的临床解剖学 江家元编著 7-5323-040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科大学英语.第一册 姚子然主编 7-5323-0413-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科大学英语.第二册 姚子然主编 7-5323-041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科大学英语.第三册 姚子然主编 7-5323-041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科大学英语.第四册,练习解答 姚子然主编 7-5323-041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清毒、杀虫、灭鼠 刘育京主编 7-5323-0544-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基础与临床 郭　迪主编 7-5323-0579-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物理自习与辅导.第一册 吴瑞芳编 7-5323-0581-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物理自习与辅导.第二册 陈帼英编 7-5323-058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院获得性感染 郁庆福主编 7-5323-0601-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普通外科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7-5323-0608-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骨伤科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辑 7-5323-0663-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方剂学 杨医亚主编 7-5323-0677-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华本草纲要.第一册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等编著 7-5323-0678-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 陈公白等编 7-5323-0770-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学 王政敏主编 7-5323-077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怎样撰写专利权利要求书 张海玲等编 7-5323-0782-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生物医学工程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7-5323-0791-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药物手册 南京医学院, 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编 7-5323-0841-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传染病学 王季午主编 7-5323-0870-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变态反应学 张庆松主编 7-5323-0898-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生成才艺术 姜维茂等主编 7-5323-0905-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药物学与药理学 黄量主编 7-5323-0979-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气功学 林雅谷主编 7-5323-0980-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预防接种的反应和处理 谢广中等编著 7-5323-0989-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儿科学 郭　迪主编 7-5323-1058-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解剖图谱 高士濂,于频主编 7-5323-1064-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科手册 上海医科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编 7-5323-108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文献检索与应用 施顺清主编 7-5323-1122-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病研究 秦万章主编 7-5323-1128-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祖国医学肾的研究:续集 沈自尹主编 7-5323-1138-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糖尿病学 钟学礼主编 7-5323-1171-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冠状循环与临床 孙延魁等主编 753231206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分子生物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7-5323-122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国卫生事业管理 胡善联主编 7-5323-1241-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浆代用品研究与应用 谈一中编著 7-5323-1270-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脏血管急诊 龚兰生主编 7-5323-1422-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内科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7-5323-1444-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战时内科学 <>编委会编 7-5323-1445-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译释 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编著 753231456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明化学试剂手册 《简明化学试剂手册》编写组编 7-5323-1470-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及案例分析 郑瞻培等编著 7-5323-1477-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康复学 张子游,高鹤亭主编 7-5323-1497-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 <>编委会编 7-5323-1521-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中医气功学 马济人主编 7-5323-1548-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推拿速成手册 潘崇海等编 7-5323-1552-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X线诊断手册 孔庆德主编 7-5323-1575-4 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胰腺病学 徐家裕主编 7-5323-1587-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科腹腔镜手术 (德)K.塞姆(K.Semm)著 7-5323-1648-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指导 蒋左蔗等编著 753231676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辅助循环与心脏置换 7-5323-1781-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庭冷菜制作 周月林,丁海良编著 7-5323-1789-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糖尿病的防治及自我护理 池芝盛编著 7-5323-1828-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众医学.1989年合订本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 7-5323-190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管癌和贲门癌 黄国俊,吴英恺主编 7-5323-190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神经外科手术学 将大介等编著 7-5323-1954-7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临床医学继续教育教材,儿科分册 浙江省卫生厅等主编 7-5323-1968-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药理实验方法学 李仪奎主编 7-5323-1987-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律失常的近代概念 杨钧国等编著 7-5323-203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物理化学手册 姚允斌等编 7-5323-2044-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胸部通外科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7-5323-2075-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细菌分子遗传学分类鉴定法 林万明等编著 7-5323-2094-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流行病学:临床科研设计、衡量与评价 王家良主编 7-5323-2125-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33),儿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1,医经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10,诊断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11,诊断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12,诊断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13,瘟病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14,温病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15,温病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16,瘟病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17,瘟病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18,温病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19,内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2,医经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20,内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21,内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22,内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23,五官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24,五官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25,外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26,外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27,妇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28,妇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29,妇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3,医经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30,儿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31,儿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32,儿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33,儿科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34,针灸导引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35,医案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36,医案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37,医案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38,医案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39,医话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4,伤寒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40,医话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41,医论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42,医论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43,医论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44,医论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45,医论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46,医论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47,本草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48,本草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49,医方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5,伤寒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50,医方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6,伤寒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7,伤寒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8,金匮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成.9,金匮 曹炳章编著 7-5323-2171-1 上海科技出版社

神经病诊断学 郑建仲,田时雨编著 7-5323-2227-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病理学 彭杰青编译 7-5323-224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学 杨爱德,刘皖君编译 7-5323-2241-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微生物学 毕爱华编译 7-5323-2243-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物化学 冯宗忱编译 7-5323-224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学 杨心田,陆再英编译 7-5323-2249-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脏病的饮食疗法 王 龄等主编 7-5323-2255-6 上海科技出版社

外科学 夏穗生,肖谷欣编译 7-5323-2268-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速成手册 杨之楠,姜明明编著 7-5323-2273-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汉实用饮食词典 戴新环,金 辉编 7-5323-2281-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理学 方达超编译 7-5323-2285-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理健康与心理障碍 郑瞻培主编 7-5323-2286-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解剖学 张祜曾，洪子聪编译 7-5323-2293-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品的营养与食疗 赵章忠主编 7-5323-2336-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众医学:1990年合订本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 7-5323-2342-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汉医学新词汇 曾宪玲等主编 7-5323-2344-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化工基本操作 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主编 7-5323-2374-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师手册,针灸、理疗分册 宋善俊，付怀丹主编 7-5323-2394-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病食疗 姚芳蔚等主编 7-5323-2406-0 上海科技出版社

小儿常见病的饮食疗法 朱瑞群等主编 7-5323-2407-9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临床医师手册,皮肤科分册 宋善俊，许彤华主编 7-5323-2413-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肉食品毒理学 朱模忠主编 7-5323-2430-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研究 郁仁存等主编 7-5323-2434-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章育正,吕乃群主编 7-5323-2466-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师手册,药剂科分册 宋善俊，邓道济主编 7-5323-2467-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师手册,口腔科分册 宋善俊,于保华主编 7-5323-2472-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师手册,放射、核医学分册 宋善俊,颜小琼主编 7-5323-2473-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虚证研究 邝安堃等主编 7-5323-2478-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肝脏肿瘤 (日)奥田邦雄等著 7-5323-2489-3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临床医师手册,检验分册 宋善俊，刘永佳主编 7-5323-2491-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师手册,耳鼻咽喉科分册 宋善俊,王　璁主编 7-5323-250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用计量单位换算表 林建华，陈星荣编著 7-5323-256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 7-5323-2572-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急症手册 赵殿昌，计建华主编 7-5323-2580-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预防医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上海医科大学
主编

7-5323-2615-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急诊医学 邵孝銁主编 7-5323-2649-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免疫化学技术 李成文编著 7-5323-266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科手册 王侠生,康克非主编 7-5323-2679-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1992年国产进口新药手册 王德棣,张景昭编 7-5323-2716-7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消化系影象诊断学 刘赓年,谢敬霞主编 7-5323-2730-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口腔矫形技术工艺学 樊 森主编 7-5323-2752-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物理学辞典 邬学文,潘桢镛主编 7-5323-2796-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临床手册 上海中医学院中药教研室编著 7-5323-2810-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抗菌药物学 戴自英主编 7-5323-282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带血管蒂组织瓣移位手术图解 侯春林主编 7-5323-2834-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肝胆系病学 江绍基主编 7-5323-2841-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肺癌 徐昌文等主编 7-5323-2892-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用动物学 万德光,吴家荣主编 7-5323-3029-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胆道外科学 施维锦主编 7-5323-3040-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 邱树华,严振国主编 7-5323-3044-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心脏病学 董承琅等主编 7-5323-304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汉医学小词典 主编 曾宪玲 7-5323-3047-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助产学 黄祝玲主编 7-5323-3139-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推拿手法图谱 沈国权,严隽陶编著 7-5323-326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免疫生理学 程 违,李春德主编 7-5323-3297-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中医内科大膏药手册 乐依士主编 7-5323-3303-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尿道重建手术图谱
(比)奥斯特林克(Oosterlinck,W.),(比)德西

(De Sy,W.A.)著
7-5323-3425-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手术学 黄鹤年主编 7-5323-3601-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军事医学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 7-5323-3626-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 李宗明主编 7-5323-3630-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众医学.1994年合订本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 75323368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牙周外科手术学 张蕴惠主编 7-5323-3748-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肢显微血管外科学 于仲嘉著 7-5323-3772-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矫形外科手术进路图解 侍 德编著 7-5323-3819-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众医学.1995年合订本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 753234124O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肿瘤学 佘亚雄，应大明主编 7-5323-4146-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观赏花木整形修剪图说 胡长龙编著 7-5323-4203-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医学检验学 冯仁丰主编 7-5323-4219-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实用新药手册 徐济民等主编 7-5323-4221-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痔病百问 陆金根主编 7-5323-4262-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女科调经要旨 陶御风,黄素英编著 7-5323-4599-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解剖图谱 高士濂，于频主编 7-5323-5036-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检验医学大辞典 王鸿利，叶裕春主编 7-5323-5038-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化石漫谈 夏树芳编著 7-5323-5116-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球的表层:人类的家园 贾绍凤, 张明编著 7-5323-5286-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百天学中医儿科 朱大年, 肖臻编著 7-5323-5289-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传 (美) 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O.Wilson) 
著

7-5323-530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女百科 本社编 7-5323-5306-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万物之灵:人类的智能 饶恒毅, 丁玉珑编著 7-5323-5318-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肛肠科临床手册 主编 寇玉明 7-5323-535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居室装潢小品荟萃 刘锋主编 7-5323-540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豪华型居室装潢 刘锋主编 7-5323-5445-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过去2000年最伟大的发明 (美) 约翰·布罗克曼 (John Brockman) 编 7-5323-5501-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院士展望21世纪 叶叔华主编 7-5323-5532-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1000问,妇人篇 马大正编著 7-5323-5554-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桃花 张秀英编著 7-5323-5570-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命科学新章 主编 孙元清 7-5323-5593-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糖尿病食物疗法 吴志成, 吴斌, 春城编著 7-5323-5601-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癌症食物疗法 马维庆 ... [等] 编著 7-5323-560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鸢尾 郭翎编著 7-5323-5657-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药物手册 主编 朱关珍 7-5323-5680-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吸虫病防治手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编 7-5323-5724-4 上海科技技术出版社

肩周炎 顾延, 戴尅戎 [编] 7-5323-5762-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童肥胖症 沈永年等[编] 7-5323-5766-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居小窍门 科学画报丛书编选组[编] 7-5323-577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越来越快:飞奔的时代飞奔的一切 (美) 詹姆斯·格莱克 (James Gleick) 著 7-5323-5781-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然科学与人类 沈荣祥主编 7-5323-579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慢性支气管炎与肺气肿 蔡映云等[编] 7-5323-5798-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帕金森病 郭明光, 董青, 潘瑞福 [编著] 7-5323-5862-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袖珍英汉医学词典 陈维益, 李定钧编 7-5323-5864-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给城市把脉:城市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的平民
审视

钟爱民著 7-5323-6022-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水观赏鱼的饲养 王占海 ... [等] 编著 7-5323-6028-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男科病食物疗法 孙剑秋 ... [等] 编著 7-5323-6033-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未亡的恐龙 徐星著 7-5323-6043-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公敌 (美) 杰克·伦敦 (Jack London) 著 7-5323-6089-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餐桌艺术 《上海服饰》编辑部编 7-5323-6109-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病食物疗法 刘泽萱 ... [等] 编著 7-5323-6162-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绿饰室内 胡长龙, 徐静风, 胡桂林编著 7-5323-616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庭用药指导 苏定冯主编 7-5323-6171-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居布艺制作 《上海服饰》编辑部编 7-5323-6192-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保健花卉 郭巧生 ... [等] 编著 7-5323-6204-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命科学的伦理困惑 刘学礼著 7-5323-6211-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六个数:塑造宇宙的深层力 (美) 马丁·里斯著 7-5323-621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居小品 《上海服饰》编辑部编 7-5323-6263-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缤纷花艺 胡长龙 ... [等] 编著 7-5323-6272-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脑病食物疗法 高新彦 ... [等] 编著 7-5323-627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鱼缸置景 许金梁, 董建忠, 钱辉仁编著 7-5323-6275-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脑瘤 罗其中等[编] 7-5323-6305-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降压减脂中药 主编 吕圭源, 姚立 7-5323-6372-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布局的全盘构思 倪林强编著 7-5323-6385-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关节镜手术学 侯筱魁主编 7-5323-6413-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治疗有效病症54种 黄琴峰, 齐丽珍编著 7-5323-6455-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全球大脑:网络时代的信息漂流 Sieg著 7-5323-6457-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病理解剖学彩色图谱 崔秀娟等主编 7-5323-6478-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两性冲突:生命界的性与爱 陈蓉霞著 7-5323-6537-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行旅印痕:新民晚报夜光杯文选 戴文妍, 龚建星选编 7-5323-6548-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颈上添花 周晓鸣, 管文婷编著 7-5323-6572-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做个美丽新娘 周晓鸣, 马金生编著 7-5323-6573-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3～5分钟做发型 宋晓霞, 王小平编著 7-5323-657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轻松瘦身 亚弥编著 7-5323-6577-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流行海鲜菜 南京富华酒店管理公司编著 7-5323-658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现魅力 宋晓霞, 刁焕奇编著 7-5323-6587-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甲:玩拼色游戏 宋晓霞, 冯宪编著 7-5323-6594-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女性身体的奥秘 薛静燕编著 7-5323-6597-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微病理诊断学 武忠弼主编 7-5323-662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本草•藏药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编 753236628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微生物药物敏感性试验规范 主编 倪语星, 王金良, 徐英春 7-5323-6631-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全球技术预见大趋势 主编 李健民 7-5323-6639-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颜色:光的科学与艺术 田昆玉, 董光璧著 7-5323-6651-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游走世界:新民晚报夜光杯文选 戴文妍, 龚建星选编 7-5323-6683-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董廷瑶医案 [董廷瑶著] 7-5323-669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数字化色谱指纹谱 洪筱坤，王智华著 7-5323-6707-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生命体内的河流 梁永钰, 张大庆著 7-5323-6709-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生的幻灭:衰老之谜 方舟子著 7-5323-6718-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健脑益智中药 主编 来平凡 7-5323-6757-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实用手册 沈洁等主编 7-5323-6779-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您防治癫癎 万力生, 何丽编著 7-5323-6782-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为什么打架:暴力与攻击 耿文秀著 7-5323-679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家庭影院的选购和配置诀窍 吴耕主编 7-5323-679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遥远的外婆桥:发现人类祖先 郭建崴, 盛泓洁, 郭英著 7-5323-6815-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亚健康状态食物疗法 徐文锋 ... [等] 编著 7-5323-6853-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慢性支气管炎食物疗法 谢洪运 ... [等] 编著 7-5323-6867-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肿瘤骨髓诊断图谱 熊树民主编 7-5323-6868-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浪漫婚礼小品 编写 蒋逸红 ... [等] 7-5323-6876-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童CT诊断学 朱杰明主编 7-5323-6880-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品种品质与化学成分实验 主编 董小萍 7-5323-6897-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艺术 施诚著 7-5323-6900-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感染病学 段恕诚等主编 7-5323-6906-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JavaScript即用特效 叶肇灵编著 7-5323-6917-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昆——声子物理第一人 朱邦芬著 7-5323-6918-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文俊之路 胡作玄, 石赫著 7-5323-6919-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保健按摩 主编 阮继源 7-5323-6941-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您防治骨质疏松症 万力生, 欧阳钢编著 7-5323-6947-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常见病知识 许积德, 顾菊美主编 7-5323-6972-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时装行业
[法] 多米尼克·博尔韦 (Dominique 
Paulve), [法] 玛丽·布瓦耶 (Marie 

7-5323-7001-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庭电脑学校,娱乐篇 焦嬴洲等编著 7-5323-7006-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冒险性职业 [法] 西尔凡·蒂松 (Sylvain Tesson) 著 7-5323-7012-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保健与康复操 施裕森编著 7-5323-701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积极思维 苏珊·奎利安 (Susan Quilliam) 著 7-5323-7028-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增强自信 (美) 菲利帕·戴维斯 (Philippa Davies) 
著

7-5323-7029-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越南菜品尝与烹制 郭伟信编著 7-5323-7033-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科手册 主编 孙兴怀 7-5323-7034-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类风湿关节炎诊治与自我康复 蒋明, 张思争主编 7-5323-704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庭电脑学校,影像篇 王永辉等编著 7-5323-7051-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消化道内镜学 许国铭，李兆申主编 7-5323-7054-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您防治小儿遗尿 万力生编著 7-5323-7058-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最新无绳电话机维修入门问答 张新德, 张泽宁等编 7-5323-7061-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与流感共舞 (美) 吉娜·科拉塔 (Gina Kolata) 著 7-5323-7064-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 翁心华主编 7-5323-7080-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Pekip：健体益智亲子游戏 (德) 利瑟尔·波林司基著 7-5323-708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品卫生检验手册 王秉栋主编 7-5323-7126-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英文取名 黄超群, 曹慧编 7-5323-7139-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教育全球标准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制订] 7-5323-7155-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颈椎外科学 李家顺，贾连顺主编 7-5323-7165-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慢性腹痛性疾病中西医临床诊疗思维 柳侃等主编 7-5323-7173-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脑救机手册 椰子编著 7-5323-718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谁动了我的菜单 谢良民编著 7-5323-7190-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网络攻防零距离 爱博科研究室编著 7-5323-723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庭法律顾问 寿新宝主编 7-5323-7316-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品牌服装工商企划管理 吴世椿编著 7-5323-7334-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庭心海导航 主编 刘晓虹, 刘伟志 7-5323-7346-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脑应用宝典.1 爱博科研究室编著 7-5323-7363-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疑难重症中西医临床诊疗思维 赵政编著 7-5323-7364-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保卫战 王蓓主编 7-5323-7370-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保健自助 主编 邓大军 7-5323-7383-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庭风味西菜制作 夏廉博, 夏添编著 7-5323-7398-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文件管理全接触 易倍思工作室编著 7-5323-7424-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男性外阴病征鉴别诊断 苏敬泽主编 7-5323-7432-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激发潜能 祛病健身 王世豪编著 7-5323-7458-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8Q教养 李清宇, 张亚萍编著 7-5323-7470-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荣欣二房二厅家居设计 陈国宏主编 7-5323-7499-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问题父母 李清宇, 张亚萍编著 7-5323-755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本草,蒙药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编] 7-5323-7582-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化妆品鉴赏宝典 虞咏天编著 7-5323-7598-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轻松阅读英语短文 贺银花编著 7-5323-7599-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三维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 陆建平，刘崎主编 7-5323-7613-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浅表器官超声诊断图鉴 徐秋华，陆林国主编 7-5323-7627-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栓与止血基础理论与临床 王振义等主编 7-5323-7660-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休闲保健浴 田思胜 ... [等] 编著 7-5323-766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足摩保健 阮继源编著 7-5323-7669-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适量运动:让生命充满活力 陈佩杰, 陈文鹤, 陆大江等编著 7-5323-767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脏外科手术技术安全措施及失误防范
(美)西亚沃什·洪塞里(Siavosh 

Khonsari)，(美)科琳·弗林特·辛特克
(Colleen Flint Sintek)原著

7-5323-7672-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职业人群的精神卫生 主编 刘铁桥 7-5323-7677-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分子神经药理学 邵福源，王宇卉主编 7-5323-7730-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组织工程学理论与实践 曹谊林主编 7-5323-776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心电图诊断学 秦永文，徐晓璐主编 7-5323-7800-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系统性红斑狼疮 陈顺乐主编 7-5323-781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厌氧菌和微需氧菌感染与实验诊断 赵虎编著 7-5323-7823-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健脑食谱200种 葛声，刘晓丽编著 7-5323-804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腔镜外科手术学 柯重伟，郑成竹主编 7-5323-8151-X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带血管蒂组织瓣移位手术图解 侯春林主编 7-5323-8163-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护理心理学试题精选 刘晓虹编著 7-5323-8242-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疾病诊断学 邓伟吾，高蓓莉主编 7-5323-825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病原学检查标本采集、运送和保存规范 倪语星主编 7-5323-8383-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戴逸如图说柏杨格言录 格言 柏杨 7-5325-2878-2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世说新语》与人生 申家仁著 7-5325-3589-4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冷风景 萧风著 7-5325-3625-4 上海古籍出版社

棋魂 曹志林著 7-5325-3734-X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18辑 刘迎胜主编 7532544990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美术辞典 沈柔坚主编 7-5326-0047-5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古代名句故事:绘画语言故事词典 郑万泽,陈士彪编文 7-5326-0261-3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海纪事 李春平著 7-5326-0644-9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双峰禅话:五叶堂问禅集 净慧著 7-5326-1859-5 上海辞书出版社

梅格雷在纽约 [比] 西默农著 7-5327-0047-X 上海译文出版社

梅格雷在纽约 [比] 西默农著 7-5327-0047-X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上册 (俄)托尔斯泰著 7-5327-0088-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下册 (俄)托尔斯泰著 7-5327-0089-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著 7-5327-0615-X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红与黑 (法)司汤达(Stendhal)著 7-5327-0616-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 (俄)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Л.Н.)著 7-5327-0661-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大卫·考坡菲 (英)狄更斯(Dickens,C.)著 7-5327-0685-0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著 7-5327-0690-7 上海译文出版社

简·爱 (英)勃朗特(Bronte,C.)著 7-5327-0926-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红与黑:一八三○年纪事 (法)司汤达(Stendhal)著 7-5327-0927-2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三个火枪手 (法)大仲马(Dumas,A.)著 7-5327-0928-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 (俄)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Л.Н.)著 7-5327-0929-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傲慢与偏见 (英)奥斯丁(Austen,J.)著 7-5327-0930-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嘉莉妹妹 (美)德莱塞(Dreiser,T.)著 7-5327-0934-5 上海译文出版社

马丁·伊登 (美)杰克·伦敦(Jack London)著 7-5327-0935-3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白鲸:莫比-迪克 (美)麦尔维尔(Melville,H.)著 7-5327-0936-1 上海译文出版社

珍妮姑娘 (美)德莱塞(Dreiser,T.)著 7-5327-0938-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孤星血泪 (英)狄更斯(Dickens,C.)著 7-5327-0941-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 (法)雨 果(Hugo.V.)著 7-5327-0943-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复活 (俄)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Л.Н.)著 7-5327-0944-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神曲 (意)但 丁(Dante,A.)著 7-5327-0956-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泰戈尔抒情诗选 (印)泰戈尔(Tagore,R.)著 7-5327-0978-7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白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

й,Ф.М.)著
7-5327-1089-0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斯巴达克斯 (意)乔万尼奥里著 7-5327-1091-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奇婚记 (匈)米克沙特(Миксат,К.)著 7-5327-1092-0 上海译文出版社

雾都孤儿:奥立弗·退斯特,全译本 (英)狄更斯(Dickens,Charles)著 7-5327-1094-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战地钟声 (美)海明威(Hemingway,E.)著 7-5327-1122-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汽车大战:占领21世纪的竞赛 (美) 玛丽安·凯勒 (Maryann Keller) 著 7-5327-1837-9 上海译文出版社



能动型公司:应变、更新、迅速出击
(美) 迈克尔·弗拉德特 (Michael 

Fradette), (美) 史蒂夫·米肖 (Steve 
7-5327-2467-0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亚洲新时代的日本企业:在中国大展鸿图的企
业

(日) 关满博著 7-5327-2605-3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速度领导:火星探路者号实现更快、更好、
更省的方法

(美) 布莱恩·K. 缪尔黑德 (Brian K. 
Muirhead), (美) 威廉·L. 西蒙 (William 

L. Simon) 著

7-5327-2702-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哈利·波特与大漏斗 (英) J. K. 罗琳著 7-5327-2786-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孩子害怕怎么办？ (德) 保罗·聚尔 (Paul Suer) 著 7-5327-2883-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孩子哭闹怎么办？
(德) 卡萝拉·舒斯特-布林克 (Carola 

Schuster-Brink) 著
7-5327-2885-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孩子没规矩怎么办？ (德) 黑尔加·居特勒 (Helga Gurtler) 著 7-5327-2886-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营销协会成功推销指南 (美) 鲍勃·金博尔 (Bob Kimball) 著 7-5327-2969-9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现代租赁 编著 陆世敏, 李晓洁 7-5327-3007-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女孩密码 (美) 戴安·法尔 (Diane Farr) 著 7-5327-3425-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女人行 男人停 阑珊著 7-5327-3634-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元史辞典 邱树森主编 7532830950 山东教育出版社

美人恩 张恨水著 7-5329-0003-7 山东文艺出版社

名公子 岑凯伦著 7-5329-0163-7 山东文艺出版社

浊世怪才 舒源骏著 7-5329-0681-7 山东文艺出版社

女舵星 雪米莉著 7-5329-1161-6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男猎杀 雪米莉著 7-5329-1161-6 山东文艺出版社

人体线条素描 吴献生著 7-5330-0032-3 山东美术出版社

包装装潢设计 刘波著 7-5330-1342-5 山东美术出版社

字体设计 郑军, 周赤舟著 7-5330-1357-3 山东美术出版社

水彩静物风景技法举要 高东方著 7-5330-1430-8 山东美术出版社

水粉静物风景技法举要 高东方著 7-5330-1467-7 山东美术出版社

在中国美术学院 主编 杨之鹏, 于朕, 傅良益 7-5330-1726-9 山东美术出版社

陈浏谈古瓷 (清)陈浏著 7-5330-2234-3 山东美术出版社

心电图临床问答 薛兆利，朱兴雷编 7-5331-0001-6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正骨学 山东中医学院骨科教研组编 7-5331-0149-9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夫妻心理沟通艺术 王金海著 7-5331-0228-2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检验手册 施济人,贾守约主编 7-5331-0267-3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诊法大全 麻仲学主编 7-5331-0488-9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针灸手册 蒋 利,姜梅英编著 7-5331-0634-2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疗法大全 麻仲学主编 7-5331-0738-1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尿石症基础与临床研究 曹履诚,章绍舜主编 7-5331-0750-0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语语法要诀与注释:英语语法速记法 王爱本编著 7-5331-0863-9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最佳诊断 王德全主编 7-5331-0873-6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泌尿外科 吴阶平主编 7-5331-1072-2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外科病诊治彩色图谱 王袭祚,李中玉主编 7-5331-1079-X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房疾病自我检查 蔡兆华编著 7-5331-1129-X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手外科解剖与临床 丁自海,裴国献主编 7-5331-1319-5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解剖与手术 傅英魁主编 7-5331-1320-9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实用妇科学 苏应宽，徐增祥，江森主编 7-5331-1502-3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胸部肿瘤学 秦笃祥等主编 7-5331-1615-1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泌尿外科学 黄澄如主编 7-5331-1647-X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胸部外科手术学 苏应衡,郭兰敏主编 7-5331-1722-0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正骨图解 邱红明编著 7-5331-1763-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乳腺肿瘤学 左文述等主编 7-5331-1772-7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骨与关节X线测量 李晓光，张明主编 7-5331-1779-4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蔚蓝色的希望:海洋开发技术 宋金明编著 7-5331-2524-X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存的选择:环境、社会与人 欧阳志远, 耿希继编著 7-5331-2525-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营建居室花园 赵飞主编 7-5331-2952-0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导游业务 主编 陈向群 7-5331-3148-7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时尚秋冬女装编制 (日) 妇人生活社编辑部编 7-5331-3286-6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狗
(德) 乌特·克利斯汀 施玛福斯, (德) 布里

基特 哈瑞斯著
7-5331-3329-3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少女时尚发饰贴饰与装扮 (德) 苏丽雯·欣德别格[等]著 7-5331-3398-6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阶平泌尿外科学.上卷 吴阶平主编 7-5331-3408-7 山东大学出版社

吴阶平泌尿外科学.下卷 吴阶平主编 7-5331-3408-7 山东大学出版社

肿瘤临床通鉴 于金明，徐忠法主编 7-5331-3414-1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养花高招,绿饰插花盆景问答 主编 黄元森 7-5331-3418-4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分百孕育经
(德) 扎比内·施瓦布坦 (Sabine 

Schwabenthan), (德) 维维安·魏格特 
(Vivian Weigert) 著

7-5331-3464-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女性生殖道感染性疾病
(美)Richard L.Sweet，(美)Ronald 

S.Gibbs编著
7-5331-3561-X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产科学 苏应宽等主编 7-5331-3692-6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肝脏病学 韩硬海，李树桐主编 7-5331-3697-7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庭院池塘与观赏鱼和植物 (英) Graham Quick著 7-5331-3709-4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脏与电解质紊乱 (美)Robert W.Schrier编著 7-5331-3738-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门静脉高压症的最新外科治疗 杨镇主编 7-5331-3772-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数字人和数字解剖学 钟世镇主编 7-5331-3829-5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麻醉手术前评估与决策 苏帆主编 7-5331-3835-X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手术规范及典型病例点评 魏奉才，孙善珍主编 7-5331-3847-3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胆管镜诊疗彩色图谱 (韩)徐东完[等]编著 7-5331-4263-2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非典型表现与诊治 李羲，张劭夫主编 7-5331-4319-1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炫板王 向华著 7-5332-4702-7 明天出版社

论中国古典美学 周来祥著 7-5333-0020-3 齐鲁书社

矿业史事杂俎 吴晓煜著 7-5333-1208-2 齐鲁书社

社会有机化学 吴泳, 王建平 7-5334-1849-2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 主编于恩庶, 徐秉锟 7-5335-0125-X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貌与健康 潘远志著 7-5335-0481-X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产前产后300问 赵玉慧 ... [等编著] 7-5335-0770-3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婚前婚后300问 吴章明著 7-5335-0904-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草药治骨伤 黄小荣等[编著] 7-5335-1465-3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草药治肿瘤 吴丹红，吴将[编著] 7-5335-1499-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宇宙漫游 张元东, 石连记编著 7-5335-1518-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数学上未解的难题 胡作玄编著 7-5335-1541-2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洋兰 陈璋, 蔡幼华编著 7-5335-1583-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流行饮料杯饰 张增鹏编著 7-5335-1614-1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肠道疾病 (英) Dr.Kenneth Heaton著 7-5335-1685-0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哮喘 (英) Prof.Jon Ayres著 7-5335-1686-9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质疏松症 (英) Dr.Juliet Compston著 7-5335-1688-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冠心病 (英) Dr.Chirs Davidson著 7-5335-1689-3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过敏性疾病 (英) Prof.Robert J.Davies著 7-5335-1690-7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偏头痛与其他头痛
(英) Marcia Wilkinson, (英) Anne 

MacGregor著
7-5335-1691-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甲状腺疾病 (英) Dr.Anthony Toft著 7-5335-1692-3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房疾病
(英) J. Michael Dixon, (英) Robert C. 

F. Leonard著
7-5335-1693-1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前列腺疾病 (英) David Kirk著 7-5335-1694-X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理压力 (英) Greg Wilkinson著 7-5335-1695-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女性尿失禁
(英) Philip Toozs-Hobson, (英) Linda 

Cardozo著
7-5335-1696-6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健忘与痴呆
(英) Christopher Martyn, (英) 

Catharine Gale著
7-5335-1697-4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帕金森病 (英) John M. S. Pearce著 7-5335-1698-2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糖尿病 (英) Rudy W.Bilous著 7-5335-1699-0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癫痫
(英) Matthew Walker, (英) Simon 

D.Shorvon著
7-5335-1700-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酒百方 祁公任 .... [等] 编著 7-5335-1717-2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膳百方 祁公任等编著 7-5335-1733-4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百病运动疗法.1 高云秋主编 7-5335-1743-1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浴百方 陈立典 ... [等] 编著 7-5335-1754-7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百病运动疗法.3 高云秋主编 7-5335-1785-7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百病运动疗法.4 高云秋主编 7-5335-1786-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百病运动疗法.6 高云秋主编 7-5335-1787-3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斜视·弱视·屈光不正问与答 徐国兴主编 7-5335-1792-X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缓解疼痛有妙招 (英) 克瑞丝·麦克劳林著 7-5335-1808-X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看图应急救治 黄文瑞等编著 7-5335-1852-7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疾病饮食宜与忌 (英) 约翰·伯利华著 7-5335-1865-9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母乳喂养宝宝壮 (英) 海瑟·威尔福德著 7-5335-1866-7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产后健康与形体重塑 (英) 朱迪·桑格罗夫著 7-5335-1868-3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活力男士,疏解心理压力 (英) 托尼·巴蒂森 (Toni Battison) 著 7-5335-1870-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活力男士,练就健壮体魄 (英) 托尼·巴蒂森 (Toni Battison) 著 7-5335-1871-3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看图老年保健 刘建华等编著 7533518799￥1.00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百病运动疗法.5 高云秋主编 7-5335-1881-0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看图小儿保健 王海燕, 李健编著 7-5335-1906-X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看图肿瘤防治 主编 程惠华, 李东石, 林贵山 7-5335-1916-7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今天吃什么:三餐美味100道 梁淑荌著 7-5335-1937-X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胃、十二指肠溃疡饮食调养 陈登登编著 7-5335-1983-3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水仙盆景制作与养护 朱振民主编 7-5335-1986-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立体水晶玩偶 三采文化编著 7-5335-1993-0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绚丽水晶编织 三采文化编著 7-5335-1994-9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科诊断彩色图谱
( )Alfredo Gomez Leal，( )Pablo Munoz 

Rodriguez著
7-5335-2269-9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影像诊断图谱 刘玉清等主编 7-5335-2297-4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腔镜手术图谱:解剖与进路 (美)Gary G.Wind著 7-5335-2341-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分子创伤学 王正国等主编 7-5335-2417-9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皮肤性病诊疗图鉴 郑和义，李军编著 7-5335-2511-6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种植图谱:手术与修复 (英)Richard M. Palmer[等]著 7-5335-2617-1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经典索引 顾植山主编 7-5337-0224-7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疑难心电图分析200例 主编王开迎, 朱力华, 祝玉成 7-5337-0432-0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手术图谱
(美)佐林格(Zollinger,R.M.Jr.),(美)佐林

格(Zollinger,R.M.)著
7-5337-0588-3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生物化学实验 王茂音主编 7-5337-0686-2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临床鉴别诊断 汤 健编著 7-5337-0689-7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肿瘤病理组织学彩色图谱 龚西等主编 7-5337-0698-6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用电器实用检修技法大全 阎明敬编著 7-5337-0786-9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汉阿法医学大辞典 张正英主译 7533707974 安徽科技出版社

英、汉、阿、法医学大辞典 张正英主译 7-5337-0797-4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脑立体定位应用解剖 姚家庆,戴蘅茹著 7-5337-0801-6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国之音特别英语 夏毓敏主编 7-5337-1454-7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营养与膳食 王维利主编 7-5337-1842-9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诱人的超导体 李正修等编著 7-5337-1937-9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创造神话的光源:激光技术 雷仕湛 ... [等] 编著 7-5337-1939-5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邓小平的教育思想研究 张健主编 7-5338-3194-2 浙江教育出版社

巨谍:惊险悬念小说 (美)鲁勒姆著 7-5339-0113-4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典故:图文本.1 方福仁撰文 7-5339-0663-2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典故:图文本.2 方福仁撰文 7-5339-0663-2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典故:图文本.3 方福仁撰文 7-5339-0663-2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典故:图文本.4 方福仁撰文 7-5339-0663-2 浙江文艺出版社

简媜散文 [简媜著] 7-5339-0736-1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十字绣,星座篇 陈艳等编著 7-5339-1672-7 浙江文艺出版社



程宝泓国画解析:人物 [程宝泓绘] 7-5340-1218-X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集褚遂良名言佳句 王斌等编 7-5340-1244-9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形设计基础.D,装饰风景 汪芳编著 7-5340-1254-6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形设计基础.C,动物·人物·植物 汪芳编著 7-5340-1256-2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名家名品:[中英文本],刘小东 刘小东绘画 7-5340-1421-2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名诗精选 柯　钟,肖　晟选缉 7-5341-0017-8 浙江科学出版社

医用生物制品学 王益寿编著 7-5341-0395-9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普通外科 钱礼主编 7-5341-0503-X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巧制豆制品菜135 杨定初, 张军编著 7-5341-0930-2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胆石症门诊 郑树森著 7-5341-0983-3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服饰搭配艺术 孙欢编著 7-5341-1132-3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煤矿职工安全手册 主编 华任行 7-5341-1326-1 当代工人出版社

身临奇境:虚拟现实科学与技术 王坚, 孙宇浩编著 7-5341-1378-4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手术与康复 黄钟英, 刘小蕉编著 7-5341-1456-X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病治疗学 陈维洲等主编 7-5341-1513-2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设计师眼中的家.3 主编 徐存龙 7-5341-1582-5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鹿茸 柴中元, 施仁潮编著 7-5341-1889-1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阿胶 钟锬, 施仁潮编著 7-5341-1891-3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紫河车 陆文彬, 施仁潮编著 7-5341-1892-1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易药膳治百病 徐勇刚, 魏晖编著 7-5341-1939-1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粥名方200例 徐晓东, 张雪娥编著 7-5341-1998-7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茶名方200例 何赛萍, 李雅琴编著 7-5341-1999-5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酒名方200例 陈一江编著 7-5341-2000-4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膏名方200例 何赛萍编著 7-5341-2001-2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膳名方200例 徐晓东编著 7-5341-2002-0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语搭配大词典 王文昌主编 7-5343-0400-8 江苏教育出版社

实用英语符号手册 主编 樊振帼 7-5343-4308-9 江苏教育出版社

如何培养绅士 (美) 凯·韦斯特著 7-5343-5527-3 江苏教育出版社

99个人在1999 [宗帅等著] 7-5344-1022-3 江苏美术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医图传 陈雪楼主编 7-5345-0198-9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性传播疾病 叶干运等主编 7-5345-0386-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众医学辞典 屠天纯等主编 7-5345-0466-X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皮肤病学 赵　辨主编 7-5345-0524-0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嘱手册 季寿琪,何家声主编 7-5345-0619-0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免疫学检验 武建国主编 7-5345-0668-9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病的现代治疗 敖忠芳等主编 7-5345-0920-3 江苏科技出版社

中华食物疗法大全 窦国祥主编 7-5345-0968-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护理专业试题精选 殷冬生,夏泉源主编 7-5345-1059-7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品卫生３０讲 周树南主编 7-5345-1200-X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急诊医学 王一镗等主编 7-5345-1359-6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病现代治疗 徐克成主编 7-5345-1532-7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脑海探奇 朱长庚, 赵仲龙, 李宗元编著 7-5345-2807-0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宿根花卉 王意成编著 7-5345-2814-3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建筑艺术世界 刘先觉著 7-5345-2947-6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结核病现代诊疗 谈光新主编 7-5345-3071-7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冠心病介入诊疗 杨志健主编 7-5345-3189-6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切花栽培与保鲜技术 周军, 张丽娟, 瞿辉编著 7-5345-3322-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衰弱中医治疗 主编 过伟峰 7-5345-3328-7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炎肾病综合征中医治疗 编著 王钢, 孔薇, 曾安平 7-5345-3331-7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人康健饮食宜忌 陈如英主编 7-5345-3392-9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孕妇乳母用药宜忌 杨明明主编 7-5345-3396-1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单方大全 主编 薛建国, 李缨 7-5345-3561-1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临床医嘱手册 陈树宝，徐猗，顾梅榆主编 7-5345-4772-5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放射诊断学辞典 夏延琦编纂 7-5346-0751-4 青岛出版社

阅读学原理 曾祥芹,韩雪屏主编 7-5347-1128-2 河南教育出版社

阅读技法系统 曾祥芹主编 7-5347-1129-0 河南教育出版社

文体阅读法 曾祥芹,张复琮主编 7-5347-1130-4 河南教育出版社

古代阅读论 曾祥芹等编著 7-5347-1131-2 河南教育出版社

国外阅读研究 曾祥芹,韩雪屏主编 7-5347-1132-0 河南教育出版社

流火流年 林斤澜著 7-5347-2427-9 大象出版社

浮生偶拾 马立诚[著] 7-5347-2428-7 大象出版社

远在天边 邵燕祥[著] 7-5347-2433-3 大象出版社

在花毯背面 林楚平[著] 7-5347-2434-1 大象出版社

自动化指挥技术与新概念武器 焦国力, 董长军主编 7-5347-2469-4 大象出版社

圣诞歌曲集 杨周怀编著 7-5347-2550-X 大象出版社

老鼠爱大米 余杰著 7-5347-2586-0 大象出版社



中国的使臣——卜弥格:Ambasador Panstwa 
Srodka

(波) 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Edward 
Kajdanski) 著

7-5347-2604-2 大象出版社

网络诗三百:中国网络原创诗歌精选 陈村主编 7-5347-2605-0 大象出版社

腐败肿瘤 舒展[著] 7-5347-2703-0 大象出版社

语文忧思录 伍立杨[著] 7-5347-2705-7 大象出版社

表演与旁观 王开林[著] 7-5347-2708-1 大象出版社

丰子恺：含着人间情味 钟桂松著 7-5347-2757-X 大象出版社

聂耳：匆匆却又永恒 刘琼著 7-5347-2761-8 大象出版社

张元济：书卷中岁月悠长 汪凌著 7-5347-2868-1 大象出版社

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 袁冬林著 7-5347-2914-9 大象出版社

刘心武自述 [刘心武著] 7-5347-2916-5 大象出版社

蒋子龙自述 [蒋子龙著] 7-5347-2917-3 大象出版社

田汉自述 [田汉著] 7-5347-2918-1 大象出版社

出版论稿 杨牧之[著] 7-5347-3067-8 大象出版社

城市灵魂:电视主持人张泽群谈论城市文化 张泽群著 7-5347-4170-X 大象出版社

赌契情缘 (香港)沙莉文著 7-5348-1279-8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临床生化检验诊断手册 蒋谷人等编著 7-5349-0016-2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针灸大全.上编,针灸学临床 王雪苔主编 7-5349-0069-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头颈部恶性肿瘤 余树观,沙永慧主编 7-5349-0735-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针灸大全.下编,针灸学临床 王雪苔主编 7-5349-0967-8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首报中国人染色体异常核型图谱 夏家辉,李麓芸主编 7-5349-1052-8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急症手册 主编 李改焕, 刘延锦, 陈长英 7-5349-1195-8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外科手术图谱 王 果,潘少川主编 7-5349-1236-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部肿瘤细针吸取细胞病理学彩色图谱:[汉
英文对照]

郑香龄主编 7-5349-1483-3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外肌学 杨景存主编 7-5349-1568-6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脏组织学图谱 郭志坤主编 7-5349-1661-5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血栓病学 冯周琴主编 7-5349-1779-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腺肿瘤诊治图谱 余宏迢等主编 7-5349-1829-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免疫性疾病 李志杰等主编 7-5349-2267-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鲜名菜谱 吴杰主编 7-5349-2357-3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仿生梦幻 杜家纬编著 7-5349-2369-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川·鲁名菜谱 吴杰, 吴忠主编 7-5349-2432-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庭院花木园艺:庭院花木栽培入门 (日) 小池, (日) 伸男著 7-5349-2482-0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她的视角——女性摄影家及其作品 林路编著 7-5349-2511-8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室内花卉栽培与装饰 杨绍卿编著 7-5349-2551-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脂血症 冯周琴, 苗雪梅编著 7-5349-2566-5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婚庆摄影 顾云兴著 7-5349-2571-1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艺术摄影 王全亨 ... [等] 著 7-5349-2577-0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插花:[图集] 齐放, 陈丽霞著 7-5349-2580-0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茶道 杨钧凯, 张小郁编著 7-5349-2581-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布艺:[图集] 朱鹏, 陈艳编著 7-5349-2582-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英汉医学辞典 白永权主编 7-5349-2585-1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农村万年历:1900-2050 张希玉主编 7-5349-2590-8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娃娃布衣 编著 袁璐 ... [等] 7-5349-2598-3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癫痫 林庆[著] 7-5349-2603-3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孕产期保健 黄醒华等编著 7-5349-2606-8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呼吸系统疾病 董宗祈，王洪通[编著] 7-5349-2608-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疾病自我诊疗手册 (日) 服部光南, (日) 冈岛重孝著 7-5349-2639-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许银川对局集 马正富编注 7-5349-2690-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迎风搏浪:体育记者生涯45年 苏少泉著 7-5349-2700-5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您怎样化妆 (英) 乔伊·特丽著 7-5349-2722-6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都市灵魂:摄影家钟情的现代家园 林路编著 7-5349-2726-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然精神:摄影家向往的伊甸天国 林路编著 7-5349-2727-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旅游线路精选 刘寿如, 卢定宇, 刘友如编著 7-5349-2737-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肢血管疾病的诊疗 闫银宗, 赵毅鹏主编 7-5349-2741-2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摄影技术基础 本书编委会编 7-5349-2745-5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庭院景致自己做 (英) 斯图尔特·沃尔顿 (Stewart Walton) 
著

7-5349-2751-X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调味与拌馅 张仁庆编著 7-5349-2760-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妞妞梳头 安士锐, 许红, 李彦著 7-5349-2777-3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计算机文化基础 主编 王贺明 7-5349-2786-2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三国名菜 郭彦生, 史友仁主编 7-5349-2793-5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年发型梳剪 (日) づテイツク社 [编] 7-5349-2809-5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抗肿瘤药物手册 主编 安鸿志, 袁现明 7-5349-2843-5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脏病患者每日食谱 (日) 女子营养大学出版部 [编著] 7-5349-2848-6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贫血患者每日食谱 (日) 女子营养大学出版部[编著] 7-5349-2850-8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少女写真摄影 王全亨, 姜增祚著 7-5349-2886-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看图学修新型摩托车,踏板式 唐庆荣等主编 7-5349-2934-2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膳食营养普及必读:家庭的营养师 李遂振编著 7-5349-2942-3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6分钟塑身丰胸与纤腰
(奥) 哈内罗尔·皮尔斯-萨玫克 (Hannelore 

Pilss-Samek) 著
7-5349-2979-2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5分钟塑造完美腿形 (奥) 哈内罗尔·皮尔斯-萨玫克著 7-5349-2981-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九寨仙境游 刘寿如, 卢定宇编著 7-5349-2995-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江南水乡游 刘寿如, 卢定宇编著 7-5349-2999-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三峡环线游 刘寿如, 卢定宇编著 7-5349-3000-6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理养生直通车 主编 韩文领, 韩斌 7-5349-3080-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疗卤菜 王守国主编 7-5349-3117-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陈式太极扇 马春喜, 刘方创编 7-5349-3133-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极长穗剑 马春喜, 王恒创编 7-5349-3134-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天一怪事 钟宝良编写 7-5350-0018-5 海燕出版社

爱我河南人,近现代卷 主编 老铁 7-5350-1889-0 海燕出版社

双筒望远镜.2,美丽的冒险 孟宪明著 7-5350-1961-7 海燕出版社

远去的声音 王方红著 7-5350-2018-6 海燕出版社

故园一棵树 田中禾著 7-5350-2019-4 海燕出版社

绊脚索 段荃法著 7-5350-2020-8 海燕出版社

蓝瓦松 鲁枢元著 7-5350-2021-6 海燕出版社

蔷薇花瓣儿 老张斌著 7-5350-2022-4 海燕出版社

炉火和油灯 耿占春著 7-5350-2023-2 海燕出版社

高危妊娠图解 周运友主编 7-5352-0220-9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史学 姒元翼,龚纯主编 7-5352-0262-4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 丁名宝,蔡孝恒主编 7-5352-1133-X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彩色图谱 徐恩多等主编 7-5352-1256-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泌尿男生殖外科手术图谱 章咏裳等主编 7-5352-1589-0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战场幽灵 季卜枚编著 7-5352-2430-X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极微世界探极微 张端明编著 7-5352-2431-8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发展观读本 本书编写组 [编] 7-5352-3203-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玫瑰谷 贺慈航著 7-5354-0238-0 长江文艺出版社

屋顶上的脚步 陈 村著 7-5354-0710-2 长江文艺出版社

等你说爱我 (新西兰) 劳瑞·布赖特著 7-5354-2170-9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两性战争 (新西兰) 劳瑞·布赖特著 7-5354-2171-7 长江文艺出版社

扎比芭与国王 (伊拉克) 著述人著 7-5354-2285-3 长江文艺出版社

爱情伊妹儿 麦琪 (英儿) 著 7-5354-2290-X 长江文艺出版社

锐舞派对 骆平著 7-5354-2423-6 长江文艺出版社

表演爱情 张宇著 7-5354-2511-9 长江文艺出版社

周璇日记 周璇著 7-5354-2588-7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向上的火焰 方良聘著 7-5354-2605-0 长江文艺出版社

真情倾诉:精华本.1 韩少林主编 7-5354-2715-4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先生王蒙 方蕤著 7-5354-2727-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球上的100个男友 张小娴主编 7-5354-2777-4 长江文艺出版社

逆流而上:平鑫涛自传 [平鑫涛著] 7-5354-2901-7 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记:至今, 我们依然彼此呵护着 ...... 傅彪, 张秋芳著 7-5354-3152-6 长江文艺出版社

MET考点精解精练 彭玉粦等编 7-5355-0836-7 湖南教育出版社

生命知识与传播 全国健康教育培训中心编写 7-5355-1296-8 湖南教育出版社

刘定中散文诗选,人生启示录 [刘定中著] 7-5355-2136-3 湖南教育出版社

现代艺术大参考.7 莎子, 吉米编译 7-5356-0553-2 湖南美术出版社

创意水彩 刘寿祥主编 7-5356-1620-8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世纪意大利美术 晨朋著 7-5356-1630-5 湖南美术出版社

亲亲喜欢:亲子人文教育 李娜著 7-5356-1843-X 湖南美术出版社

恋爱的鱼:德国插画最新名作
(德) F.K.魏希特 (Friedrich Karl 

Waechter) 著
7-5356-1867-7 湖南美术出版社

80年代——她视觉 唐朝晖主编 7-5356-1940-1 湖南美术出版社

半旗 文 水格 7-5356-2187-2 湖南美术出版社

洞 彭扬文 7-5356-2200-3 湖南美术出版社

指尖流水 刘卫东文 7-5356-2208-9 湖南美术出版社

青春河湮没花朵 李萌文 7-5356-2209-7 湖南美术出版社

基础医学多选题选集,解剖与手术学分册 湖南医学院主编 7-5357-0239-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代名医的学风与建树 龙月云编著 7-5357-0404-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病造血组织病理学图谱 张志宏主编 7-5357-0576-6 湖南科技出版社

血栓形成与临床医学 李家增,贺石林主编 7-5357-0846-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推拿 金义成，彭　坚编著 7-5357-0867-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传统房中保健 周祖贻,吴金莲编著 7-5357-1081-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癌良方 常敏毅编著 7-5357-1109-X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脏病理与临床 邹万忠等编写 7-5357-1110-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西学东渐: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樊洪业, 王扬宗编著 7-5357-2849-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病历规范书写手册 王永炎主编 7-5357-3030-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麻醉新理论和新技术 黄绍农，曾邦雄主编 7-5357-3748-X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命的多样性 (美)爱德华·欧·威尔逊(Edward O.Wilson)
著

7-5357-3877-X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耳聋的基础与临床 谢鼎华，杨伟炎主编 7-5357-3921-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中西医结合 实用肛肠外科手册 何永恒主编 7-5357-4011-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临床“三基”训练,医院管理分册 吴钟琪主编 7-5357-4036-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中西医结合常见急症诊疗手册 陈智民主编 7-5357-4472-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综合征的解剖学基础 刘忠浩主编 7-5357-4511-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学综合征词典 黄如训等主编 7-5359-0253-7 广东科技出版社

现代急诊内科学 陈国伟主编 7-5359-0434-3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彩色图谱.1990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 7-5359-0649-4 广东科技出版社

要说不时不说是:心理医生手记 (美)芬斯特艾姆，(美)贝 尔著 7-5359-0797-0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老年病治疗学 周国雄主编 7-5359-0959-0 广东科技出版社

李振权氏颈淋巴结清除术 李振权,区深明主编 7-5359-1005-X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薄层色谱彩色图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著 7-5359-1023-8 广东科技出版社

激光肿瘤学 吴思恩,徐国祥主编 7-5359-1041-6 广东科技出版社

妇科手术图谱:包括泌尿、直肠和乳房手术 (德)O.Kaser等主编 7-5359-1463-2 广东科技出版社

电脑:人类智慧的集结与延伸 杨速章著 7-5359-2370-4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药注射剂学 赵新先主编 7-5359-2531-6 广东科技出版社

新药临床应用手册 廖振尔主编 7-5359-2663-0 广东科技出版社

内科学试题及题解 谢灿茂主编 7-5359-3356-4 广东科技出版社

孕产妇病症中医治疗 张嘉俊编著 7-5359-3394-7 广东科技出版社

眼科药物手册 唐细兰主编 7-5359-3485-4 广东科技出版社

心血管危重症监护治疗学 董吁钢等主编 7-5359-3511-7 广东科技出版社

整形外科原则
(美)戴维·拉尔夫·米拉德(D.Ralph 

Millard)著
7-5359-3513-3 广东科技出版社

现代康复治疗学 燕铁斌主编 7-5359-3572-9 广东科技出版社

现代眼视光学 王幼生等主编 7-5359-3744-6 广东科技出版社

眼科临床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学 刘杏主编 7-5359-3905-8 广东科技出版社

眼科临床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学 刘杏主编 7-5359-3905-8 广东科技出版社

爱神 岑凯伦著 7-5360-0065-0 花城出版社



幸运星 岑凯伦著 7-5360-0175-4 花城出版社

爱情帖 岑凯伦著 7-5360-0194-0 花城出版社

星河 琼瑶著 7-5360-0242-4 花城出版社

载梦船 伊　达著 7-5360-0387-0 花城出版社

初吻 岑凯伦著 7-5360-0444-3 花城出版社

爱情圈 岑凯伦著 7-5360-0499-0 花城出版社

小木屋之恋 玄小佛著 7-5360-0716-7 花城出版社

永不消逝的爱情 玄小佛著 7-5360-0717-5 花城出版社

沙滩上的月亮 玄小佛著 7-5360-0845-7 花城出版社

第二道情缘 玄小佛著 7-5360-0854-6 花城出版社

还你前生债 岑凯伦著 7-5360-0855-4 花城出版社

浮城 梁晓声著 7-5360-1367-1 花城出版社

剑血红颜 (台)古龙著 7-5360-1716-2 花城出版社

傲世金龙 卧龙生著 7-5360-1720-0 花城出版社

傲世金龙.中 卧龙生著 7-5360-1720-0 花城出版社

白玉老虎.上 古龙著 7-5360-1747-2 花城出版社

白玉老虎.下 古龙著 7-5360-1747-2 花城出版社

白玉老虎.中 古龙著 7-5360-1747-2 花城出版社

一剑皇.上 古 龙著 7-5360-1773-1 花城出版社

一剑皇.下 古 龙著 7-5360-1773-1 花城出版社

狂风剑客.上 秋梦痕著 7-5360-1830-4 花城出版社

狂风剑客.下 秋梦痕著 7-5360-1830-4 花城出版社

狂风剑客.中 秋梦痕著 7-5360-1830-4 花城出版社

血旗震山河.上 秋梦痕著 7-5360-1849-5 花城出版社

血旗震山河.下 秋梦痕著 7-5360-1849-5 花城出版社

血旗震山河.中 秋梦痕著 7-5360-1849-5 花城出版社

江湖布衣侠.上 秋梦痕[著] 7-5360-1850-9 花城出版社

江湖布衣侠.下 秋梦痕[著] 7-5360-1850-9 花城出版社

蛮岛侠盗.上 秋梦痕著 7-5360-1851-7 花城出版社

蛮岛侠盗.下 秋梦痕著 7-5360-1851-7 花城出版社

野玫瑰与郁金香.1 岑凯伦著 7-5360-2097-X 花城出版社

野玫瑰与郁金香.2 岑凯伦著 7-5360-2097-X 花城出版社

女士乐园 (法) 左拉 (Emile Zola) 著 7-5360-2467-3 花城出版社



欧阳海之歌 金敬迈[著] 7-5360-2604-8 花城出版社

唐诗 艾治平选析 7-5360-3079-7 花城出版社

I时代阳光少年 李亮著 7-5360-3135-1 花城出版社

乌鸦天使 (波) 扬·格拉鲍夫斯基著 7-5360-3283-8 花城出版社

蒙昧 柯云路著 7-5360-3313-3 花城出版社

黄领丽人:都市“女浪子”故事 王正和著 7-5360-3319-2 花城出版社

小狗DO-DO和我们的生活 品品著 7-5360-3368-0 花城出版社

灰锡时代 陈村主编 7-5360-3465-2 花城出版社

人类凶猛 陈村主编 7-5360-3467-9 花城出版社

我的光辉岁月 太阿著 7-5360-3475-X 花城出版社

NBA世纪风云 胡丁著 7-5360-3490-3 花城出版社

鹭鸟博士 陈友敏著 7-5360-3499-7 花城出版社

金色的舞裙 (澳大利亚) 玛丽安·哈利根著 7-5360-3518-7 花城出版社

过目难忘,谐趣小品 启君[等]编 7-5360-3547-0 花城出版社

喜欢女人的总统
(法) 玛丽—泰雷兹·吉夏尔 (Marie-

Therese Guichard) 著
7-5360-3580-2 花城出版社

状告县委的匿名信 沈仁康著 7-5360-3581-0 花城出版社

爱情急诊室:专治爱情疑难杂症的书 薇薇安著 7-5360-3596-9 花城出版社

心狱 陈玉春著 7-5360-3610-8 花城出版社

享受成长 张文波著 7-5360-3647-7 花城出版社

百万富翁 香港亚洲电视有限公司编 7-5360-3666-3 花城出版社

男虚 陈家桥著 7-5360-3667-1 花城出版社

原色爱情 郜莹著 7-5360-3696-5 花城出版社

我不想长大 明明著 7-5360-3699-X 花城出版社

蓝色b小调 徐颖秋主编 7-5360-3700-7 花城出版社

后青春记忆 徐颖秋主编 7-5360-3701-5 花城出版社

把白领风干 徐颖秋主编 7-5360-3702-3 花城出版社

时尚深深深 徐颖秋主编 7-5360-3703-1 花城出版社

发现粤商:当代广东商人全方位透视 欧人编著 7-5360-3709-0 花城出版社

娱乐 不过如此 看世界杂志社编 7-5360-3712-0 花城出版社

红色痉挛 谢连波著 7-5360-3759-7 花城出版社

我们是中专生 马艳艳著 7-5360-3785-6 花城出版社

鼠品 冯敏飞著 7-5360-3788-0 花城出版社



双面男人 朱凌著 7-5360-3789-9 花城出版社

反绑架 陈双娥著 7-5360-3794-5 花城出版社

“英雄”末路 邹雷著 7-5360-3795-3 花城出版社

极乐鹦鹉 汪红著 7-5360-3803-8 花城出版社

民办大学生 周仕谋著 7-5360-3813-5 花城出版社

追梦时代 何腾江著 7-5360-3819-4 花城出版社

超快入睡宝典:插图本 (日) 池下律子著 7-5360-3956-5 花城出版社

怎样对付老板 颜远慎著 7-5360-3957-3 花城出版社

别控制我!
(美) 理查德·斯坦纳克 (Richard J. 

Stenack) 著
7-5360-4021-0 花城出版社

别为我操心:青少年自我管理技巧
(美) 朱莉·摩根斯坦 (Julie 

Morgenstern), (美) 杰茜·摩根斯坦·考伦 
(Jessi Morgenstern - Colon) 著

7-5360-4105-5 花城出版社

青少年通向成功的9个步骤 (美) 斯泰德曼·格拉哈姆著 7-5360-4132-2 花城出版社

办公室黄金教义.I,跳开生活中的人际陷阱 王歆, 张璞著 7-5360-4189-6 花城出版社

办公室黄金教义.II,成为生活中受欢迎的人 王歆, 张璞著 7-5360-4189-6 花城出版社

悟空日记 吴俊超著 7-5360-4242-6 花城出版社

红X:老师批改作业时常用的符号 李傻傻著 7-5360-4373-2 花城出版社

爱在同居的日子 周娟著 7-5360-4428-3 花城出版社

天堂里的郁金香 文启鉴著 7-5360-4429-1 花城出版社

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 [王蒙著] 7-5360-4722-3 花城出版社

A城B梦 冰水一度著 7-5360-4937-4 花城出版社

港航工程测量 孙书起主编 7-5361-0896-6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廉正箴言 主编 王华元 7-5361-3044-9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医用生物学实验指导 方思鸣主编 7-5362-0173-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95中国艺术博览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 广州市人民

政府主办
7-5362-1315-8 岭南美术出版社

绿色请柬 维良等著 7-5363-0980-5 广西民族出版社

看剑念奴娇.上 独孤残红著 7-5363-2961-X 广西民族出版社

看剑念奴娇.下 独孤残红著 7-5363-2961-X 广西民族出版社

看剑念奴娇.中 独孤残红著 7-5363-2961-X 广西民族出版社

负剑少年游.上 独孤残红著 7-5363-2961-X 广西民族出版社

负剑少年游.下 独孤残红著 7-5363-2961-X 广西民族出版社



负剑少年游.中 独孤残红著 7-5363-2961-X 广西民族出版社

刀气撼春情.第一部,魔女情潮 云中岳著 7-5363-3054-5 广西民族出版社

刀气撼春情.第一部,魔女情潮 云中岳著 7-5363-3054-5 广西民族出版社

刀气撼春情.第一部,魔女情潮 云中岳著 7-5363-3054-5 广西民族出版社

林科诗歌散文集 覃琼送编 7-5363-3270-X 广西民族出版社

新闻笔记 伍通著 7-5363-4098-2 广西民族出版社

潇洒做自己的25堂课 南琦著 7-5363-4288-8 广西民族出版社

结婚的礼物:新婚指南宝典 水果编著 7-5363-4633-6 广西民族出版社

抗生素临床应用手册 朱才荣主编 7-5364-0023-3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临证辨治录 冉品珍著 7-5364-0301-1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康复医学 卓大宏主编 7-5364-0401-8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康复医学 卓大宏主编 7-5364-0401-8 四川科技出版社

三三九乘元功与龙子论 屈成春,余恒清著 7-5364-0958-3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性病与性器官皮肤病 罗汉超,楼有益编著 7-5364-0981-8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汉妇产科词典 曹泽毅主编 7-5364-1022-0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易学 邹学熹,邹成永著 7-5364-1122-7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误诊误治析微 钟昔意编著 7-5364-1337-8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基础、临床解剖学 ( )David J. Sahn,( )Fred Anderson著 7-5364-1381-5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心理学 景生保主编 7-5364-1452-8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突起的肌群:最新科学健美奥秘 (美)罗伯特·肯尼迪,(美)邓尼斯·韦思著 7-5364-1506-0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危急重病手册 徐东白主编 7-5364-1624-5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劳动卫生学 陈正刚主编 7-5364-1647-4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童口腔病防治指南 朱烈昭主编 7-5364-1734-9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气象学 张廷枢编著 7-5364-1807-8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X线诊断快速记忆歌诀 王朝安编著 7-5364-1808-6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检验与疾病诊断 赵　爽主编 7-5364-1894-9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细胞生物学概论 杨抚华主编 7-5364-1897-3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疾病临床剖析 高立达主编 7-5364-2108-7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性科学大观 (美)萨多克(Sadock,Benjamin J.)等主编 7-5364-2680-X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免疫学进展.第一册 朱锡华主编 7-5364-3226-7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初识化学元素 刘维铭编著 7-5364-4397-8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缩略语手册 胡锦官, 龙绍疆编著 7-5364-4929-1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MCDEX药物临床信息参考.2004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四

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编著
7-5364-5438-4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DJ阿布 谢徽著 7-5365-3456-6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丢梦纪 殷健灵著 7-5365-3536-8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古莲花 殷健灵著 7-5365-3537-6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医经典字典: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排列 刘世昌等编著 7-5366-0058-5 重庆出版社

常用医学工具书手册 王顺清编著 7-5366-0138-7 重庆出版社

胰脏病 (日)织田敏次主编 7-5366-0317-7 重庆出版社

中医百家医论荟萃 黄自立编 7-5366-0351-7 重庆出版社

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 王焕勋主编 7-5366-0498-X 重庆出版社

社会科学新辞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重庆出版社编 7-5366-0719-9 重庆出版社

中医全息论 宋为民,吴昌国著 7-5366-0816-0 重庆出版社

腹部肿瘤超声诊断 邹贤华编 7-5366-0889-6 重庆出版社

临床细胞免疫学 顾长海主编 7-5366-1352-0 重庆出版社

头位难产 凌萝达,顾美礼主编 7-5366-1360-1 重庆出版社

医学检验仪器学 刘泽民主编 7-5366-1429-2 重庆出版社

实用中医脾胃学 李正全著 7-5366-1577-9 重庆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六级精选动词手册:双解、例句
、搭配、辨义、说明

王 虹,柏长勤编著 7-5366-1864-6 重庆出版社

临床骨科康复学 过邦辅编著 7-5366-1865-4 重庆出版社

乙型肝炎的发病机理及临床 张定凤主编 7-5366-2003-9 重庆出版社

当代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国际社会主义的历
史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江流,徐崇温主编 7-5366-4090-0 重庆出版社

神奇的新材料 林鸿溢著 7-5366-4560-0 重庆出版社

玛尼石刻 7536653700 重庆出版社

沉沙中的失乐园:追踪上古印度文明 谢崇安著 7-5366-5560-6 重庆出版社

帝国的荣光:追踪古罗马文明 何平主编 7-5366-5561-4 重庆出版社

黄金帝国的落日:追踪美洲古代文明 潘守永, 雷虹霁, 宋海斌著 7-5366-5562-2 重庆出版社

温柔地杀我 (英) 妮契·弗兰奇 (N.French) 著 7-5366-5615-7 重庆出版社

20世纪大富豪 李方正编著 7-5366-5764-1 重庆出版社

儿玉花外诗存:一个日本诗人笔下的辛亥革命
风云人物纪实

儿玉花外原著 7-5366-6049-9 重庆出版社

改头换面
(法) 布丽吉特·奥贝尔 (Brigitte Aubert) 

著
7-5366-6068-5 重庆出版社



直销趋势与特训 知识经济杂志社主编 7-5366-6333-1 重庆出版社

我们的邓大姐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 7-5366-6456-7 重庆出版社

慢性骨炎靶位论治与问答 主编 王贻青, 王贻涛 7-5366-6763-9 重庆出版社

大上海的梦想岁月:一个操盘手的传奇 潘伟君著 7-5366-7042-7 重庆出版社

寂寞桃花:一个单身女人的原生态生存手记二 阿琪著 7-5366-7059-1 重庆出版社

球殇:阿里·汉的悲情中国行 马德兴著 7-5366-7061-3 重庆出版社

转换重庆万盛:资源型城市如何叩开转型之门 魏学彬著 7-5366-7084-2 重庆出版社

甜蜜公主张娜拉:图文私藏本 郭君敏著 7-5366-7294-2 重庆出版社

大龅牙吃遍意大利 张国立著 7-5367-2735-6 云南民族出版社

2个人的意大利 张国立, 赵薇著 7-5367-2736-4 云南民族出版社

中国太极气功术 马中棠著 7-5369-0075-9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新计量单位实用手册 张季平编著 7-5369-0290-5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小儿放射学 李宏吉译 7-5369-0776-1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休克 李晓林,李守朝编著 7-5369-0840-7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三维断面解剖图谱 王玮等编著 7-5369-1014-2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头颈肿瘤手术学 李树业,岳长生主编 7-5369-1253-6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和骨科的生物活性材料原理 应用 进展 主编杨连甲, 金岩, 胡蕴玉 7-5369-1703-1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撬动地球的新支点:创新与知识经济 李明德 ... [等] 编著 7-5369-3078-X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社会的神经系统:通信技术 田惠生, 罗新民, 王霞编著 7-5369-3094-1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最新五笔字型和计算机基础教程:火力增强版 新起点工作室编著 7-5369-3124-7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腺疾病临床基础:英汉对照 编译 宁连胜 7-5369-3278-2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汉医学词汇词素构词法词典 李克希编纂 7-5369-3783-0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爱国主义教育歌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委员会, 《爱国主义

教育歌曲》编辑组编
7-5371-2058-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间书 (清) 朱逢甲著 7-5371-2059-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大唐新语.上 原著 (唐) 刘肃 7-5371-2066-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大唐新语.下 原著 (唐) 刘肃 7-5371-2066-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伊索寓言 崔合美主编 7-5371-2076-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克雷洛夫寓言 崔合美主编 7-5371-2076-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拉封丹寓言 崔合美主编 7-5371-2076-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莱辛寓言 崔合美主编 7-5371-2076-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南门随笔 北野著 7-5371-2103-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投生人世 周军成著 7-5371-2103-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晒晒黄沙梁的太阳 刘亮程著 7-5371-2103-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边疆的目光 韩子勇著 7-5371-2103-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骨头的妙响 黄毅著 7-5371-2103-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寓言故事 春晓编 7-5371-2115-X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民间故事 春晓编 7-5371-2115-X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童话故事 春晓编 7-5371-2115-X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谜语故事 春晓编 7-5371-2115-X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幼学琼林 (明) 程登吉撰 7-5371-2285-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龙文鞭影 (明) 杨臣诤, (明) 萧良有[编] 7-5371-2287-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婚姻法律知识 周学玉主编 7-5371-2498-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神圣使命:国家与国防 曹正荣 ... [等编] 7-5371-2686-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神圣不可侵犯:中国的领土与主权 张文海 ... [等编] 7-5371-2687-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众志成城:中国的国防法规 主编 张志伟, 吴兴山 7-5371-2688-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鞘神剑:中国的武装力量 黄武元等[编] 7-5371-2689-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走向强大: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 张志伟等编著 7-5371-2690-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唐诗故事.上 姜勇主编 7-5371-2692-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唐诗故事.下 姜勇主编 7-5371-2692-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宋词故事.上 姜勇主编 7-5371-2693-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宋词故事.下 姜勇主编 7-5371-2693-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元曲故事.上 姜勇主编 7-5371-269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元曲故事.下 姜勇主编 7-5371-269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清诗故事.上 姜勇主编 7-5371-2695-X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清诗故事.下 姜勇主编 7-5371-2695-X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我还没有故事:少男少女抒情散文选 邱易东主编 7-5371-2718-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撕碎的红舞裙:少男少女抒情小说选 邱易东主编 7-5371-2719-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看海的日子:少男少女哲思精品散文选 邱易东主编 7-5371-2720-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今天我流浪:少男少女纪实散文选 邱易东主编 7-5371-2721-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紫风铃:百篇少女抒情散文精品 邱易东主编 7-5371-2722-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革命导师马克思 辛庚编著 7-5371-2808-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革命导师恩格斯 郭蔚编著 7-5371-2809-X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革命导师列宁 李军, 蔺春萍编著 7-5371-281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穿过雨季的阳光 汪晓敏著 7-5371-2899-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革命导师毛泽东 韩月娥编著 7-5371-2998-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孙子兵法 (春秋) 孙武著 7-5371-3037-X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卫生保健:双语版 主编 苏联波 7-5371-304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商贸园地:双语版 主编 苏联波 7-5371-304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外事纵横:双语版 主编 苏联波 7-5371-304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家庭生活:双语版 主编 苏联波 7-5371-304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文化娱乐:双语版 主编 苏联波 7-5371-304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文秘公关:双语版 主编 苏联波 7-5371-304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旅游览胜:双语版 主编 苏联波 7-5371-304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校园内外:双语版 主编 苏联波 7-5371-304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求职就业:双语版 主编 苏联波 7-5371-304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经济生活:双语版 主编 苏联波 7-5371-304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美食与烹饪:双语版 主编 苏联波 7-5371-304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英文书信电函:双语版 主编 苏联波 7-5371-304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放飞的千纸鹤 黄登贵, 唐异常选编 7-5371-3083-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你是我的偶像 邱易东选编 7-5371-3085-X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红枫叶 孙自筠选编 7-5371-3087-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无风的雨季 李小娥, 李桦选编 7-5371-3088-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智囊译注,上智部 见大卷 远犹卷 (明) 冯梦龙著 7-5371-3089-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智囊译注,兵智部 不战卷 制胜卷 (明) 冯梦龙著 7-5371-3089-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智囊译注,察智部 胆智部 (明) 冯梦龙著 7-5371-3089-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智囊译注,捷智部 语智部 (明) 冯梦龙著 7-5371-3089-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智囊译注,明智部 剖疑卷 经务卷 (明) 冯梦龙著 7-5371-3089-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智囊译注,术智部 委蛇卷 谬数卷 权奇卷 (明) 冯梦龙著 7-5371-3089-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智囊译注,闺智部 杂智部 (明) 冯梦龙著 7-5371-3089-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雪花的心情:文爱艺抒情诗精品赏析集 文爱艺著 7-5371-3090-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一帘梦:文爱艺抒情诗集 文爱艺著 7-5371-3093-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公务经济应用文实用写作.上 苏联波主编 7-5371-310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公务经济应用文实用写作.下 苏联波主编 7-5371-310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人生之宝:中外名人廉洁风华 过世杰编 7-5371-3126-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古今中外节日珍闻·奇闻·趣闻.卷一 过世杰著 7-5371-3133-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古今中外节日珍闻·奇闻·趣闻.卷二 过世杰著 7-5371-3133-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怀孕与分娩百科 林青平编 7-5371-3185-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相思的红飘带 孙自筠选编 7-5371-3299-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格林童话 (德) 格林兄弟[著] 7-5371-332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一千零一夜(一）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一千零一夜(二）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乡村医生 (法) 巴尔扎克[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伊索寓言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江[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先知 (黎巴嫩) 纪伯伦, (法) 狄德罗[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冷血医生 (英) 玛丽·希金斯·克拉克[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劳伦斯小说选(一)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劳伦斯小说选.二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包法利夫人 (法) 居斯达夫·福楼拜[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十日谈(一） (意) 薄伽丘[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十日谈(三） (意) 薄伽丘[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十日谈(二） (意) 薄伽丘[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双城记(一)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双城记(二)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台风 (美) 德莱塞, (前苏联) 高尔基[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司汤达小说选 (法) 司汤达[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吉卜赛姑娘
(西班牙) 塞万提斯, (法) 普罗斯贝尔·梅

里美[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呼啸山庄 (英) 埃米丽·勃朗特[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圣经故事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圣经故事.二 本度编译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一) (法) 大仲马[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三) (法) 大仲马[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二) (法) 大仲马[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五) (法) 大仲马[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四) (法) 大仲马[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堂吉诃德.(一) (西班牙) 塞万提斯[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堂吉诃德.(三) (西班牙) 塞万提斯[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堂吉诃德.(二) (西班牙) 塞万提斯[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复活(一) (俄) 列·托尔斯泰[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复活(二) (俄) 列·托尔斯泰[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女富翁的遗产 (日) 高木光[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娜娜 (法) 左拉[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 (丹麦) 安徒生[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小妇人 (美) 路易沙·梅·奥尔科特[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山民牧唱 北阿·巴罗哈[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一) (法) 维克·多雨果[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三) (法) 维克·多雨果[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二) (法) 维克·多雨果[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希腊神话故事(一)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希腊神话故事(二)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快乐王子 (英) 王尔德[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恋爱中的女人(一) (英) 劳伦斯[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恋爱中的女人(二) (英) 劳伦斯[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我的大学 (前苏联) 高尔基[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拉封丹寓言 (法) 拉封丹[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拜伦诗选 (英) 乔治·戈登·拜伦[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敏豪森奇游历险记 (德) 毕尔格[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斯蒂文森小说选 (美) 罗伯特·路易斯·巴尔费·斯蒂文森
[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普希金诗选(一) (俄) 亚历山大·普希金[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普希金诗选(二) (俄) 亚历山大·普希金[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木偶奇遇记 (意) 科罗狄[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果戈里小说选 (俄)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里[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格林童话.二 (法) 阿尔封斯·都德[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桃色的云 (俄) 爱罗先轲[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欧·亨利小说选(一) (美) 欧·亨利[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欧·亨利小说选(二) (美) 欧·亨利[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欧也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歌德小说选 (德)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歌德诗选 (德) 歌德[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毁灭 (前苏联) 法捷耶夫[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母亲(一) (前苏联) 高尔基[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水晶瓶塞 (法) 莫里斯·勒布朗[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法国中尉的女人(一) (英) 约翰·福尔斯[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泰戈尔文选(一) (印度) 泰戈尔[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泰戈尔文选(二) (印度) 泰戈尔[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海底两万里.一 (法) 凡尔纳[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爱丽丝奇遇记 (英) 卡洛尔[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爱罗先轲童话集 (俄) 爱罗先轲[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父与子 (俄) 屠格列夫[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特仑特的最后一案 (美) 爱德蒙·克莱里休·木特利[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一） (英) 阿瑟尔·柯南道尔[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三） (英) 阿瑟尔·柯南道尔[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二） (英) 阿瑟尔·柯南道尔[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简·爱(一) (英) 夏绿蒂·勃郎特[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简·爱(二) (英) 夏绿蒂·勃郎特[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红与黑.一 (法) 司汤达[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绞刑架下的报告 (捷克) 伏契克[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绿野仙踪 (美) 莱曼·弗兰·鲍姆[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羊脂球(一） (法) 莫泊桑[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羊脂球(二） (法) 莫泊桑[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苔丝(一) (英) 哈代[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茶花女 (法) 小仲马[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莎士比亚戏剧选(一) (英) 莎士比亚[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莎士比亚戏剧选(二) (英) 莎士比亚[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莱蒙托夫诗选 (俄) 莱蒙托夫[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被背叛的遗嘱 (捷克) 米克·昆德拉[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裴多菲诗选 (匈牙利) 裴多菲[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贝姨（一） (法) 巴尔扎克[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贝姨（二） (法) 巴尔扎克[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贵族之家 (俄) 屠格列夫[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野性的呼唤 (美) 杰克·伦敦[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 (前苏联)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二) (前苏联)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阴谋与爱情 (德) 弗利德里希·席勒[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雪莱诗选 (英) 雪莱[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飘(一)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飘(三)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飘(二)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飘(四)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马克·吐温小说选 (美) 马克·吐温[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马可·波罗游记 (意) 马可·波罗[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高龙巴 (法) 梅里美[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魔沼 (法) 乔治·桑[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鲁滨逊漂流记 (英) 笛福[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黄室奇案 (法) 嘉斯东·勒鲁[著] 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走动的山峰 尹中和著 7-5371-3361-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楚辞 (战国) 屈原著 7-5371-3478-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三十六计:秘本兵法 (春秋) 孙武著 7-5371-3479-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妙龄私语 孙自筠选编 7-5371-3502-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十八岁的男孩 孙自筠选编 7-5371-3503-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点燃十七支蜡烛 孙自筠选编 7-5371-3504-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十六岁的密码 孙自筠选编 7-5371-3505-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雨的倾诉 孙自筠选编 7-5371-3507-X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筑起新世纪的长城:中国国防纵横 刘朝福, 季广智编著 7-5371-3565-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创造学原理与实践教程 张新吉编著 7-5371-3574-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一百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一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七十一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七十七部,红楼梦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七十三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七十九部,三侠五义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七十二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七十五部,红楼梦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七十八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七十六部,红楼梦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七十四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七十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七部,王维诗集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三十一部,孙子兵法 吴
子 公孙龙子 吕氏春秋 淮南子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三十七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三十三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三十九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三十二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三十五部,苏洵文集 苏
轼文集 苏撤文集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三十八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三十六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三十四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三十部,管子 商君书 
韩非子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三部,王勃诗集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九十一部,薛刚反唐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九十七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九十三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九十九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九十二部,二十年目睹
之怪现象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九十五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九十八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九十六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九十四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九十部,官场现形记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九部,白居易诗集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二十一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二十七部,周易 论语 
孟子 礼记 荀子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二十三部,史记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二十九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二十二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二十五部,全元散曲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二十八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二十六部,周易 论语 
孟子 礼记 荀子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二十四部,史记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二十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二部,诗经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五十一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五十七部,警世恒言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五十三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五十九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五十二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五十五部,喻世明言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五十八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五十六部,警世恒言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五十四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五十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五部,李太白诗集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八十一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八十七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八十三部,儿女英雄传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八十九部,说岳全传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八十二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八十五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八十八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八十六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八十四部 秦明月，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八十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八部,王维诗集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六十一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六十七部,水浒传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六十三部,二刻拍案惊
奇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六十九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六十二部,二刻拍案惊
奇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六十五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六十八部,水浒传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六十六部, 水浒传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六十四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六十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六部,李太白诗集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十一部,元稹诗集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十七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十三部,韩愈诗集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十九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十二部,元稹诗集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十五部,全元散曲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十八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十六部,全元散曲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十部,白居易诗集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四十一部,政论散文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四十七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四十三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四十九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四十二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四十五部,白朴杂剧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四十八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四十六部,南戏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四十四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四十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四部,王勃诗集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韩愈.第十四部 秦明月, 鲁岳主编 7-5371-3677-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没有航标的沙海之旅:近代新疆探险百年 田卫疆著 7-5371-3843-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万事由来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人才造就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休闲时光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体育纵横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作文题库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动物世界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史海拾珍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名人名言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名人轶事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名人风范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地理拾趣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师德修养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心理咨询百问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教师保健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教海采珠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文化娱乐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文坛趣话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旅游天地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植物趣闻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法制窗口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班主任工作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科技之窗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精神文明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节日漫话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语言文字规范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读书之乐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谜语集锦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趣味数学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趣联漫话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音乐园地 主编 陈宗厚 7-5371-399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左传》选评 高卫红评注 7-5371-411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战国策》选评 (西汉) 刘向编著 7-5371-411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资治通鉴 (宋) 司马光原著 7-5371-4111-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荀子》选读 (战国) 荀况原著 7-5371-41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墨子简本 (战国) 墨翟原著 7-5371-41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孟子 (战国) 孟轲原著 7-5371-41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鬼谷子》译注 (战国) 鬼谷子原著 7-5371-4114-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晏子春秋 [(战国) 晏婴著] 7-5371-4114-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韩非子 (战国) 韩非原著 7-5371-4114-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唐传奇 徐助敏选编 7-5371-411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搜神记 (东晋) 干宝原著 7-5371-411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聊斋志异 (清) 蒲松龄原著 7-5371-411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笑府》与《广笑府》 (明) 冯梦龙原著 7-5371-4116-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明清笔记小说 佚名原著 7-5371-4116-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话本与拟话本 佚名原著 7-5371-4116-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吕氏春秋》节选 潘山译注 7-5371-4119-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徐霞客游记》(选注) (明) 徐霞客原著 7-5371-4119-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原著 7-5371-4119-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二刻拍案惊奇 (明) 凌濛初原著 7-5371-4120-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初刻拍案惊奇 (明) 凌濛初原著 7-5371-4120-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义勇情深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2-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传奇色彩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2-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参加战争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2-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团结互助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2-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巧妙破案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2-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恩怨情仇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2-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愤怒复仇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2-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母子情深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2-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求生本能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2-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生活习性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2-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适者生存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2-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分析推理故事 徐兴华等编写 7-5371-481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千里追凶故事 徐兴华等编写 7-5371-481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奇妙破案故事 徐兴华等编写 7-5371-481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妙计寻赃故事 徐兴华等编写 7-5371-481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平反冤案故事 徐兴华等编写 7-5371-481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搜寻物证故事 徐兴华等编写 7-5371-481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断案如神故事 徐兴华等编写 7-5371-481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明查暗访故事 徐兴华等编写 7-5371-481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智审谜案故事 徐兴华等编写 7-5371-481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智破疑案故事 徐兴华等编写 7-5371-481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细小甚微故事 徐兴华等编写 7-5371-481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刨根问底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妙语联珠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居安思危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巧言妙答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战略与战术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探索发现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智中脱险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智斗邪恶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智破案中案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神奇思维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谜语万花筒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冒死救险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5-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勇猛战斗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5-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历尽艰险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5-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奇妙脱险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5-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残酷凶险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5-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独承危险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5-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独自脱险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5-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科海探奇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5-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胜利逃亡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5-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险恶巧辨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5-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飞来横祸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5-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光怪离奇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6-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奇人怪事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6-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奇情异趣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6-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奇花异草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6-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奇闻奇趣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6-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妙趣横生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6-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巧合机缘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6-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异宝奇珍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6-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怪才奇技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6-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怪风怪俗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6-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稀景奇物故事 颜煦之主编 7-5371-4816-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
话

(法)F•——B•于格E•于格著 7537313296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从亚里士多德谈生物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伏打谈电化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伽利略谈机械发明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列文虎克谈细胞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卢瑟福谈原子核物理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哈维谈动植物生理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奥斯特瓦尔德谈物理化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孟德尔谈细胞遗传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富兰克林谈电物理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居里夫人谈放射化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巴斯德谈微生物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布鲁诺谈天文物理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拉瓦锡谈化学革命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摩尔根谈遗传基因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欧几里得谈数学的贡献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汤姆生谈粒子物理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沃森谈分子生物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法拉第谈磁物理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波义耳谈化学元素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爱因斯坦谈相对论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牛顿谈经典力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琴纳谈病毒传染病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神匠鲁班谈仿生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米歇尔谈生物化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舍勒谈有机化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诺依曼谈人工智能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贝尔谈数据通信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达尔文谈生物进化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门捷列夫谈化学起源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从阿基米德谈物理学起源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7-5373-1467-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人间秘境喀纳斯 文昊编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刀郎之梦:喀什散记2 赵力编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吐鲁番情歌 向京编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吐鲁番旅游地理 向京编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喀什旅游地理.上册 赵力编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喀什旅游地理.下册 赵力编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喀纳斯故事新编 张永江, 武琼瑶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喀纳斯故事续编 张永江, 武琼瑶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塔里木畅想 梁彤谨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大栅栏 于文胜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奔向巴音布鲁克:新疆风情录3 文昊编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成吉思汗与阿尔泰 文昊编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新疆旅游地理.上册 梁彤谨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新疆旅游地理.下册 梁彤谨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新疆风土杂记:新疆风情录1 文昊编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春读天山 梁彤谨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月亮玉石城堡:喀什散记1 赵力编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绣花补丁 于文胜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阿尔泰旅游地理 少净·琼瑶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魔鬼城风情:新疆风情录2 文昊编著 7-5374-0488-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袖珍针灸手册 王云凯等编 7-5375-0095-9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理咨询 梅清海主编 7-5375-0177-7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观手识人:体质 心理 遗传 保健 吴更伟编著 7-5375-0319-2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耳科学 王荣光等主编 7-5375-0515-2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推拿大成 王云凯主编 7-5375-1342-2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鼻科学 王荣光等主编 7-5375-1396-1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论文集.上册 魏颖主编 7-5375-2001-1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论文集.下册 魏颖主编 7-5375-2001-1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步入化学新天地 郭国霖编著 7-5375-2167-0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胃病 张晓岚等编著 7-5375-2430-0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科病诊治绝招 主编 房家毅, 王金榜 7-5375-2670-2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男科病诊治绝招 主编 李桂, 田军彪 7-5375-2671-0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科病诊治绝招 主编 张会珍, 杨新占, 曹枫 7-5375-2672-9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病诊治绝招 主编 王国臣, 耿广信 7-5375-2673-7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病诊治绝招 主编 蔡建荣, 高杰 7-5375-2674-5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病诊治绝招 主编 刘建平, 檀金川 7-5375-2675-3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病历书写与质量管理释义 邓成珊主编 7-5375-2676-1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女子性保健金方 姜宁，韩晨燕主编 7-5375-2791-1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男子性保健金方 姜宁等主编 7-5375-2792-X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男性性功能障碍诊治绝招 主编 张昭原, 王元松 7-5375-2868-3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疑难病诊治绝招 主编 王玉洁, 王彦田 7-5375-2869-1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五官科病诊治绝招 主编 高杰, 李明 7-5375-2870-5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年病诊治绝招 主编 刘杰, 段云波 7-5375-2871-3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病诊治绝招 主编 郭惠敏, 王玉洁 7-5375-2872-1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维生素之王 沈心佩主编 7-5375-3432-2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生活中的“文明病” 王天胜编著 7-5377-0004-4 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

八种危重症抢救 赵宗礼,康　健主编 7-5377-0086-9 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

急性中毒现场抢救手册 席振华编著 7-5377-0161-x 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

古今偏方精选520例 赵明誌,王淑媛著 7-5377-0223-3 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

公众理解科学 朱长超编著 7-5377-1655-2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道无言:《系统辩证学》解读 杨小明，高策主编 7-5377-2375-3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屋 严沁著 7-5378-0409-5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两情长相忆 严沁著 7-5378-0424-9 北岳文艺出版社

格林童话.二 (德)格林兄弟著 7-5378-2046-5 北岳文艺出版社

最新实验动物实验技术操作规范、手术创新
与评价及实验动物全面质量管理实用手册.第

主编郑振钰 7-5378-2271-6 中国医药科技电子出版社

最新实验动物实验技术操作规范、手术创新
与评价及实验动物全面质量管理实用手册.第

主编郑振钰 7-5378-2271-6 中国医药科技电子出版社

最新实验动物实验技术操作规范、手术创新
与评价及实验动物全面质量管理实用手册.第

主编郑振钰 7-5378-2271-6 中国医药科技电子出版社

最新实验动物实验技术操作规范、手术创新
与评价及实验动物全面质量管理实用手册.第

主编郑振钰 7-5378-2271-6 中国医药科技电子出版社

早期教育的宝藏:母语玩字法 周弘著 7-5378-2286-7 北岳文艺出版社

梦与马 何向阳著 7-5378-2431-2 北岳文艺出版社

忧郁风悄悄蔓延:180天心情写真 蓝柿子文 7-5378-2495-9 北岳文艺出版社

高效能父母的5种能力 南京才能素质教育研究所著 7-5378-2519-X 北岳文艺出版社

制造暴力 (日) 不知火京介著 7-5378-2521-1 北岳文艺出版社



黑公主之魔王传说 游素兰著 7-5378-2536-X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夏茵王 游素兰著 7-5378-2537-8 北岳文艺出版社

金色沙漠王:安娜德尔露星传 (日) 折原美都著 7-5378-2618-8 北岳文艺出版社

打喷嚏 九把刀著 7-5378-2655-2 北岳文艺出版社

美文赏析.第一辑,发呆的感觉 主编 李麟 7-5378-2685-4 北岳文艺出版社

美文赏析.第三辑,岁月的故事 主编 李麟 7-5378-2685-4 北岳文艺出版社

美文赏析.第二辑,我去沉醉思想了 主编 李麟 7-5378-2685-4 北岳文艺出版社

美文赏析.第四辑,握住别人垂下的藤索 主编 李麟 7-5378-2685-4 北岳文艺出版社

二重身宫 (日) 雾舍巧著 7-5378-2691-9 北岳文艺出版社

捡到一个金发王子·月光 游素兰著 7-5378-2694-3 北岳文艺出版社

黑公主之涌泉幻境 游素兰著 7-5378-2695-1 北岳文艺出版社

归路茫茫 桑麻著 7-5378-2696-X 北岳文艺出版社

废品时空机骚动记 (日) 石川英辅著 7-5378-2723-0 北岳文艺出版社

离婚的条件 (日) 松本清张著 7-5378-2727-3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智慧意林.第一辑 李麟主编 7-5378-2730-3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智慧意林.第三辑 李麟主编 7-5378-2730-3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智慧意林.第二辑 李麟主编 7-5378-2730-3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智慧意林.第四辑 李麟主编 7-5378-2730-3 北岳文艺出版社

衣我以夜 游素兰著 7-5378-2732-X 北岳文艺出版社

红色花炎姬 (日) 折原美都著 7-5378-2750-8 北岳文艺出版社

黑公主之魔法飓风 游素兰著 7-5378-2753-2 北岳文艺出版社

“审判”足球大佬:对大人物们的非法律起诉 周文渊著 7-5378-2759-1 北岳文艺出版社

男人梁朝伟 叶涛等著 7-5378-2777-X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天使降临夜 游素兰著 7-5378-2784-2 北岳文艺出版社

幻境迷踪 巫灵著 7-5378-2798-2 北岳文艺出版社

梦晓尼罗河.I 桐音著 7-5378-2799-0 北岳文艺出版社

我要我们“在一起” 童非非著 7-5378-2806-7 北岳文艺出版社

全部成为F (日) 森博嗣著 7-5378-2841-5 北岳文艺出版社

指令:七色光 游素兰著 7-5378-2845-8 北岳文艺出版社

我的麻烦男友.1 爱哲著 7-5378-2885-7 北岳文艺出版社

我的麻烦男友.2 爱哲著 7-5378-2886-5 北岳文艺出版社

Nini棒棒糖.1 编著 小妮子, 米米拉 7-5378-2888-1 北岳文艺出版社

灰姑娘の魔法 (日) 黑川伊保子著 7-5378-2934-9 北岳文艺出版社



龙日一，你死定了,番外篇 卡希布著 7-5378-2950-0 北岳文艺出版社

生物化学 伍镜池等主编 7-5380-0355-X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产后康复必读 杨琼宇, 杨丹宇编著 7-5380-0659-1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对生命的敬畏:新世纪的大话题 张文驹, 任文伟编著 7-5380-0721-0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急重症诊断与治疗 赵煦, 韩贵源, 杨廉主编 7-5380-0764-4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针灸经络理论 主编 佟秋芬 7-5380-0802-0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婴幼儿疾病诊与治 高进编著 7-5380-0808-X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助孕求子230问 余学尧, 秦云峰, 奚嘉编著 7-5380-0822-5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遗传与优生210问 王秀英, 吴先智, 秦云峰编著 7-5380-0823-3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胎教与优生180问 秦云峰, 侯安乐编著 7-5380-0824-1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围生期和新生儿保健240问 刘春兰, 张文兰, 秦云峰编著 7-5380-0825-X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补注医学三字经 (清) 陈念祖原著 7-5380-0849-7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补注汤头歌诀 (清) 汪昂原著 7-5380-0850-0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月经病饮食疗法 主编 高溥超 7-5380-0885-3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房病饮食疗法 主编 高溥超 7-5380-0894-2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产妇保健锦囊 王喆, 王桂珍, 郑士惠编著 7-5380-0906-X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儿科治病金方 主编 杜耀进, 张小平 7-5380-0912-4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脑血管疾病诊治现状与进展 杨玺著 7-5380-0916-7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脑操作者健康要诀 高溥超主编 7-5380-0927-2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病家疗图表 高溥超主编 7-5380-0930-2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容美发 主编 陈彬, 方旭华 7-5380-0947-7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童健康365 王有鹏等编著 7-5380-0957-4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轻松瘦身有问必答 ( ) 琼·丹妮尔著 7-5380-0970-1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健康自助 黄淑芳主编 7-5380-0984-1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育儿宝典,2～3岁 张南主编 7-5380-0994-9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婚宝典 张南主编 7-5380-0995-7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功应试策略 肖卫主编 7-5380-1006-8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用非处方药选购使用指南 主编 王忠 7-5380-1013-0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玉良言 主编 海韵 7-5380-1015-7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压氧现代临床治疗问答 主编 毕竹梅 7-5380-1019-X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便秘诊疗与护理 苏冠群主编 7-5380-1030-0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病诊疗与护理 苏冠群主编 7-5380-1034-3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泻诊疗与护理 苏冠群主编 7-5380-1039-4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奇术 张佰奇编著 7-5380-1042-4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冠心病 陈波等主编 7-5380-1046-7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血压 徐京育等主编 7-5380-1047-5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草原之子 廷·巴特尔 萨仁托娅，杜拉尔·梅著 7-5380-1060-2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疾病信号专家谈 碧涛, 李修安主编 7-5380-1064-5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击非典零距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战线防治
SARS工作回顾

主编尹赤林 7-5380-1147-1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女性保健误区 朱琳等主编 7-5380-1161-7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婴幼儿心理与优教 何艳婷编 7-5380-1277-X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育儿300问 秋实编 7-5380-1278-8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婴幼儿早教方案 张明君编 7-5380-1279-6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素菜素做家常菜1000样 王膳编 7-5380-1309-1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人体解剖图谱 于频,王序主编 7-5381-0227-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毒物分析 丁　革主编,刘秀勤编 7-5381-0337-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肺转流 徐凤翔等编译 7-5381-0561-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性病图谱 宋芳吉主编 7538105662 辽宁科技出版社

彩色多普勒血流显象图谱 侯传举,邓东安主编 7-5381-0776-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部超声诊断图谱 王纯正,张 武主编 7-5381-1172-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类生殖调节图谱 高士濂,王经伦主编 7-5381-1189-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疾病诊断标准与国家体检标准 于德春,郑启云主编 7-5381-1208-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 宋继谒主编 7-5381-2024-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胃肠道内镜彩色图谱 苏鲁编著 7-5381-2313-X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企业腾飞的翅膀:制造自动化 薛劲松著 7-5381-2593-0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部彩色超声诊断图谱 王纯正等主编 7-5381-3197-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肝胆疾病影像诊断学 谢敬霞主编 7-5381-3359-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动态人体解剖彩色图谱 幸健华，孟威宏等主编 7-5381-4119-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膝关节外科新技术 ( )Hans H.Paessler著 7-5381-4174-X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胰腺疾病 张志宏，徐肇敏主编 7-5381-4187-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门诊手册 高旭光主编 7-5381-4206-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管解剖学图谱 (美)Renan Uflacker主编 7-5381-4256-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恶性肿瘤的药物治疗 (德)胡恩. D，(德)赫尔曼. R主编 7-5381-4345-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断面解剖与MRI CT ECT对照图谱:[中英文
本].1,头颈部、胸部

姜树学，马述盛主编 7-5381-4404-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断面解剖与MRI CT ECT对照图谱:[中英文
本].2,腹部、盆部、四肢部

姜树学，马述盛主编 7-5381-4405-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5天学会望手诊病 赵理明编著 7-5381-4509-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动画感彩色图谱 幸健华，孟威宏主编 7-5381-4676-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动画感彩色图谱 幸健华,孟威宏主编 7-5381-4676-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明文秘工作手册 陈鸿滨等主编 7-5382-0177-7 辽宁教育出版社

汉英拉日人体解剖图解辞典 刘元健，张之生主编 7-5382-1663-4 辽宁教育出版社

怎样应付难缠的老板 (美) 罗伯特·布兰森著 7-5382-6438-8 中信出版社

特别内向:董事长日记 董事长著 7-5382-6455-8 辽宁教育出版社

供需新规则 (美) 里克·卡什 (Rick Kash) 著 7-5382-6538-4 辽宁教育出版社

幽灵传说:寻找古老传说中的历史踪迹 (美) 约翰·菲斯克 (John Fiske) 著 7-5382-7047-7 辽宁教育出版社

民俗语言学 曲彦斌著 7-5382-7075-2 辽宁教育出版社

漫长的婚约
(法) 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 (Sebastien 

Japrisot) 著
7-5382-7289-5 辽宁教育出版社

庄周梦蝶 郭敬明著 7-5382-7650-5 辽宁教育出版社

汉日双解熟语词典 彭林宜主编 7-5383-0572-6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二卷 陈敏章,贺建国主编 7-5384-0196-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糖尿病推拿疗法 邱兴军著 7-5384-0236-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急重症的抢救 宋殿宽,高凤桐主编 7-5384-0353-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语词汇逻辑记忆法 黎学智著 7-5384-0358-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普通外科国际趋势.第一卷,肺癌 (加)Dotarue,N.C.等主编 7-5384-0569-0 吉林科技出版社

"卡拉OK"金曲大全.一 李罡等编 7-5384-0635-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医师临床与晋级指导 宋殿宽等主编 7-5384-0711-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急重症的抢救 宋殿宽等主编 7-5384-0736-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矫形外科处理要点 张远鹰编译 7-5384-0829-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前房角图谱 黄秀贞主编 7-5384-0867-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察言观色测百病:医学看相入门 刘帮明主编 7-5384-0957-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耳鼻咽喉神经外科学 卜国铉,樊 忠著 7-5384-0994-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手疗治百病 王 胜,王卫东主编 7-5384-1077-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足疗治百病 纪青山,李 杰主编 7-5384-1078-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脐疗治百病 王富春,张颖欣主编 7-5384-1079-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尿疗治百病 (日)中尾良一著 7-5384-1081-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盐治疗百病 林枫琪编 7-5384-1082-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拔罐治百病 杨雅西等编著 7-5384-1083-X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浴治百病 董 杰,许继增主编 7-5384-1084-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枕治百病 盖国忠,李树林主编 7-5384-1085-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AAA英语 (美)吴君亮(Wu,Junliang)主编 7-5384-1094-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AAA英语.I (美)吴君亮(Wu,Junliang)主编 7-5384-1094-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AAA英语.I (美)吴君亮(Wu,Junliang)主编 7-5384-1094-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AAA英语.II (美)吴君亮(Wu,Junliang)主编 7-5384-1094-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AAA英语.II (美)吴君亮(Wu,Junliang)主编 7-5384-1094-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AAA英语.III (美)吴君亮(Wu,Junliang)主编 7-5384-1094-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AAA英语.III (美)吴君亮(Wu,Junliang)主编 7-5384-1094-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性传播病图谱大全 贾义光,袁兆庄主编 7-5384-1139-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疑难病患者就医指南 李占兵,王晓娟编 7-5384-1241-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疑难病患者就医指南 李占兵,王晓娟编 7-5384-1241-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巧吃妙做绿叶菜 姜春和,王述均编著 7-5384-1307-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犬病临床指南 王力光, 董君艳主编 7-5384-2185-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柏氏计算机与互联网英语便携词典
[美] Douglas A.Downing, Michael A. 
Covington, Melody Mauldin Covington 

[编著]

7-5384-2277-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西兰移民指南 李世清著 7-5384-2288-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西兰留学指南 李世清著 7-5384-2289-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芦荟鲜叶健康美容法 王有江等编著 7-5384-2303-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室内组合柜·桌椅·厨房:[图集] 孙潇菡主编 7-5384-2364-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室内彩绘玻璃·墙饰·饰品 主编 孙潇菡 7-5384-2367-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治补两益话黄芪 刘立昌编著 7-5384-2404-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NBA前锋新典范——加奈特:[摄影集] 原著 美国职篮杂志社 7-5384-2440-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怎样呵护新生宝宝:献给准爸爸、准妈妈的礼
物

刘士瑞等主编 7-5384-2452-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纺织服装干洗技术与设备使用实务 主编 金立平 7-5384-2457-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前列腺炎与前列腺增生 陈子华编著 7-5384-2474-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血压病 高长斌编著 7-5384-2475-X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冠心病 石志超, 王凌燕编著 7-5384-2476-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急性脑血管病 胡学强, 彭福华编著 7-5384-2477-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创造完美的体格:肌肉健美者完全手册 刘明编著 7-5384-2528-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走向英联邦:英、加、澳、新出国法律咨讯 任鸿雁, 冯苏京, 郝丽编 7-5384-2598-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脑黑客.1,@hell. Zcom.地狱·阴间 (比) 克里·朗盖 (C.Lamquet) 编 7-5384-2605-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鲜食疗养生法 叶知秋编著 7-5384-2689-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德语国家概况:[德文版] Bozena Homolkova编著 7-5384-2701-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越无限:迈克尔·乔丹人生哲理启示录 (美) 帕特·威廉姆斯, (美) 迈克尔·韦恩
瑞著

7-5384-2719-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创业天书——特许经营 林中路主编 7-5384-2752-X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轻松搞定风湿病 田捷, 董瑞雪主编 7-5384-2797-X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瓜果食疗养生法 寒峰编著 7-5384-2810-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道法理的天平 谢启麟 ... [等] 编著 7-5384-2999-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好心好人生:麝香保心丸与冠心病防治 戴瑞鸿主编 7-5384-3349-X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说新语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传习录 心书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农桑辑要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包公案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华阳国志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南戏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史通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吕氏春秋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周易 中庸 大学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宋传奇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国语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坛经 楞严经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墨子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大同书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大唐西域记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好逑传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孙子兵法 吴子 孙膑兵法 三十六计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孟子 孝经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容斋随笔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山海经 搜神记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建国方略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意林 茶经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战国策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明十六家小品文集 齐豫生, 夏于全主编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春秋公羊传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春秋谷梁传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李白诗集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杜甫诗集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桃花扇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梦溪笔谈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梦粱录 齐豫生, 夏于全主编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楚辞 仪礼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武林旧事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淮南子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温公家范 袁氏世范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潜书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焚书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牡丹亭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居易诗集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虎通义 菜根谭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盛世危言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笑林广记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纪效新书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老子 庄子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老残游记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荀子 鬼谷子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草庐经略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蒙学经典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訄书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论语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诗经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贞观政要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辛弃疾词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近思录 呻吟语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生殿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阅微草堂笔记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韩非子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风俗通义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高文秀曲 李文蔚曲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齐民要术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5385-0392-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说典 (明) 曹臣著 7-5385-1823-1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说典 (明) 曹臣著 7-5385-1823-1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世无匹 (清) 娥川主人编次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九命奇冤 (清) 吴趼人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五美缘 (清)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五美缘 (清)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五色石 (清) 徐述夔撰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仙卜奇缘 (清) 吴敏恕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侠义风月传 (清)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八洞天 (清) 徐述夔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十二楼 (清) 李渔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双美奇缘 (清) 夷荻山人编次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听月楼 (清) 佚名撰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听月楼 (清) 佚名撰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吴江雪 (明) 吴门佩蘅子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吴江雪 (明) 吴门佩蘅子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品花宝鉴 (清) 陈淼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品花宝鉴 (清) 陈淼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品花宝鉴 (清) 陈淼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品花宝鉴 (清) 陈淼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天豹图 (清)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天豹图 (清)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女仙外史 (清) 吕熊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女仙外史 (清) 吕熊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女仙外史 (清) 吕熊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女仙外史 (清) 吕熊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山水情 (清) 卓庵主人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平山冷燕 (清)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新增才子九云记 (清) 无名氏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新增才子九云记 (清) 无名氏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新民公案 (明)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无声戏 (清) 李渔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林兰香 (清)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林兰香 (清)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梅兰佳话 (清) 曹梧冈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玉支玑 (清)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玉蟾记 (清) 通元子黄石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玩味群芳 (清) 吴敬所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玩味群芳 (清) 吴敬所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第一美女传 (清) 古吴素庵主人编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粉妆楼 (清)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粉妆楼 (清)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续金瓶梅 (清) 丁耀亢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续金瓶梅 (清) 丁耀亢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续金瓶梅 (清) 丁耀亢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续金瓶梅 (清) 丁耀亢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艳异编 (明) 王世贞编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艳异编 (明) 王世贞编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艳异编 (明) 王世贞编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艳异编 (明) 王世贞编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花月痕 (清) 魏秀仁撰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花月痕 (清) 魏秀仁撰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醋葫芦 (清) 伏雌教主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闺门秘术 (清) 佚名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青楼梦 (清) 愈达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青楼梦 (清) 愈达著 7-5385-1824-X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短经.上 (唐) 赵蕤著 7-5385-1825-8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短经.上 (唐) 赵蕤著 7-5385-1825-8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短经.下 (唐) 赵蕤著 7-5385-1825-8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短经.下 (唐) 赵蕤著 7-5385-1825-8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冰鉴 (清) 曾国藩著 7-5385-1826-6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大义觉迷录 (清) 雍正皇帝著 7-5385-1826-6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大义觉迷录 (清) 雍正皇帝著 7-5385-1826-6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大义觉迷录 (清) 雍正皇帝著 7-5385-1826-6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宰相经纬学.上 (宋) 朱熹著 7-5385-1827-4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宰相经纬学.上 (宋) 朱熹著 7-5385-1827-4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宰相经纬学.下 (宋) 朱熹著 7-5385-1827-4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宰相经纬学.下 (宋) 朱熹著 7-5385-1827-4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盛世危言 (清) 郑观应著 7-5385-1828-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盛世危言 (清) 郑观应著 7-5385-1828-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八面锋 (宋) 陆游著 7-5385-1829-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孔子家语 (汉) 孔安国编 7-5385-1829-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帝范 (唐) 李世民著 7-5385-1830-4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日知录 (清) 顾炎武著 7-5385-1830-4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家范 (宋) 司马光著 7-5385-1831-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颜氏家训 (北齐) 颜之推著 7-5385-1831-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经世文鉴 (清) 苏渊雷著 7-5385-1832-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经世文鉴 (清) 苏渊雷著 7-5385-1832-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经世文鉴 (清) 苏渊雷著 7-5385-1832-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金楼子 (南朝) 萧绎著 7-5385-1832-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准妈妈日记:一个年轻妈妈的日记 逯宇著 7-5385-2001-5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一卷,史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一卷,子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一卷,经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一卷,集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七卷,子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七卷,集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三卷,史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三卷,子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三卷,经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三卷,集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九卷,子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九卷,集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二卷,史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二卷,子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二卷,经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二卷,集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五卷,史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五卷,子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五卷,经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五卷,集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八卷,子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八卷,集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六卷,子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六卷,经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六卷,集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十卷,子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四卷,史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四卷,子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四卷,经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白话四库全书:全三十卷.第四卷,集部 刘心莲,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5-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一卷,唐诗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七卷,唐诗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三卷,唐诗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九卷,唐诗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二十一卷,宋词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二十二卷,宋词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二十卷,宋词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二卷,唐诗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五卷,唐诗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八卷,唐诗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六卷,唐诗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十一卷,唐诗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十七卷,宋词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十三卷,宋词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十九卷,宋词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十二卷,唐诗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十五卷,宋词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十八卷,宋词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十六卷,宋词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十卷,唐诗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十四卷,宋词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宋词.第四卷,唐诗 夏于全主编 7-5385-2026-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趣味地球化学 (苏)阿·费尔斯曼著 7-5385-2134-8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内衣之内:女性半公开的隐私 马路编著 7-5385-2417-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世界创业大师管理创新学 (美) 比尔·盖茨等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世界大师侃幽默人生 (法) 伏尔泰, (美) 马克·吐温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世界管理大师沟通创新学 (美) 韦尔奇等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人生大师哲理随笔 (俄) 托尔斯泰等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人生大师论哲理智慧 (印) 泰戈尔, (法) 卢梭等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劳伦斯论男女关系与人格 (英) 劳伦斯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卡耐基沟通成功学 (美) 卡耐基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卢梭谈生活品质 (法) 卢梭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叔本华论生命悲剧哲学 (德) 叔本华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叔本华超级成功学 (德) 叔本华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培根论理想人生 (英) 培根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奥格·曼狄诺全能成功学 (美) 奥格·曼狄诺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奥里森·马登人生成功学 (美) 奥里森·马登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安东尼·罗宾五项修炼成功学 (美)安东尼·罗宾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尼采成功意志学 (德) 尼采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尼采谈人生权力意识 (德) 尼采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康德谈道德哲学 (德) 康德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弗洛伊德本能成功学 (奥) 弗洛伊德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弗洛姆行为研究讲稿 (美) 埃里希·弗洛姆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思想大师谈天才的激情 (印) 泰戈尔等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戴明人性管理学 (美) 戴明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拿破仑·希尔财富成功学 (美) 拿破仑·希尔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罗素论两性价值互动 (英) 罗素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罗素论人类理想境界 (英) 罗素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荣格潜意识成功学 (瑞士) 荣格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萨特论快乐的自我 (法) 萨特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蒙田谈才能与命运 (法) 蒙田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马斯洛成功人格学 (美) 马斯洛著 7-5385-278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中国古典十大悲喜剧:连环画本 (元)关汉卿原著 7-5386-0130-9 吉林美术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1921～1991 中国照片档案馆,吉林美术出版社编辑 7-5386-0199-6 吉林美术出版社

霍加斯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22-0 吉林美术出版社

米罗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24-7 吉林美术出版社

卡洛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25-5 吉林美术出版社

凡·代克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26-3 吉林美术出版社

惠斯勒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27-1 吉林美术出版社

恩斯特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29-8 吉林美术出版社

卡萨特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35-2 吉林美术出版社

普桑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36-0 吉林美术出版社

莱顿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38-7 吉林美术出版社

布龙吉诺 (英) 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43-3 吉林美术出版社

哈尔斯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52-2 吉林美术出版社

弗朗切斯卡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54-9 吉林美术出版社

华托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55-7 吉林美术出版社

丁托列托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63-8 吉林美术出版社

斯坦恩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64-6 吉林美术出版社

雷尼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65-4 吉林美术出版社

斯宾塞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67-0 吉林美术出版社

柯克西卡 (英) De Agostini出版公司 [编] 7-5386-0368-9 吉林美术出版社

夏尔丹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69-7 吉林美术出版社

西斯莱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70-0 吉林美术出版社

雷诺兹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71-9 吉林美术出版社

西克尔特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72-7 吉林美术出版社

卡拉齐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73-5 吉林美术出版社

布歇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74-3 吉林美术出版社

韦登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76-X 吉林美术出版社

霍尔拜因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80-8 吉林美术出版社

弗拉戈纳尔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82-4 吉林美术出版社

萨金特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383-2 吉林美术出版社

大卫 (英) De Agostini出版公司 [编] 7-5386-0385-9 吉林美术出版社

罗塞蒂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416-2 吉林美术出版社



葛利斯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424-3 吉林美术出版社

安基利科 (英) 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429-4 吉林美术出版社

斯塔布斯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432-4 吉林美术出版社

康斯太勃尔 (英) De Agostini出版公司 [编] 7-5386-0839-7 吉林美术出版社

鲁本斯 (英) De Agostini出版公司 [编] 7-5386-0840-0 吉林美术出版社

卡拉瓦乔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841-9 吉林美术出版社

透纳 (英) De Agostini出版公司 [编] 7-5386-0842-7 吉林美术出版社

波洛克 (英) De Agostini出版公司 [编] 7-5386-0844-3 吉林美术出版社

弗梅尔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845-1 吉林美术出版社

格列柯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847-8 吉林美术出版社

库尔贝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851-6 吉林美术出版社

鲁东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855-9 吉林美术出版社

提香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0856-7 吉林美术出版社

劳特累克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1147-9 吉林美术出版社

夏加尔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1148-7 吉林美术出版社

高更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1151-7 吉林美术出版社

克里姆特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1152-5 吉林美术出版社

马奈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1153-3 吉林美术出版社

德加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1154-1 吉林美术出版社

修拉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1155-X 吉林美术出版社

莫迪里阿尼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1156-8 吉林美术出版社

伦勃朗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1157-6 吉林美术出版社

德拉克洛瓦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1159-2 吉林美术出版社

委拉斯贵兹 (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编] 7-5386-1160-6 吉林美术出版社

遗失的美好 孔莎著 7-5386-1667-5 吉林美术出版社

吉它弹唱歌曲集 王中国编 7-5387-0037-4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红屋顶小楼 时代文艺出版社编 7-5387-0057-9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临城劫车案 时代文艺出版社编 7-5387-0063-3 时代文艺出版社

我的黑道生涯 梁〓著 7-5387-0328-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国宝大劫难:纪实小说 钟祖基著 7-5387-0330-6 时代文艺出版社

风流天子李后主 霍 然著 7-5387-0706-9 时代文艺出版社

勇武天子永乐帝 梁 德等著 7-5387-0724-7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四海游骑.上 云中岳著 7-5387-0904-5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四海游骑.下 云中岳著 7-5387-0904-5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四海游骑.中 云中岳著 7-5387-0904-5 时代文艺出版社

八荒龙蛇.上 云中岳著 7-5387-0905-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八荒龙蛇.下 云中岳著 7-5387-0905-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八荒龙蛇.中 云中岳著 7-5387-0905-3 时代文艺出版社

跪下:影视小说 凡一平著 7-5387-0931-2 时代文学出版社

风尘怪侠.上册 云中岳著 7-5387-0949-5 时代文艺出版社

风尘怪侠.下册 云中岳著 7-5387-0949-5 时代文艺出版社

风尘怪侠.中册 云中岳著 7-5387-0949-5 时代文艺出版社

教主 [美]马里奥著 7-5387-0959-2 时代文艺出版社

萧红小说名篇 [萧红著] 7-5387-0999-1 时代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作品集:散文 徐志摩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作品集:日记·小说·书信 徐志摩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作品集:诗歌 徐志摩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啼笑因缘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春明外史.上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春明外史.下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春明外史.中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秦淮世家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金粉世家.一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金粉世家.三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金粉世家.二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金粉世家.四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魍魉世界.上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魍魉世界.下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一,金粉世家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三,金粉世家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二,金粉世家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四,金粉世家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啼笑因缘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春明外史.上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春明外史.下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春明外史.中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秦淮世家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魍魉世界.上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魍魉世界.下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小说·书信·日记 徐志摩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散文 徐志摩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诗歌 徐志摩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戴望舒·作品 戴望舒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戴望舒作品 戴望舒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朱自清·散文.一 朱自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朱自清·散文.二 朱自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朱自清作品.二,散文 朱自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朱自清散文.一 朱自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朱自清散文.二 朱自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京华烟云.上 林语堂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京华烟云.下 林语堂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京华烟云.中 林语堂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作品: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瞿秋白·作品 瞿秋白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瞿秋白作品 瞿秋白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苏曼殊·作品 苏曼殊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苏曼殊作品 苏曼殊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萧红·作品.一 萧红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萧红·作品.二 萧红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萧红作品.一 萧红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萧红作品.二 萧红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蒋光慈·作品 蒋光慈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蒋光慈作品 蒋光慈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许地山·作品 许地山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许地山作品 许地山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作品.一 郁达夫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作品.三 郁达夫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作品.二 郁达夫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作品.一 郁达夫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作品.三 郁达夫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作品.二 郁达夫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闻一多·作品 闻一多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闻一多作品 闻一多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一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七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三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二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五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六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四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一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七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三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二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五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六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鲁迅作品.四 鲁迅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 金粉世家(三)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作品 魍魉世界(上) 张恨水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作品,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作品,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作品.上,京华烟云 林语堂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作品.下,京华烟云 林语堂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作品.中,京华烟云 林语堂著 7-5387-122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人在江湖 张虎生著 7-5387-1484-7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实用职场管理成功学 熊国军著 7-5387-1687-4 时代文艺出版社

性格与财运:13种性格的财运人生 黄刚伟著 7-5387-1688-2 时代文艺出版社

欲望与财富 黄刚伟著 7-5387-1689-0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机遇和财缘 黄刚伟著 7-5387-1690-4 时代文艺出版社



铁岭赵本山 李忠淮, 李忠堂著 7-5387-1730-7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人力资源二次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卷 (美) 威廉·沙门 (William A. Sarcman) 
主编

7-5387-1738-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危机管理的界定 (美) 威廉·沙门主编 7-5387-1740-4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民间故事.1 北川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民间故事.2 北川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民间故事.3 北川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民间故事.4 北川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人趣闻.1 尚巾[等]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人趣闻.2 尚巾[等]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胜典故.1 黄云鹤, 吴兰萍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胜典故.2 黄云鹤, 吴兰萍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奇文妙笔.1 常江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奇文妙笔.2 常江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奇言妙语.1 常江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奇言妙语.2 常江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对联故事.1 常江, 舒琛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对联故事.2 常江, 舒琛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成语故事.1 帆女[等]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成语故事.2 帆女[等]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诗词故事.1 常江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诗词故事.2 常江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谜语故事.1 马耳齿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谜语故事.2 马耳齿编写 7-5387-175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1,化学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1,地理故事 林力编著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1,数学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1,物理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1,生物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2,化学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2,地理故事 林力编著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2,数学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2,物理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2,生物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3,化学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3,地理故事 林力编著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3,数学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3,物理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3,生物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4,化学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4,地理故事 林力编著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4,数学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4,物理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科学故事:新世纪版.4,生物故事 林力主编 7-5387-175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1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10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11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12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13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14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15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16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17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18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19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2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20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3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4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5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6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7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8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千万个未解之谜:新世纪版.9 姚政, 林力主编 7-5387-175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寓言故事.1 北川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成语故事.1 秦晓兵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成语故事.2 秦晓兵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成语故事.3 秦晓兵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成语故事.4 秦晓兵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伊索寓言故事.1 陶俊璇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伊索寓言故事.2 陶俊璇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圣经神话故事.1 宫庆阔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圣经神话故事.2 宫庆阔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外国童话故事.2 李琨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故事.1 王雪梅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故事.2 王雪梅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故事.3 王雪梅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故事.4 王雪梅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希腊神话故事.1 王雪梅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希腊神话故事.2 王雪梅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希腊神话故事.3 王雪梅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希腊神话故事.4 王雪梅编写 7-5387-175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丁世英老人和120只流浪猫的故事 欧阳秀林脚本撰写 7-5387-1843-5 时代文艺出版社

水煮爱情 希尔奇著 7-5387-185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午夜性心情 舒馨著 7-5387-1880-X 时代文艺出版社

活色 于头著 7-5387-1882-6 时代文艺出版社

春花秋月知多少:当代少女自主年华版 西子著 7-5387-1898-2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那学期在雨中长大:中学生青春期性问题深度
访谈

张引墨著 7-5387-1906-7 时代文艺出版社

梦里花红知多少 徐社东著 7-5387-1908-3 时代文艺出版社

梦里花飞知多少 老轻著 7-5387-1917-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寂寞烟花之你在哪里 过眼云烟著 7-5387-1919-9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纸门 阿闻著 7-5387-1927-X 时代文艺出版社

当年拚却醉颜红 薛晴著 7-5387-1932-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先毕业再说 卿永光著 7-5387-1944-X 时代文艺出版社

花香年华 大侠著 7-5387-1946-6 时代文艺出版社

琼瑶与平鑫涛的坎坷之恋 窦应泰著 7-5387-1957-1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二十年前的一宗强奸案 石钟山著 7-5387-1983-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刻骨铭心的爱 王可心, 高寰著 7-5387-1989-X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终极智慧:世界名人生命最后的精神之光 任闻, 荆点编 7-5387-1997-0 时代文艺出版社

领导学全书:船长和船员如何共渡汹涌的生存
之海

曲迪编译 7-5387-2001-4 时代文艺出版社



情调女人:从容优雅过一生 方华编著 7-5387-2003-0 时代文艺出版社

魅力女人:从容高贵过一生 方华编著 7-5387-2004-9 时代文艺出版社

常乐未央 惊鸿著 7-5387-2012-X 时代文艺出版社

爱曾如海 浪也白头 王欢著 7-5387-2024-3 时代文艺出版社

情感底线 杨东明著 7-5387-2038-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孽海 周梅森著 7-5387-2054-5 时代文艺出版社

浮动 梧桐著 7-5387-2115-0 时代文艺出版社

男人魅力 何建明著 7-5387-2125-8 时代文艺出版社

秘密档案 何建明著 7-5387-2126-6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新局部解剖学 冯天祥等主编 7-5388-0239-8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大全 崔树德主编 7-5388-0569-9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明切面超声心动图学 苗兴禾,姜龙雨主编 7-5388-0635-0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汉日科技大词典 刘介人主编 7-5388-0725-X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汉日科技大词典 刘介人主编 7-5388-0725-X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汉现代医学药学词海 蒋谷人主编 7-5388-1295-4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外固定学 张德桂等主编 7-5388-1835-9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内科病诊断治疗事典 李世俊,高 巍主编 7-5388-1930-4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肌梗塞心电图鉴别诊断 刘云有等编译 7-5388-2043-4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汉英医药学词汇 李世俊主编 7-5388-2044-2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病毒性心肌炎 李家宜,孙国贤主编 7-5388-2198-8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毒素的基础与临床 朴相浩等编译 7-5388-2315-8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网上漫步:进入信息高速公路 孔昭君编著 7-5388-3581-4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加工生命:神奇的基因工程 刘耳等编著 7-5388-3601-2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急性肺动脉栓塞:从基础到临床 王乐民主编 7-5388-3603-9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俄英汉医药学词汇 周德湘等主编 7-5390-0345-6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外科学基础与临床 江自强,张铭文编著 7-5390-0402-9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骨伤诊治 肖永安等主编 7-5390-0430-4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惊艳一枪 (马来西亚)温瑞安著 7-5390-0443-7 江苏文艺出版社

当代医学美容 张永清等主编 7-5390-0607-2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硅片的奥秘 张相轮编著 7-5390-1689-2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秘的海洋 陈夏法编著 7-5390-1690-6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二十世纪政治名人 夏宏根等编著 7-5391-0694-8 21世纪出版社

恋上世界彼端 彭柳蓉著 7-5391-2839-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弱者力量 金小芙, 陈富贵著 7-5391-2842-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动物天堂 金小芙, 孙富贵著 7-5391-2844-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宛如初恋 棉被人, 龙儿等著 7-5391-2998-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童年·故乡 棉被人, 笑楚等著 7-5391-2999-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金钱的秘密 (美) 罗伯特·贝鲁科著 7-5392-4165-9 江西教育出版社

当教练不要当经理:成功管理一个团队的学问 西迪编译 7-5392-4392-9 江西教育出版社

石膏素描基础,眼耳 主编 陈可久 7-5394-0849-9 湖北美术出版社

速写 吴高岚编著 7-5394-0921-5 湖北美术出版社

墙报黑板报 徐育中 ... [等] 编著 7-5394-0922-3 湖北美术出版社

图案基础 陈波编著 7-5394-0923-1 湖北美术出版社

水粉风景 王凡编著 7-5394-0925-8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山水画临仿技法 何冠智编著 7-5394-1054-X 湖北美术出版社

陶艺入门 王柏焦编著 7-5394-1057-4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标志创意,社会类专辑 主编 吕中元, 彭年生 7-5394-1074-4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标志创意:[图集].1,商业类专辑 主编 吕中元, 彭年生 7-5394-1075-2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标志创意:[图集].2,商业类专辑 主编 吕中元, 彭年生 7-5394-1076-0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标志创意:[图集],文化类专辑 主编 吕中元, 彭年生 7-5394-1077-9 湖北美术出版社

齐藤诚的设计 编译 祖乃甡 7-5394-1100-7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当代画家自选小辑:[中英文本],魏金修 魏金修绘 7-5394-1110-4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在你的凝视中:性格肖像 胡榴明著 7-5394-1148-1 湖北美术出版社

真实的荒诞:先锋摄影 葛红兵著 7-5394-1148-1 湖北美术出版社

美在梦中醒着:艺术人体 徐鲁等著 7-5394-1148-1 湖北美术出版社

设计语义学 舒湘鄂著 7-5394-1180-5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当代艺术家招贴作品集 谭平主编 7-5394-1184-8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中外画廊速查 主编 林松, 韩斌 7-5394-1252-6 湖北美术出版社

名师课堂,色彩静物 张虹著 7-5394-1317-4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标志创意:[图集].1,学院专辑 主编 吕中元, 彭年生 7-5394-1332-8 湖北美术出版社

到东北看二人转 马秋芬著 7-5394-1426-X 湖北美术出版社

商业邮包广告设计 编译 格文 7-5394-1434-0 湖北美术出版社

冲刺…:中央美术学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中
国美术学院,速写优秀作品评析

陈生年主编 7-5394-1639-4 湖北美术出版社

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小说集 张爱玲著 7-5396-0039-X 安徽文艺

天龙八部.第一卷 金庸著 7-5396-0258-9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天龙八部.第二卷 金庸著 7-5396-0259-7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天龙八部.第三卷 金庸著 7-5396-0264-3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天龙八部.第四卷 金庸著 7-5396-0265-1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天龙八部.第五卷 金庸著 7-5396-0266-X 安徽文艺出版社

玛尔戈王后 (法)大仲马著 7-5396-0786-6 安徽文艺出版社

键盘和声与即兴弹奏实用教程 戴定澄著 7-5396-0824-2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人生是杯苦酒 张芬之著 7-5396-1309-2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二胡实用练习曲 张仕安曲 7-5396-1574-5 安徽文艺出版社

钢琴花园:考级之路.2 詹天来, 李欢编著 7-5396-1963-5 安徽文艺出版社

车尔尼125首钢琴练习小曲:作品261 [(奥)卡尔·车尔尼曲] 7-5396-1971-6 安徽文艺出版社

现代手风琴爵士乐曲集 夏方豪编著 7-5396-1983-X 安徽文艺出版社

车尔尼钢琴流畅练习曲:作品849 (奥) 车尔尼曲 7-5396-2012-9 安徽文艺出版社

肖邦钢琴圆舞曲集 (波) 肖邦曲 7-5396-2013-7 安徽文艺出版社

走出邪教:摆脱邪教的控制 (美) 斯蒂文·哈桑 (Steven Hassan) 著 7-5396-2024-2 安徽文艺出版社

漫画百年诺贝尔文学奖 滕小松编绘 7-5396-2025-0 安徽文艺出版社

现代钢琴曲30首 闻音编选 7-5396-2036-6 安徽文艺出版社

口风琴吹奏教程 朱则平, 石凯定编著 7-5396-2039-0 安徽文艺出版社

车尔尼钢琴流畅练习曲:作品849 [奥] 车尔尼 [著] 7-5396-2070-6 安徽文艺出版社

拜厄钢琴基本教程 [德] 拜厄 [著] 7-5396-2071-4 安徽文艺出版社

车尔尼钢琴快速练习曲:作品299 [奥] 车尔尼 [著] 7-5396-2072-2 安徽文艺出版社

车尔尼钢琴初步教程:作品599 [奥] 车尔尼 [著] 7-5396-2073-0 安徽文艺出版社

巴赫小前奏曲与赋格 [德] 巴赫 [著] 7-5396-2074-9 安徽文艺出版社

巴赫小前奏曲与赋格 [(德)巴赫著] 7-5396-2075-7 安徽文艺出版社

巴赫创意曲集 [德] 巴赫 [著] 7-5396-2078-1 安徽文艺出版社

哈农钢琴练指法 (法) 哈农 [著] 7-5396-2080-3 安徽文艺出版社

哈农钢琴练指法 [(法) 哈农著] 7-5396-2081-1 安徽文艺出版社

唢呐演奏基础教程 高华编著 7-5396-2125-7 安徽文艺出版社

琵琶演奏曲集 吴玉霞编著 7-5396-2127-3 安徽文艺出版社

琵琶演奏基础教程 吴玉霞编著 7-5396-2132-X 安徽文艺出版社

爵士百年兴衰录 洛秦编著 7-5396-2157-5 安徽文艺出版社

美国摇滚历程五十年 谢为群, 洛秦编著 7-5396-2159-1 安徽文艺出版社

葡京, 下不完的赌注:流岛梦影 方欣著 7-5396-2283-0 安徽文艺出版社

阮、柳琴演奏曲集 魏育茹编著 7-5396-2305-5 安徽文艺出版社



古筝演奏基础教程 林玲编著 7-5396-2307-1 安徽文艺出版社

幽灵.1,死屋惊魂 蹀躞乌鸦著 7-5396-2579-1 安徽文艺出版社

幽灵.2,血雾弥天 蹀躞乌鸦著 7-5396-2580-5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无忧界.1,无忧之恋 风扬尘著 7-5396-2581-3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无忧界.2,温柔刺客 风扬尘著 7-5396-2582-1 安徽文艺出版社

缥缈神咒.1,梵天战将 烟圈著 7-5396-2583-X 安徽文艺出版社

缥缈神咒.2,神佑悍将 烟圈著 7-5396-2584-8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吸血的獠牙.1,炼狱幻旅 流水年华著 7-5396-2585-6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吸血的獠牙.2,血路神徒 流水年华著 7-5396-2586-4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奇异之旅.1,天狼重生 小狼著 7-5396-2587-2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奇异之旅.2,异世魅影 小狼著 7-5396-2588-0 安徽文艺出版社

莎拉是巫女.1,真假巫女 火绒草著 7-5396-2593-7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吸血的獠牙.3,血域狂魔 流水年华著 7-5396-2612-7 安徽文艺出版社

江山北望.1,仕女谜图 夏璇著 7-5396-2615-1 安徽文艺出版社

江山北望.2,淬炼天地 夏璇著 7-5396-2616-X 安徽文艺出版社

江山北望.3,宦旅麒麟 夏璇著 7-5396-2621-6 安徽文艺出版社

涅槃.1,寰神万劫 若湖著 7-5396-2622-4 安徽文艺出版社

异世天魔录.3,神殿骑士 孤云白鹤著 7-5396-2625-9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奇异之旅.3,冥神圣女 小狼著 7-5396-2629-1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无忧界.3,宫廷暗战 风扬尘著 7-5396-2630-5 安徽文艺出版社

灵瞳.1,时空浪子 雪影著 7-5396-2632-1 安徽文艺出版社

灵瞳.2,饮血神兵 雪影著 7-5396-2633-X 安徽文艺出版社

双面少女 岑凯伦著 7-5399-0063-6 江苏文艺出版社

痴心井 杨小云著 7-5399-0064-4 江苏文艺出版社

蝴蝶之吻 姬小苔著 7-5399-0130-6 华文出版社

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1915-1976 贾思楠编 7-5399-0135-7 江苏文艺出版社

钱钟书传 孔庆茂著 7-5399-0303-1 江苏文艺出版社

温柔一刀 (马来西亚)温瑞安著 7-5399-0442-9 江苏文艺出版社

镖旗.上 卧龙生著 7-5399-0601-4 江苏文艺

镖旗.下 卧龙生著 7-5399-0601-4 江苏文艺

镖旗.中 卧龙生著 7-5399-0601-4 江苏文艺

浪漫一生又何妨 席 绢著 7-5399-0760-6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为爱高飞 有容著 7-5399-0889-0 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慕缘著 7-5399-0889-0 江苏文艺出版社

承诺一辈子 滢子著 7-5399-0889-0 江苏文艺出版社

笑着流泪 杜桦著 7-5399-0889-0 江苏文艺出版社

这个男人有点酷:漫画插图本 席绢 [著] 7-5399-0901-3 江苏文艺出版社

小恶魔的人间实习:漫画插图本 席绢 [著] 7-5399-0941-2 江苏文艺出版社

君须怜我:漫画插图本 席绢 [著] 7-5399-0957-9 江苏文艺出版社

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 钱宁著 7-5399-0967-6 江苏文艺出版社

太阳鸟 郁秀[著] 7-5399-1521-8 江苏文艺出版社

大浴女 铁凝著 7-5399-1530-7 江苏文艺出版社

爱情病人调查 江灏著 7-5399-1565-X 江苏文艺出版社

数字化精灵:网络第一才子书 云中君著 7-5399-1597-8 江苏文艺出版社

害臊大侠刁姑娘 古凌著 7-5399-1621-4 江苏文艺出版社

颂歌献给党:歌颂祖国歌颂党朗诵诗文精选 《青春》杂志社编 7-5399-1645-1 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的夏威夷之恋 顾艳著 7-5399-1669-9 江苏文艺出版社

非一般爱情 钟鲲著 7-5399-1676-1 江苏文艺出版社

说爱 无名氏 (卜乃夫) 著 7-5399-1695-8 江苏文艺出版社

如花如玉 丁捷著 7-5399-1742-3 江苏文艺出版社

倾星:漫画插图本 席绢 [著] 7-5399-1769-5 江苏文艺出版社

藏汉之子:优秀援藏干部任国庆 张国擎著 7-5399-1779-2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中国经济：崩溃还是成长 程超泽著 7-5399-1812-8 江苏文艺出版社

请柳师娘 池莉 [著] 7-5399-1816-0 江苏文艺出版社

妹妹:漫画插图本 席绢 [著] 7-5399-1853-5 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的不纯真年代 王麒麟著 7-5399-2225-7 江苏文艺出版社

天空之城:中短篇合集 石志远, 苏胜等著 7-5399-2232-X 江苏文艺出版社

寡妇船 (苏)格列科娃著 7-5400-0028-7 黄河文艺出版社

三刻拍案惊奇 (明)梦觉道人辑 7-5402-0001-4 北京燕山出版社

硬笔书法选:世界名言 徐子久书 7-5402-0012-X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世界当代文化名人辞典 丁守和等主编 7-5402-0258-0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历代帝王辞典 车敦安主编 7-5402-0259-9 北京燕山出版社

文房四宝手册 孙敦秀著 7-5402-0261-0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外誉称大辞典 袁世全主编 7-5402-0269-6 北京燕山出版社

统一战线工作干部基本读物:统一战线文选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 7-5402-0444-3 北京燕山出版社

水浒传.上卷 (明) 施耐庵著 7-5402-0570-9 北京燕山出版社



水浒传.下卷 (明) 施耐庵著 7-5402-0570-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四季画廊 北遥著 7-5402-0858-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元朝:紫鳞擒断黄金索.上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元朝:紫鳞擒断黄金索.下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先秦:风萧萧兮易水寒.上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先秦:风萧萧兮易水寒.下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宋朝:昨夜西风凋碧树.上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宋朝:昨夜西风凋碧树.下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明朝:等闲推出扶桑日.上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明朝:等闲推出扶桑日.下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清朝:纵横宙合雾千里.上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清朝:纵横宙合雾千里.下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秦汉:大风起兮云飞扬.上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秦汉:大风起兮云飞扬.下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隋唐五代:江山代有人才出.上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隋唐五代:江山代有人才出.下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人生几何, 对酒当歌.上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人生几何, 对酒当歌.下 朱鹰主编 7-5402-0863-5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家 编著 彭涛 7-5402-1041-9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文化趣谈 编著 孔慧林, 郭向明 7-5402-1041-9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家 编著 蔡世连, 杨莉 7-5402-1041-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写作趣谈 编著 张树亭 7-5402-1041-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外国著名文学家 编著 王良 7-5402-1041-9 北京燕山出版社

文体例话 编著 郭德芳, 彭涛 7-5402-1041-9 北京燕山出版社

语言文字趣谈 编著 郭德芳 ... [等] 7-5402-1041-9 北京燕山出版社

说成语谈文言 编著 江守星, 端木启 7-5402-1041-9 北京燕山出版社

趣味逻辑 编著 郭德芳, 江守星 7-5402-1041-9 北京燕山出版社

背德者·窄门 (法) 纪德著 7-5402-1322-1 北京燕山出版社

马丁·伊登 (美) 杰克·伦敦著 7-5402-1331-0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人体健康知识.上册 唐以杰, 关见留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人体健康知识.下册 唐以杰, 关见留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动物世界.上册 廖国新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动物世界.下册 廖国新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动物行为.上册 赵敬钊, 潘筱梅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动物行为.下册 赵敬钊, 潘筱梅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微生物世界.上册 盛泓洁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微生物世界.下册 盛泓洁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植物世界.上册 李慎英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植物世界.下册 李慎英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生物参战秘闻.上册 杨慧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生物参战秘闻.下册 杨慧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生物应用新技术.上册 杜联穆等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生物应用新技术.下册 杜联穆等编著 7-5402-156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细节出美人:人见人爱的成功形象 王耀路著 7-5402-1649-2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上帝要你富有 (美) 保罗·皮尔泽 (Paul Zane Pilzer) 
著

7-5402-1661-1 北京燕山出版社

成功始于心态 (美) 金克拉著 7-5402-1662-X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完美的和谐:人类的动物伴侣 (美) 罗杰·卡拉斯 (Roger A. Caras) 著 7-5402-1706-5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主要景点 北京市旅游局编 7-5402-1711-1 北京燕山出版社

对孩子的一生负责:为人父母应该拥有的正确
教育观念和方法

詹文龄著 7-5402-1783-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唐传奇的道教文化观照 曹晋秀编著 7-5402-1817-7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万水千山走遍:中南美纪行 三毛著 7-5404-0002-1 湖南文艺出版社

背影 三毛著 7-5404-0010-2 湖南文艺出版社

随想 三毛著 7-5404-0013-7 湖南文艺出版社

哭泣的骆驼 三 毛著 7-5404-0020-x 湖南文艺出版社

稻草人手记 三 毛著 7-5404-0025-0 湖南文艺出版社

银幕外的群星 吴培民著 7-5404-0041-2 湖南文艺出版社

罪过 谭　谈著 7-5404-0217-2 湖南文艺出版社

邻家有女 郭良蕙著 7-5404-0271-7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七孔笛 张漱菡著 7-5404-0365-9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的宝贝 三 毛著 7-5404-0436-1 湖南文艺出版社

闹学记 三 毛著 7-5404-0437-X 湖南文艺出版社

谈心 三 毛著 7-5404-0493-0 湖南文艺出版社

寻找三毛 湖南文艺出版社编 7-5404-0631-3 编者

毛泽东墨迹大字典 王 跃，李圭珺主编 7-5404-0692-5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两个新娘的回忆 (法)巴尔扎克(Balzac,H.de.)著 7-5404-0709-3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大学生手册 曾剑新主编 7-5404-2284-X 湖南文艺出版社

红鸳艳蝶:克格勃特工在中国 东方明著 7-5404-2491-5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人生智慧果 刘定中著 7-5404-2816-3 湖南文艺出版社

爱的阴谋 (美)赖 文著 7-5405-0355-6 新世纪出版社

在人间 高尔基著 7-5405-1661-5 新世纪出版社

注意！身体的警讯
(美) 伊沙多尔·罗生福 (Isadore 

Rosenfeld) 著
7-5405-1671-2 新世纪出版社

简单生活指南 (美) 珍妮特·吕尔斯著 7-5405-1812-X 新世纪出版社

爱因斯坦不知怎么办:天国上人类导师们不朽
灵魂的一次紧急高峰会议

(德) 霍斯特-埃贝哈德·里希特著 7-5405-1819-7 新世纪出版社

你的最佳疗法
(美) 伊沙多尔·罗生福 (Isadore 

Rosenfeld) 著
7-5405-1847-2 新世纪出版社

医生, 我该吃什么? 伊沙多尔·罗生福 (Isadore Rosenfeld) 著 7-5405-1889-8 新世纪出版社

模特儿 (美) 迈可·格罗斯 (Michael Gross) 著 7-5405-1912-6 新世纪出版社

蚂蚁革命 (法) 贝尔纳·韦尔贝尔 (Bernard Werber) 
著

7-5405-1981-9 新世纪出版社

吻吻风情 (英) 阿芮安娜·布鲁 (Adrianne Blue) 著 7-5405-2137-6 新世纪出版社

有效阅读 (美) 隆恩·弗莱 (Ron Fry) 著 7-5405-2223-2 新世纪出版社

如何学习 (美) 隆恩·弗莱 (Ron Fry) 著 7-5405-2225-9 新世纪出版社

学琴的孩子最快乐:让孩子学好音乐的家长手
册

林小晴著 7-5405-2240-2 新世纪出版社

雕刻的身体 (美) 玛戈·德梅罗 (Margo DeMello) 著 7-5405-2242-9 新世纪出版社

人生的9个学分:应该留下什么给世界
(美) 巴瑞·葛利夫 (Barrie Sanford 

Greiff) 著
7-5405-2463-4 新世纪出版社

考场高手 (美) 隆恩·弗莱 (Ron Fry) 著 7-5405-2631-9 新世纪出版社

增进记忆 (美) 隆恩·弗莱 (Ron Fry) 著 7-5405-2632-7 新世纪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实用要览:1949-
1996

国家教委政策法规司编 7-5406-3566-5 广东教育出版社

无名楼诗词选 杨伟群著 7-5406-4322-6 广东教育出版社

萤窗七集 杨子才著 7-5406-4438-9 广东教育出版社

侦探故事乐园 何家祥编著 7-5406-4470-2 广东教育出版社

发现灵魂:知识时代的人性与诗意 吴国林著 7-5406-4525-3 广东教育出版社

明天的我:生物和医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未来 李恩来著 7-5406-4555-5 广东教育出版社

被捆绑的时间:技术与人的生活世界 段伟文著 7-5406-4589-X 广东教育出版社

走进幽默天地 姚楠编著 7-5406-4601-2 广东教育出版社

西方节日习俗 何家祥编著 7-5406-4633-0 广东教育出版社

等待毁灭:高科技战争与人 曾华锋 ... [等] 著 7-5406-4646-2 广东教育出版社



我平庸我快乐 周洪著 7-5406-4729-9 广东教育出版社

沧海桑田: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渐变与突变 于希贤, 于湧著 7-5406-4831-7 广东教育出版社

心解魔鬼词典 甘露, 李秀芬著 7-5406-4835-X 广东教育出版社

青春心电图 叶斌, 金颖著 7-5406-4837-6 广东教育出版社

心理游戏 周隽著 7-5406-4839-2 广东教育出版社

心情工作室 曾强, 金颖著 7-5406-4858-9 广东教育出版社

致富与法 袁桂, 袁文, 袁琼编著 7-5406-4861-9 广东教育出版社

创富理念 袁伟, 李会芬编著 7-5406-4884-8 广东教育出版社

科普世界新知 杨宝珍编著 7-5406-4896-1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世界名城名校 常新萍编著 7-5406-4963-1 广东教育出版社

名人趣闻轶事 何家祥, 张雪英编著 7-5406-5004-4 广东教育出版社

发财点金 黄水平, 谢瑞东编著 7-5406-5049-4 广东教育出版社

创造性思维与作为:智慧漫谈 杜乐天著 7-5406-5122-9 广东教育出版社

隔洋对话:母女两地书 莲子, 王沁彦著 7-5406-5236-5 广东教育出版社

寂寞读书人 米博华著 7-5406-5286-1 广东教育出版社

雕虫缀网录 严锋著 7-5406-5344-2 广东教育出版社

默读的声音 张新颖著 7-5406-5345-0 广东教育出版社

手迹与心迹 张业松著 7-5406-5346-9 广东教育出版社

草心集 陈思和著 7-5406-5347-7 广东教育出版社

雪泥鸿爪 王必胜著 7-5406-5613-1 广东教育出版社

瑶山红豆杉:一位瑶族女教师的情感历程 郭福平, 王心钢著 7-5406-5639-5 广东教育出版社

名人演讲辞精萃 仲金留,魏裕铭编 7-5407-0003-3 漓江出版社

情投意合 (德)歌德著 7-5407-0133-1 漓江出版社

控诉:十个少妓的自白 马　仑,石　羊选编 7-5407-0197-8 漓江出版社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 (苏)雷巴科夫著 7-5407-0259-1 漓江出版社

秋风落叶:国共两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战 寿明等著 7-5407-1001-2 漓江出版社

风流儿女.上 独孤红著 7-5407-1055-1 漓江出版社

风流儿女.下 独孤红著 7-5407-1055-1 漓江出版社

风流儿女.中 独孤红著 7-5407-1055-1 漓江出版社

贾平凹散文大系.第一卷 贾平凹著 7-5407-1287-2 漓江出版社

贾平凹散文大系.第二卷 贾平凹著 7-5407-1288-0 漓江出版社

贾平凹散文大系.第三卷 贾平凹著 7-5407-1289-9 漓江出版社

探索与发展 石琪高等主编 7-5407-1641-X 漓江



属于那个叛逆的年代 (美) 刘轩原著 7-5407-2165-0 漓江出版社

新周刊2001佳作,图卷 新周刊杂志社编 7-5407-2777-2 漓江出版社

试图与生活和解 张执浩著 7-5407-2877-9 漓江出版社

我与亿万财富擦肩而过 田夫著 7-5407-2878-7 漓江出版社

男人本性 张喜华著 7-5407-3205-9 漓江出版社

我要理科男 恩雅著 7-5407-3232-6 漓江出版社

素质教育探索:中国教育跨世纪的战略选择 主编 罗时茂 7-5408-3337-8 四川教育出版社

心理咨询学 唐柏林编著 7-5408-3407-2 四川教育出版社

红姨 王周生著 7-5408-3490-0 四川教育出版社

人生百事 王晓玉著 7-5408-3491-9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与女儿共舞 王小鹰著 7-5408-3492-7 四川教育出版社

复杂性研究与混沌控制及其哲学阐析 周守仁著 7-5408-3500-1 四川教育出版社

教育学会工作研究 郭永福著 7-5408-3528-1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化与文论.9 钱中文等主编 7-5408-3636-9 四川教育出版社

情感的力量:道德情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刘海燕著 7-5408-3768-3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世界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百科全书 孙光成主编 7-5409-0502-6 四川民族出版社

马尔代夫:即将消失的人间天堂 丁一编著 7-5410-2225-X 四川美术出版社

威震南疆:老山前线通讯报告文学集 林寿山等编 7-5411-0259-1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中国牌 (美)埃希曼利著 7-5411-0850-2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佛法魔功.上册 古龙著 7-5411-1269-0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佛法魔功.下册 古龙著 7-5411-1269-0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佛法魔功.中册 古龙著 7-5411-1269-0 四川文艺出版社

趣说三星堆 陈立基著 7-5411-1930-X 四川文艺出版社

顺风
(芬) 蕾娜·莱道拉宁 (Leena 

Lehtolainen) 著
7-5411-2081-2 四川文艺出版社

杀戮江湖.上 古 〓著 7-5412-0532-X 贵州民族出版社

杀戮江湖.下 古 〓著 7-5412-0532-X 贵州民族出版社

杀戮江湖.中 古 〓著 7-5412-0532-X 贵州民族出版社

寻找濒危野生动物:一个兽医之家两次环球历
险纪实.上

(法) 让-弗朗索瓦·拉各罗 (Jean-Francois 
Lagrot), (法) 伊莎贝尔·拉各罗 

(Isabelle Lagrot) 文/图

7-5415-2212-0 云南教育出版社

寻找濒危野生动物:一个兽医之家两次环球历
险纪实.下

(法) 让-弗朗索瓦·拉各罗 (Jean-Francois 
Lagrot), (法) 伊莎贝尔·拉各罗 

(Isabelle Lagrot) 文/图

7-5415-2212-0 云南教育出版社



狐猴的神秘世界:马达加斯加的灵长类动物
(法) 埃里克·罗伯特 (Eric Robert), (法) 
茜尔维·伯杰罗特 (Sylvie Bergerot) 文/

7-5415-2225-2 云南教育出版社

鳄鱼先生传奇:三代收养情
(澳) 史蒂夫·艾尔文 (Steve Irwin), (澳) 
特瑞·艾尔文 (Terri Irwin)[撰文摄影]

7-5415-2336-4 云南教育出版社

诊断病毒学的新进展 郭仁等编译 7-5416-0092-X 云南科技出版社

手术失误及处理,外科 蓝 瑚,夏穗生主编 7-5416-0358-9 云南科技出版社

生命的历程 蒋志文 ... [等] 主编 7-5416-1309-6 云南科技出版社

简单致胜:德国中小型企业的成功之道
(德) 君特·罗美尔 (Gunter Rommel), 

(德) 尤尔根·克鲁格 (Jurgen Kluge) 等著
7-5416-1932-9 云南科技出版社

水浒好汉 韦刚, 韦民编著 7-5417-2513-7 未来出版社

西游历险 周郭旭编著 7-5417-2541-2 未来出版社

大学生抒情诗选 朱雪里,杨建堂主编 7-5418-0511-4 陕西旅游出版社

大学生优秀散文选 谢定均整理 7-5418-0512-2 陕西旅游出版社

大学生小说佳作选 杨建堂, 谢定均主编 7-5418-0513-0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世纪全球大事记 金 剑主编 7-5418-0533-5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外散文诗精品 偶然, 雨之编 7-5418-0572-6 陕西旅游出版社

史考特医生 唐诗婷著 7-5418-1280-3 陕西旅游出版社

新生活知识必备手册 云洲编著 7-5418-1752-X 陕西旅游出版社

民谣吉他劲爆弹唱.2 邹新跃编著 7-5418-1796-1 陕西旅游出版社

大学英语精读课文辅导.第一册 主编 康占俊, 闫舒 7-5418-1929-8 陕西旅游出版社

大学英语精读课文辅导.第三册 主编 康占俊, 闫舒 7-5418-1929-8 陕西旅游出版社

大学英语精读课文辅导.第二册 主编 康占俊, 闫舒 7-5418-1929-8 陕西旅游出版社

大学英语精读课文辅导.第四册 主编 康占俊, 闫舒 7-5418-1929-8 陕西旅游出版社

民谣吉他劲爆弹唱 邹新跃编著 7-5418-1944-1 陕西旅游出版社

简明教育辞典 姜文闵,韩宗礼主编 7-5419-0083-4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党性修养指南 袁忠信, 庞江平主编 7-5419-2394-X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美洲动物故事 林涛, 王楷编 7-5419-6888-9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 王冀青著 7542309447 甘肃教育出版社

古今中医名言录 王　侃,李文香编 7-5424-0096-7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互联网信息检索 刘杰编著 7-5424-0957-3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脚刺绣1000例 云雨 [著] 7-5425-0604-8 伊犁人民出版社

肝胆胰脾手术图解 吴孟超主编 7-5426-0681-6 上海三联书店

信息非均衡与银行不良资产:中日两国的比较
与分析

张玉明著 7-5426-1532-7 上海三联书店



家养宠物500问:犬、猫、鸟、虫、鱼 赵正达编著 7-5426-1746-X 上海三联书店

生命的嫁接 康正果著 7-5426-1748-6 上海三联书店

天涯屐痕 周伟苠著 7-5426-1854-7 上海三联书店

学习型组织“金”典测试 张声雄 ... [等] 编著 7-5426-1880-6 上海三联书店

走向学习型社会:社会发展的第四级台阶 童潇主编 7-5426-1881-4 上海三联书店

情定爱琴海 陈琼桦著 7-5426-1932-2 上海三联书店

本体论: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 龚榆著 7-5426-2146-7 上海三联书店

夕曦星.第1季 公主Snow著 7-5426-2182-3 上海三联书店

生化学精华 (联邦德国)卡尔松(Karlson,P.)著 7-5427-0015-4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科学算命之谜 (美)加德纳(Gardner,M.)著 7-5427-0192-4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 丁士海,韩 棣主编 7-5427-0302-1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实用脊柱外科学 汤华丰编著 7-5427-0361-7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医用自学英语 解皋鸣编著 7-5427-0429-X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肌肉骨骼系统超声诊断
( )蒙塔纳(Montana,Margaret A.),( )理查

森(Richardson,Michael L.)主编
7-5427-0572-5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透析手册 张本立,梅长林主编 7-5427-0595-4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实用骨科封闭疗法 汤华丰编著 7-5427-0703-5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眼、耳、鼻、喉科影象诊断学图谱 宋济昌等编著 7-5427-0831-7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急症急救学 景炳文主编 7-5427-0956-9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急症急救学 景炳文主编 7-5427-0956-9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妇产科学 薛同一,朱丽华主编 7-5427-1011-7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实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与图谱:[图集] 于颖彦等编著 7-5427-1076-1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医体质病理学 匡调元著 7-5427-1086-9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谢希德主编 7-5427-1530-5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蜂产品与长寿保健:蜂蜜、蜂王浆、蜂花粉的
鉴别和服用

曾志将，苏松坤编著 7-5427-1543-7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儿童与成人癌症防治手册 主编 丁生 7-5427-1650-6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家庭绿化装饰 车生泉, 唐东芹, 谈婕编著 7-5427-1824-X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国生态旅游:走进大自然 高峻 [编著] 7-5427-1867-3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生命万花筒 作者 曹虎 7-5427-1878-9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新生儿早产儿诊疗手册 黄中等主编 7-5427-1912-2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检验医学临床应用 戴万荣主编 7-5427-1945-9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开启阳光心扉:改变人生的十大思考 (美) 罗伯特·安东尼 (Robert Anthony) 著 7-5427-2011-2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糖尿病防治必读 杨玺编著 7-5427-2040-6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四季水果食疗宝典 王晓菁编著 7-5427-2173-9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特色面 钱以斌著 7-5427-2285-9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文Authorware 6.x经典效果100例 主编 刘春 7-5427-2294-8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特色蘸食菜 光明邨大酒家著 7-5427-2413-4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饭店时尚点心 金龙, 春梅编 7-5427-2594-7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特色河海鲜菜 钱以斌著 7-5427-2758-3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实用皮肤病诊疗手册 王侠生主编 7-5428-0389-1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脑诱发电位学 张明岛,陈兴时等编著 7-5428-1161-4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外科学新理论与新技术 吴孟超，仲剑平主编 7-5428-1352-8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妇产科学新理论与新技术 袁耀萼，盛丹菁主编 7-5428-1371-4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质子泵抑制剂:基础与临床 许国铭，钟捷主编 7-5428-2799-5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现代消化道外科机械吻合手术图谱 全志伟，郑成竹主编 7-5428-3230-1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性病与艾滋病 庄鸣华，方蕙编著 7-5428-3323-5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影像诊断手册,骨骼四肢分册 冯晓源总主编 7-5428-3479-7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王正敏耳显微外科学 王正敏著 7-5428-3485-1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影像诊断手册,神经系统分册 冯晓源总主编 7-5428-3514-9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影像诊断手册,腹部分册 冯晓源总主编 7-5428-3516-5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中级财务管理 丁元霖主编 7-5429-0692-5 立信会计出版社

财务理论与实践研究.第一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编 7-5429-1141-4 立信会计出版社

大学英语用法词典 关鹏飞主编 7-5430-0202-7 武汉出版社

任蒙散文选 [任蒙著] 7-5430-3292-9 武汉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2 罗竹风主编 7-5432-0001-5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3 罗竹风主编 7-5432-0001-5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4 罗竹风主编 7-5432-0003-1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4 罗竹风主编 7-5432-0003-1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5 罗竹风主编 7-5432-0004-x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6 罗竹风主编 7-5432-0005-8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7 罗竹风主编 7-5432-0006-6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8 罗竹风主编 7-5432-0007-4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9 罗竹风主编 7-5432-0008-2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10 罗竹风主编 7-5432-0009-0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内科病最新治疗.1 刘桂蕊，李世俊主编 7-5433-0021-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希氏内科学(第17版)问答精选
(美)史密斯(Smith,L.H.Jr.),(美)温加登

(Wyngaarden,J.B.)主编
7-5433-0029-X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手足纹诊病及图解:医学肤纹学 韩国栋等编译 7-5433-0064-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医学科研管理实用手册 崔以泰主编 7-5433-0066-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实用妇产科超声诊断学 吴钟瑜著 7-5433-0077-X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实用妇产科超声诊断学 吴钟瑜著 7-5433-0077-X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感染性疾病临床手册 (美)伯 杰(Berger,S.A.)著 7-5433-0086-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实用内科门诊手册 韩国栋等主编 7-5433-0113-X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男科医案 张有 柚鞅?FZHANG YOU JUN ZHU BIAN 7-5433-0114-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激光医疗手册 鲁焕章主编 7-5433-0127-X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实用低视力处理 王思慧主编 7-5433-0128-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实用中医口腔病学 徐治鸿主编 7-5433-0147-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临床治疗科研方法学 （英）波可克著 7-5433-0159-3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临床肛门大肠外科学 张庆荣著 7-5433-0178-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临床儿科综合征手册 洪庆成，江敬铭主编 7-5433-0181-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基础护理学 杨毓秀主编 7-5433-0182-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内科病最新治疗.Ⅱ 刘桂蕊，李世俊主编 7-5433-0183-0 天津科技翻译公司

日本医师国家考试题:皮肤科专业 王树椿译 7-5433-0184-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基础妇产科学:英汉对照 ( )威洛克斯(Willocks,James)著 7-5433-0185-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CT临床实用读片手册 谢宝玙主编 7-5433-0197-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临床老年病学 天津市第三医院编 7-5433-0200-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当代医学的七大争议问题 (美)沃西克著 7-5433-0228-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针灸奇术 石学敏主编 7-5433-0245-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起死回生后的追忆:关于人的机体死后残留意
识活动的研究

(美) 莫 迪著 7-5433-0246-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有毒中草药大辞典 郭晓庄主编 7-5433-0252-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实用危重病急救医学 崔乃杰,刘 兵主编 7-5433-0259-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心脏病学基础与临床 (英)蒂米斯(Timmis,Adam D.)著 7-5433-0291-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医用英语短语词典 陈宗宽编著 7-5433-0293-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外科病最新治疗.1 周德义等主编 7-5433-0351-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中外临床用药荟萃 林承矩,鞠福祥主编 7-5433-0353-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中药药理毒理与临床 李广勋主编 7-5433-0354-X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临床医学科研和统计方法:青年医师必读 郭曰典主编 7-5433-0376-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英汉医学略语大词典 胡渝生,郭曰典主编 7-5433-0381-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妇产科病最新治疗 王凤龙等主编 7-5433-0412-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骨肿瘤诊断图谱 李瑞宗等主编 7-5433-0417-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儿科病最新治疗.1 洪庆成等编著 7-5433-0427-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药物动力学与生物药剂学 邓树海等主编 7-5433-0429-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内科临床与新进展 黄象谦主编 7-5433-0431-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实用神经医学 何家荣,马云祥主编 7-5433-0445-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实用神经医学 何家荣,马云祥主编 7-5433-0445-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有毒中草药彩色图鉴 张庆荣,夏光成主编 7-5433-0466-X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非典型肺炎可防可治:远离呼吸系统疾病 孟淑芳等编著 7-5433-0488-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生物医学工程手册 (美)克 兰(Kline,Jacob)编著 7-5433-0543-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相关医学大辞典 王佩铭,刘炎辉主编 7-5433-0566-6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实用内科疾病神经系统损害医学 周沛兴,何家荣主编 7-5433-0685-9 天津科技翻译

实用神经系统感染医学 曾贵金等主编 7-5433-0820-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耳部望诊彩色图谱 刘绍武主编 7-5433-0833-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实用妇产科超声诊断学 吴钟瑜著 7-5433-0855-X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临床妇产科速查手册 杨鹂主编 7-5433-1047-3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在幸福中变得富有:快乐致富七大谋略 (美) 吉姆·罗恩 (Jim Rohn) 著 7-5433-1109-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0岁！！妈妈必读手册:如何预防“母原病”? (日) 久德重盛著 7-5433-1182-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女性如何预防低密度骨质疏松症 (日) 江泽郁子主编 7-5433-1281-6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安全瘦身食谱 Love Menu工作小组著 7-5433-1287-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美容减肥百问百答 王志军编著 7-5433-1304-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临床男科速查手册 强万明主编 7-5433-1377-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糖尿病足的防治:最新 张庚扬，杜钰生编著 7-5433-1467-3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MRI基础 ( )Ray H.Hashemi等著 7-5433-1803-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妇产科超声图谱
( )Peter M.Doubilet，( )Carol B.Benson

编著
7-5433-1812-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人类辅助生殖彩色图谱:实验室和临床观念 (美)Pasquale Patrizio等编著 7-5433-1819-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现代方剂药理与临床 孙晓波，徐惠波主编 7-5433-1856-3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那老师真酷 (韩) 李永著 7-5433-1882-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男人为什么有乳头？:稀奇古怪人体问题大揭
底

(美) 马克·雷纳, 比利·戈德堡著 7-5433-1978-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穹庐集 韩儒林著 754343864X 河北教育出版社

超级脸皮 王焕青[编著] 7-5434-4136-5 河北教育出版社



失业英雄 杨基宽, 顾蕴祥著 7-5434-4823-8 河北教育出版社

驾驶员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急救手册 主编 马红旗 7-5434-5390-8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 丁祯彦等主编 7-5435-0449-9 广西教育出版社

英中医学辞海 王贤才主编 7-5436-0380-2 青岛出版社

颅内感染性疾病 赵明伦主编 7-5436-0444-2 青岛出版社

标准针灸穴位图册 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编 7-5436-0539-2 青岛出版社

标准针灸穴位图册 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编 7-5436-0539-2 青岛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张静如等编著 7-5436-0598-8 青岛出版社

海外侧影 许力以著 7-5436-0733-6 青岛出版社

人和动物的微量元素营养 朱莲珍主译校 7-5436-1236-4 青岛出版社

吃出健康来:提升免疫力的350个饮食智慧 王统正编著 7-5436-3090-7 青岛出版社

24小时财富课:富爸爸的赚钱智慧 潇月著 7-5436-3267-5 青岛出版社

八路军129师征战实录.上 刘泰著 7-5438-0988-5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八路军129师征战实录.上 刘泰著 7-5438-0988-5 湖南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陈东琪,李茂生主编 7-5438-1042-5 湖南出版社

邓小平决策思想研究 周发源著 7-5438-1914-7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书法构图艺术 弘涛著 7-5438-2730-1 湖南人民出版社

蚂蚁的天堂 刘学红主编 7-5438-2917-7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络围棋制胜魔术 魏东彪著 7-5438-3027-2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络围棋飞刀 汪洋著 7-5438-3028-0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围棋布局新型新解 张红武著 7-5438-3029-9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二战秘密武器 (美) 威廉·B.布鲁尔著 7-5438-3268-2 湖南人民出版社

现代化新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理
论研究

张忠良 ... [等] 著 7-5438-3318-2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二战绝密故事 (美) 威廉·B.布鲁尔著 7-5438-3353-0 湖南人民出版社

家庭清洗与消毒完全手册 杨丹谊, 彭建泽编著 7-5438-3497-9 湖南出版社

我们, 我们.No.1,春光乍现 伊柏霖, 塞宁, 颜歌等著 7-5438-4156-8 湖南人民出版社

点金时代:记黄伯云和他的科技团队 骆炬, 李清著 7-5438-4188-6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全身性疾病与皮肤:从皮肤诊断内科疾病 李嘉猷编著 7-5439-0001-7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腹部外科学 吴孟超主编 7-5439-0047-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幽门螺杆菌与胃十二指肠疾病 周殿元等主编 7-5439-0055-6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免疫皮肤病学基础与临床 翁孟武主编 7-5439-0572-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多系统脏器衰竭 (美)Donald E.Fry等著 7-5439-0574-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分子内毒素学 焦炳华主编 7-5439-0758-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家电使用大全 朱仁龙主编 7-5439-0813-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临床医学与检验诊断 王鸿利等主编 7-5439-0829-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1995 陈思聪,李石主编 7-5439-0836-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脑损伤 江基尧,朱 诚编著 7-5439-0853-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食管和胃静脉曲张出血的现代治疗 吴云林主编 7-5439-0905-7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脊柱外科学 赵定麟主编 7-5439-0906-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检验诊断试剂的制备与应用 唐伟国主编 7-5439-0915-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肺结核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 陈惠中主编 7-5439-1198-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美味滋补家常菜谱 王剑编著 7-5439-1229-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抗癌新法精编:癌症生物全息新诊疗法 杨天权编著 7-5439-1274-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小儿哮喘 戴家熊, 韩连书主编 7-5439-1281-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生长激素与生长激素治疗 王德芬, 王伟主编 7-5439-1282-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眼科显微手术学 李春武, 奚寿增主编 7-5439-1298-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商贸英语:涉外商贸应用文写作 宋峙, 林子通编著 7-5439-1423-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盘饰250种:纽扣· 盘花·饰品 孙荪, 孙莹著 7-5439-1424-7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糖尿病 沈稚舟编著 7-5439-1457-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药临床试验统计分析新进展 主编 苏炳华 7-5439-1552-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养老院老人的心理护理 崔丽娟，李彦林主编 7-5439-1577-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对付心脏病五十法
( ) Fredric J.Pashkow, ( ) Charlotte 

Libov著
7-5439-1616-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怎样预防治疗癌肿 于尔辛著 7-5439-1623-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患了老年痴呆病怎么办 崔思松, 俞正炎编著 7-5439-1625-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患了胃病怎么办 房静远等编著 7-5439-1627-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脑中风病人家庭护理手册 席淑华等编 7-5439-1731-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周氏剖宫产术 主编 徐先明, 张丹丽 7-5439-1732-7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未来，以零岁开始 编著 刘金花 7-5439-1776-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就医检验手册 陈永生等编著 7-5439-1781-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患了冠心病怎么办 殷仁富, 陈金明主编 7-5439-1810-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患了妇科肿瘤怎么办 孙廷慰主编 7-5439-1812-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肥胖病防治必读 杨玺编著 7-5439-1820-X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双休潇洒游上海 主编 姚明宝 7-5439-1867-6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3000词汇思马得记忆法 思马得学校主编 7-5439-1883-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夜间育儿:怎样让婴幼儿入睡 (美) William Sears著 7-5439-1918-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下背痛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 过邦辅, 张言凤编著 7-5439-1984-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颅底疾病诊断与治疗 李善泉, 周梁主编 7-5439-1994-X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妇产科临床诊疗手册 侍庆，华祖德主编 7-5439-2226-6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外科临床诊疗手册 李宏为等主编 7-5439-2227-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内科临床诊疗手册 罗邦尧主编 7-5439-2228-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儿科临床诊疗手册 陈舜年主编 7-5439-2229-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针灸手册 陈汉平，吴绍德主编 7-5439-2230-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内科疾病诊断与治疗 顾同进等主编 7-5439-2235-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正畸片段弓矫正技术
(美)[查尔斯·博思通]Charles J. 

Burstone等著
7-5439-2237-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正畸片段弓矫正技术 [美]Dr.Charles J.Burstone等著 7-5439-2237-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免疫低下与感染 瞿介明等主编 7-5439-2252-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肝胆胰影像学 段承祥，王培军，李健丁主编 7-5439-2280-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临床心律失常诊疗手册 王鸣和主编 7-5439-2323-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针灸治疗学速记手册 邵水金主编 7-5439-2347-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艾滋病防治实用手册 汪华主编 7-5439-2398-X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检验医学仪器分析技术及应用 朱根娣主编 7-5439-2514-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汉字规范手册 邓明编著 7-5440-1859-8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大众健康教育 马佳，张玲著 7-5440-2703-1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外科专家经验文集 何三光主编 7-5441-0056-1 沈阳出版社

中国儿科专家经验文集 项全申等主编 7-5441-0116-9 沈阳出版社

中国妇产科专家经验文集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编辑部编 7-5441-0117-7 沈阳出版社

新编英汉医学缩略语词典 张继福,郝文学主编 7-5441-0250-5 沈阳出版社

中国脑血管病治疗专家论集 郭玉璞等主编 7-5441-0422-2 沈阳出版社

腹部外科手术经验文集 邓文军主编 7-5441-0423-0 沈阳出版社

胰腺外科手术学 田雨霖主编 7-5441-0436-2 沈阳出版社

宏楼危“基”:中国房改与住宅建设问题报告 侯诗云, 石展鹏主编 7-5441-1112-1 沈阳出版社

商务风险管理完全指南 (英) 基特·塞德格洛夫 (Kit Sadgrove) 著 7-5441-1494-5 沈阳出版社

顾客满意度测量手册 (英) 奈杰尔·希尔 (Nigel Hill) 著 7-5441-1495-3 沈阳出版社

中国名犬:首届中国 (沈阳) 国际名犬展评会
集锦

郭迎坡主编 7-5441-1541-0 沈阳出版社

满族生活掠影 刁书仁编著 7544117642 沈阳出版社

聪明89:于光远等名家说聪明论方法 王德胜主编 7-5441-2384-7 沈阳出版社



荣辱故事大讲台 李征编著 7-5441-3085-1 沈阳出版社

吉他弹奏进阶与突破:实用弹奏技法 刘传编著 7-5442-0628-9 南海出版公司

常用英语书法速成钢笔字帖 倪光华书 7-5442-1795-7 南海出版公司

黄自元法书 (清) 黄自元书 7-5442-1949-6 南海出版公司

博弈定式观股市:定式精粹 主编 雷涛 7-5442-2002-8 南海出版公司

巴黎情人纽约沙发 素素著 7-5442-2011-7 南海出版公司

城市·一周:写给Kevin的信 Kevin著 7-5442-2081-8 南海出版公司

文平中篇小说集 文平著 7-5442-2100-8 南海出版公司

灵魂椅 季伟亮著 7-5442-2104-0 南海出版公司

穿出好运来:基因色彩倡导穿衣革命 徐跃之著 7-5442-2290-X 南海出版公司

妆出好运来:基因色彩倡导化妆革命 徐跃之著 7-5442-2291-8 南海出版公司

阿特密斯 (爱尔兰) 艾欧因·科弗 (Eoin Colfer) 著 7-5442-2293-4 南海出版公司

保姆日记
(美) 艾玛·麦罗琳 (Emma Mclaughlin) , 
(美) 尼可·柯罗丝 (Nicola Kraus) 著

7-5442-2302-7 南海出版公司

CCTV对话.3 中央电视台经济部《对话》栏目组[编] 7-5442-2322-1 南海出版公司

中国人的科学饮食 赵霖等著 7-5442-2324-8 南海出版公司

亲爱的老板:给上司的106封信 (美) 威廉·魏尔特 (William B.Werther) 
著

7-5442-2361-2 南海出版公司

亲子音乐DIY 李映慧著 7-5442-2392-2 南海出版公司

古典音乐欣赏,乐器篇 蒋理容著 7-5442-2406-6 南海出版公司

一分钟教师
(美) 斯宾塞·约翰逊 (Spencer Johnson), 

(美) 康斯坦斯·约翰逊 (Constance, 
Johnson)著

7-5442-2437-6 南海出版公司

赤道划破城市的脸:萌芽网上人气作品选 郭敬明等著 7-5442-2552-6 南海出版公司

梦游桃源图 (韩) 崔仁浩著 7-5442-2595-X 南海出版公司

怎样起英文名字 车宁薇, 邹红, 车宁涛编著 7-5442-2598-4 南海出版公司

赚钱哲学:从卖身还债到日本首富的人生传奇 (日) 系山英太郎著 7-5442-2625-5 南海出版公司

凶心人 那多著 7-5442-2654-9 南海出版公司

寂寞城市 韩晗著 7-5442-2671-9 南海出版公司

错位 (日) 林真理子著 7-5442-2676-X 南海出版公司

原因与结果法则 (英) 詹姆斯·埃伦著 7-5442-2817-7 南海出版公司

坏种子 那多著 7-5442-2849-5 南海出版公司

让我心疼的女子 高永著/图 7-5442-2876-2 南海出版公司

心理瘦身革命 (日) 岩月谦司著 7-5442-2880-0 南海出版公司



男人为什么觉得女人傻? (日) 岩月谦司著 7-5442-2897-5 南海出版公司

教宝宝正确学英语 李咏青著 7-5442-2961-0 南海出版公司

网友点播热门金曲吉他弹唱 任楠编配 7-5442-2984-X 南海出版公司

海浪的喧嚣:英美现代经典小说导读 刘新文, 陈讲运编著 7-5442-2999-8 南海出版公司

菊花香,终结篇 (韩) 金河仁著 7-5442-3027-9 南海出版公司

商之魔 要力勇著 7-5442-3101-1 南海出版公司

九九归一:中国亲情文化 许响洪著 7-5442-3102-X 南海出版公司

玻璃之城 挪威森林等编著 7-5442-3106-2 南海出版公司

旋转木马 挪威森林等著 7-5442-3107-0 南海出版公司

花事了 旭川著 7-5442-3108-9 南海出版公司

你为谁煮早餐:都市白领生活画卷 李中著 7-5442-3135-6 南海出版公司

世界之战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著
7-5442-3136-4 南海出版公司

爱琴海火焰 罗红玫著 7-5442-3202-6 南海出版公司

比爱更疼 比爱更暖 宁子著 7-5442-3203-4 南海出版公司

网友点播热门金曲吉他弹唱.2 任楠编配 7-5442-3206-9 南海出版公司

四城 艾成歌著 7-5442-3213-1 南海出版公司

卖票的疯人院 许明著 7-5442-3214-X 南海出版公司

“瞌睡虫”的状元之路:学习状元瑞丽的“懒
惰”学习法

(韩) 崔瑞丽著 7-5442-3225-5 南海出版公司

爱是一碗寂寞的汤 白夜著 7-5442-3233-6 南海出版公司

优秀是一种习惯:精英人物对话 旭川著 7-5442-3234-4 南海出版公司

飙尘 彭健著 7-5442-3241-7 南海出版公司

情到中年无觅处 小牵著 7-5442-3256-5 南海出版公司

后妈无畏 艾言著 7-5442-3278-6 南海出版公司

就在你身边 南别离著 7-5442-3324-3 南海出版公司

子午相交 范宇飞著 7-5442-3410-X 南海出版公司

妙笔飞花:经典转笔玩法20种 张春华, 徐利编著 7-5442-3446-0 南海出版公司

凯西定律:现金第一 (美) 艾尔·凯西 (Al Casey) 著 7-5443-0027-7 海南出版社

刘晓庆成名之谜 三毛驼著 7-5443-0047-1 海南出版社

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 方舟子著 7-5443-0048-X 海南出版社

邮购致富实用兵法 (美) 梅尔文·鲍尔斯 (Melvin Powers) 著 7-5443-0098-6 海南出版社

发现澳洲:库克船长和他的第一次划时代航行 (英) 彼德·奥顿 (Peter Aughton) 著 7-5443-0170-2 海南出版社



征服巴尔干 [美]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部著 7-5443-0197-4 海南出版社

行动 黄河浪编著 7-5443-0221-0 海南出版社

生殖系统疾病 王晓旭, 郑淑瑛主编 7-5443-0225-3 海南出版社

异形人:西方医学中的奇闻异事录 (美) 简·邦德森著 7-5443-0238-5 海南出版社

思维 黄河浪编著 7-5443-0277-6 海南出版社

MBA速成教程,投资计划 (美) 约翰·瓦格纳 (John Waggoner) 著 7-5443-0324-1 海南出版社

MBA速成教程,财务计划 (美) 爱德·麦卡西 (Ed McCarthy) 著 7-5443-0325-X 海南出版社

罗斯福与他身边的女性 朱磊著 7-5443-0350-0 海南出版社

3步说服术:说服人的三部法：为所欲为的文
雅艺术

(美) 吉恩·比德尔 (Gene Bedell) 著 7-5443-0357-8 海南出版社

私浴:长篇小说 赵凝著 7-5443-0393-4 海南出版社

重思管理的艺术 (美) 汤姆·莫里斯 (Tom Morris)[著] 7-5443-0405-1 海南出版社

美丽陷阱:一个闯入音乐圈女孩的真实故事 戴粼著 7-5443-0441-8 海南出版社

营销十诫:怎样拥有更多的顾客
(美) 迈克·T.波斯沃斯 (Michael 

T.Bosworth) 著
7-5443-0443-4 海南出版社

作家箴言录 (美) 威廉·戈登 (Willian A.Gordon) 主
编

7-5443-0445-0 海南出版社

化险为夷:野外生存急救手册 (美) 克里斯·麦克耐卜(Chris McNab) 著 7-5443-0447-7 海南出版社

走近法医学 甘建一, 朱金生编著 7-5443-0461-2 海南出版社

在托斯卡纳的太阳下:阳光·居所·休闲·美
食

(美) 弗朗西丝·梅耶斯 (Frances Mayes) 
著

7-5443-0463-9 海南出版社

甜美生活:阳光·居所·休闲·美食 (美) 弗朗西丝·梅耶斯 (Frances Mayes) 
著

7-5443-0464-7 海南出版社

46位大经济学家和36本名著
[德] 庇巴·尼格拉斯 (Nikolaus Piper), 
[德] 海兹·维夫赫德 (Wilfried Herz) 主

7-5443-0476-0 海南出版社

私的学问:私的哲学与它所构建的世界 谢跃著 7-5443-0488-4 海南出版社

孩子是个哲学家 (意) 皮耶罗·费鲁奇著 7-5443-0490-6 海南出版社

罗西与苹果酒 (英) 洛瑞·李 (Laurie Lee) 著 7-5443-0491-4 海南出版社

科学家箴言录
(美) 莱斯利·郝维兹 (Leslie Alan 

Horvitz) 著
7-5443-0600-3 海南出版社

婚恋百分百:保卫你的婚姻
(美) 霍华德·J.马克曼, (美) 斯科特·斯

坦利, (美) 苏珊·L.布隆伯格著
7-5443-0609-7 海南出版社

经理人箴言录 (美) 约翰·伍兹 (John Woods) 著 7-5443-0623-2 海南出版社

北大日记:1990-2000 朱家雄主编 7-5443-0624-0 海南出版社

抵抗衰老的秘诀:长期保持活力的20个青春秘
诀

新健康主义编辑群编著 7-5443-0641-0 海南出版社

要规模还是要利润:缔造两个世界500强的日
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论经营

龙兆著 7-5443-0669-0 海南出版社



福布斯最佳成功故事:12位商界高手如何直面
困境

(美) 艾伦·法罕姆 (Alan Farnham) 著 7-5443-0711-5 海南出版社

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 孔淑静著 7-5443-0725-5 海南出版社

财富基因 [英]胡润 (Rupert Hoogewerf), 陈宇华主
编

7-5443-0735-2 海南出版社

财富时刻 主编 (英) 胡润 (Rupert Hoogewerf), 唐
建光

7-5443-0752-2 海南出版社

财富品质 胡润 (Rupert Hoogewerf), 吕辛主编 7-5443-0753-0 海南出版社

领导行为与赢利能力:打破管理常规 创作无
限利润

(美) 莱思利·威尔克·伯莱克思克 (Leslie 
Wilk Braksick) 著

7-5443-0776-X 海南出版社

三峡：我们在路上，我们眺望故乡:[摄影集] 摄影 严平 7-5443-1063-9 海南出版社

做失败者不愿做的事:台湾卡内基之父黑幼龙
的成功智慧

黑幼龙著 7-5443-1079-5 海南出版社

商业创新思想:提升业绩的50种最佳解决方案 (美) 罗斯·贾伊 (Ros Jay) 著 7-5443-1101-5 海南出版社

我们配做父母吗？:反思人文素质教育 曾莉著 7-5443-1114-7 海南出版社

青少年野外生存指南 程国鑫编著 7-5443-1118-X 海南出版社

红磨坊:法兰西激情与夜的文化 谢强, 李平著 7-5443-1149-X 海南出版社

看什么看:一只假洋鬼子的趣眼穿过镜头看匆
忙变化中的中国

(美) 胡思华图并文 7-5443-1152-X 海南出版社

我和李敖一起骂:有其父更有其女 李文 (Hedy W. Lee) 口述 7-5443-1161-9 海南出版社

帕帕朗基:一个土著酋长关于现代人文明生活
的意见书

(德) 埃里希·索伊尔曼 (Erich 
Scheurmann) 

7-5443-1255-0 海南出版社

运动养生经 郭成主编 7-5443-1266-6 海南出版社

国际教育新理念 顾明远, 孟繁华主编 7-5443-1672-6 海南出版社

《新概念英语》学习参考.一,英语初阶 何宗礼, 吕志士译注 7-5600-0125-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新概念英语》学习参考.二,练习与进步 水世戴译注 7-5600-0126-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新概念英语》学习参考:培养技能(课文注
释·背景材料·参考译文).三

杜学增，李贺译注 7-5600-0127-0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新概念英语》学习参考:熟练掌握英语(课
文注释·背景材料·参考译文).四

吕志士，何宗礼译注 7-5600-0128-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热爱生活:外国著名短篇小说十篇 魏力行，杨毓文译注 7-5600-0137-8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紫竹.第二缉 张中载,钱兆明编译 7-5600-0157-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 张洁等著 7-5600-0158-0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二十世界英美短篇小说选.1 钱兆明编选 7-5600-0192-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语学习:1986年合订本 7-5600-0197-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伊索寓言:简易英汉对照 ( )斯普里格斯(Spriggs,Ruth)选编 7-5600-0291-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赴美英语指南:英汉对照 李　扬,李　沂等编 7-5600-0435-0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契约大令.上册,金发男魔 拉德鲁姆著 7-5600-0539-X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契约大令.下册,金发男魔 拉德鲁姆著 7-5600-0539-X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语听力教程.1,英语初级听力 何其莘等编 7-5600-0645-0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走遍美国.1 周奇勋主持改编 7-5600-0685-X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走遍美国.2 周奇勋主持改编 7-5600-0685-X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维克多英语.1 7-5600-0831-3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维克多英语.2 7-5600-0831-3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维克多英语.3 7-5600-0831-3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维克多英语辅导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 7-5600-0833-X 编者

《走遍美国》辅导 夏祖煃, 邹为诚编 7-5600-0997-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朗文外研社新概念英语:新版.3,培养技能 (英)亚历山大(L.G.Alexander)，何其莘编著 7-5600-1348-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英语等级考试大纲 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编 7-5600-1532-8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朗文外研社新概念英语(新版)练习册.3,培养
技能

(英) 亚历山大 (L.G.Alexander), (英) 金
斯伯里, 何其莘编著

7-5600-2482-3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新视野大学英语.1,综合训练 总主编 郑树棠 7-5600-2509-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突破英文词汇22000 刘毅编著 7-5600-3991-X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文化掠影 丁往道著 7-5600-6151-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美语听力理解:《美国英语听力教程》自学指
南

杨俊峰等编 7-5601-0801-6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编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指南 卓如飞,张彤华主编 7-5601-0908-X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编党校党课十讲 唐锁庚等主编 7-5601-1373-7 吉林大学出版社

英语同义词词典 主编 姜莉萍, 邰茂森 7-5601-2409-7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人物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人生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友情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命运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家庭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小事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师生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心灵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情境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情感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故事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智慧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校园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爱情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父母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生活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社会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童年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花季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青春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529-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0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1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2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3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4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5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6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7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8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9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2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20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21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22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23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24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3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4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5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6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7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8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9 总编 李乡状 7-5601-261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数学学习策略 郭民, 卢秀双著 7-5601-2721-5 吉林大学出版社



英语学习策略 赵义泉, 武英杰著 7-5601-2721-5 吉林大学出版社

语文学习策略 王立, 吴迪著 7-5601-2721-5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如何战胜挫折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如何提高领导能力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世界名人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世界名著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世界文学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中国名人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二战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商务礼仪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影响世界百件大事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法律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科学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西方国家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西方失败帝王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西方成功帝王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必知的财务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人
的读书技巧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女
性成功必读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应
具备的社交能力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应
具备的管理能力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应
有的辩论说服能力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提
高写作能力技巧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提
高办事能力技巧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提
高演讲能力技巧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青年高素质综合能力训练教程,青年要
懂得的艺术欣赏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本原 (英) 米歇尔著 7-5601-2845-9 吉林大学出版社

人生的体会
(印度)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著

7-5601-2845-9 吉林大学出版社

冲突的理由 (英) 罗素 (Bertrand Russell) 著 7-5601-2845-9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君主论 (意) 尼科洛·马其雅维里著 7-5601-2845-9 吉林大学出版社

哲学评论 (法) 莫里斯·梅洛著 7-5601-2845-9 吉林大学出版社

实践哲学 (法) 基尔·德勒斯著 7-5601-2845-9 吉林大学出版社

最后的思考 (法) 彭加勒 (Henri Poincare) 著 7-5601-2845-9 吉林大学出版社

认识论 (瑞士) 让·皮亚杰著 7-5601-2845-9 吉林大学出版社

论使命 (德) 费希特 (Jvhann Gottlieb Fichte) 
著

7-5601-2845-9 吉林大学出版社

论自由 (英) 约翰·密尔 (John Stuart Mill) 著 7-5601-2845-9 吉林大学出版社

道德哲学 (英) 亚当·弗格森著 7-5601-2845-9 吉林大学出版社

道德研究 (英) 休谟 (David Hume) 著 7-5601-2845-9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万事由来.A卷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万事由来.B卷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与青春对话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之最.A卷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之最.B卷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之最.C卷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大事件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科普类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科普类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科普类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科普类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科普类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科普类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科普类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生知识读本,科普类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人体的奥秘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动物趣谈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历史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发现之旅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名人演讲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名家散文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名家美文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名家随笔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名著导读.A卷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名著导读.B卷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名著导读.C卷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地球趣谈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奇闻趣事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奥林匹克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影视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思想家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感悟真爱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政治军事家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学家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植物趣谈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武器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生命与科学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生活故事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电脑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科学家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科技与军事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绘画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美好心灵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自然之谜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艺术家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身体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远古文明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音乐知识 刘宝恒主编 7-5601-2846-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元首传,非洲卷、亚洲卷 刘宝恒编著 7-5601-2847-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元首传,非洲卷、欧洲卷 刘宝恒编著 7-5601-2847-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元首传.1,亚洲卷 刘宝恒编著 7-5601-2847-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元首传.1,欧洲卷 刘宝恒编著 7-5601-2847-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元首传.1,美洲卷 刘宝恒编著 7-5601-2847-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元首传.1,非洲卷 刘宝恒编著 7-5601-2847-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元首传.2,亚洲卷 刘宝恒编著 7-5601-2847-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元首传.2,欧洲卷 刘宝恒编著 7-5601-2847-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元首传.2,美洲卷 刘宝恒编著 7-5601-2847-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元首传.3,欧洲卷 刘宝恒编著 7-5601-2847-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冷眼看世界 (奥) 卡夫卡著 7-5601-2855-6 吉林大学出版社

培根论人生 (英) 弗兰西斯·培根著 7-5601-2855-6 吉林大学出版社

思想札记 (奥) 维特斯根坦著 7-5601-2855-6 吉林大学出版社

沉思录 (古罗马) 马克·奥勒著 7-5601-2855-6 吉林大学出版社

爱默生随笔 (美) R.M爱默生著 7-5601-2855-6 吉林大学出版社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梭罗著 7-5601-2855-6 吉林大学出版社

生活的智慧 (法) 安德烈·莫洛亚著 7-5601-2855-6 吉林大学出版社

精神的超越 (古罗马) 马尔库斯[等]著 7-5601-2855-6 吉林大学出版社

论生活的价值 (古罗马) 吕齐马斯著 7-5601-2855-6 吉林大学出版社

资本与理性 (德) 马克斯·韦伯著 7-5601-2855-6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个性的树立:展示形象的魅力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习惯的打造:确定前进的依靠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人际的运用:凝聚核心的关系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创业的成功:构建事业的平台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创新的思考:打破常规的束缚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发展的潜力:寻找成功的自助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品质的修养:贯穿人格的力量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困难的克服:借助外力的推动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工作的抉择:把握行业的趋势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弱点的转换:超越自身的局限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心态的锻炼:发挥内在的动力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成长的目标:规划人生的方位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生存的竞争:凸现自我的激励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生活的幸福:体验完美的境界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礼仪的规范:公关遵循的礼节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精力的集中:执着追求的专注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职场的定位:突出兴趣的优势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行动的作为:争取胜利的态势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语言的力度:消除阻碍的沟通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财富的积累:奠定发展的基础 罗哈德主编 7-5601-2857-2 吉林大学出版社

人类的知识.上 (英) 罗素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人类的知识.下 (英) 罗素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希腊思想 (德) 汉密尔顿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思想录.上 (法) 帕斯卡尔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思想录.下 (法) 帕斯卡尔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思想的锋芒.上 (美) 布尔迪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思想的锋芒.下 (美) 布尔迪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探询历史 (美) 纳斯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文化哲学·哲学知识 (德) 卡西尔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美学 (德)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西方哲学史.上 (英) 罗素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西方哲学史.下 (英) 罗素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西方哲学史.中 (英) 罗素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道德情操论 (英) 亚当·斯密著 7-5601-2858-0 吉林音像出版社

俏皮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健康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奇闻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姓名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幽默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性格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星座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格言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歇后语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生肖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笑话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血型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谚语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谜语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赠言宝典 张文果主编 7-5601-28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话说中国千古风云,三国 两晋 南北朝(公元
220—公元589)

陈伯主编 7-5601-2884-X 吉林大学出版社

话说中国千古风云,先秦时期(约800万年前—
前221)

陈伯主编 7-5601-2884-X 吉林大学出版社

话说中国千古风云,宋元时期(公元960—公元
1368)

陈伯主编 7-5601-2884-X 吉林大学出版社

话说中国千古风云,明清时期(公元1368—公
元1911)

陈伯主编 7-5601-2884-X 吉林大学出版社

话说中国千古风云,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
元220)

陈伯主编 7-5601-2884-X 吉林大学出版社

话说中国千古风云,隋唐五代十国(公元589—
公元960)

陈伯主编 7-5601-2884-X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事咏叹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亲情独白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人生点滴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友情对白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学生时代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小事物语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年轻思绪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幸福回味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往事回味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心灵倾诉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情感真谛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成长心声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爱情小语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生命感悟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生活百味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童年趣事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纯情丝语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花季年华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豆蔻心语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青春有约 读者俱乐部主编 7-5601-2886-6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全国高校毕业生思想教育经验选编 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司编 7-5602-0019-2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语常用词用法手册 李森贻编著 7-5602-0094-X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铸造师魂 陶冶师德 培训师能:教育系统工程
建设与研究

宋嗣廉等主编 7-5602-1857-1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光之骄子:马祖光 国防科工委办公厅等编 7-5603-2084-8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公关写作:方法·技巧·范例 张冠华编著 7-5604-1720-5 西北大学出版社

美容美发培训教程 贝思德教育机构编著 7-5604-1797-3 西北大学出版社

人生关系学:决定你一生命运的八大关系 和仁著 7-5604-1881-3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东方古国的礼仪文明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体例完备的古代哲学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光耀世界的科学名家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克敌制胜的军事宝典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分分合合的历代王朝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动人心魄的中国雕塑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完善周密的军制军法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尊师重教的古代教育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影响深远的文学名著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悠久辉煌的戏剧艺术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探索时空的天文历法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独树一帜的东方绘画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百花齐放的古代舞蹈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笔走龙蛇的书法艺术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约定俗成的民风民俗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辉煌夺目的中国文学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面向世界的文明古国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鬼斧神工的古代建筑 李穆文主编 7-5604-2154-7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建筑史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思想史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戏剧史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教育史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史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明之谜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绘画史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舞蹈史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雕塑史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音乐史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亚非文明奇迹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印第安文明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古印度文明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古埃及文明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古希腊文明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古罗马文明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工艺美术史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巴比伦文明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希伯莱文明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拜占延文明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欧美文明奇迹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科学大发现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科技大发明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阿拉伯文明 李穆文编著 7-5604-2155-5 西北大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上册 吴百诗主编 7-5605-0679-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下册 吴百诗主编 7-5605-0680-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组成 赵佩华主编 7-5606-0959-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微生物实验技术 白毓谦等编著 7-5607-0005-5 山东大学出版社

成才与堕落 王国华，刘兆礼主编 7-5607-0011-X 山东大学出版社

眷恋 (英)斯格特(P.Scott)著 7-5607-0135-3 山东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实用技巧 展庆芳,李坤杰编著 7-5607-0142-6 山东大学出版社

医学化验临床意义及数据 高少毅，唐国强著 7-5607-0703-3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全科医学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728-X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眼科学与耳鼻咽
喉科学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731-X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精神病学与心理
治疗学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732-8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口腔医学技术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733-6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上册,护理学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738-7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下册,护理学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738-7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上册,影像医学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745-X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下册,影像医学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745-X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麻醉学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747-6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儿科学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748-4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皮肤与性病学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750-6 山东大学出版社

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 (英) 克里斯托弗·卢茨主编 7-5607-2904-5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心电学技术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938-X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肿瘤放射治疗技
术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编写 7-5607-2939-8 山东大学出版社

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英语试题汇编.1980-
1987

上海市高校招生办公室编 7-5608-0024-6 同济大学出版社

杨式太极拳教法练法 傅钟文,傅声远编著 7-5608-0333-4 同济大学出版社

肠道感染 骆成榆等编著 7-5608-0433-0 同济大学出版社

物理学概念纲要与习题集 (苏)契尔朵夫,(苏)伏罗别耶夫编 7-5608-0831-X 同济大学出版社

肝炎血清标志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章华础，肖祥熊编 7-5608-0852-2 同济大学出版社

实用整容手术学 王高松编著 7-5608-1132-5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畸形 陈振华主编译 7-5608-1593-6 同济大学出版社

新婚心语 徐声汉, 唐慧琴编著 7-5608-2340-8 同济大学出版社

性心理咨询 陆峥主编 7-5608-2370-X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国胆固醇教育计划全国培训教材 中国胆固醇教育计划教材编写委员会编 7-5608-2834-5 同济大学出版社

演说的技巧与艺术 黄士基,编著 7-5609-0101-8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指南:研究生入学英语考
试,EPT和FCE(英)试题难点分析

顾南华编著 7-5609-0234-0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俄民间交易常用语500句:汉俄对照 汉字注
音

王绍武等编著 7-5609-0797-0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二卷 本书编委会编 7-5609-1678-3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三卷 本书编委会编 7-5609-1968-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4卷 本书编委会[编] 7-5609-2253-8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五卷 本书编委会编 7-5609-2505-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医学伦理学 卢启华，邹从清，阮丽萍主编 7-5609-3705-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文艺美学辞典 王向峰主编 7-5610-0039-1 辽宁大学出版社

晚霜 朱秀娟著 7-5610-0305-6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键时刻的决策:形势教育辅导读本 蒋冠庄主编 7-5610-0493-1 辽宁大学出版社

文科英语 范 岳主编 7-5610-1446-5 辽宁大学出版社

医学英语 王琔主编 7-5610-1456-2 辽宁大学出版社

科技保密工作手册 国家科技保密办公室,国家保密局法规处编 7-5610-3081-9 辽宁大学出版社

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与结构布局
的研究报告

主编 邓晓春 7-5610-3944-1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围产期保健与新生儿喂养 洪家铁, 谷秀娟主编 7-5610-4503-4 辽宁大学出版社

企业电视业的经营与管理 李德华, 王国巨, 张建编著 7-5610-4935-8 辽宁大学出版社

技术开发原理与方法 林康义等编著 7-5611-0000-0 大连工学院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基础学习纲要 鲁德隆,王国荣主编 7-5611-0291-7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情报检索BASIC程序设计 东雪琴编译 7-5612-0321-7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新编图形图像操作教程 本书编委会编 7-5612-1611-4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药理学导教·导学·导考:人卫·第5版 主编徐彭 7-5612-2011-1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内科学导教·导学·导考:人卫·第6版 张卫华，龚向京主编 7-5612-2012-X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内科学导教·导学·导考 张卫华,龚向京主编 7-5612-2012-X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外科学导教·导学·导考:人卫·第6版 李卫国，赵文主编 7-5612-2013-8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药剂学导教·导学·导考:人卫·第5版 胡志方, 郭慧玲, 胡律江编 7-5612-2014-6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生理学导教·导学·导考:人卫·第6版 主编王建红 7-5612-2015-4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眼界大开:黑白世界的奇异图像.NO,1 王健健编著 7-5613-2103-1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眼界大开:黑白世界的奇异图像.NO,2 王健健编著 7-5613-2103-1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常德9·1大案纪实:渝湘鄂系列持枪抢劫杀人
血案

陈惕编著 7-5613-2111-2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高层智囊:影响当今中国发展进程的人.
五

张晓霞著 7-5613-2181-3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哥哥的半生:张国荣纪念特辑 双城编著 7-5613-2424-3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领2002 主编 王永飚 7-5613-2464-2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张笑天等编剧 7-5613-2951-2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深井 鲍广仁著 7-5613-2983-0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健康晴雨表:健康生活的艺术 (德) 哈德玛·班克霍弗尔著 7-5613-3034-0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健康全书 (德) 西格弗里德·梅林著 7-5613-3209-2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家庭急救医学图典 (日) 溝田弘, 水鳩昇著 7-5613-3234-3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办公室圣经:如何在工作中施展才智
(美) 帕特里夏·莫纳甘 (Patricia 

Managhan) 著
7-5613-3252-1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财富:百万富翁的致富哲学 (美) 沃勒斯·华莱士著 7-5613-3508-3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学习指导.上册 邓达泉,史家健编 7-5614-0020-9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学习指导.下册 邓达泉,史家健编 7-5614-0021-7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导读.上册 饶昌忠,罗芳松编 7-5614-0022-5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导读.中册 饶昌忠,罗芳松编 7-5614-0023-3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导读.下册 饶昌忠,罗芳松编 7-5614-0024-1 四川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教程 张洪渊主编 7-5614-0050-0 四川大学出版社

青年社会心理学 祝小宁等编著 7-5614-0093-4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酒趣 刘友金编著 7-5614-1942-2 四川大学出版社

布金满地:神秘的峨眉山佛门传奇与揭秘.第
一部

徐杉著 7-5614-2540-6 四川大学出版社

创造职业生命奇迹 主编 陶柏余 7-5614-2788-3 四川大学出版社

妇科诊疗秘要 李呈瑞著 7-5615-0007-6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际行销 编著吴景胜 7-5615-2257-6 厦门大学出版社

论强者:强者的诞生 (美)詹姆斯著 7-5616-0179-4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现代仪器联用分析 张志荣等编著 7-5616-0446-7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用大学英语全国四级统考自测,CET——4 唐树成等编 7-5616-0574-9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怎样当好馆长:现代图书馆改革与科学管理 重庆图书馆编 7-5616-1068-8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名犬训养 龚宇编著 7-5616-2100-0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上册 钱谷融，吴宏聪主编 7-5617-0009-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语听力入门:A comprehensive listening 
course.第一册

张民伦等编 7-5617-0018-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语听力入门.第三册 张民伦等编 7-5617-0020-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语听力入门.第二册 张民伦等编 7-5617-0023-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乐山主编 7-5617-3909-5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分析化学实验微机实用程序 赵桂英，刘金堂编著 7-5618-0139-4 天津大学出版社

人体生命数字信息手印.第一辑 石凤芝著 7-5618-0157-2 天津大学出版社

中国按摩大全 张有 主编 7-5618-0242-0 天津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数据库技术基础及
FOXBASE+

金朝崇, 李宗耀, 田春雨编著 7-5618-0456-3 天津大学出版社

应用数学基础.上册 熊洪允, 曾绍标, 毛云英编著 7-5618-0684-1 天津大学社

应用数学基础.下册 熊洪允, 曾绍标, 毛云英编著 7-5618-0684-1 天津大学社

铁艺家具.2,书架 梳妆台 床 灯具 花架 衣
架

主编 黄耀成, 孙毅 7-5618-0760-0 天津大学出版社

市场行情分析:理论、方法及操作 主编 万成林 7-5618-0850-X 天津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主编 元凤江 7-5618-0878-X 天津大学出版社

最优化方法 解可新, 韩立兴, 林友联[编] 7-5618-0940-9 天津大学出版社

英语故事会.3 贾柱立主编 7-5618-1122-5 天津大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概论 霍炳海 ... [等编] 7-5618-1275-2 天津大学出版社

赴加拿大留学、移民、工作模拟面试指导 主编 田耀, (加) Jim Hoyle 7-5618-1611-1 天津大学出版社

21世纪大学英语最新同步辅导.第一册 主编 王德筑, 李艳玲 7-5618-1681-2 天津大学出版社

日语阅读精选.4 周国明, 周鑫译著 7-5618-1754-1 天津大学出版社

冯建逵绘画集 [冯建逵绘] 7-5618-2117-4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国留学便览
国家教委出国人员北京集训部, 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北京咨询处编
7-5619-0092-2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员教育手册 傅西路主编 7-5620-0182-0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党课参考读本 李任仕等著 7-5620-0351-3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大纲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导用书》编辑委
员会

7-5620-1306-3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南.上 中国律师资格考试中心审定 7-5620-1307-1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南.下 中国律师资格考试中心审定 7-5620-1307-1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上 中国律师资格考试中心审定 7-5620-1308-X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下 中国律师资格考试中心审定 7-5620-1308-X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焦点访谈,经济卷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 7-5620-1825-1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焦点访谈,文化卷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著 7-5620-1826-X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商法学 覃有土主编 7-5620-1929-0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知识产权法教程 主编 黄勤南 7-5620-2026-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国际民事诉讼和商事仲裁 主编 杜新丽 7-5620-2737-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人体生物节律速查手册:兼万年阴阳历 王远洪等编著 7-5621-0762-9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电脑报2001年合订本 (上册) 电脑报编辑部编 7-5621-2610-0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电脑报2001年合订本 (下册) 电脑报编辑部编 7-5621-2610-0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学论概说 陈光莲编著 7-5622-0003-3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成功创业新思维 彼·海洋著 7-5622-2849-3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别和青春期的孩子较劲 关承华著 7-5622-3150-8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印象 陈平原著 7-5622-3298-9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谎言长着红耳朵 (德) 莱内尔·埃尔林格著 7-5622-3352-7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复读走进北大清华,复读心路篇 齐景泉主编 7-5622-3419-1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诚信助你成功:大学生诚信建设读本 李春秋, 贾淑斌, 王保江主编 7-5623-2211-2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医用生物数学 曾照芳主编 7-5624-0248-5 重庆大学出版社

小儿腹泻良方 罗民昌编 7-5624-0251-5 重庆大学出版社

分析仪器 张达英主编 7-5624-0270-1 重庆大学出版社

循环与呼吸系统中的物质传输 (美)李仁师(Lee,J.S.)等著 7-5624-0432-1 重庆大学出版社

生物医学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彭承琳主编 7-5624-0455-0 重庆大学出版社

唐氏快速根除痔疮术 唐维礼,何世维著 7-5624-0470-4 重庆大学出版社

实用内科急救手册 张生理主编 7-5624-0635-9 重庆大学出版社

医学应用生物数学 曾照芳,赵恩昌主编 7-5624-0927-7 重庆大学出版社

生物钟与人体潜力 罗　云等编著 7-5625-0047-9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医学科技文献检索 欧阳兆明主编 7-5625-0359-1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中国后勤改革与发展:2000年～2001年.第四
集

余用哲主编 7-5626-1118-1 国防大学出版社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军事与国防建设 主编 朱松山, 张振江 7-5626-1126-2 国防大学出版社

筑牢新世纪的钢铁长城:国防教育青年读本 主编 袁金生 7-5626-1195-5 国防大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理论教程 主编 余高达 7-5626-1240-4 国防大学出版社

天使还是魔鬼:科技发展对21世纪初世界主要
国家和地区安全战略的影响

苏林波著 7-5626-1302-8 国防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多选题题解 刘秉文,冯宗忱主编 7-5627-0008-7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眼科学 郭秉宽主编 7-5627-0009-5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理学 何菊人,陈子彬主编 7-5627-0010-9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理学 何菊人,陈子彬主编 7-5627-0010-9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医德史 何兆雄主编 7-5627-0011-7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外医学教育史 朱　潮等编 7-5627-0012-5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蝶窦与垂体瘤:经蝶窦垂体瘤切除手术 陆书昌等主编 7-5627-0017-2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活血化瘀文摘专集:1949-1986 唐文华主编 7-5627-0018-4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活血化瘀文摘专集:1949-1986 唐文华主编 7-5627-0018-4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徐俊冕编写 7-5627-0029-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会医学 顾杏元,龚幼龙主编 7-5627-0032-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用分子遗传学 宋后燕,朱运松主编 7-5627-0034-6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介入放射学 陈星荣等主编 7-5627-0037-0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心理医学 忻志鹏主编 7-5627-0042-7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生心理学 霍仲厚等编著 7-5627-0043-5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世界药物指南
国家医药管理局医药工业情报中心站,国际医

药服务公司编
7-5627-0065-6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肿瘤放射治疗增敏药物的研究与应用 郑秀龙,金一尊主编 7-5627-0067-3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神经生物学 许绍芬主编 7-5627-0068-0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用统计方法 金丕焕主编 7-5627-0071-0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癌基因 ( )皮门特尔(Pimentei,E.)著 7-5627-0074-5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直肠癌 (法)杜布瓦(Dubois,J.B.)等著 7-5627-0077-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微生物学 闻玉梅,陆德源主编 7-5627-0078-8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药物动力学 奚念朱主编 7-5627-0079-6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传染病学 戴自英, 7-5627-0080-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 王永铭,李 端主编 7-5627-0083-4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原发性肝癌的研究与进展 汤钊猷,杨秉辉主编 7-5627-0086-9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皮肤病学 杨国亮主编 7-5627-0090-7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流行病学论文集.1 朱世能,林果为主编 7-5627-0091-5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 陈秀珍,左 褐鞅 7-5627-0094-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毒性心肌炎 杨英珍主编 7-5627-0098-2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运动医学 范振华,浦钧宗主编 7-5627-0100-8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心脏病学 (美)索科洛夫(Sokolov,Maurice)等著 7-5627-0107-5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血液病学 丁训杰等主编 7-5627-0118-0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基础免疫学 林飞卿等主编 7-5627-0121-0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多选题题解:附名词解释题和问答
题

尢家骴主编 7-5627-0122-9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健康教育学 黄敬亨主编 7-5627-0131-8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健康教育学 黄敬亨主编 7-5627-0131-8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习题集 费敬文主编 7-5627-0132-6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疾病数据的管理和分析:Epi Info软件使用手
册(5.00版本)

(美)迪 安(Dean,A.G.)等编著 7-5627-0134-2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臂丛神经损伤与疾病的诊治 顾玉东著 7-5627-0136-9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袖珍手册,皮肤科 王侠生主编 7-5627-0139-3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袖珍手册,内科 戴瑞鸿主编 7-5627-0141-5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近代仪器分析基础与方法 陆明廉,张叔良主编 7-5627-0143-1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妇科肿瘤学 张惜阴主编 7-5627-0144-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红眼病) 吴家驹主编 7-5627-0150-4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标准骨龄及应用:顾氏图谱 顾光宁,吴晓钟著 7-5627-0156-3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眼的解剖组织学及其临床应用 倪 迿编著 7-5627-0158-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人口学 高尔生主编 7-5627-0161-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外医学教育比较 梅人朗主编 7-5627-0174-1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血管内皮细胞与疾病 盛民立主编 7-5627-0176-8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及其类似物在妇产科的
应用

陆湘云主编 7-5627-0184-9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经颅多普勒检测与临床 顾慎为编著 7-5627-0188-1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神经病学精神医学多选题 秦震,施慎逊主编 7-5627-0208-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外科学多选题 张延龄主编 7-5627-0217-9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儿科学多选题 孙道开,郭怡清编写 7-5627-0221-7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多选题及题解 张 维等主编 7-5627-0223-3 上海医科大学社

内科学考题解 王盛宗,陈淑英主编 7-5627-0225-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创伤医疗急救规程 陈 铮主编 7-5627-0228-4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多选题 张惜阴主编 7-5627-0229-2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预防医学 邵靖方,严启之主编 7-5627-0230-6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传染病学多选题 石尧忠等编著 7-5627-0241-4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科学多选题 戴瑞鸿,林果为主编 7-5627-0252-7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职业病临床指南 王培安等主编 7-5627-0255-1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治疗学 丁训杰主编 7-5627-0264-0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耳鼻咽喉科学 王正敏主编 7-5627-0267-5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中医内分泌病学 谌剑飞主编 7-5627-0268-3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皮肤病学 杨国亮,王侠生主编 7-5627-0284-5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手的修复与再造 顾玉东著 7-5627-0287-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目标教学习题精选 费敬文主编 7-5627-0319-1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近视眼 汪芳润编著 7-5627-0321-3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毒肿瘤学 孔宪寿等主编 7-5627-0323-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胸部颈面部CT 周康荣主编 7-5627-0328-0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肺部感染性疾病 何礼贤主编 7-5627-0329-9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行为医学概论 谢启文主编 7-5627-0330-2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基础实验指导 蒋伟宏等主编 7-5627-0361-2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习题和题解 成令忠主编 7-5627-0377-9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 马世民主编 7-5627-0420-1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腹部介入放射学 王建华等主编 7-5627-0435-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病理组织与免疫组化诊断学 陈尚采，孙曼罗编著 7-5627-0446-5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骨科康复医学 范振华主编 7-5627-0483-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英汉汉英生理学词汇 主编 陈国治 7-5627-0496-1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乳腺病理学 许良中主编 7-5627-0498-8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病理生理学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编 7-5627-0516-X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不合理用药 主编 杨毓瑛, 章正绪, 曹克陞 7-5627-0548-8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卫生研究中样本含量的确定 (美)Stantly Lemeshow等著 7-5627-0611-5 复旦大学出版社

癌症化学治疗的毒副反应及其处理 韩少良，邵永孚编著 7-5627-0619-0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Internet新进展及医学信息应用 徐一新等主编 7-5627-0669-7 复旦大学出版社

让你的孩子瘦下来 赵家新等主编 7-5628-1481-3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模拟试题集 程中锐等主编 7-5630-0120-4 河海大学出版社

防癌抗癌吃什么 黄衍强等编著 7-5630-1149-8 河海大学出版社

糖尿病患者吃什么 张伟 ... [等] 编著 7-5630-1366-0 河海大学出版社

高血压病患者吃什么 杨家强 ... [等] 编著 7-5630-1370-9 河海大学出版社

癌症患者吃什么 薛林[等]编著 7-5630-1419-5 河海大学出版社

骨质疏松症患者吃什么 马勇[等]编著 7-5630-1422-5 河海大学出版社

妇女病患者吃什么 顾荣霞等编著 7-5630-1424-1 河海大学出版社

冠心病患者吃什么 鞠兴荣等编著 7-5630-1463-2 河海大学出版社

肝病患者吃什么 薛博瑜等编著 7-5630-1464-0 河海大学出版社

中风患者吃什么 樊蓥等编著 7-5630-1465-9 河海大学出版社

不孕不育患者吃什么 胥京生 ... [等] 编著 7-5630-1466-7 河海大学出版社

痔疮患者吃什么 侍忠等编著 7-5630-1646-5 河海大学出版社

吃得放心:饮食安全策略 黄建民, 徐安全编著 7-5630-1793-3 河海大学出版社

考试英语语法 朱　垲编著 7-5632-0002-9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

气化论讲评 王世冬,王丹冰著 7-5632-0819-4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

文科毕业论文写作指导 李维国, 梁邻德著 7-5633-0121-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赢利性顾客:如何确认、发展和保留他们 (英) 查尔斯·威尔逊 (Charles Wilson) 著 7-5633-3642-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球企业管理:信息时代的全球竞争 (美) J.C.伦蒂亚兹 (J.C.Leontiades) 著 7-5633-3689-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下一个伟大的思想: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管理 (美) 卡罗尔·肯尼迪 (Carol Kennedy) 著 7-5633-3782-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财产的神话:走向平等主义的所有权理论 (美) 克里斯特曼 (John Christman) 著 7-5633-4584-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系统视野与宇宙人生 陈天机等主编 7-5633-4596-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研究性学习指导,项目(活动)设计 周庆林著 7-5633-4984-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 何帆著 7-5633-5052-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灵居所:从冰岛到希腊的完美旅程 程萌著 7-5633-5294-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七曜日 匡匡著 7-5633-5295-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艾滋病调查:The investigation of 
AIDS in China

高耀洁著 7-5633-5317-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丽颠峰:走遍欧洲时尚圣地 程萌著 7-5633-5319-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七剑·漫画·序章 道大漫画工作室编绘 7-5633-5529-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氐与羌 马长寿著 756335992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南凉与西秦 周伟洲著 756335993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汉赵国史 周伟洲著 756335994X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吐谷浑史 周伟洲著 756336044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乌恒与鲜卑 马长寿著 756336045X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56336339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瓦剌史 白翠琴著 756336348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慧语大全 吴绍釚，元大非主编 7-5634-0275-6 延边大学出版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问
题解答

赵有田,张维璞主编 7-5634-0504-6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1,出生前至新生儿期
的营养健康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10,青春期性教育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11,青少年营养缺乏
症状及食疗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12,青少年营养搭配
与注意事项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13,青少年行为习惯
与健康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14,青少年运动与健
康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15,青少年心理健康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16,青少年生理健康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17,青少年营养与健
康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18,青少年饮食健康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19,青少年营养食谱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2,婴幼儿期的营养健
康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20,青少年营养健康
知识小百科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3,学龄前期的营养健
康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4,学龄期的营养健康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5,少年时期身体发育
与健康饮食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6,青春期心理健康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7,青春期运动与健康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8,青春期健康与饮食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健康新顾问.9,青春期保健 李乡茁, 李秀梅, 姜微主编 7-5634-1461-4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一封家书:写作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傻瓜学话:听说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减灶诱敌:军事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凶手是谁:谜语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分屁:语音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别字文人:文字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吹牛比赛:听说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夫妻斗联:对联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如火如茶:词语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孙庞斗智:历史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宝来作诗:诗词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对联择婿:对联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巧断遗书:标点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康熙除奸:历史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张飞买肉:谜语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弥天大谎:听说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愚人买鞋:修辞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手跑大赛:体育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智过吊桥:谜语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智退敌兵:军事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李谟吹笛:音乐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果戈里焚稿:写作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毛遂自荐:听说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沙漠闪电:军事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洛阳纸贵:词语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深山画虎:美术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滥竽充数:词语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火牛阵:军事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父子对诗:诗词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牛皮大王:听说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猜谜招亲:谜语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球王贝利:体育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田主见鸡:修辞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目不识丁:文字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罗丹塑像:美术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联刺贪官:对联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肖邦谱曲:音乐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警枕苦读:阅读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讲字比人:文字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诗讽贪官:诗词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读书奇遇:阅读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足球风暴:体育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金山画竹:美术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金田起义:历史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错改春联:对联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风流诗案:诗词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飞笔成字:写作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香菱做诗:写作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高山流水:音乐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02-1 延边大学出版社

巧布方阵:数学故事 袁伟华主编 7-5634-1654-4 延边大学出版社

用人:让自己气定神闲的铁律 冯显宗, 富永刚著 7-5634-1833-4 延边大学出版社

我的爱:[卡通画册].1 (韩) 严在庆文 7-5634-1842-3 延边大学出版社



我的爱:[卡通画册].2 (韩) 严在庆文 7-5634-1842-3 延边大学出版社

我的爱:[卡通画册].3 (韩) 严在庆文 7-5634-1842-3 延边大学出版社

我的爱:[卡通画册].4 (韩) 严在庆文 7-5634-1842-3 延边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版.A卷,中外历史 主编 黄勇, 张景丽, 金昌海 7-5634-2020-7 延边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版.A卷,中外文学 主编 黄勇, 张景丽, 金昌海 7-5634-2020-7 延边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版.A卷,书画乐舞 主编 黄勇, 张景丽, 金昌海 7-5634-2020-7 延边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版.A卷,军事体育 主编 黄勇, 张景丽, 金昌海 7-5634-2020-7 延边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版.A卷,哲学宗教 主编 黄勇, 张景丽, 金昌海 7-5634-2020-7 延边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版.A卷,政治法律 主编 黄勇, 张景丽, 金昌海 7-5634-2020-7 延边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版.A卷,社会民族 主编 黄勇, 张景丽, 金昌海 7-5634-2020-7 延边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版.A卷,经济教育 主编 黄勇, 张景丽, 金昌海 7-5634-2020-7 延边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版.A卷,考古文博 主编 黄勇, 张景丽, 金昌海 7-5634-2020-7 延边大学出版社

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版.A卷,语言文字 主编 黄勇, 张景丽, 金昌海 7-5634-2020-7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书法 王振华编 7-5634-2073-8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体育 王振华编 7-5634-2073-8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影视 王振华编 7-5634-2073-8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戏剧曲艺 王振华编 7-5634-2073-8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文学 王振华编 7-5634-2073-8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科技 王振华编 7-5634-2073-8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绘画 王振华编 7-5634-2073-8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舞蹈 王振华编 7-5634-2073-8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雕塑摄影 王振华编 7-5634-2073-8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音乐 王振华编 7-5634-2073-8 延边大学出版社

解读中医 张凤云 主编 7563420940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书法艺术 张凤云主编 7-5634-2094-0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 张凤云主编 7-5634-2094-0 延边大学出版社

品味中国茶 张凤云主编 7-5634-2094-0 延边大学出版社

品读中国戏曲 张凤云主编 7-5634-2094-0 延边大学出版社

解读中医 张凤云主编 7-5634-2094-0 延边大学出版社

解读中国姓氏 张凤云主编 7-5634-2094-0 延边大学出版社

当代城乡应用文写作大全 宏博编著 7-5634-2126-2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一卷,大禹 商汤 吕望 
姬旦

姚家余主编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七卷,周勃 陆贾 刘恒 
晁错

姚家余主编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三卷,子产 晏婴 赵雍 
李悝

姚家余主编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九卷,刘秀 班超 邓绥 
曹操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二十一卷,张居正 李自
成 努尔哈赤 皇太极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二十三卷,雍正 乾隆 
林则徐 曾国藩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二十二卷,孝庄太后 多
尔衮 康熙 年羹尧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二十五卷,奕 张之洞 
曾纪泽 康有为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二十卷,杨士奇 况钟 
于谦 徐阶 海瑞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二十四卷,左宗棠 洪秀
全 洪仁玕 彭玉麟 丁宝桢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二卷,管仲 姬重耳 范
蠡

姚家余主编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五卷,范雎 苏秦 蔺相
如 吕不韦

姚家余主编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八卷,刘彻 桑弘羊 霍
光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六卷,秦始皇 李斯 刘
邦 萧何

姚家余主编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十一卷,谢安 刘裕 杨
坚 李世民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十七卷,耶律大石 李元
昊 完颜阿骨打 成吉思汗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十三卷,狄仁杰 李隆基 
郭子仪 王建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十九卷,刘基 李善长 
朱元璋 朱棣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十二卷,李密 魏征 房
玄龄 武则天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十五卷,司马光 王安石 
李纲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十八卷,耶律楚材 忽必
烈 廉希宪 脱脱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十六卷,张浚 文天祥 
耶律阿保机 萧太后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十卷,司马懿 诸葛亮 
司马炎 王导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十四卷,赵匡胤 赵普 
吕端 寇准 范仲淹

主编 姚家余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第四卷,姬平 商鞅 孟尝
君

姚家余主编 7-5634-2193-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一,改革先驱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七,军事奇才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三,革命伟人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九,民族英雄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二,港台名人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二十,侠义勇士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二十一,辛亥烈士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二十三,艺术名流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二十二,医圣药王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二十五,著名帝王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二十六,卓越使者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二十四,治世能臣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五,海外华杰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八,廉洁楷模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六,红色英灵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十,农民领袖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十一,农神水伯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十七,体坛明星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十三,实业元勋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十九,文学名家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十二,奇工巨匠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十五,数学大师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十八,天文泰斗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十六,思想先哲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十四,史学巨擘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华英杰谱.卷四,归国英才 王新全主编 7-5634-2214-5 延边大学出版社

WTO与邮政 王占宁, 刘忠良主编 7-5635-0433-8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电信资费谁说了算 曾剑秋, 李立涛主编 7-5635-0442-7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基础:干部读本 主编 黄顺基 7-5635-0452-4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伟大的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巡礼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中央

电视台[编著]
7-5635-0499-0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专升本统考
教材,高等数学(一)

李仲来编 7-5635-0508-3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电信管理信息系统 柏琳, 舒华英编著 7-5635-0552-0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论文写作与网络资源 田力平编著 7-5635-0622-5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北京邮电大学2001～2002学年学生工作论文
集

赵纪宁主编 7-5635-0627-6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效率的12项原则 (美) 哈灵顿·埃默森著 7-5635-0706-X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北京邮电大学2002～2003学年学生工作论文
集

赵纪宁主编 7-5635-0765-5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树立终身教育理念 创建学习型城市 赵家骐主编 7-5635-0827-9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你的油箱有多满？:积极工作与达成目标的动
力策略

史迪文著 7-5635-0882-1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北京邮电大学2003~2004学年学生工作论文集 赵纪宁主编 7-5635-1045-1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职业指导必读 主编 吴甲龙, 郭新, 贾铁山 7-5636-1286-6 石油大学出版社

幽默1001 黄云龙，刘光敏译 7-5637-0270-9 旅游教育出版社

政策与法规 主编 张坚钟 7-5637-0852-9 旅游教育出版社

旅游概论 赵长华主编 7-5637-0872-3 旅游教育出版社

旅游宗教文化 沈祖祥主编 7-5637-0873-1 旅游教育出版社

康乐服务 刘哲主编 7-5637-0897-9 旅游教育出版社

南京 编著 马伯伦, 曹永林, 韩品峥 7-5637-0902-9 旅游教育出版社

大同 编著 陈宝辉 7-5637-0903-7 旅游教育出版社

武汉 编著 皮明庥, 郑自来 7-5637-0904-5 旅游教育出版社

承德 编著 杜江, 杜红雨 7-5637-0905-3 旅游教育出版社

长汀 编著 康模生 7-5637-0906-1 旅游教育出版社

丽江 编著 戈阿干 7-5637-0907-X 旅游教育出版社

大理 编著 张锡禄, 杨汝灿 7-5637-0908-8 旅游教育出版社

银川 编著 周用宜 7-5637-0909-6 旅游教育出版社

平遥 编著 张正明, 高春平 7-5637-0910-X 旅游教育出版社

邯郸 编著 郝良真 7-5637-0911-8 旅游教育出版社

镇远 编著 史继忠, 张晓松 7-5637-0951-7 旅游教育出版社

保定 编著 成晓军, 梁世和 7-5637-0952-5 旅游教育出版社

张掖 编著 王宗元, 王秀琴 7-5637-0953-3 旅游教育出版社



集安 编著 智喜君, 王柏中 7-5637-0954-1 旅游教育出版社

镇江 编著 刘昆, 王玉国, 杨瑞彬 7-5637-0955-X 旅游教育出版社

巍山 编著 姚延基 ... [等] 7-5637-0971-1 旅游教育出版社

喀什 编著 吴涛, 爱群 7-5637-0972-X 旅游教育出版社

南阳 编著 任崇岳 7-5637-0973-8 旅游教育出版社

绍兴 编著 晓英 7-5637-0974-6 旅游教育出版社

成都.上 编著 张斯炳, 王焴长 7-5637-0975-4 旅游教育出版社

成都.下 编著 张斯炳, 王焴长 7-5637-0975-4 旅游教育出版社

旅游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研究 杜江著 7-5637-0978-9 旅游教育出版社

华夏之旅,安徽 主编 唐志辉 7-5637-0983-5 旅游教育出版社

济南.上 编著 李德征, 李劲军 7-5637-1001-9 旅游教育出版社

济南.下 编著 李德征, 李劲军 7-5637-1001-9 旅游教育出版社

安阳 编著 任崇岳 7-5637-1002-7 旅游教育出版社

赣州 编著 谢宗瑶, 卢星楼 7-5637-1003-5 旅游教育出版社

宁波 编著 李建树, 董有华 7-5637-1004-3 旅游教育出版社

阆中 编著 钟仁俊 7-5637-1025-6 旅游教育出版社

天水 编著 刘玛莉, 刘雁翔, 马毅明 7-5637-1045-0 旅游教育出版社

导游基础知识 戴松年主编 7-5637-1068-X 旅游教育出版社

汉语言文学知识 主编 韩荔华 7-5637-1069-8 旅游教育出版社

天坛导游手册 武裁军编著 7-5637-1174-0 旅游教育出版社

现代饭店入职手册 张杰著 7-5637-1199-6 旅游教育出版社

饭店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 徐虹著 7-5637-1210-0 旅游教育出版社

社会主义热点问题纵横论 王凤梧,林和坤主编 7-5638-0131-6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现代企业管理原理 黄津孚著 7-5638-0547-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概论 主编 徐丕玉 7-5638-0901-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成功宝典 林国灿,江万秀主编 7-5639-0066-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3500常用字十用词典 厉善铎主编 7-5639-0139-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当代新型食品 主编 刘程, 江小梅 7-5639-0663-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嬴取信赖:让客户忠于你 (英) John Frazer-Robinson著 7-5639-1013-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掌控人事:人力资源管理入门 (英) Ron Bracey著 7-5639-1013-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识人而用:正确评估下属 (英) Graham Taylor著 7-5639-1013-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轻松财务:如何读懂财务报表 (英) Mark Allin著 7-5639-1013-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运筹销售:高效销售管理 (英) Elaine, (英) John Frazer-Robinson
著

7-5639-1013-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文化市场行政管理概论 冯守仁编著 7-5639-1041-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卓越领导 姚常晓编译 7-5639-1118-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成功决策 姚常晓编译 7-5639-1119-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时间管理 姚常晓编译 7-5639-1120-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专卖店经营管理:理论、案例、制度、实务 主编 赵涛 7-5639-1151-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领导素质的培养 凡禹主编 7-5639-1178-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追求财富的赢家 凡禹主编 7-5639-1184-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薪酬体系设计:结构化设计方法 张建国编著 7-5639-1187-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职业化进程设计:产生高绩效的行为标准 张建国等编著 7-5639-1189-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跟我学做总经理 林健安编著 7-5639-1222-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物流经营管理:理论、案例、制度、实务 主编 赵涛 7-5639-1242-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私营公司治理教科书 杨莉莉编著 7-5639-1281-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完美服务 卢昕编著 7-5639-1286-X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信函行销宝典 林健安主编 7-5639-1314-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会员行销宝典 林健安主编 7-5639-1317-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圣贤论谋略 王宗岐, 王宇飞编译 7-5639-1338-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女人一生追逐的30个梦想之地 叶轻舟编著 7-5639-1349-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把“坏人”变贵人 公孙龙策编著 7-5639-1370-X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价值决定价格:用“钻石”的价格卖出“鸡蛋
”的价值营销

江博文编著 7-5639-1375-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用B级的人做A级的事:把庸才变成人才的“理
才”圣经

江博文编著 7-5639-1376-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人气:猎取人心的36条黄金法则 李鹏, 张玉斌编著 7-5639-1381-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财气:获取财富的36条黄金法则 张玉斌, 李鹏编著 7-5639-1382-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皮格马利翁效应:用赞美、信任和期待来改变
个人和团队的成功法则

陈敏编著 7-5639-1535-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手术室建设管理规范与操作常规 徐福涛,韩光曙主编 7-5641-0180-6 东南大学出版社

实用护理人文学 霍孝蓉主编 7-5641-0195-4 东南大学出版社

电子出版物及其最新制作技术 匡文波著 7-80000-443-0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包装色彩学 吕新广, 黄灵阁, 曹国华编著 7-80000-444-9 印刷工业出版社

现代多色单张纸胶印机操作必读 杨中元编著 7-80000-450-3 印刷工业出版社

商战策划家:大公关思维创立者的报告 李明林编著 7-80001-745-1 企业管理出版社

求职手册:求职和跳槽指南 (美) 理查德·尼尔森·博尔斯著 7-80001-979-9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未来十年的内蒙古 刘云山,张国民主编 7-80002-370-2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一部,始祖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编辑委员会编 7-80002-419-9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七部,世风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编辑委员会编 7-80002-419-9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三部,铸鼎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编辑委员会编 7-80002-419-9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二部,神农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编辑委员会编 7-80002-419-9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五部,社稷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编辑委员会编 7-80002-419-9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八部,颐寿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编辑委员会编 7-80002-419-9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六部,文渊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编辑委员会编 7-80002-419-9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四部,通市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编辑委员会编 7-80002-419-9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多勝一 刘明华著 7-80002-786-4 人民日报出版社

(美) 李普曼 林珊著 7-80002-787-2 人民日报出版社

萧乾 傅光明著 7-80002-803-8 人民日报出版社

萧乾 傅光明著 7-80002-803-8 人民日报出版社

陆诒 韩辛茹著 7-80002-808-9 人民日报出版社

刘尊棋 于友著 7-80002-811-9 人民日报出版社

[美]埃德加·斯诺 尹均生, 安危著 7-80002-818-6 人民日报出版社

王芸生 周雨著 7-80002-819-4 人民日报出版社

王芸生 周雨著 7-80002-819-4 人民日报出版社

邓拓 王必胜著 7-80002-822-4 人民日报出版社

邵飘萍 孙晓阳著 7-80002-848-8 人民日报出版社

金仲华 杨学纯著 7-80002-854-2 人民日报出版社

爱泼斯坦 张彦著 7-80002-859-3 人民日报出版社

胡愈之 于友著 7-80002-898-4 人民日报出版社

俞颂华 莽萍著 7-80002-899-2 人民日报出版社

俞颂华 莽萍著 7-80002-899-2 人民日报出版社

羊枣 王淮冰著 7-80002-907-7 人民日报出版社

恽逸群 顾雪雍著 7-80002-90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恽逸群 顾雪雍著 7-80002-90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十二幅历史袖珍画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著 7-80002-915-8 人民日报出版社

古都 (日) 川端康成著 7-80002-915-8 人民日报出版社

老人与海 (美) 威纳斯特·海明威著 7-80002-915-8 人民日报出版社

自然与人生 (日) 德富芦花著 7-80002-915-8 人民日报出版社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俄) 瓦西里耶夫著 7-80002-915-8 人民日报出版社



总编辑手记 范敬宜著 7-80002-927-1 人民日报出版社

日本散文百家 陈德文选译 7-80002-936-0 人民日报出版社

美国《商业周刊》精粹,透视网络经济 主编 严卫京 7-80004-891-8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统计学原理 刘春英, 贾俊平编著 7-80004-980-9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成员贸易和投资壁垒.之一 主编 王世春, 陈文敬 7-80004-992-2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称谓大辞典 韩省之主编 7-80005-142-0 新世界出版社

瘦身时代.Ⅱ,港台明星健美时尚 邓达智, 杜惠东著 7-80005-623-6 新世界出版社

情景会话英语语法 洪涛，李啸主编 7-80005-664-3 新世界出版社

让温暖升级:影响我的10部小说 皮皮选 7-80005-676-7 新世界出版社

此何人哉 雷格著 7-80005-688-0 新世界出版社

玻璃屋顶 三七著 7-80005-690-2 新世界出版社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富:弱势群体的故事 刘燕生，穆秀颖主编 7-80005-708-9 新世界出版社

雕刻西风的木匠:清华学生原创作品精选 石岩选编 7-80005-727-5 新世界出版社

世界杯指南 主编 张路 7-80005-731-3 新世界出版社

外企谋人 编著 张坤, 唐为忠 7-80005-764-X 新世界出版社

爸爸妈妈不在家 王怡，繁人编著 7-80005-769-0 新世界出版社

悬念乾陵:长篇调侃文学 张敏著 7-80005-799-2 新世界出版社

悬念乾陵 张敏著 7-80005-799-2 新世界出版社

没有归途的沙漠之旅 (德)布鲁诺·鲍曼(Bruno Baumann)著 7-80005-801-8 新世界出版社

悲情影后——刘晓庆:从亿万富姐到锒铛入狱 潇潇编 7-80005-804-2 新世界出版社

孩子不在家 王怡，繁人编著 7-80005-808-5 新世界出版社

中医成功治疗肿瘤100例 谢文纬编著 7-80005-813-1 新世界出版社

热河的冷风:避暑山庄历史文化之谜 金泉，岳南著 7-80005-820-4 新世界出版社

军歌嘹亮 石钟山著 7-80005-844-1 新世界出版社

趋势:北大资本高级论坛 曹凤岐, 陈学荣主编 7-80005-848-4 新世界出版社

老公不在家 王怡，繁人编著 7-80005-855-7 新世界出版社

媳妇不在家 王怡，繁人编著 7-80005-856-5 新世界出版社

新青年DVD手册:精华版.第二辑 张栋, 马骅主编 7-80005-896-4 新世界出版社

中国公民素质训练100例 师宁，王颉著 7-80005-898-0 新世界出版社

新青年DVD手册:精华版.第一辑 张栋, 马骅主编 7-80005-916-2 新世界出版社

冰点极光 高登义，刘汉太主编 7-80005-924-3 新世界出版社

把握人民的意愿:简本.上册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编 7-80005-949-9 新世界出版社

把握人民的意愿:简本.下册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编 7-80005-949-9 新世界出版社



此时快乐的代价 许茹芸著 7-80005-950-2 新世界出版社

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从清华女子到摇滚主唱 吴虹飞著 7-80005-954-5 新世界出版社

买办之家 林希著 7-80005-969-3 新世界出版社

科技大师的人文沉思 齐家莹选编 7-80005-983-9 新世界出版社

办公室必读:馅饼VS陷阱 潘晓燕编著 7-80005-986-3 新世界出版社

爱上痞子蔡的女孩 性感小野猫著 7-80005-989-8 新世界出版社

网上蜜语:让舒唱帮你找回流失的爱 舒唱编著 7-80005-994-4 新世界出版社

异形词汇编 朱炳昌编著 7-80006-017-9 语文出版社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编 7-80006-107-8 语文出版社

精彩实话:实话实说话题精选 主编 崔永元 7-80007-597-4 中国摄影出版社

七个土城堡和两个石头村 杨大洲，祝天华，孙泓洁著 7-80007-794-2 中国摄影出版社

影子大盗 张大放著 7-80008-021-8 中国曲艺出版社

乔丹 赵传伟编著 7-80009-472-3 时事出版社

抢滩21世纪 中国第一 主编 赵丰 7-80009-476-6 时事出版社

网络为家 浩锋编著 7-80009-578-9 时事出版社

律师文摘:2002.春·总第一辑 主编 孙国栋 7-80009-706-4 时事出版社

司法判决与法律推理 王洪著 7-80009-721-8 时事出版社

律师文摘:2002.第4辑·总第4辑 主编 孙国栋 7-80009-737-4 时事出版社

给你的婚姻上把锁 惠子, 良子编著 7-80009-847-8 时事出版社

牛仔布什 海阳编著 7-80009-849-4 时事出版社

我是一名华裔美国士兵 (美) USDARK著 7-80009-931-8 时事出版社

化学实验室简明计算手册 王少怀, 刘哲人编 7-80010-003-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与微生物 (日)都留信也著 7-80010-008-1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卫生基准.2,多氯联苯和多氯三联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编 7-80010-009-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物理学 (加)英哈伯(Inhaber,H.)著 7-80010-040-5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美国环境法手册 (美)J.G.阿巴克尔(J.G.Arbuckle)等著 7-80010-061-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卫生基准.6,评价化学物质毒性的原则和
方法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编 7-80010-080-4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家庭按摩指南 王启明编 7-80010-124-X 中国环境科学技术出版社

水质管理指标 日本川崎市水质研究所编 7-80010-136-3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保护知识350题 杨福纯编 7-80010-148-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室内空气污染与测定方法 曹守仁主编 7-80010-149-5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健康与环境 (日)枮藤和雄编 7-80010-150-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全国城市环境卫生科学论文集9quan guo 
cheng shi huan jing wei sheng ke xue 

lun wen ji

全国城市环境卫生科技情报网中心站编 7-80010-180-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离子选择性电极在环境监测分析中的应用 王素芳编著 7-80010-185-1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届环境科学学术报告会论文集 中国环境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办公室编 7-80010-212-2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水污染的生物监测 (美)凯恩斯著 7-80010-219-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卫生基准.10,二硫化碳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编 7-80010-242-4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卫生基准.25,某些放射性核素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编 7-80010-448-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卫生基准.1,汞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编 7-80010-548-2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保护与妇女儿童健康 段凤瑞, 孙重武, 雍永智编 7-80010-562-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文件汇编 国家环境保护局编 7-80010-618-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糖尿病及其主要合并症 胡英华,贾刚田编译 7-80010-619-5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日本环境污染的对策和治理 徐家骝著 7-80010-624-1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质量评价 马倩如等编 7-80010-640-3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科学论文集:庆祝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建
院十周年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编 7-80010-660-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中氡来源及危害 赵亚民等译 7-80010-662-5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实用毒理学手册 纪云晶主编 7-80010-679-5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新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周克元编著 7-80010-680-2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监测方法 艾有年，闫立荣主编 7-80010-682-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放射学 吴成祥,李 彦著 7-80010-729-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环境年鉴.1990 《中国环境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80010-820-1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城市大气污染总量控制方法手册 国家环境保护局编 7-80010-988-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新锐漫画人原画档案.2 中国新漫画网站主编 7-80011-502-X 知识产权出版社

宪法学案例教程 主编 李树忠 7-80011-521-6 知识产权出版社

刑事诉讼法学案例教程 主编 樊崇义 7-80011-525-9 知识产权出版社

民事诉讼法学案例教程 主编 韩象乾 7-80011-527-5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国际私法案例教程 主编 赵一民 7-80011-534-8 知识产权出版社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释义
国务院法制办农林资源环保司, 建设部政策

法规司, 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编
7-80011-587-9 知识产权出版社

灾难降临美利坚 方华, 牛明星编著 7-80011-630-1 知识产权出版社

借款合同实务指南 邱纪成编著 7-80011-681-6 知识产权出版社

保险合同实务指南 汪建醴 ... [等] 编著 7-80011-712-X 知识产权出版社



行政处罚与行政救济法规知识读本 主编 冯俊 7-80011-713-8 知识产权出版社

金融法案例教程 主编 刘亚天 7-80011-742-1 知识产权出版社

税法案例教程 主编 刘少军 7-80011-743-X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公司法学案例教程 主编 徐晓松 7-80011-744-8 知识产权出版社

仓储保管合同实务指南 蒋新苗, 邱润根, 何旦喜编著 7-80011-758-8 知识产权出版社

建设工程投资控制 中国建设监理协会组织编写 7-80011-784-7 知识产权出版社

高等教育法律专业自学考试必读法条分科类
编,本科段

高等教育法律专业自学考试辅导与研究组编 7-80011-846-0 知识产权出版社

高等教育法律专业自学考试必读法条分科类
编,专科段

高等教育法律专业自学考试辅导与研究组编 7-80011-849-5 知识产权出版社

劳动合同实务指南 王淑焕编著 7-80011-926-2 知识产权出版社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理释义:2004
国务院法制办农业资源环保法制司, 建设部
政策法规司, 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编

7-80011-953-X 知识产权出版社

信息产业的适者生存战略:布隆伯格的金融信
息经营之道

(美) 迈克·布隆伯格著 7-80012-319-7 工商出版社

与100名老板对话:精选本.三 刘世辉编 7-80012-475-4 工商出版社

消费者保护理论与实务 杨竖昆主编 7-80012-537-8 工商出版社

管理会计 主编 崔国萍, 马莉 7-80012-541-6 工商出版社

个协私协资料汇编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编 7-80012-559-9 工商出版社

工商行政管理走进网络经济 王纪平著 7-80012-562-9 工商出版社

建设工程合同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示
范文本:最新版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规范管理司编 7-80012-578-5 工商出版社

赠与、租赁、融资租赁、承揽、运输、保管
、仓储、委托、行纪、居间合同示范文本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规范管理司编 7-80012-579-3 工商出版社

借款合同、保险合同示范文本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规范管理司编 7-80012-580-7 工商出版社

工商行政管理干部新知识读本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主编 7-80012-585-8 工商出版社

公平交易法规集成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局编 7-80012-589-0 工商出版社

学习与思考: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研修班文
集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人事教育司, 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培训中心编

7-80012-596-3 工商出版社

婚姻家庭法律问题答疑与案例点评 主编 郑东 7-80012-612-9 工商出版社

适则兴盛:中国搏击经济全球化大潮全景透视 孟醒, 苗鸿祥, 顾雏军著 7-80012-627-7 工商出版社

公民民事诉讼常用法律手册 本书编辑组编 7-80012-639-0 工商出版社

企业改制、重组、上市法规文件汇编 主编 王令浚 7-80012-644-7 工商出版社

家族经营成功启示录 刚夫编著 7-80012-671-4 工商出版社



自考过关必备:自学考试快速过关方法与技巧 张树立著 7-80012-722-2 工商出版社

管理美国企业感悟:中国人管理美国企业和机
构经验录

陈俊, 宫鹏著 7-80012-813-X 中国工商出版社

美眉生活 夏伟匀著 7-80012-831-8 中国工商出版社

破产法实务与案例评析 主编 郑文舫, 舒畅 7-80012-842-3 中国工商出版社

中国本土广告论丛 唐忠朴著 7-80012-952-7 中国工商出版社

诉讼路路通之民事诉讼与仲裁 黄小玲, 黄莉娟编著 7-80012-973-X 中国工商出版社

我与“六项禁令”征文文集
监察部驻国家工商总局监察局, 国家工商总

局人事教育司, 中国工商报社编
7-80012-993-4 中国工商出版社

中医急症大成 黄星垣, 郭铭信主编 7-80013-024-X 中医古籍出版社

耳穴诊治法 李志明主编 7-80013-068-1 中医古籍出版社

抗衰老中药学 陈可冀主编 7-80013-096-7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药学题解 常章富编 7-80013-096-7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药临床鉴用指迷 张树生，王芝兰编著 7-80013-100-9 中医古籍出版社

怪病妙治选析 刘亚娴等编著 7-80013-136-X 中医古籍出版社

方剂学题解 王云阁, 王伊明编 7-80013-139-4 中医古籍出版社

医学论文写作指南 刘宝珍等主编 7800131440 中国古籍出版社

医学论文写作指南 刘玺珍等主编 7-80013-144-0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 杨维益等编 7-80013-147-5 中医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咳喘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153-X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胃脘痛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154-8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痹证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156-4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崩漏专辑 史宇广,王耀廷主编 7-80013-157-2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温病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158-0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小儿咳喘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159-9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小儿腹泻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160-2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肝炎肝硬化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161-0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肾病尿毒症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162-9 中医古籍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吴注评释 张继有编审 78001317501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临床实用点穴疗法 王肇普编著 7-80013-229-3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医百症用药配伍指南 杨思澍编著 7-80013-262-5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国气功十大名著讲解 黄光华,一了子主编 7-80013-263-3 中医古籍出版社

外感热病诊治 梁运通主编 7-80013-276-5 中医古籍出版社



骨伤方歌白话解 黄荣宗等编 7-80013-276-5 中医古籍出版社

古本周易参同契集注 (汉)魏伯阳著 7-80013-290-0 中医古籍出版社

性命圭旨 ( )尹真人秘授 7-80013-291-9 中医古籍出版社

汗证 陶御风,贺静松编 7-80013-299-4 中医古籍出版社

癫狂病 华蓓苓等编 7-80013-300-1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万氏济世良方 (明)万 表集 7-80013-301-X 中医古籍出版社

脾胃明理论 陆 拯编著 7-80013-302-8 中医古籍出版社

古代验方大全 傅景华主编 7-80013-304-4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国中医人名辞典 史宇广主编 7-80013-316-8 中医古籍出版社

妇人针灸古法秘要 张淳主编 7-80013-364-8 中医古籍出版社

温病学辞典 李湘云主编 7-80013-367-2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眼底病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379-6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癫狂痫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380-X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慢性腹泻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381-8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消渴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382-6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淋证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38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皮肤病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384-2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不孕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385-0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男科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386-9 中医古籍出版社

跌打穴伤疗法 胡晓斌编著 7-80013-387-7 中医古籍出版社

当代名医临证精华,肿瘤专辑 史宇广,单书健主编 7-80013-391-5 中医古籍出版社

点压手穴治病绝招 陈 夷等著 7-80013-396-6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医内科急症学 罗 侃,武静波编著 7-80013-397-4 中医古籍出版社

华佗神方 (汉)华 佗撰 7-80013-399-0 中医古籍出版社

骨伤要法:程玉来推拿整骨经验 程玉来编著 7-80013-408-3 中医古籍出版社

葱姜蒜的妙用 马汴梁主编 7-80013-418-5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胃肠病学 马汴梁主编 7-80013-43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实用泪器手术学 王国华等编著 7-80013-655-8 中医古籍出版社

妇科病最新中医治疗 主编 张延钧, 洪子复 7-80013-695-7 中医古籍出版社

骨伤病最新中医治疗 主编 李国杰, 张延钧 7-80013-699-X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医急症方剂手册 主编 张金鼎, 周振来 7-80013-855-0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编 7-80013-859-3 中医古籍出版社

儿科疑难病 主编 孙贻安, 张云杰, 张华宾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冠心病 主编 张峰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周围神经疾病 主编 张洪斌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妇科病 王小平, 鲁明源编著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急慢性肾小球肾炎 牟林茂编著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主编 李芮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支气管哮喘 史仁华, 王世军, 姬文臣编著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男性病 李诤编著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皮肤疑难病 宋业强 ... [等] 编著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眼科病 主编 郭承伟, 吕璐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类风湿性关节炎 主编 孙素平, 王占奎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糖尿病 于雷, 高巧林编著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胃炎胃溃疡 主编 都旭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脑血管疾病 主编 尤可, 王旭红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血液病 齐元富, 李秀荣编著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颈椎病 主编 李景银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骨质增生症 毕荣修, 殷惠芬编著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高血压病 牟林茂编著 7-80013-90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 苏秀海, 王立新, 王元松主编 7-80013-942-5 中医古籍出版社

新千家诗 光明日报社编 7-80014-067-9 光明日报社

想象心理学 (法)萨　特(Sartre,J.P.)著 7-80014-088-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丑陋的美国人
(美)威廉·莱德勒(WilliamJ.Lederer), 
(美)尤金·伯迪克(EugeneBurdick)著

7-80014-165-9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1949-1989 黄道霞等主编 7-80014-465-8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类性越轨探源:性越轨的社会学解析 皮艺军著 7-80015-555-2 长征出版社

台湾军力写真 中国国防报编辑部编 7-80015-647-8 长征出版社

实用消毒杀虫灭鼠手册 彭智会, 万康林主编 7-80015-711-3 长征出版社

国防动员知识500问 国防动员知识辅导材料编写组编著 7-80015-798-9 长征出版社

文秘档案工作手册.上,文件档案管理现行法
律法规(标准)选编

曾绍阳主编 7-80015-834-9 长征出版社

文秘档案工作手册.下,新编公文写作指导与
训练

曾绍阳主编 7-80015-834-9 长征出版社

阅读草原 贺志宏著 7-80015-979-5 长征出版社

爱情名言录 沈　蕊,李布青编 7-80016-029-7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世界名诗鉴赏金库 许自强主编 7-80016-200-1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中国古代微型小说鉴赏辞典 乐　牛主编 7-80016-342-3

贺龙元帅:[摄影集] 7-80017-052-7 长城出版社

罗荣桓元帅:[画册] 解放军画报社编辑 7-80017-080-2 长城出版社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 解放军画报社编辑 7-80017-102-7 长城出版社

九十年代优秀军事新闻摄影佳作欣赏 [周朝荣编] 7-80017-520-0 长城出版社

体验教育活动设计与管理全书 舒达, 杨鹏著 7-80017-612-6 长城出版社

纪检工作实用手册 祁培文主编 7-80019-060-9 档案出版社

在中南海的日子里 张华林主编 7-80019-319-5 档案出版社

大上海:1949走出屈辱 朱国明编著 7-80019-781-6 中国档案出版社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精华解析本.卷一 周留树主编 780019888x 中国档案出版社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精华解析本.卷三 周留树主编 780019888x 中国档案出版社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精华解析本.卷四 周留树主编 780019888x 中国档案出版社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精华解析本.卷二 周留树主编 7-80019-888-x 中国档案出版社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概论 国家档案局编著 7-80019-909-6 中国档案出版社

新建企业工会工作手册
中华全国总工会外企办, 中华全国总工会私

企办编
7-80019-979-7 中国档案出版社

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 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部编 7-80020-00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神经学 王博惕, 王丽雯编著 7-80020-00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入门指导 余庆云,史美峰主编 7-800-20-00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危重病急救与监测 岳茂兴等编著 7-80020-00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 楼方岑主编 7-80020-00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 楼方岑主编 7-80020-00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 7-80020-00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流行病学 (美)弗里特曼(Friedman，G.D.)著 7-80020-00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梅清海,孙兴华主编 7-80020-01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疾病问答 喻德洪, 华积德编著 7-80020-01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微量元素与疾病 (日)宫尾益英著 7-80020-01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霍乱与副霍乱 谢正 , 叶天星主编 7-80020-01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药品制剂规范:1985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 7-80020-01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治疗药物监测,理论与实践 陈　刚主编 7-80020-02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性脏器功能衰竭 沈恩泽，李维清，金济邦译 7-80020-03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辩证法 颜成文编著 7-80020-03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药事管理学 张静宇,王玉祥主编 7-80020-04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肌皮瓣与肌瓣 (日)丸毛英二编 7-80020-04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事故分析与预防 林梦日主编 7-80020-05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非外科手术胆道引流 (美)克拉森,M.等编著 7-80020-06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胆胰外科进展 黄志强,顾倬云主编 7-80020-06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的防治 宋清林等编著 7-80020-06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疾病证候辞典 王雨亭等著 7-80020-06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创伤急救五大技术及诊治检索程序 陆一农,盛玄霜编著 7-80020-06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创伤眼科学 蔡用舒主编 7-80020-068-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脑血管急症 贺宪武, 谭梅尊主编 7-80020-0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论汤证论治 李文瑞编著 7-80020-07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组织电镜图谱 宋琛等主编 7-80020-08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论人体科学 钱学森等著 7-80020-08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强身益寿天然保健食品及疗法 柴树德等编著 7-80020-08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人用药指南 朱文钧等编著 7-80020-08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医学大词典 吴之理主编 7-80020-09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口腔病症学 李　刚,徐国榕编著 7-80020-09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优生优育学 王廷珍等主编 7-80020-09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心脏病学 (美)哈里斯(Harris,R.)著 7-80020-10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脑脊液细胞学彩色图谱 粟秀初,孔凡元主编 7-80020-11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生物力学 王以进,王介麟主编 7-80020-11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新技术及其应用 杨在春,高恩显主编 7-80020-11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器官衰竭的现代救治 岳茂兴等编著 7-80020-11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系内镜治疗术 高河元主编 7-80020-12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体征和综合征手册 (苏)И.М.马佳申等编 7-80020-12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伦理学 李珠江,胡忠明主编 7-80020-135-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临床传染病学 黄玉兰主编 7-80020-13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理学诊断 吴孟超,李殿柱主编 7-80020-14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危重病护理学 王丽华等编著 7-80020-14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创伤护理学 孔禄生,王庆林主编 7-80020-16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失重生理学 庄祥昌,裴静琛编著 7-80020-16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成形外科学 宋 琛编著 7-80020-16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腕踝针疗法 张心曙著 7-80020-17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心脏病学 尉　挺主编 7-80020-18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药物临床应用指南
(美)施内韦斯(Schneeweiss,A.),(美)谢特勒

(Schettler,G.)著
7-80020-183-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乳腺外科病理学 谷振声主编 7-80020-18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毛宝龄等主编 7-80020-19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入门歌诀 魏良行，倪正文主编 7-80020-19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慢性病疗养康复手册 张宪安,徐 维主编 7-80020-19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内科疾病理疗 周万松,肖红雨编著 7-80020-19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口腔正畸学 陈　华主编 7-80020-19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邢锡波医案集 邢锡波著 7-80020-197-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胸外科学 黄孝迈主编 7-80020-19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师手册 裘雪友等主编 7-80020-19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营养知识大全 顾奎勤等主编 7-80020-20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航空心血管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张相尧,崔启文主编 7-80020-20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联机与光盘检索原理与方法 徐 晓,王惠芬编著 7-80020-20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磁共振成像 黄其流主编 7-80020-20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情绪的奥秘:情绪对健康的影响 彭家仪主编 7-80020-23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医师进修必读 过晋源,段生福主编 7-80020-23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创伤诊断学 陈寿康主编 7-80020-23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药卫生科学技术进展.1992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卫生部编 7-80020-24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应激与应激性疾病 刘克嘉,邬勤娥编著 7-80020-24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视神经肿瘤外科 (苏)哈比博夫(Габибов,Г.А.)等著 7-80020-24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危重患者急救手册 张鸿祺等主编 7-80020-247-X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外科注射疗法 王文忠等编著 7-80020-24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白内障及其现代手术治疗 何守志编著 7-80020-24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超声诊断学 钱蕴秋主编 7-80020-250-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医学指南 周殿元，周正端主编 7-80020-25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病毒学 杜平等主编 7-80020-25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显微外科学 王成琪等主编 7-80020-25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现代诊断 赵升阳编著 7-80020-25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科学 陆裕朴等主编 7-80020-26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药中成药解毒手册 朱亚峰编著 7-80020-26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泌尿外科学 吴阶平，马永江主编 7-80020-26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颅脑损伤学 刘明铎主编 7-80020-26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晶体植入手术 王德良等著 7-80020-26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跳骤停与心肺脑复苏 （美）艾森贝格(Eisenberg,Mickeys)等原著 7-80020-27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广谱喹诺酮类抗微生物药
(美)沃尔夫森(Wolfson,John S.)，(美)胡　

珀(Hooper,Dovid C.)著
7-80020-27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营养问题手册
(澳)华尔奎斯特(Wahlqvist,M.L.),(加)伏培

克(Vobecky,J.S.)著
7-80020-27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诊疗手册 刘秉寿主编 7-80020-278-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基础外科学 黄志强主编 7-80020-27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干扰素研究进展和技术 肖成祖主编 7-80020-28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长因子与创伤修复 傅小兵编著 7-80020-281-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神与健康 陵万军编 7-80020-28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抗癌中药方选 王 冰,许世厚主编 7-80020-28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颈腰背痛学 邵 宣,许竞斌主编 7-80020-28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癌症的早期信号与家庭防治 易双勤,何旺华主编 7-80020-28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病人的体液和电解质 党酉胜等主编 7-80020-28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昏迷的诊断与处理 童道明,廖杰芳编著 7-80020-28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英语会话 董力争主编 7-80020-29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理治疗方法 梅清海编著 7-80020-295-X 人民军医出版社

X线摄影感光化学及显像过程 李浴中编著 7-80020-29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特殊类型心肌梗塞 唐宝全等编 7-80020-29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磁共振成像诊断学 高元桂等主编 7-80020-29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志强胆道外科手术学 黄志强著 7-80020-29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敷脐妙法治百病 马汴梁等编 7-80020-31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双眼影像不等检查图 刘蔼年,颜少明著 7-80020-31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 安得仲编著 7-80020-31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质增生效验方 李吉茂编 7-80020-32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华医学之最 洪 菠编 7-80020-32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电疗与光疗 赵彼得主编 7-80020-32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体外循环灌注学 李佳春,李功宋主编 7-80020-32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航空医学 于 平等编写 7-80020-32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医学检验学 朱忠勇主编 7-80020-32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组织学与胚胎学 苏惠慈主编 7-80020-33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组织学与胚胎学 苏惠慈主编 7-80020-33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手外科手术学 曲智勇等著 7-80020-33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心脏起搏学 龚治平编著 7-80020-33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衰竭基础与临床 董声焕主编 7-80020-34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科常用中药指南 徐国榕,曾 莉编著 7-80020-34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丙型肝炎 秦绍明,黄耀煊主编 7-80020-34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的食疗与药膳 任 旭,沈 建编著 7-80020-34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腔内泌尿外科学 郭应禄主编 7-80020-34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药鼻脐疗法 程爵棠编著 7-80020-35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心血管用药 李小鹰,叶 平编写 7-80020-35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鸣 郭玉德,赵云坤主编 7-80020-35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颌面显微外科学 孙 弘主编 7-80020-35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食品及环境卫生检验手册 陈必松等主编 7-80020-35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英汉人名医药术语辞典 孙迪清等主编 7-80020-35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单位制剂规范:199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 7-80020-35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多发伤治疗学 苏鸿熙,刘世恒主编 7-80020-35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灾害医学
(英)巴斯克特(Baskett,Peter),(英)韦 勒

(Weller,Robin)主编
7-80020-36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常用诊疗技术 黎介寿等主编 7-80020-362-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吸入性损伤 黎 鳌,杨宗城主编 7-80020-36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护用药必备 王顺年等编写 7-80020-36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冠心病监护治疗学 钱学贤主编 7-80020-38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围手术期处理学 黎介寿主编 7-80020-38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流动注射分析的理论及医疗实践 郭 涛等编 7-80020-39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创伤急救手术学 张肇祥,陈维佩主编 7-80020-39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肺癌诊断与治疗 查人俊等主编 7-80020-40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内科治疗学 尉 挺主编 7-80020-404-9 人民军医

白细胞与临床 陈兴璋等编著 7-80020-40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分子微生物学进展.第二集 林万明主编 7-80020-412-X 人民军医出版社

PCR技术操作和应用指南 林万明等编写 7-80020-41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生物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 武士华主编 7-80020-41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内科诊疗手册 马汴梁等主编 7-80020-43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冠心病学 陈在嘉等主编 7-80020-43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眼科手术操作技术 管怀进主编 7-80020-44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免疫学 赵武述等主编 7-80020-453-7 人民军医

现代临床免疫学 赵武述等主编 7-80020-45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腹腔镜外科学 黄志强主编 7-80020-454-5 人民军医

手术学全集,普通外科卷 黎介寿,吴孟超总主编 7-80020-46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整形与烧伤外科卷 黎介寿,吴孟超总主编 7-80020-46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矫形外科卷 黎介寿,吴孟超总主编 7-80020-46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胸外科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主编 7-80020-46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心血管外科卷 黎介寿,吴孟超总主编 7-80020-46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泌尿外科卷 俞天麟,金锡御主编 7-80020-46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眼科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主编 7-80020-46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口腔颌面外科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主编 7-80020-471-5 人民军医

手术学全集,妇产科卷 黎介寿,吴孟超总主编 7-80020-47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小儿外科卷 刘贵林等主编 7-80020-47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显微手术 何守志主编 7-80020-479-0 人民军医

肿瘤外科学 华积德主编 7-80020-48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动态心电图诊断学 卢喜烈编著 7-80020-49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皮肤病治疗学 倪容之主编 7-80020-49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症状鉴别诊断学 段如麟,陈解民主编 7-80020-49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检验临床意义手册 管正大主编 7-80020-49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口腔学 尹音,胡敏主编 7-80020-50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骨科显微手术学 范启申,王成琪主编 7-80020-50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风湿病学 姚凤祥等主编 7-80020-50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美容外科学 查元坤,戴永贵主编 7-80020-50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内科学.上卷 方 圻主编 7-80020-50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内科学.下卷 方圻主编 7-80020-50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分子神经生物学 陈宜张主编 7-80020-51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泌尿外科手册 俞天麟主编 7-80020-52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身CT诊断学 曹丹庆,蔡祖龙主编 7-80020-52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身CT诊断学 曹丹庆,蔡祖龙主编 7-80020-52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口腔念珠菌病学 白天玺,张庆华编著 7-80020-54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药物治疗学:临床药理与病理生理学基础 尉 挺,徐立微编著 7-80020-54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外医药卫生期刊速查手册 潘伯荣,邓运龙主编 7-80020-54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眼科诊疗手册 何守志主编 7-80020-55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考试前的心脑保健 王惠人等编著 7-80020-55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急诊医学 巢振南,房居敬主编 7-80020-56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肠外瘘 黎介寿主编 7-80020-56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李丽华,傅国才主编 7-80020-56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癌症生物治疗学 曹广文,杜平主编 7-80020-56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 毕爱华主编 7-80020-56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甲状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薛耀明主编 7-80020-57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性医学 薛兆英等主编 7-80020-57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眼屈光手术学 柳林主编 7-80020-57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脑脊液细胞学彩色图谱 粟秀初,孔凡元主编 7-80020-57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呼吸内科手册 沈丽英主编 7-80020-58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军事医学史 朱克文等主编 7-80020-58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肩周炎 李平华,杨绍兴主编 7-80020-58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医学论文写作 石金玉等编著 7-80020-59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院感染护理学 钟秀玲,程棣妍主编 7-80020-59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手册 姜宗本主编 7-80020-59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物中毒救治手册 王顺年主编 7-80020-59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速成临证歌要 杜云喜著 7-80020-60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手外科显微手术学 范启申主编 7-80020-60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成形外科学 宋琛编著 7-80020-605-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肿瘤术中放射治疗学 曾逖闻等主编 7-80020-60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颞下颌关节影像学 胡 敏,尹 音主编 7-80020-60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内分泌学 刘新民主编 7-80020-61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创伤诊断学 白 涛主编 7-80020-61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胸腹结合部外科学 陈文庆主编 7-80020-61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偏瘫治疗学 赵钛主编 7-80020-61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营养学 陈仁 主编 7-80020-61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整形外科手册 郭恩覃主编 7-80020-61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核医学影像诊断手册 乔宏庆,邓敬兰主编 7-80020-62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消化内科手册 汪鸿志,曹世植主编 7-80020-622-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常用实验方法 姜 泊等主编 7-80020-62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饮食治疗学 蔡东联主编 7-80020-63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超声诊断手册 钱蕴秋主编 7-80020-63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疾病预防学 薛广波主编 7-80020-63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简明骨科学 胥少汀等编著 7-80020-63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肺部感染学 施毅,宋勇主编 7-80020-63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水肿的诊断与治疗 彭家仪,马志忠主编 7-80020-63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自身免疫病学 孔海云主编 7-80020-64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性中毒的诊断与救治 陈世铭,高连永主编 7-80020-64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全科通览 吴之理主编 7-80020-64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军事医学心理学 皇甫恩主编 7-80020-64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神经外科手册 马廉亭主编 7-80020-64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内分泌疾病诊疗手册 刘新民主编 7-80020-65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外科引流技术 凌宝存,郭金龙编著 7-80020-65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野战内科学 张学庸，张宁仔主编 7-80020-65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医师进修必读 叶惠方等主编 7-80020-66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中成药手册 詹正嵩主编 7-80020-66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新药特药手册 戴德银主编 7-80020-67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口腔科手册 王忠义主编 7-80020-67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冠心病诊断学 侯庆田主编 7-80020-67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药学 高清芳等主编 7-80020-67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科学 胥少汀等主编 7-80020-67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创伤修复基础 付小兵，王德文主编 7-80020-67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脏外科手术学 黄志强著 7-80020-68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皮肤病诊疗手册 欧阳恒主编 7-80020-68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简明药物手册 焦万田主编 7-80020-68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疾病中西医诊疗手册 王守儒，石爱梅主编 7-80020-68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常用方剂手册 刘东亮主编 7-80020-68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础医学同步英语阅读 苏慧慈,李惠民主编 7-80020-68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胸外科学 黄孝迈等主编 7-80020-68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呼吸病学 罗慰慈主编 7-80020-68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脑血管急症 贺宪武主编 7-80020-69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儿科手册 王永午主编 7-80020-69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电图诊断手册 张文博，张晓梅主编 7-80020-69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普外科手册 杨继震主编 7-80020-69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理用文 刘静慰主编 7-80020-698-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用药物新剂型及临床应用 侯连兵主编 7-80020-70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显微外科手册 范启申主编 7-80020-70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儿科学 张澍主编 7-80020-71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老年感染病学 皇甫玉珊，陈菊梅主编 7-80020-71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心电图手册 周玉珍主编 7-80020-71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急诊抢救手册 剡海宇主编 7-80020-71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五官科手册 李凡成，李元聪主编 7-80020-71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病临床与病理 刘丽梅主编 7-80020-71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白血病学 艾辉胜等主编 7-80020-72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肿瘤临床与病理 (日)河本圭司著 7-80020-72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心脏电生理与起搏图谱 张清华等主编 7-80020-73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学习方法论 赵秀路著 7-80020-73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心血管内科手册 张宁仔，李兰荪主编 7-80020-73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肝炎病毒分子生物学 成军，杨守纯主编 7-80020-73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师处方手册 秦文瀚，甘代全主编 7-80020-74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血液病治疗学 张家华，黄平主编 7-80020-74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医学影像诊断手册 黄其鎏，曾行德主编 7-80020-74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颅底肿瘤手术学 周定标，张纪主编 7-80020-751-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美容大全 张湖德主编 7-80020-75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新疾病手册 张湘生，张炬主编 7-80020-75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皮肤病学彩色图谱 虞瑞尧主编 7-80020-75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老年呼吸病学 黄念秋，吴善主编 7-80020-76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临床检验项目手册 陈林立，黄宇丹主编 7-80020-76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母婴医疗保健学 韩玉昆等主编 7-80020-765-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师手册 裘雪友等主编 7-80020-76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尿道下裂外科学 何恢绪主编 7-80020-76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角膜移植学 杨朝忠，柳林主编 7-80020-76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昏迷的诊断与处理 廖杰芳，童道明编著 7-80020-77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急症学 段如麟等主编 7-80020-77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呼吸系统急诊医学 施毅，宋勇主编 7-80020-77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应用解剖学 钟世镇主编 7-80020-78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肾上腺外科学 张绍增主编 7-80020-78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心电图学 黄大显主编 7-80020-78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腰关节疼痛及注射疗法 史可任编著 7-80020-78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儿科药物治疗学 王永午主编 7-80020-79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外科病理学 史景泉，陈意生主编 7-80020-79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血液病手册 孟沛霖，闵碧荷主编 7-80020-79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冠心病影像诊断学 刘伊丽，刘秀杰主编 7-80020-79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接诊学 霍仲厚，吴灿主编 7-80020-79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特殊药品手册 张友干编著 7-80020-80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药中成药解毒手册 朱亚峰主编 7-80020-80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 孙传兴主编 7-80020-80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基础眼科学 管怀进，龚启荣主编 7-80020-80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 仲剑平主编 7-80020-80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心血管病学 钱学贤等主编 7-80020-81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院感染学 朱士俊主编 7-80020-81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肢体残疾外科治疗学 宁志杰,鲁玉来主编 7-80020-815-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解剖学与颞骨组织病理学 姜泗长主编 7-80020-81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推拿学 邵铭熙主编 7-80020-81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软组织肿瘤病理学 赖日权主编 7-80020-81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英语会话 董力争主编 7-80020-82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论文撰著规范与技巧 周标等主编 7-80020-82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药物学 芮耀诚主编 7-80020-82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专科护理新进展 吕连桂主编 7-80020-82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儿科危重症医学 董声焕主编 7-80020-83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神经病理学 黄克维，吴丽娟主编 7-80020-83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儿科治疗学 胡皓夫主编 7-80020-83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大外科手册 李开宗主编 7-80020-83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学分子生物学 谷志远主编 7-80020-84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分子流行病学 徐德忠主编 7-80020-84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心血管疾病诊疗技术 陈厚柏主编 7-80020-84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综合征出血热 杨为松主编 7-80020-84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疗养康复护理学 赵曦光，杜玉奎主编 7-80020-84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肛肠外科学:理论与实践 王强，王元和主编 7-80020-84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诊断学复习题解 黄良生主编 7-80020-84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胸外科手册 秦文瀚主编 7-80020-85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糖尿病学 胡绍文，郭瑞林主编 7-80020-85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基础与临床问答 侯忠敏，荣运久主编 7-80020-85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英汉汉英医院管理学词汇 王发强，雷志勇主编 7-80020-863-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常兴哲主编 7-80020-88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不孕不育的诊断与治疗 主编 涂冰, 韦安阳 7-80020-88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门静脉高压症 梁扩寰，李绍白主编 7-80020-88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神经内科急症学 粟秀初，孔繁元主编 7-80020-88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微侵袭神经外科学 马廉亭主编 7-80020-88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英汉急救医学词汇 宋维主编 7-80020-89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医学培养基手册 王钦升等主编 7-80020-89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用护理技术操作程序及考核评分 林健主编 7-80020-89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外科围手术期处理手册 孟旭，陈宝田编著 7-80020-89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性病治疗学 刘巧编著 7-80020-89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老年妇科学 周美清，李亚里主编 7-80020-91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 余建明主编 7-80020-91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纠纷与法律责任 乔世明著 7-80020-92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心脏负荷试验手册 向定成，黄大显主编 7-80020-93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血管病学 蒲传强等编著 7-80020-93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消化病学 许国铭，李石主编 7-80020-94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老年护理学 王全珍，徐晓璐主编 7-80020-94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内科治疗学 陈利国，尤可主编 7-80020-94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卫生美术基础 陈明朗，金燕梅编著 7-80020-94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立体放射治疗学 王迎选,王所亭主编 7-80020-94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细胞凋亡基础与临床 姜泊主编 7-80020-94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普通外科学 华积德主编 7-80020-95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组织学彩色图谱 郭志坤等主编 7-80020-958-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组织学彩色图谱 郭志坤主编 7-80020-958-x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中医外科学 李彪，龚景林主编 7-80020-961-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学:理论与实践 张宁仔，杜日映主编 7-80020-96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胸心外科学 张衍庆主编 7-80020-96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肺癌诊断与治疗 查人俊等主编 7-80020-96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名称与代码标准应用指
南

刘海一，何连德主编 7-80020-96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护理学 李树贞主编 7-80020-97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门诊实用急症手册 张恒足等主编 7-80020-97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青光眼手术学 龚启荣，胡楠主编 7-80020-97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高血压学 赵光胜主编 7-80020-97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创伤修复学 付小兵，王德文主编 7-80020-98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传染病学 陈菊梅主编 7-80020-98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斜视治疗学 麦光焕主编 7-80020-98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活体肝移植学 管文贤，李开宗主编 7-80020-99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整形外科学 郭恩覃主编 7-80020-99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疫苗和免疫接种手册 庄汉澜，牟兆钦编著 7-80020-99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临床微循环学.上册 田 牛等主编 7-80021-144-4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辞典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辞典》编委会编 7-80021-189-4 军事科学出版社

间谍秘史:日本间谍惊人成功的奥秘 (英)迪 肯(Deacon,R.)著 7-80021-227-0 军事科学出版社

在五角大楼关键的七年: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
格回忆录

(美)温伯格(Weinberger,C.W.)著 7-80021-267-X 军事科学出版社

牙病诊疗手册 史俊南主编 7-80022-012-5 金盾出版社

郭林新气功 陶秉福主编 7-80022-038-9 金盾出版社

肺部疾病的X线病理诊断 白友贤,汤俊凡主编 7-80022-041-9 金盾出版社

中医处方指南 朱玉祥编 7-80022-060-5 金盾出版社

新编外科临床手册 吴孟超等主编 7-80022-100-8 金盾出版社

新编诊疗常规 张学庸主编 7-80022-150-4 金盾出版社

英汉对照幽默故事选 张宇澜等译 7-80022-169-5 金盾出版社

中华名医方剂大全 彭怀仁主编 7-80022-189-X 金盾出版社

现代美容化妆400题 徐家华主编 7-80022-215-2 金盾出版社

呼吸系统常见病防治320问 李峻亨主编 7-80022-247-0 金盾出版社

女性美容指南 向 红主编 7-80022-278-0 金盾出版社

生活小窍门1400例 戴治平, 葛莉萍编 7-80022-334-5 金盾出版社

肝炎防治360问 张玲霞,王永怡主编 7-80022-340-X 金盾出版社

新编临床医学数据手册 杨在春，李庆棣主编 7-80022-341-8 金盾出版社

新编妇产科临床手册 邢淑敏,许 杭主编 7-80022-353-1 金盾出版社

内分泌系统常见疾病防治370问 陆菊明等编著 7-80022-371-X 金盾出版社

常见肛肠病防治250问 王国忠等编著 7-80022-413-9 金盾出版社

急诊抢救手册 丁训杰主编 7-80022-469-4 金盾出版社

中风防治200问 孙怡 ... [等] 编著 7-80022-524-0 金盾出版社



5分钟学烹饪
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中央电视台教育节

目部编
7-80022-853-3 金盾出版社

便秘防治170问 陈士奎等编著 7-80022-869-X 金盾出版社

豆制品加工技艺 赵齐川编著 7-80022-900-9 金盾出版社

钢笔字书写新技法 丁永康编著 7-80022-974-2 金盾出版社

巧妙对联三千副 常江，王玉彩选编 7-80022-979-3 金盾出版社

风景对联三千副 赵金光，王玉彩选编 7-80022-980-7 金盾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7-80023-003-1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7-80023-015-5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六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7-80023-025-2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7-80023-026-0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八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7-80023-027-9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九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7-80023-061-9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7-80023-062-7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中共党史研究室编 7-80023-063-5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7-80023-064-3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7-80023-137-2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五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7-80023-138-0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六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7-80023-139-9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周恩来和他的事业:研究选萃 吕星斗,白云涛主编 7-80023-152-6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军群领导人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军群领导人名录》编

辑组编
7-80023-264-6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统一战线辞典 陈 元等主编 7-80023-302-2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胡绳主编 7-80023-305-7 中共党史出版社

统一战线大事记:1921年7月～1990年12月 朱企泰等编 7-80023-336-7 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的艰辛开拓 石仲泉著 7-80023-527-0 中共党史出版社

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戴 舟主编 7-80023-565-3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最新黑板报头精选集 仓小宝编绘 7-80024-119-X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画技法基础入门 芳泓, 宋玉芳等编 7-80024-421-0 中国画报出版社

比爱情更疼 连谏著 7-80024-572-1 中国画报出版社

水粉静物 刘溯编著 7-80024-703-1 中国画报出版社

爱上情人节 连谏著 7-80024-721-X 中国画报出版社

提醒幸福 暖暖著 7-80024-722-8 中国画报出版社



相爱的片刻 于亚丽著 7-80024-723-6 中国画报出版社

社团人:来自北大的青春故事 主编 沈千帆 7-80024-749-X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大学生非常兼职纪实 主编 韩光耀 7-80024-802-X 中国画报出版社

韩国情爱电影 张狂著 7-80024-823-2 中国画报出版社

韩碟:不可错过的韩国电影 娄晓阳编著 7-80024-862-3 中国画报出版社

成功人士最重视的9个关键词 韩冰工作室编著 7-80024-863-1 中国画报出版社

日本情爱电影 张狂著 7-80024-895-X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世界最有权力的女人 主编 刘丰 7-80024-907-7 中国画报出版社

父亲 梁晓声著 7-80024-930-1 中国画报出版社

长相忆 梁晓声著 7-80024-932-8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世界最有财富的女人:看她们如何登上财富的
巅峰影响世界

主编 刘丰 7-80024-946-8 中国画报出版社

自由空间:一个知性女人的欧洲之旅 [著] 张怀存 7-80024-978-6 中国画报出版社

警惕自己变成问题家长:20位问题家长口述实
录

卞庆奎著 7-80024-984-0 中国画报出版社

警惕孩子变成问题少年:20位问题少年口述实
录

卞庆奎著 7-80024-985-9 中国画报出版社

全国图书情报系统名录大全 《全国图书情报系统名录大全》编辑组编 7-80025-305-8 经济管理出版社

教育百科辞典 张念宏主编 7-80026-040-2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红衣女谍 (美)罗马诺内斯(A.Romanones)著 7-80027-034-3 军事译文出版社

白宫内幕大曝光:唐纳德·里甘回忆录 (美)里甘(D.T.Regan)著 7-80027-047-5 军事译文出版社

角色:人的行为选择 温泉信著 7-80027-143-9 军事译文出版社

近代西方名将评传 （英）卡　弗著 7-80027-154-4 军事译文出版社

魔掌中的女子乐队 (法)芬 伦著 7-80027-171-4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不尽天涯路 彭 龄,章 谊著 7-80027-438-1 军事谊文出版社

亚洲童话精选200篇.上册 于作龙编译 7-80027-459-4 军事谊文出版社

亚洲童话精选200篇.下册 于作龙编译 7-80027-459-4 军事谊文出版社

新编医师用药指南 史延平等主编 7-80027-629-5 军事谊文出版社

蒙古族抒情诗一百首 那木吉拉,昭德把佳布著 7-80028-311-9 现代出版社

百年漫画:1898～1999中国漫画点评.上卷 黄远林编著 7-80028-543-X 现代出版社

百年漫画:1898～1999中国漫画点评.下卷 黄远林编著 7-80028-543-X 现代出版社

在路上:中国足球这几年 马国力主编 7-80028-547-2 现代出版社

千禧之旅:从奥林匹克到万里长城.上卷 余秋雨主编 7-80028-565-0 现代出版社

千禧之旅:从奥林匹克到万里长城.下卷 余秋雨主编 7-80028-565-0 现代出版社

老庖菜谱,凉菜类 海潮绘 7-80028-583-9 现代出版社



中国古典吉它专业等级认证标准:1-5级.上册 王友民主编 7-80028-663-0 现代出版社

中国古典吉它专业等级认证标准:6-8级.下册 王友民主编 7-80028-663-0 现代出版社

不回家的男人:二十二集都市情感电视连续剧 张筠著 7-80028-667-3 现代出版社

混合起司 赵波[著] 7-80028-669-X 现代出版社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教材同步练习与题
解,国际法

主编 王世兵 7-80028-687-8 现代出版社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教材同步辅导与过
关,国际法

主编 王世兵 7-80028-687-8 现代出版社

今夜无风:小说版 孙重建著 7-80028-691-6 现代出版社

家有一根:漫画.1,我不乖 右手著 7-80028-735-1 现代出版社

泸沽湖畔的摩梭王妃 肖淑明口述 7-80028-748-3 现代出版社

零距离管理:建立无领导型组织
( ) 杰弗里·S·尼尔森 (Jeffrey S. 

Nieisen) 著
7-80028-768-8 现代出版社

顶级经理人五项修炼
(美) 南希·S. 阿瑞克 (Ahlrichs, Nancy 

S.) 著
7-80028-770-X 现代出版社

赢得顾客的52种技巧:营销者每周备忘录 宋国良著 7-80028-771-8 现代出版社

昨日遗书 罗大佑 (著) 7-80028-780-7 现代出版社

月溶溶赵明明 王燕山编著 7-80028-813-7 现代出版社

9·11生死婚礼:我的情爱自传 贝拉著 7-80028-826-9 现代出版社

阳光夏雨 语旋编著 7-80028-827-7 现代出版社

图雅的涂鸦 图雅著 7-80028-844-7 现代出版社

诺诺与米亚的心情日记 诺诺, 米亚著 7-80028-853-6 现代出版社

离魂:纵身年轻的悸动 霜子著 7-80028-858-7 现代出版社

办公室洽洽游戏:如何营建和保持个人品牌 蒲清编著 7-80028-873-0 现代出版社

我不是聪明女生:终结版 董晓磊著 7-80028-885-4 现代出版社

失忆谅解备忘录 顾小白著 7-80028-922-2 现代出版社

自己玩造型:130款整体造型秀 红造型, 林萃芬著 7-80028-936-2 现代出版社

家有贱夫 张孟起著 7-80028-951-6 现代出版社

家有一根:漫画.2,我太帅 右手著 7-80028-956-7 现代出版社

中国四大美女 陈德来选编 7-80030-038-2 宝文堂书店

小五义.上 古　谷校点 7-80030-063-3 宝文堂书店

小五义.下 古　谷校点 7-80030-064-1 宝文堂书店

超级绝密 (美)福布斯(Forbes,C.)著 7-80030-190-7 宝文堂书店

诡秘的情侣 (法)卡 尔(des Cars,G.)著 7-80030-193-1 宝文堂书店



高中数学总复习与测试 北京教育学院西城分院主编 7-80032-000-6 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

高中化学总复习与测试 北京教育学院西城分院主编 7-80032-001-4 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

高中英语总复习与测试 北京教育学院西城分院主编 7-80032-002-2 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

高中政治总复习与测试 北京教育学院西城分院主编 7-80032-003-0 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

高中地理总复习与测试 北京教育学院西城分院主编 7-80032-004-9 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

高中语文总复习与测试 北京教育学院西城分院主编 7-80032-005-7 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

高中物理总复习与测试 北京教育学院西城分院主编 7-80032-006-5 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

高中历史总复习与测试 北京教育学院西城分院主编 7-80032-007-3 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

“文革”时期怪事怪语 金春明等著 7-80033-114-8 求实出版社

冠心病与中风 隋邦森等著 7-80034-246-8 宇宙出版社

中文PowerPoint 2000 电子文稿制作进阶教
程

计算机软件应用培训丛书编委会编写 7-80034-801-6 宇航出版社

夫妻生活论 (苏)扎采宾著 7-80035-001-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词典 李盛平主编 7-80035-025-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艾滋病及其防治 何济华,彭　骊编著 7-80035-029-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外公共关系趣谈:谋略、方法与技巧 杨张乔主编 7-80035-109-2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续红楼梦 (清)归锄子著 7-80035-110-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男性之谜 (日)国分康孝,(日)国分久子著 7-80035-119-X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马洛一家
中央电视台社会教育部,英国广播公司英语教

学部编
7-80035-163-7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李盛平主编 7-80035-227-7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诗赋词曲联精鉴辞典 李春青,桑思奋主编 7-80035-513-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最佳女性描写辞典 倪文杰等主编 7-80035-550-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疑难问题解答 《社会主义理论和疑难问题解答》编写组编
写

7-80035-608-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英语幽默大观.第一集 吕志士等主编 7-80035-707-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三毛,我们想念你:海内外名士谈三毛并精品
欣赏

刘 浪等编 7-80035-968-9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英语基本词用法词典 凯 尼,阿 陇编译 7-80035-991-3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大事典 王　进，齐鹏飞主编 7-80035-996-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为了实现共同理想:全国先进人物广播电视汇
报演讲选编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局编 7-80036-014-8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为了实现共同理想-全国先进人物广播电视汇
报演讲选编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局编 7-80036-014-8 经济日报出版社

直言不讳:亚科卡传续集 (美)亚科卡著 7-80036-065-2 经济日报出版社

常用新词语词典 张寿康主编 7-80036-303-1 经济日报出版社



红都见闻录:苏联二十至五十年代重大事件和
人物活动史实选粹.上

刘立凯,杨进保编 7-80036-350-3 经济日报出版社

红都见闻录:苏联二十至五十年代重大事件和
人物活动史实选粹.下

刘立凯,杨进保编 7-80036-350-3 经济日报出版社

红都见闻录:苏联二十至五十年代重大事件和
人物活动史实选粹.中

刘立凯,杨进保编 7-80036-350-3 经济日报出版社

新汉英医学词典 关兴华等主编 7-80036-782-7 经济日报出版社

心脏的电治疗学:心脏起搏器技术概论 (德)M·沙达赫(Max Schaldach)著 7-80036-811-4 经济日报出版社

革命领袖故事 《中外名人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7-80037-501-3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现代科技名人故事 《中外名人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7-80037-504-8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外文化名人故事 《中外名人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7-80037-507-2 中国和平出版社

第三只眼睛 李自国著 7-80037-513-7 中国和平出版社

黑大衣蓝大衣草绿呢大衣 朱 赤著 7-80037-514-5 中国和平出版社

多看看我的眼睛 康惠民著 7-80037-515-3 中国和平出版社

火鹤花 光 泰著 7-80039-370-4 华艺出版社

健康长寿指南 裴振生, 蔡东联主编 7-80039-390-9 华艺出版社

金衣特使十三侠.上 公孙虚无著 7-80039-510-3 华艺出版社

金衣特使十三侠.下 公孙虚无著 7-80039-510-3 华艺出版社

金衣特使十三侠.中 公孙虚无著 7-80039-510-3 华艺出版社

风流才女:石评梅传 柯 兴著 7-80039-565-0 华艺出版社

血河 苏学文著 7-80039-788-2 华艺出版社

中华文学通史.第一卷,古代文学编 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 7-80039-845-5 华艺出版社

中华文学通史.第七卷,近现代文学编 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 7-80039-845-5 华艺出版社

中华文学通史.第三卷,古代文学编 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 7-80039-845-5 华艺出版社

中华文学通史.第九卷,当代文学编 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 7-80039-845-5 华艺出版社

中华文学通史.第二卷,近现古代文学编 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 7-80039-845-5 华艺出版社

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近现代文学编 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 7-80039-845-5 华艺出版社

中华文学通史.第八卷,当代文学编 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 7-80039-845-5 华艺出版社

中华文学通史.第六卷,近现代文学编 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 7-80039-845-5 华艺出版社

中华文学通史.第十卷,当代文学编 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 7-80039-845-5 华艺出版社

中华文学通史.第四卷,古代文学编 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 7-80039-845-5 华艺出版社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一卷,分类号——主题
词对应表（一）

刘湘生主编 7-80039-884-6 华艺出版社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一卷,分类号——主题
词对应表（二）

刘湘生主编 7-80039-884-6 华艺出版社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二卷,主题词——分类
号对应表(一)A-F

刘湘生主编 7-80039-884-6 华艺出版社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二卷,主题词——分类
号对应表(四)W-Z

刘湘生主编 7-80039-884-6 华艺出版社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二卷,主题词——分类
号对应表（三）M—T

刘湘生主编 7-80039-884-6 华艺出版社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二卷,主题词——分类
号对应表（二）G-L

刘湘生主编 7-80039-884-6 华艺出版社

我爱我家:大型电视情景喜剧文学剧本 梁 左等编剧 7-80039-892-7 华艺出版社

绵亘红土地 肖于著 7-80040-004-2 昆仑出版社

中正剑之梦:何基沣将军传 陈立人,林　晚著 7-80040-036-0 昆仑出版社

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 权延赤著 7-80040-141-3 昆仑出版社

此时此刻:寻找你和你心中的爱 (美) 伊雅拉·范森特著 7-80040-440-4 昆仑出版社

马雅王的圣数
(英) 摩利斯·科特罗 (Maurice 

M.Cotterell) 编著
7-80040-474-9 昆仑出版社

基因之战 (美) 石小克著 7-80040-573-7 昆仑出版社

敲开城的门 陈川著 7-80040-576-1 昆仑出版社

恋爱中的布莱希特:露特·贝尔劳自述 (丹) 露特·贝尔劳著 7-80040-624-5 昆仑出版社

爱情宝典之绿牡丹:大型经典爱情古装系列电
视连续剧

邹静之编著 7-80040-627-X 昆仑出版社

爱情宝典之风筝误:大型经典爱情古装系列电
视连续剧

邹静之编著 7-80040-628-8 昆仑出版社

爱情宝典之小棋士:大型经典爱情古装系列电
视连续剧

邹静之编著 7-80040-629-6 昆仑出版社

爱情宝典之救风尘:大型经典爱情古装系列电
视连续剧

邹静之编著 7-80040-630-X 昆仑出版社

爱情宝典之卖油郎:大型经典爱情古装系列电
视连续剧

邹静之编著 7-80040-631-8 昆仑出版社

刑警故事:陈源斌罪案小说精选 陈源斌著 7-80040-633-4 昆仑出版社

凤凰卫视闾丘露薇采访手记 闾丘露薇著 7-80040-660-1 昆仑出版社

人民日报历届全国好新闻获奖作品集 人民日报总编室编 7-80041-074-9 中国新闻出版社

永恒的恋情 岑凯伦著 7-80041-085-4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我的新闻生涯.第二卷 全国新闻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
组编

7-80041-155-9 中国新闻出版社



我的新闻生涯.第三卷 全国新闻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
组编

7-80041-183-4 中国新闻出版社

剑气千幻录.上册 金庸著 7-80041-204-0 中国新闻出版社

剑气千幻录.下册 金庸著 7-80041-204-0 中国新闻出版社

剑气千幻录.中册 金庸著 7-80041-204-0 中国新闻出版社

八月樱桃 岑凯伦著 7-80042-022-1 花城出版社

爱的律言 岑凯伦著 7-80042-024-8 四川民族出版社

新潮少女 岑凯伦著 7-80042-055-8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权延赤著 7-80042-077-9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毛泽东的儿女们 华 英编著 7-80042-111-2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微机接口与应用 王正洪, 周振环主编 7-80043-924-0 中国石化出版社

食用维生素与人体健康 沈梅生编著 7-80044-011-7 中国食品出版社

食物中毒的防治 周树南编著 7-80044-012-5 中国食品出版社

食物风味的奥秘 孙树侠著 7-80044-091-5 中国食品出版社

儿童营养计量食谱 张健侯,鞠玉心编著 7-80044-290-X 中国食品出版社

成人与儿童肿瘤内科手册 (美)蒙法迪尼,S.等编 7-80045-068-6 科学期刊出版社

审计基础 段金铭等编 7-80046-284-6 航空工业出版社

下一手.第十五册,局部战法 中国大学生围棋协会编译 7-80049-020-3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下一手.第十六册,关键的一手 中国大学生围棋协会编译 7-80049-032-7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下一手.第十一册,让子棋的战斗 中国大学生围棋协会编译 7-80049-036-X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下一手.第十二册,让子棋必胜法 中国大学生围棋协会编译 7-80049-037-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下一手.第十四册,中盘作战 中国大学生围棋协会编译 7-80049-039-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下一手.第二十册,五子局集 中国大学生围棋协会编译 7-80049-052-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下一手.第二十一册,实战死活基本型 中国大学生围棋协会编译 7-80049-053-X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下一手.第二十二册,让子棋序盘战法 中国大学生围棋协会编译 7-80049-054-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医人名辞典 李　云主编 7-80049-126-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周末惊魂 (美)勒德卢姆著 7-80049-153-6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邮票总目录:1989.1,美国及属地 加拿大 
英国及英联邦 联合国

《海外文摘》杂志社编 7-80049-393-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邮票总目录:1989.2,欧洲国家及属地 非
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

《海外文摘》杂志社编 7-80049-393-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邮票总目录:1989.3,欧洲国家及属地 非
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

《海外文摘》杂志社编 7-80049-393-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邮票总目录:1989.4,欧洲国家及属地 非
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

《海外文摘》杂志社编 7-80049-393-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人物大辞典.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人物大辞典编

委会编辑
7-80049-447-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人物大辞典.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人物大辞典编

委会编辑
7-80049-447-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积极家庭心理治疗 (联邦德国)佩塞施基安(Peseschkian,N.)著 7-80049-486-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光枝的初恋 (日)中本高子著 7-80049-611-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汪国真独白 汪国真,巴 丹著 7-80049-710-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银行客户经理知识必读 相阳主编 7-80049-969-4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混沌学:一门新科学 (美)詹姆斯·格莱克(JamesGleick)著 7-80050-193-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新编汉语多用辞典 陈炳昭等编著 7-80050-194-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古文今译与英译:汉英对照 冯树鉴编译 7-80052-149-4 华语教学出版社

外国人学中国语.1 主编 王福祥 7-80052-309-8 华语教学出版社

核心阅读,中级本 刘颂浩, 林欢编著 7-80052-552-X 华语教学出版社

语言与文化论丛:A Collection of Essays.
第二辑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文化学院编 7-80052-567-8 华语教学出版社

监护人手册 《监护人手册》编写组编 7-80052-802-2 华语教学出版社

孟子名言录 [孟子著] 7-80052-806-5 华语教学出版社

思想教育心理学 武怀堂主编 7-80053-010-8 华夏出版社

组织管理心理学 任宝崇著 7-80053-066-3 华夏出版社

新兴科学百科知识 高　放主编 7-80053-100-7 华夏出版社

美女别墅覆灭记 张广明著 7-80053-145-7 华夏出版社

野火鸡 (美)西　蒙(Simon,R.L.)著 7-80053-161-9 华夏出版社

实用精神病学 叶汉基主编译 7-80053-422-7 华夏出版社

脑性瘫痪儿童的治疗与康复 韩伟成主编 7-80053-502-9 华夏出版社

小儿麻痹后遗症外科康复手册 宁志杰主编 7-80053-531-2 华夏出版社

气功要旨 庞 明,润 川著 7-80053-609-2 华夏出版社

实用营养与代谢支持手册 岳茂兴,杨忠瑾编著 7-80053-626-2 华夏出版社

偏瘫的现代评价与治疗 王茂斌主编 7-80053-761-3 华夏出版社

中国骨伤外固定博览 孟 和主编 7-80053-897-4 华夏出版社

按摩治疗学 北京按摩医院编著 7-80053-923-7 华夏出版社

彩色的谋杀 钱国丹著 7-80054-049 海潮出版社

实用法医学名词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厅《实用法医学名词

解释》编写组编
7-80056-093-7 人民法院出版社

新刑法常用罪认定与处理.上册 主编 刘家琛 7-80056-701-X 人民法院出版社



新刑法常用罪认定与处理.下册 主编 刘家琛 7-80056-701-X 人民法院出版社

西藏纪游 (清)周蔼联撰 7800577015 中国藏学出版社

西藏奏疏 附西藏碑文 (清)孟保撰等点校 7800577031 中国藏学出版社

内蒙古利用外资业务指南 王素毅，白盾主编 7-80058-690-1 中国计划出版社

福建外向型经济 何绵山, 卢少辉主编 7-80058-845-9 中国计划出版社

外向型经济 主编 卢少辉, 蔡国栋 7-80058-859-9 中国计划出版社

领导层指南:成功的保证 张富山主编 7-80058-944-7 中国计划出版社

方针目标:现实的蓝图 张富山主编 7-80058-945-5 中国计划出版社

质量策划:良好的开端 张富山主编 7-80058-946-3 中国计划出版社

体系文件:运行的标准 张富山主编 7-80058-947-1 中国计划出版社

资源管理:潜力的发挥 张富山主编 7-80058-948-X 中国计划出版社

持续改进:永恒的追求 张富山主编 7-80058-951-X 中国计划出版社

中国财政支出效益研究 侯荣华主编 7-80058-956-0 中国计划出版社

社会发展 共创未来: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
脑会议文件选编

国家计委社会发展司, 外交部国际司 [编] 7-80058-986-2 中国计划出版社

伤寒心悟 程昭寰主编 7-80060-267-2 学苑出版社

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上 门 岿主编 7-80060-513-2 学苑出版社

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下 门 岿主编 7-80060-513-2 学苑出版社

中老年保健养生方 何绍奇, 宋乃光编著 7-80060-545-0 学苑出版社

慢性支气管炎 陈锡厚, 闫波主编 7-80060-562-0 学苑出版社

神经内科 闫波, 王永华主编 7-80060-563-9 学苑出版社

外科疾病 顾正平, 林长喜主编 7-80060-566-3 学苑出版社

灾害与意外伤害的救援与自救 顾正平, 林长喜主编 7-80060-567-1 学苑出版社

急症与急救 高泽川, 闫波主编 7-80060-568-X 学苑出版社

男性病最新专方专药748 主编 韩建涛等 7-80060-627-9 学苑出版社

老年病最新专方专药 789 主编 姚沛雨等 7-80060-631-7 学苑出版社

细菌L型与疾病 黄谷良等编著 7-80060-824-7 学苑出版社

分子病毒学 侯云德著 7-80060-848-4 学苑出版社

杜月笙传奇 少石编 7-80061-014-4 团结出版社

大西洋噩梦 (美)莱赫曼著 7-80061-056-X 团结出版社

大西洋噩梦 (美)莱赫曼著 7-80061-056-X 团结出版社

科学育儿指南 李绍祖主编 7-80061-082-9 团结出版社

党卫军:希特勒的铁血师团 李 驰编著 7-80061-649-5 团结出版社



险恶江湖无情剑:打假纪实 余 慧,盛 敏编 7-80061-972-9 团结出版社

昨日雨潇潇 玄小佛著 7-80062-021-1 台声出版社

双星恩仇录 朱羽著 7-80062-045-X 台声出版社

第三性 郭良惠著 7-80062-047-6 台声出版社

亭亭白莲 (台)岑凯伦著 7-80062-107-3 台声出版社

如我再次爱 岑凯伦著 7-80062-110-3 台声出版社

中华药浴 冯亚萍著 7-80063-063-3 长虹出版公司

带翅膀的梯子:童话故事集 张铁桥著 7-80063-093-5 长虹出版公司

重绽芬芳:中国女子监狱纪实 孙晶岩著 7-80063-099-4 长虹出版公司

防病三字经 高薄超, 程晓英主编 7-80063-125-7 长虹出版公司

孕产妇三字经 高薄超, 程晓英主编 7-80063-126-5 长虹出版公司

瘦身三字经 高薄超, 程晓英主编 7-80063-127-3 长虹出版公司

长寿三字经 高薄超, 程晓英主编 7-80063-128-1 长虹出版公司

美容三字经 高薄超, 程晓英主编 7-80063-129-X 长虹出版公司

育儿三字经 高薄超, 程晓英主编 7-80063-130-3 长虹出版公司

成功经理十戒:哈佛学不到 (美) 马克·H·麦克科迈克著 7-80064-154-6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合伙企业会计 李淑敏编著 7-80064-637-8 中国审计出版社

无形资产的价格形成及评估方法 刘京城编著 7-80064-709-9 中国审计出版社

学校德育管理制度方法操作规范.上卷 冯克诚等主编 7-80065-628-4 人民中国出版社

学校德育管理制度方法操作规范.下卷 冯克诚等主编 7-80065-628-4 人民中国出版社

董海川八卦搏击连环掌 李功成著 7-80065-687-X 人民中国出版社

董海川八卦转掌秘诀 李功成著 7-80065-687-X 人民中国出版社

月经知识 江汉声主编 7-80065-701-9 人民中国出版社

现代投资理论与实务 詹启智, 张廷银编著 7-80065-703-5 人民中国出版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

7-80068-140-8 红旗出版社

东欧剧变与执政党建设 黄 宏,谷 松主编 7-80068-242-0 红旗出版社

生命之漪:关于人体美的随想 杨建葆编著 7-80069-211-6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卫生培训手册 编著 李泰然 7-80069-482-8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妈妈宝宝动物世界:双色实用版 《幼儿素质培养》编写组 [编] 7-80069-528-X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超胆侠:黑白版漫画.上卷 (美) 弗兰克·米勒, (美) 赫劳斯·简森著 7-80069-541-7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超胆侠:黑白版漫画.下卷 (美) 弗兰克·米勒, (美) 赫劳斯·简森著 7-80069-541-7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单排轮Happy 赵骐佑, 简健晃著 7-80069-590-5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会说话得天下:4堂课叫你能言善道 杨子乔编著 7-80069-604-9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别想讨好所有的人:人际关系的第1堂课 蔡翔霖著 7-80069-605-7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凡人做梦 智者解梦:心理解析高手 (日) 东山宏久著 7-80069-630-8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时间由我做主:用不完的24小时 原著 (英) 阿诺德·贝内特 7-80069-649-9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独立纪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 朱日坤, 万小刚主编 7-80069-658-8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微积分与比萨饼
(美) 克利福德 A. 皮科夫 (Clifford A. 

Pickover) 著
7-80069-682-0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泥质的女人 宜小米著 7-80069-690-1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新闻工作者健康安全手册 新闻出版总曙报刊服务中心组织编写 7-80069-708-8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邓小平二十八年间 杨国宇等编 7-80071-139-0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365天:中外节日纪念日大全 贺锡翔编著 7-80071-152-3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大草原 大森林 维良等著 7-80071-286-9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国情教育简明词典 《国情教育简明词典》编委会编写 7-80072-211-2 改革出版社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上 张宏儒,沈志华主编 7-80072-303-8 改革出版社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下 张宏儒,沈志华主编 7-80072-303-8 改革出版社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全译.中 张宏儒,沈志华主编 7-80072-303-8 改革出版社

各级干部谈加强精神文明和党的建设 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部编 7-80072-522-7 改革出版社

股民必读 李清明编 7-80072-944-3 改革出版社

汉字简化字与繁体字对照字典 苏培成编著 7-80073-042-5 中信出版社

创业者手册
(德) 卡斯滕·拉思讷, (德) 卡斯滕·斐泽, 

(德) 维尔纳·法依克司著
7-80073-275-4 中信出版社

谁动了我的奶酪？ (美)斯宾塞·约翰逊(Spencer Johnson)著 7-80073-366-1 中信出版社

品牌制胜:从品牌展望到品牌评估 (英) 莱斯利·德·彻纳东尼著 7-80073-425-0 中信出版社

比较.第二辑 吴敬琏主编 7-80073-444-7 中信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自我疗法:让你远离心脏病和中风
(美) 约翰·P.库克 (John P.Cooker) , 
(美) 朱迪思·齐默 (Judith Zimmer) 著

7-80073-459-5 中信出版社

不再怨天尤人:克服责备习惯的非凡诀窍 (美) 威廉·克瑙斯 (William J.Knaus) 著 7-80073-471-4 中信出版社

你今天心情不好吗？:[中英文本]
[澳] 布拉德里·特雷弗·格里夫 (Bradley 

Trevor Greive) 著
7-80073-479-X 中信出版社

我要我的“真情郎”:[中英文本]
[澳] 布拉德里·特雷弗·格里夫 (Bradley 

Trevor Greive) 著
7-80073-499-4 中信出版社

企业行动纲领 (美) 迈克尔·哈默 (Michael Hammer) 著 7-80073-515-X 中信出版社

市场就是谈话:扭转传统企业思维的95个观点
(美) 里克·列文 (Fredrick Levine) ... 

[等] 著
7-80073-541-9 中信出版社



完全母亲手册 柯志恩著 7-80073-544-3 中信出版社

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教程 主编 宣增益 7-80073-557-5 中信出版社

缩小差距:企业成功实现更高绩效的四步曲
(美) 肯·布兰查德, 达娜·罗宾逊, 吉姆·

罗宾逊著
7-80073-561-3 中信出版社

比较.第三辑 吴敬琏主编 7-80073-571-0 中信出版社

鱼:一种提高士气和改善业绩的奇妙方法
(美) 斯蒂芬·伦丁, (美) 哈里·保罗, 

(美) 约翰·克里斯坦森著
7-80073-574-5 中信出版社

希望今天遇见你 何厚华文 7-80073-577-X 中信出版社

谁说你不行！:你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美) 罗伯特·舒勒 (Robert H. Schuller) 
著

7-80073-580-X 中信出版社

小傻瓜，让我教教你礼貌吧
(法) 让-路易·傅尼叶 (Jean-Louis 

Fournier) 著
7-80073-588-5 中信出版社

一分钟百万富翁
(美) 马克·维克多·汉森 (Mark Victor 
Hansen), 罗伯特·G·艾伦 (Robert G. 

Allen) 著

7-80073-609-1 中信出版社

比较.第四辑 吴敬琏主编 7-80073-620-2 中信出版社

清晨 (法) 让-雅克·桑贝 [绘] 7-80073-629-6 中信出版社

增强的电信运营图(eTOM):信息和通信服务行
业的业务流程框架

电信管理论坛 (Telemanagement FORUM) 编
著

7-80073-673-3 中信出版社

小民说话 梁小民著 7-80073-674-1 中信出版社

组织结构设计咨询实务 著 王璞, 何平 7-80073-677-6 中信出版社

比较.第五辑 吴敬琏主编 7-80073-681-4 中信出版社

鱼的故事:来自现实生活的故事，帮助你改造
自己的工作环境与生活

(美) 斯蒂芬·伦丁 (Stephen C.Lundin) 
... [等] 著

7-80073-706-3 中信出版社

中外专家论课题制 吴波尔, 赵路主编 7-80073-716-0 中信出版社

财产法:对应于杜克米尼尔和克里尔合著的案
例教程《财产法》

7-80073-764-0 中信出版社

比较.第七辑 吴敬琏主编 7-80073-782-9 中信出版社

发现利润区 (美) 亚德里安·J·斯莱沃斯基 ... [等] 
著

7-80073-831-0 中信出版社

优秀的承诺
(美) 唐纳德·N. 苏 (Donald Norman 

Sull) 著
7-80073-859-0 中信出版社

尽管去做:无压工作的艺术 (美) 戴维·艾伦 (David Allen) 著 7-80073-860-4 中信出版社

长大 范棣, 曹建伟著 7-80073-877-9 中信出版社

你比看起来要聪明:为复杂的现代家庭支招
(美) 朱蒂·谢德琳 (Judge Judy 

Sheindlin) 著
7-80073-889-2 中信出版社

比较.第八辑 吴敬琏主编 7-80073-915-5 中信出版社



妙手妈妈VS.哭闹宝宝 (美) 哈韦·卡普 (Harvey Karp) 著 7-80073-924-4 中信出版社

成功企业家的21条黄金法则
(泰) 威廉 ·E.·海内克, (澳) 乔纳森·马

什著
7-80073-934-1 中信出版社

基层管理的力量 (英) 盖伊·布朗宁 (Guy Browning) 著 7-80073-939-2 中信出版社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 7-80073-953-8 中信出版社

创业梦想家 (美) 雷·斯米勒 (Raymond W. Smilor) 著 7-80073-962-7 中信出版社

极速推动:创新型公司的魔力 (美) 汤姆·麦吉 (Tom McGehee) 著 7-80073-970-8 中信出版社

韩式产后瘦身调养法 (韩) 金相宇著 7-80073-991-0 中信出版社

商业秀:体验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感情原则 (美) 斯科特·麦克凯恩 (Scott McKain) 著 7-80073-996-1 中信出版社

流亡异国的蒋军残部 徐 军著 7-80074-016-1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周易探源 韩永贤著 7-80074-122-2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费莲情人之谜 洪小乔著 7-80074-130-3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英俊恶男 玄小佛著 7-80074-131-1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圣经故事:摩西十诫 (菲)庄子明著 7-80074-157-5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沙漠的噩梦 (新加坡)尤 今著 7-80074-258-X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社会主义问题答疑 王宗云，唐平岳主编 7-80074-270-9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奇侠昆仑剑,又名,鹤舞江南.上 古 龙著 7-80074-352-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奇侠昆仑剑,又名,鹤舞江南.下 古 龙著 7-80074-352-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奇侠昆仑剑,又名,鹤舞江南.中 古 龙著 7-80074-352-7 中国华侨出版社

痴男怨女 (马来西亚)李忆莙著 7-80074-374-8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劝忍百箴 许名奎著 7-80074-418-3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男秘书 雪米莉著 7-80074-532-5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男天使 雪米莉著 7-80074-562-7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风尘侠隐鹰爪王.上 古 龙著 7-80074-564-564-3 中国华侨出版社

风尘侠隐鹰爪王.下 古 龙著 7-80074-564-564-3 中国华侨出版社

风尘侠隐鹰爪王.中 古 龙著 7-80074-564-564-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男配角 雪米莉著 7-80074-576-7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十万个怎么办.续编 张新亭,成曾樾主编 7-80074-627-5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剑门碧玉.1 古 龙著 7-80074-795-6 中国华侨出版社

剑门碧玉.2 古 龙著 7-80074-795-6 中国华侨出版社

剑门碧玉.3 古 龙著 7-80074-795-6 中国华侨出版社

剑门碧玉.4 古 龙著 7-80074-795-6 中国华侨出版社

剑门碧玉.5 古 龙著 7-80074-795-6 中国华侨出版社



畸人 老 村著 7-80074-853-7 中国华侨出版社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彭发祥, 刘守恒主编 7-80076-306-4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报考须知 朱庆芳主编 7-80076-386-2 中国人事出版社

行政监督概论 张尚鷟编著 7-80076-455-9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应试指导

朱庆芳主编 7-80076-516-4 中国人事出版社

华夏英杰.卷四 萧宽主编 7-80076-778-7 中国人事出版社

新中国国旗 国歌 国徵 国都 纪年的诞生 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编 7-80077-810-X 开明出版社

增广贤文、三字经、百家姓钢笔字帖 邱明强书 7-80077-831-2 开明出版社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汇编.第二辑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 7-80078-457-6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纪念代表法颁布10周年文集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编 7-80078-656-0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 本书编写组 [编] 7-80078-873-3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妇产科感染性疾病 何 森等主编 7-80079-034-7 中国人口出版社

产科麻醉手册 王明安等编译 7-80079-088-6 中国人口出版社

中国计划生育概论:试用本 主编 张维庆 7-80079-508-X 中国人口出版社

婴幼儿家庭医生 张春改等编著 7-80079-630-2 中国人口出版社

柳暗花明:性传播疾病的防治 张枫主编 7-80079-653-1 中国人口出版社

3岁方案 韩跃辉主编 7-80079-690-6 中国人口出版社

性知识手册 梁济民等主编 7-80079-740-6 中国人口出版社

产前产后500忌 主编 王丽茹, 李兴茹, 李雪梅 7-80079-755-4 中国人口出版社

孕前六月宜与忌 张湖德主编 7-80079-757-0 中国人口出版社

新婚蜜月宜与忌 主编 张湖德 7-80079-758-9 中国人口出版社

避孕方法使用的选择性实用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与研究部编 7-80079-829-1 中国人口出版社

怀孕280天 主编 张湖德 7-80079-835-6 中国人口出版社

迎接全球性艾滋病的挑战 [美]皮特·兰普蒂 (Peter Lamptey) 等[著] 7-80079-842-9 中国人口出版社

各行业专利技术发展程度和趋势预测报告:来
自专利审查员的权威分析.第1辑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编 7-80079-851-8 中国人口出版社

全国生育文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2003
年4月·杭州.上册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教育司编 7-80079-852-6 中国人口出版社

全国生育文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2003
年4月·杭州.下册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教育司编 7-80079-852-6 中国人口出版社

十月怀胎1000问 主编 张湖德 7-80079-867-4 中国人口出版社

癌症防治大指导 何师竹等著 7-80079-938-7 中国人口出版社



战胜四大杀手 共享百岁人生:糖尿病、冠心
病、癌症与艾滋病、老年痴呆症漫谈

章传荣编著 7-80079-987-5 中国人口出版社

素食:改变人生的一餐 肖倩, 王璐, 秦萌编著 7-80079-994-8 中国人口出版社

准爸爸完全手册 韩林著 7-80079-998-0 中国人口出版社

决不找借口,世界一流企业奉为至尊的员工精
神准则

(美) 艾瑞斯·亚罗 (Alex Arnold) 原著 7-80080-362-7 群言出版社

经济与法:民事纠纷常见案例点评 郭春孚, 张燕生编著 7-80080-372-4 群言出版社

细节决定一切:世界500强公司员工培训手册 马尔登著 7-80080-381-3 群言出版社

麦肯锡高效执行力 (美) 汉斯·罗宾林著 7-80080-383-X 群言出版社

每天多做一点点:世界顶级企业最完美的员工
行为手册

(美) 查尔斯·哈夫著 7-80080-384-8 群言出版社

自动执行:高效员工主动执行手册 (美) 戴斯·莱维特著 7-80080-387-2 群言出版社

人生哲学枕边书:成功人生必不可少的励志经
典哲理

顾家琳编著 7-80080-394-5 群言出版社

不要推卸责任:敬业 忠诚 责任 服从 执行 (美) 查尔斯·格罗著 7-80080-397-X 群言出版社

权力定律:中国大历史中的潜规则游戏 唐志民编著 7-80080-398-8 群言出版社

那小子真COOL 金冷浩著 7-80080-399-6 群言出版社

那小子真狂 崔宇智编著 7-80080-400-3 群言出版社

那女生真靓 小气鬼编著 7-80080-401-1 群言出版社

北大文化产业前沿报告 向勇主编 7-80080-405-4 群言出版社

执行细节:西点军校的企业精神 [美]威尔·格雷森编译 7-80080-406-2 群言出版社

毕业那天我们不想失恋 一匹狼编著 7-80080-410-0 群言出版社

水晶年华 红萍果主编 7-80080-411-9 群言出版社

爱与痛的伤感 白雪公主主编 7-80080-412-7 群言出版社

周一清晨半小时中层领导课 福斯特著 7-80080-413-5 群言出版社

好心态 好人生:让你拥有一个美丽精彩的人
生

葛红明编著 7-80080-417-8 群言出版社

一句话影响一生:通向成功人生捷径不可缺少
的金科玉律

维吉尔主编 7-80080-421-6 群言出版社

克林顿的眼光与胆识 黄永军编著 7-80080-424-0 群言出版社

杰克·韦尔奇给领导者的11条执行准则:从优
秀到卓越的过程中决不可缺少的黄金哲理

蓝鸣编著 7-80080-426-7 群言出版社

勤奋敬业:众多著名企业强力推崇的员工培训
手册

哈罗德编译 7-80080-430-5 群言出版社

忠诚守信:企业界最完美的员工执行手册 奥吉维编译 7-80080-432-1 群言出版社

致加西亚的信:超级执行力培训手册 (美) 阿尔伯特·哈伯德[著] 7-80080-435-6 群言出版社



每天努力一点点:一位哈佛学者关于品格、心
态、学问、做人的忠告

赵哲媛编著 7-80080-437-2 群言出版社

学会做人做事 学会选择放弃:精华版 善之编著 7-80080-447-X 群言出版社

一切皆有可能:所谓的不可能就是等你来实现 成成编著 7-80080-449-6 群言出版社

责任到此，不能再推 成成编著 7-80080-451-8 群言出版社

女人的气质与修养 李轩编著 7-80080-455-0 群言出版社

男人的资本与风度 张健伟编著 7-80080-456-9 群言出版社

熊猫 棉棉著 7-80080-467-4 群言出版社

白色在白色之上 棉棉著 7-80080-469-0 群言出版社

厚黑学 李宗吾著 7-80080-606-5 群言出版社

小食大补治百病 宋景文编著 7-80081-771-7 蓝天出版社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 龚德宏等著 7-80081-786-5 蓝天出版社

民谣吉他原版弹唱:简谱、六线谱和弦图对照 刘传编著 7-80081-849-7 蓝天出版社

吉他弹唱流行金曲 邵春良编著 7-80081-924-8 蓝天出版社

更年期健康指导 沈婉英编著 7-80081-951-5 蓝天出版社

延伸的航线:空军转业复员干部风采录 刘绍亮主编 7-80081-961-2 蓝天出版社

生活中的毛泽东 海鲁德等编著 7-80082-003-3 华龄出版社

中共党员大辞典 丁洪章主编 7-80082-017-3 华龄出版社

治癌秘方:我治癌三十四年医案 孙秉严著 7-80082-171-4 华龄出版社

关注灵魂:在日常生活中培育深沉与神圣 (美) 托马斯·摩尔著 7-80082-538-8 华龄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图释 张同春, 田敬科主编 7-80082-833-6 华龄出版社

植廷诗选集 邵植廷著 7-80082-889-1 华龄出版社

家庭实用小偏方 李善华编著 7-80082-906-5 华龄出版社

教你买药及用药 主编 范正祥, 莫兆钦 7-80082-907-3 华龄出版社

有病早知道 范正祥，莫兆钦主编 7-80082-907-3 华龄出版社

孕妇调养与产后恢复 樊尚荣, 杨慧霞编著 7-80082-908-1 华龄出版社

家庭食疗保健 萧枫, 施芬编 7-80082-908-1 华龄出版社

术前调养与术后康复 张洪义，张英谦主编 7-80082-908-1 华龄出版社

远离高脂血症 李深主编 7-80082-954-5 华龄出版社

伟达慈丹治癌之光 郑伟达主编 7-80082-960-X 华龄出版社

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卡通读本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编 7-80082-963-4 华龄出版社

性心理手册:一本探讨两性心理的专著 谢瀛华著 7-80082-998-7 华龄出版社

行政执法手册 高 帆主编 7-80083-015-2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1992 国务院法制局编 7-80083-084-5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1992 国务院法制局编 7-80083-085-3 中国法制出版社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200问 袁炳玉主编 7-80083-101-9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1993 国务院法制局编 7-80083-113-2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1993 国务院法制局编 7-80083-114-0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1993 国务院法制局编 7-80083-115-9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1993 国务院法制局编 7-80083-116-7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1994 国务院法制局编 7-80083-155-8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1994 国务院法制局编 7-80083-156-6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1994 国务院法制局编 7-80083-157-4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1994 第四辑 国务院法制局编 7-80083-158-2 中国法制出版社

包头市法规规章汇编.1993 包头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编 7-80083-180-9 中国法制出版社

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法规选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 7-80083-596-0 中国法制出版社

事业单位改革常用政策法规汇编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司，人

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编
7-80083-703-3 中国法制出版社

现行刑法司法解释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 7-80083-794-7 中国法制出版社

您会自行处理交通事故吗?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编 7-80083-807-2 中国法制出版社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释义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起草小组编写 7-80083-949-4 中国法制出版社

推开金色之门:首届国家司法考试过关考生经
验谈

主编 李海伟 7-80083-956-7 中国法制出版社

玛琳琶 岑凯伦著 7-80084-028-X 金城出版社

中国大律师辩护实录 张忠宪编著 7-80084-157-X 金城出版社

世纪档案:二十世纪震撼全人类的重大事件纪
实.上卷

郑纲主编 7-80084-225-8 金城出版社

世纪档案:二十世纪震撼全人类的重大事件纪
实.下卷

郑纲主编 7-80084-225-8 金城出版社

世纪档案:二十世纪震撼全人类的重大事件纪
实.中卷

郑纲主编 7-80084-225-8 金城出版社

影响中国命运的人物.1 李小凡编著 7800842541 金城出版社

影响中国命运的人物.2 李小凡编著 7800842541 金城出版社

影响中国命运的人物.3 李小凡编著 7800842541 金城出版社

影响中国命运的人物.4 李小凡编著 7800842541 金城出版社

影响中国命运的人物.5 李小凡编著 7800842541 金城出版社

影响中国命运的人物.6 李小凡编著 7800842541 金城出版社

间谍不死:20世纪90年代国际谍报大写真 李小飞, 白明编著 7-80084-265-7 金城出版社



世纪病:千年祸患备忘录 黄昭宇等编著 7-80084-275-4 金城出版社

挑战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企业 肖祖珽, 张佩军编著 7-80084-325-4 金城出版社

弱势大赢家:刘邦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 李伟著 7-80084-362-9 金城出版社

做志愿者 韩淼编著 7-80084-367-X 金城出版社

神形谍影 李小飞, 樊艳, 白明编著 7-80084-371-8 金城出版社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诉讼司法解释
解读

江必新著 7-80084-381-5 金城出版社

你也可以成富翁:测试你的财商 方圆编著 7-80084-405-6 金城出版社

人与动物的故事: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陈玉珍主编 7-80084-415-3 金城出版社

搏杀世界杯:中国国家足球队龙虎榜 李志敏, 欧阳班祥编著 7-80084-421-8 金城出版社

处境：中国当代艺术谈话录 舒阳, 胡择, 吕晓刚编 7-80084-427-7 金城出版社

财富的承诺:金钱的多米诺效应 了然编译 7-80084-447-1 金城出版社

如何提高你的业绩 (英) 莱斯雷·茉莉丝 (Lesley Morrissey) 
著

7-80084-448-X 金城出版社

15分钟炼就成功头脑:英国口才大师挑战100
番的魔鬼训练

(英) 菲利浦·卡恩-佩尼 (Phillip Khan-
Panni) 著

7-80084-449-8 金城出版社

中戏女生 王梅著 7-80084-454-4 金城出版社

3秒钟看准对方性格 陈风驰编著 7-80084-463-3 金城出版社

休闲的眼 欧阳俊山编著 7-80084-475-7 金城出版社

创业管理8堂课:《哈佛商业评论》创业篇精
选

张田树编著 7-80084-483-8 金城出版社

谁还在上当受骗？ 刘瑾书编著 7-80084-484-6 金城出版社

都市人成大事:必备的6大人生方略 康贻祥编著 7-80084-506-0 金城出版社

世界50位著名成功学家成功金言 马正飞编译 7-80084-509-5 金城出版社

用人七绝:管理者必备的七种能力 刘莹著 7-80084-520-6 金城出版社

世界10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智慧金言 马正飞编译 7-80084-542-7 金城出版社

找准自己的位置 (美) 阿尔伯特·哈伯德 (Eibert·Hubdard) 
著

7-80084-548-6 金城出版社

给大脑吸氧 李志敏编著 7-80084-554-0 金城出版社

管理二十诫:管理者必须规避的问题 李一宇编著 7-80084-555-9 金城出版社

高效管理:管理者必知的35条金科玉律 ( ) 戴维·帕克利原著 7-80084-561-3 金城出版社

非常财智:思路决定财路 彭彦彰, 张庭政编著 7-80084-565-6 金城出版社

问题管理:从善于发现到有效解决 ( ) 彼得·克里斯原著 7-80084-585-0 金城出版社

卓越经理人:让你成为最优秀的管理者 ( ) 戴夫·布雷顿原著 7-80084-587-7 金城出版社

白领健康:一位高干病房医生与100位患者的
故事

张宝和著 7-80084-592-3 金城出版社

主管修炼:卓越管理者必备的能力 艾民编译 7-80084-600-8 金城出版社



我们这样管孩子:美国教育专家改变孩子任性
的对策

(美) 斯考特·J. 拉尔森, (美) 拉里·K. 
布兰朵著

7-80084-627-X 金城出版社

有效提升工作效率32招 施胜台著 7-80084-648-2 金城出版社

在第N只眼睛的背后:寻找心灵中的“UFO” 赵刚著 7-80084-665-2 金城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 叶赫那拉·根正, 郝晓辉著 7-80084-675-X 金城出版社

哪扇门为我而开？:50位大学生求职经历集 刘丽君编著 7-80084-677-6 金城出版社

爱让我们彼此成长 冯俊杰著 7-80084-695-4 金城出版社

影响女人气质的31个细节 亦娴编著 7-80084-713-6 金城出版社

在浪尖上舞蹈:大马哈鱼逆流制胜8大秘诀 金跃军, 高红敏著 7-80084-717-9 金城出版社

影响女人一生的31个习惯 亦娴编著 7-80084-725-X 金城出版社

思维致胜:掌握思维方法的九个基本原则 冀云襄著 7-80084-731-4 金城出版社

默克尔传 (德) 哥尔特·朗古特 (Gerd Langguth) 著 7-80084-773-X 金城出版社

古今歇后语大观 崔慧明, 孙玉华编 7-80084-792-6 金城出版社

大侦探:两分钟破案 (日)藤原宰太郎著 7-80086-028-0 中国检察出版社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知识读本 范坚, 贾俊玲主编 7-80086-842-7 中国检察出版社

民法简论 傅强, 魏增产编著 7-80086-863-X 中国检察出版社

一个情字谁能丢 李桦著 7-80087-080-4 中国发展出版社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马 洪主编 7-80087-159-2 中国发展出版社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访谈录 [(美) 比尔·盖茨述] 7-80087-249-1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 (美) 尼古拉斯·R·拉迪著 7-80087-354-4 中国发展出版社

直复营销管理:如何在直复营销时代提升企业
销售业绩

夏俊编著 7-80087-364-1 中国发展出版社

环境经济学 姚志勇等编著 7-80087-406-0 中国发展出版社

高手过招 郑振龙, 方建兴著 7-80087-439-7 中国发展出版社

论经济“奇迹”:法兰西学院教程 (法) 阿兰·佩雷菲特 (Alain Peyrefitte) 
著

7-80087-506-7 中国发展出版社

商品流通网络:机理·历史与模型 王微著 7-80087-507-5 中国发展出版社

小康中国:让每个中国人评估现在、感受美好
未来

颜廷锐, 毛飞编著 7-80087-546-6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MBA案例.Ⅱ 魏杰主编 7-80087-547-4 中国发展出版社

经济学的视界 陈彩虹著 7-80087-551-2 中国发展出版社

钻石就在你家后院:英汉双语版 (美) 鲁塞·康维尔 (Russell H.Conwell) 
著

7-80087-579-2 中国发展出版社

人性的弱点全集 (美) 戴尔·卡耐基 (Dale Carnegie) 著 7-80087-583-0 中国发展出版社

机会来了，你在哪里:抓住机遇掌握自己的命
运

(美) 奥里森·马登 (Orison Swett 
Marden) 著

7-80087-587-3 中国发展出版社



建造孩子快乐的家园
(美) 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Rodham 

Clinton) 著
7-80087-590-3 中国发展出版社

风度何来:美国三位总统礼仪顾问的着装与礼
仪教程

(美) 威廉·索尔比 (William Thourlby) 
著

7-80087-593-8 中国发展出版社

无所不能的推销法则:推销员基础训练教程
(美) 奥里森 S. 马登 (Orison Swett 

Marden) 著
7-80087-596-2 中国发展出版社

重塑自我:由内而外创建自己的新生活
(美) 菲力普 C. 麦格劳 (Phillip C. 

McGraw) 著
7-80087-597-0 中国发展出版社

寻找你的北极星:哈佛大学贝克博士心理自助
指南

(美) 玛莎·贝克 (Martha Beck) 著 7-80087-599-7 中国发展出版社

华立突破 周永亮著 7-80087-611-X 中国发展出版社

当代高新科技知识干部读本 王信领著 7-80087-614-4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报告:问题·现状·挑
战·对策

李文良等主编 7-80087-615-2 中国发展出版社

哈佛女人:一对哈佛学者与世界第一学府的真
实故事

(美) 玛莎·贝克 (Martha Beck) 著 7-80087-619-5 中国发展出版社

人生第一课
(美) 威廉·A·阿尔科特 (William A. 

Alcott) 著
7-80087-622-5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一生的教诲:一位外交家爸爸谈品行、礼仪、
处世与学识

(英) 查斯特菲尔德 (Lord Chesterfield) 
著

7-80087-623-3 中国发展出版社

全球化与新经济 王逸舟主编 7-80087-635-7 中国发展出版社

宏观经济学教程 韩秀云著 7-80087-637-3 中国发展出版社

礼仪手册:做一个有良好教养之人的行动指南 (美) 索非娅·O. 约翰 (Sophia O. John) 
著

7-80087-656-X 中国发展出版社

加工贸易:工业化的新道路 隆国强 ... [等] 著 7-80087-663-2 中国发展出版社

温州资本:剖析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 解
读中国著名商埠的资本个性

周永亮, 董希华著 7-80087-682-9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问题 张小济主编 7-80087-685-3 中国发展出版社

父母与孩子:父母在孩子教育中的作用 (英) 夏洛特·梅森 (Charlotte Mason) 著 7-80087-697-7 中国发展出版社

教育是一种训练:学校应为孩子灌输怎样的知
识

(英) 夏洛特·梅森 (Charlotte Mason) 著 7-80087-698-5 中国发展出版社

儿童生来是人:只有了解我们自己才能了解孩
子

(英) 夏洛特·梅森 (Charlotte Mason) 著 7-80087-699-3 中国发展出版社

保险公司审计要领 刘少君, 郭大焕编著 7-80087-707-8 中国发展出版社

爱他也要爱自己:如何避免在两性关系中迷失
自己

(美) 贝芙莉·英格尔 (Beverly Engel) 著 7-80087-717-5 中国发展出版社

你绝对可以更有钱:白手起家的10大方法 孙新平著 7-80087-723-X 中国发展出版社

联想再造:剖析持续发展公司的变革秘诀 解
读科技创新企业的成功转型

李建立著 7-80087-726-4 中国发展出版社



简约曲美:中国家具行业第一部企业成长及性
格锻造透析全案

赵龙著 7-80087-727-2 中国发展出版社

做智慧型父母: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的130个建
议

胡玉顺著 7-80087-732-9 中国发展出版社

天使的百合:成功和幸福就在过与不及之间 (美) 鲁塞·康维尔著 7-80087-733-7 中国发展出版社

让工作更轻松:平衡工作与生活尽情享受人生
的85种方法

(美) 爱莲娜·詹姆斯 (Elaine St. James) 
著

7-80087-734-5 中国发展出版社

让生命之舟变轻:放慢生活节奏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的100种方法

(美) 爱莲娜·詹姆斯 (Elaine St. James) 
著

7-80087-735-3 中国发展出版社

让生活不再复杂:摆脱繁忙选择不同行事方式
的100种方法

(美) 爱莲娜·詹姆斯 (Elaine St.James) 
著

7-80087-737-X 中国发展出版社

成功在我:依靠自己创造辉煌人生 郭志江编著 7-80087-739-6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三农100题 韩俊主编 7-80087-747-7 中国发展出版社

你本来很优秀:青年自我发展测评 陈雷编著 7-80087-748-5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医院并非安全岛:如何在医院保护自己 (美) 托马斯·夏洛恩著 7-80087-751-5 中国发展出版社

翻盘:企业英雄怎样反败为胜 董磊编著 7-80087-762-0 中国发展出版社

小民经济观察系列.1 梁小民著 7-80087-767-1 中国发展出版社

如何打造商业帝国:我的财富观 (美) 安德鲁·卡内基 (Andrew Carnegie) 
著

7-80087-768-X 中国发展出版社

智商就这么重要 陈国鹏 ... [等]著 7-80087-790-6 中国发展出版社

公司为谁而生存:从股东权益至上回归顾客利
益至上

(美) 理查德·埃尔斯沃斯 (Richard R. 
Ellsworth) 著

7-80087-797-3 中国发展出版社

360°好人缘:全方位构建人际关系的7大有效
策略

刘津编著 7-80087-801-5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信息服务业发展报告:2004 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组织编写 7-80087-820-1 中国发展出版社

拒绝短板:平衡计分卡战略实施 吕嵘, 冉斌著 7-80087-827-9 中国发展出版社

蒙牛思维:成就蒙牛速度的25个法则 陈中, 刘端著 7-80087-852-X 中国发展出版社

快速消费品分销渠道管理 龚晓路, 黄锐编著 7-80087-857-0 中国发展出版社

并非危言 警惕流感 林菁[等]编著 7-80087-868-6 中国发展出版社

历史上的两栖战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 7-80087-971-2 中国发展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纲要》辅导 苏厚重主编 7-80088-032-X 中国社会出版社

苦恼人的家 向 娅等著 7-80088-06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拥抱你的缺憾 谢丽华主编 7-80088-070-2 中国社会出版社

医食健康万事通 《中国体育报》科技部编 7-80088-082-6 中国社会出版社

各国首脑人物大辞典 《各国首脑人物大辞典》编委会编 7-80088-122-9 中国社会出版社

漫话幽梦影.上 (清) 张潮原著 7-80088-145-8 中国社会出版社

漫话幽梦影.下 (清) 张潮原著 7-80088-145-8 中国社会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纲要》问答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建教研室编 7-80088-212-8 中国社会出版社

漫话呻吟语.上 (明) 吕坤原著 7-80088-392-2 中国社会出版社

漫话呻吟语.下 (明) 吕坤原著 7-80088-392-2 中国社会出版社

漫话围炉夜话.上 (清) 王永彬原著 7-80088-410-4 中国社会出版社

漫话围炉夜话.下 (清) 王永彬原著 7-80088-410-4 中国社会出版社

谩话小窗幽记.上 (明) 陈眉公原著 7-80088-482-1 中国社会出版社

谩话小窗幽记.下 (明) 陈眉公原著 7-80088-482-1 中国社会出版社

漫画小窗自纪.上 (明) 吴从先原著 7-80088-496-1 中国社会出版社

漫画小窗自纪.下 (明) 吴从先原著 7-80088-496-1 中国社会出版社

QC小组基础教材 邢文英主编 7-80088-779-0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不朽的人 (美) J. E. 冈恩原著 7-80088-856-8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与“拉玛”相会 (英) A. C. 克拉克原著 7-80088-856-8 中国社会出版社

侏罗纪世界 (英) A·柯南道尔原著 7-80088-856-8 中国社会出版社

天外归来 (法) 克·格蕾尼埃原著 7-80088-856-8 中国社会出版社

水陆两栖人 (苏) 别列叶夫原著 7-80088-856-8 中国社会出版社

海底两万里 (法) 儒勒·凡尔纳原著 7-80088-856-8 中国社会出版社

海底城 (美) 弗德利克·波尔, (美) 杰克·威廉逊
原著

7-80088-856-8 中国社会出版社

猿猴世界 (法) 彼埃尔·布勒原著 7-80088-856-8 中国社会出版社

繁星似尘 (美) I·阿西莫夫原著 7-80088-856-8 中国社会出版社

隐身人 (英) 海·乔·威尔斯原著 7-80088-856-8 中国社会出版社

历险故事集,死岛探险 (英)布莱顿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历险故事集:喀尔巴阡古堡 (法)儒勒·凡尔纳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历险故事集:碧海余生 (美)迈克尔·谢夫，(美)戴维·斯佩克特原
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历险故事集,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历险故事集,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挪)托尔·海尔达尔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喀尔巴阡古堡 (法)儒勒·凡尔纳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俄底修斯历险记 (德) 斯威布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喀尔巴阡古堡 (法) 儒勒·凡尔纳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挪) 托尔·海尔达尔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好兵帅克历险记 (捷) 雅·哈谢克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死岛探险 (英) 布莱顿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碧海余生 (美) 迈克尔·谢夫, (美) 戴维·斯佩克特
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蝇王 (英) 威廉·戈尔丁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金银岛 (英) 斯蒂文生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鲁滨逊漂流记 (英) 笛福原著 7-80088-958-0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年鉴.1991 《中国中医药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审 7-80089-0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痛证诊疗大全 韦绪性主编 7-80089-00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康复医学 丁 涛主编 7-80089-004-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学 王道瑞主编 7-80089-01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崇原 (明)张志聪著 7-80089-01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三指禅 (清)周学霆著 7-80089-015-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心典 (清)尤 怡著 7-80089-01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精神因素与癌 赵景芳主编 7-80089-01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百家配伍用药经验采菁 肖森茂,彭永开编著 7-80089-02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绛雪园古方选注 (清)王子接著 7-80089-02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外治寿世方 (清)邹存淦著 7-80089-03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 清太医院编 7-80089-03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广注 (清)李彣著 7-80089-03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鲁府禁方 (明)龚廷贤编 7-80089-03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草药不良反应及防治 丁 涛主编 7-80089-03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治疗胆石症、尿石症 吴新同等编著 7-80089-049-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医骨伤科百家方技精华 施　杞主编 7-80089-05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百病耳压诊治秘诀 王其祥主编 7-80089-07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骨伤科手册 沈志祥等编 7-80089-08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不育与不孕研究新进展 李曰庆主编 7-80089-10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现代针灸文献精萃.第二辑,针灸文摘 1987-
1990

肖淑春,王振坤主编 7-80089-10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女病外治良方妙法 王金权,蔡玉华主编 7-80089-11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男病外治良方妙法 王竑编著 7-80089-11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古文译解 梁 忠主编 7-80089-11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夫妻健身按摩法 林 晶等主编 7-80089-13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寿世保元 (明)龚廷贤撰 7-80089-147-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肾病综合征 周凤龙等主编 7-80089-16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常用药物新用途临床大全 庞国明,府 军主编 7-80089-19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吴中珍本医籍四种 (清) 缪遵义 ... [等] 著 7-80089-24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糖尿病治疗与康复指南 韩 明主编 7-80089-24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医学大辞典 谢 观等编著 7-80089-25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当代中国名医高效验方1000首:续集 庞国明等主编 7-80089-29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经知要 (明) 李中梓编著 7-80089-31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景岳全书 (明)张介宾著 7-80089-31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药名辞典 蔡永敏主编 7-80089-32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宗金鉴 (清)吴 谦等编 7-80089-330-8 中国中医药

外科症治全生集 (清) 王洪绪原著 7-80089-39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外科选要 (清) 徐惪〓辑 7-80089-39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翼 (清) 尤怡著 7-80089-40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肿瘤诊疗大全 郑玉玲,韩新巍主编 7-80089-440-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厘正按摩要术 (清) 张振鋆编纂 7-80089-44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年鉴.1995 《中国中医药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80089-46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万密斋医学全书 傅沛藩等主编 7-80089-47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元御医学全书 (清)黄元御撰 7-80089-47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徐灵胎医学全书 [(清)徐灵胎著] 7-80089-48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叶天士医学全书 [(清)叶天士撰] 7-80089-48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冯氏锦囊秘录 (清)冯兆张纂辑 7-80089-486-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鼻炎与哮喘中西医最新诊疗学 鹿道温主编 7-80089-51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血证论 (清) 唐容川著 7-80089-52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医指掌 (明) 皇甫中著 7-80089-584-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方考 (明) 吴昆编著 7-80089-58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女科经纶 (清) 萧壎著 7-80089-59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孟英医案 (清) 王士雄著 7-80089-59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现代推拿学 主编薛传疆, 姚红 7-80089-60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癌前期病变诊断与治疗 唐旭东，韦云主编 7-80089-60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得配本草 (清) 严洁, 施雯, 洪炜著 7-80089-67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研悦 (明) 李盛春等编辑 7-80089-68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风湿病中西医诊疗学 主编周翠英, 孙素平, 傅新利 7-80089-79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 (明) 戴原礼著 7-80089-79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删补颐生微论 (明) 李中梓撰 7-80089-79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纲目 (明)李时珍编著 7-80089-80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景岳医学全书 [(明)张介宾撰] 7-80089-83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龚廷贤医学全书 [(明)龚廷贤撰] 7-80089-83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薛立斋医学全书 (明)薛己著) 7-80089-83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汪石山医学全书 [(明)汪石山编著] 7-80089-83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肯堂医学全书 [(明)王肯堂撰] 7-80089-83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吴昆医学全书 [(明)吴昆著] 7-80089-83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一奎医学全书 [(明)孙一奎撰] 7-80089-83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中梓医学全书 (明)李中梓撰) 7-80089-84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论文写作 丛林, 马宗华, 靳琦主编 7-80089-861-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缪希雍医学全书 (明)缪希雍撰) 7-80089-99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武之望医学全书 [(清)武之望撰] 7-80089-99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创造学教程 鲁克成，罗庆生编著 7-80090-627-2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实用中西医结合内科急症诊疗防护手册 鲁卫星,邱模炎主编 7-80091-072-5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科技期刊中医药文献索引:1949-1986.第
五分册,中医妇产科学

薛清?,李书元主编 7-80091-214-0 光明日报出版社

儿科学 张 有主编 7-80091-734-7 光明日报出版社

内科学 马国珍,张文挺主编 7-80091-834-3 光明日报出版社

妇产科学,临床医学专业自学考试用书 秦永春编 7-80091-877-7 光明日报出版社

默多克竞争策略全书 威廉·菲勒著 7-80091-968-4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党的建设若干问题讲座:学习江泽民七一讲话
辅导

当代思潮杂志社编 7-80092-052-6 当代中国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纲要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 7-80092-056-9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1949-1956.第一卷 有 林等主编 7-80092-500-5 [红旗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1956-1966.第三卷 有 林等主编 7-80092-500-5 [红旗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1956-1966.第二卷 有 林等主编 7-80092-500-5 [红旗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1976-1995.第四卷 有 林等主编 7-80092-500-5 [红旗出版社]

信息时代与军事后勤 主编 邵华, 闫辉 7-80092-660-5 当代中国出版社

新时期领导干部“三讲”学习读本.上卷 沈云锁，李欣燕主编 7-80092-824-1 当代中国出版社

新时期领导干部“三讲”学习读本.下卷 沈云锁，李欣燕主编 7-80092-824-1 当代中国出版社

新时期领导干部“三讲”学习读本.中卷 沈云锁，李欣燕主编 7-80092-824-1 当代中国出版社

21世纪的粤湛经济:海洋知识经济 龙虎, 龙竹, 叶远谋编著 7-80092-908-6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国“伟哥” 沙颖河编著 7-80092-912-4 当代中国出版社

生财手册:最易成功的小投资生财捷径 庄吉之著 7-80092-965-5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国环境年鉴.1991 《中国环境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80093-06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地方性氟中毒及工业氟污染研究 郑宝山等著 7-80093-097-1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水和沉积物中有毒污染物评估
(加)阿 伦(Allan,R.J.),(加)贝 尔

(Ball,A.J.)著
7-80093-415-2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0年环境保护战略目标定量化 鲍 强主编 7-80093-419-5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污染监督与环境管理 王扬祖著 7-80093-428-4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现代分析技术在环境与卫生监测中的应用 陈震阳,许金生主编 7-80093-691-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最新膳食营养评价指南 韩郁平主编 7-80093-78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建设监理 何建安主编 7-80093-831-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老年与心理健康 王效道 ... [等] 编著 7-80093-909-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江湖作赌.上册 古龙著 7-80094-127-2 大众文艺出版社

江湖作赌.下册 古龙著 7-80094-127-2 大众文艺出版社

江湖作赌.中册 古龙著 7-80094-127-2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回应韦君宜.上 邢小群, 孙珉编 7-80094-128-0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回应韦君宜.下 邢小群, 孙珉编 7-80094-128-0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回应韦君宜.中 邢小群, 孙珉编 7-80094-128-0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人类神秘现象全记录续集.上 邢万里编著 7-80094-364-X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人类神秘现象全记录续集.下 邢万里编著 7-80094-364-X 大众文艺出版社

鲁迅乡土小说选 鲁迅著 7-80094-433-6 大众文艺出版社

旷世的忧伤.一 邵燕祥, 林贤治主编 7-80094-513-8 大众文艺出版社

旷世的忧伤.三 邵燕祥, 林贤治主编 7-80094-513-8 大众文艺出版社

旷世的忧伤.二 邵燕祥, 林贤治主编 7-80094-513-8 大众文艺出版社

旷世的忧伤.五 邵燕祥, 林贤治主编 7-80094-513-8 大众文艺出版社

旷世的忧伤.六 邵燕祥, 林贤治主编 7-80094-513-8 大众文艺出版社

旷世的忧伤.四 邵燕祥, 林贤治主编 7-80094-513-8 大众文艺出版社

风中站立.上 牛汉主编 7-80094-661-4 大众文艺出版社

风中站立.下 牛汉主编 7-80094-661-4 大众文艺出版社

风中站立.中 牛汉主编 7-80094-661-4 大众文艺出版社

改革还是改向 主编 刘贻清 7-80094-685-1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美学四家论稿.上 张天曦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美学四家论稿.下 张天曦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论概要.一 秦德行, 王安庭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论概要.三 秦德行, 王安庭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论概要.二 秦德行, 王安庭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论概要.四 秦德行, 王安庭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代诗话风格论 张一平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汉语美学.上 王有亮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汉语美学.下 王有亮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电影语言现代化再认识 裴亚莉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西方小说形态论纲.上 亢西民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西方小说形态论纲.下 亢西民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西方现代戏剧艺术论.上 杨文华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西方现代戏剧艺术论.下 杨文华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马列文论新探.上 孙铭有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马列文论新探.下 孙铭有著 7-80094-85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男人沮丧 马陵编 7-80094-976-1 大众文艺出版社

朝霞红似火:浩然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浩然著 7-80094-986-9 大众文艺出版社

家庭教育:怎样教小孩 陈鹤琴著 7-80096-689-5 中国致公出版社

郁达夫的女性情感世界 韦凌著 7-80096-797-2 中国致公出版社

徐志摩的女性情感世界 宋益乔著 7-80096-798-0 中国致公出版社

郭沫若的女性情感世界 乐思蜀著 7-80096-832-4 中国致公出版社

民法学 主编 刘志刚 ... [等] 7-80096-847-2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法理学 主编 石茂生 7-80096-848-0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法制史教程 主编 宋四辈, 张汉昌 7-80096-850-2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习题集:2003 版.上册 钟赣生…[等]编 7-80096-891-X 中国致公出版社

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习题集:2003 版.下册 钟赣生…[等]编 7-80096-891-X 中国致公出版社

企业赢家:中国成功企业管理营销模式剖析 张健著 7-80096-950-9 中国致公出版社

放下就是快乐 俊明, 向阳主编 7-80096-964-9 中国致公出版社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英汉对照全译本 (英) 乔治·奥威尔著 7-80096-972-X 中国致公出版社

好爸爸 坏爸爸 (德) 霍尔斯特·佩特里 (Horst Petri) 著 7-80096-994-0 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国(境)审批及管理工作常用文件法规选编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政外事干部局编 7-80098-094-4 党建读物出版社

高等学校党务干部读本
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织编写
7-80098-232-7 党建读物出版社

入党教材:修订本 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编著 7-80098-306-4 党建读物出版社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纲要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编] 7-80098-308-0 党建读物出版社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读本 中央“三讲”教育联系会议办公室编 7-80098-363-3 党建读物出版社

江泽民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专题摘编 江泽民著 7-80098-386-2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三讲”教育工作指导 中央“三讲”教育联系会议办公室编 7-80098-425-7 党建读物出版社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干部监督 中共中央组织部编 7-80098-426-5 党建读物出版社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读本.续编本 中央“三讲”教育联系会议办公室编 7-80098-449-4 党建读物出版社

农村干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件汇
编

中共中央组织部编 7-80098-484-2 党建读物出版社

学习江泽民“七一”讲话辅导问答 何毅亭主编 7-80098-526-1 党建读物出版社

十五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 何毅亭，施芝鸿主编 7-80098-542-3 党建读物出版社

组工通讯.2001 中共中央组织部编 7-80098-561-X 党建读物出版社

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本书编写组编著 7-80098-613-6 党建读物出版社

十六大党章学习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著 7-80098-614-4 党建读物出版社

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郑培民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

教局编
7-80098-627-6 党建读物出版社

电子政务应用指南 吴江主编 7-80098-633-0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建理论学习纲要 中共中央组织部[编] 7-80098-717-5 党建读物出版社

新机遇 新思路 新探索:全国管理干部学院系
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优秀论文集

主编 王伟东 7-80098-728-0 党建读物出版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 本书编写组编著 7-80098-741-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大力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五局编 7-80098-755-8 党建读物出版社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
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编
7-80098-759-0 党建读物出版社

党的好干部 人民的贴心人,牛玉儒 内蒙古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编 7-80098-767-1 党建读物出版社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党课参考教材
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编著
7-80098-769-8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释义 张柏林主编 7-80098-795-7 党建读物出版社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虞云耀主编 7-80098-851-1 人民出版社

领导科学概论 陈福今, 唐铁汉主编 7-80098-852-X 人民出版社

公共危机管理 主编 陈福今, 唐铁汉 7-80098-854-6 人民出版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 本书编写组编著 7-80098-891-0 党建读物出版社

怎样健康地活到120岁 (美) 张明彰著 7-80099-458-9 中国三峡出版社

读懂人生 田伟著 7-80099-468-6 中国三峡出版社

感悟人生:品味人生的成与败、得与失 李静编著 7-80099-660-3 中国三峡出版社

雇佣兵的13条军规 叶日者著 7-80099-698-0 中国三峡出版社

炫·冥海 沧月主笔 7-80099-732-4 中国三峡出版社

女性特殊时期的特别保健:医学专家给女性的
健康支招

齐冰编著 7-80099-752-9 中国三峡出版社

广东旅游全书 左晓斯编著 7-80099-783-9 中国三峡出版社



兄弟 晴川著 7-80099-932-7 中国三峡出版社

中华学生必战的9种弱点 奚华编著 7-80099-978-5 中国三峡出版社

中华学生必备的9种学习方法 奚华编著 7-80099-979-3 中国三峡出版社

拍板时刻:赢得顾客心的对谈式销售法 [美]琳达·理查森著 7-80100-394-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领袖商论:中国企业首脑的运筹方略.上 齐畅, 凡禹编著 7-80100-436-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领袖商论:中国企业首脑的运筹方略.下 齐畅, 凡禹编著 7-80100-436-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第二板市场:新兴企业创业良机 王巍主编 7-80100-523-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现代金融资产投资:证券、期货与外汇买卖 李恒光著 7-80100-570-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中央银行定量分析概论 蒋万进, 陶晓峰编著 7-80100-578-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释义与实用问答 徐景和 ... [等]著 7-80100-609-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汉语句式100例 俞发亮著 7-80100-635-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股市波浪超前预测:经济技术学.上册 孙文兴著 7-80100-647-X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股市波浪超前预测:经济技术学.下册 孙文兴著 7-80100-647-X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猎头”出击:疯狂的人才争霸 陈贝蒂著 7-80100-655-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改制新途径:员工持股、股票期权与经理层融
资收购

李建良编著 7-80100-683-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新娘发型世界 于望晴编著 7-80100-692-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新娘美容世界 于望晴编著 7-80100-692-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新娘花饰世界.1 于望晴编著 7-80100-692-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新娘花饰世界.2 于望晴编著 7-80100-692-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优质女性.Ⅰ 郭薇薇著 7-80100-697-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优质女性.Ⅱ 郭薇薇著 7-80100-697-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策划亿万富姐:刘晓庆经纪人浮出水面 路野著 7-80100-702-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小商业企业会计八日通 主编 陈企华 7-80100-715-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小工业企业会计八日通 主编 陈企华 7-80100-715-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小旅游饮食服务业会计八日通 主编 陈企华 7-80100-715-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经理激励与股票期权 黄钟苏, 高晓博编著 7-80100-726-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挑战父母 (美) 鲁道夫·德克斯 (Rudolf Dreikurs) 
著

7-80100-733-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擒庄兵法 李华, 胡锡明著 7-80100-740-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宠爱自己:徜徉幸福77招秘诀 司恩鲁著 7-80100-749-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美丽自己:亮丽人生的80则魅力秘方 司恩鲁著 7-80100-749-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分析 孙艺林, 何学杰著 7-80100-750-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企业家班论坛:民营中小企业发
展新思路

主编 郑学益 7-80100-751-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工作手册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编 7-80100-759-X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旅行社申报审批指南 国家旅游局质量规范与管理司编 7-80100-768-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生生死死:新世纪中国民营企业预警 张志勇著 7-80100-779-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海关法诠解 田燕苗编著 7-80100-800-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对冲基金 程翼著 7-80100-802-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八种武器:销售案例、培训核心教程 付遥著 7-80100-824-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2小时MPA:新世纪公共管理精英必读手册 高旺, 马宝成编著 7-80100-829-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比尔·盖茨的内衣:富豪法则 曹荣编著 7-80100-844-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比尔·盖茨的内衣:富豪法则 曹荣编著 7-80100-844-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政策与
实务

本书编写组 [编著] 7-80100-846-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营销X档案:23家知名IT企业的32个案例 关健著 7-80100-870-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一只乌龟的生活智慧 于东辉著 7-80100-877-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全新创意串珠:[图集] 阿瑛编著 7-80100-886-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男人的手腕:成功男人的4种竞争智慧 主编 韩春 7-80100-894-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与孩子成功沟通的第一课 张淑芬著 7-80100-933-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个人理税顾问 主编 管强 7-80100-934-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你有什么权利？:公民维权经典个案 王玉华, 周世光主编 7-80100-936-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你酷我评:关于酷与俗的N种解读 刘可欣等著 7-80100-945-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外出旅游的101个误区 白马编著 7-80100-962-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用什么保护你的私产 鲍桦编著 7-80100-964-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金钱的革命:认识金钱是创造金钱的开始 杜忠明著 7-80100-965-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实证中国:零点观察：数字解读百姓生活 主编 袁岳, 姜莉 7-80100-973-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快意大颠覆 秦林著 7-80100-983-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怎样叩开那扇门:中职毕业生求职择业指导 谭爱平著 7-80100-996-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生态小说 刘士杰编 7-80101-492-8 中国和平出版社

爱情小说 芳莹，薛智编 7-80101-493-6 中国和平出版社

爱情小说 芳莹，薛智编 7-80101-493-6 中国和平出版社

战争小说 周永琴编 7-80101-494-4 中国和平出版社

流浪汉小说 张民权编 7-80101-495-2 中国和平出版社

幽默小说 杨亦军编 7-80101-496-0 中国和平出版社

哲理小说 黎湘萍编 7-80101-498-7 中国和平出版社



荒诞小说 张容编 7-80101-499-5 中国和平出版社

侦探小说 左右编 7-80101-500-2 中国和平出版社

侦探小说 左右编 7-80101-500-2 中国和平出版社

惊险小说 高兴，焦仲平编 7-80101-501-0 中国和平出版社

狗的家世 (奥) 康拉德·劳伦兹 (Konrad Lorenz) 著 7-80101-74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旅行地图册 7-80104-524-6 星球地图出版社

华夏旅游地图册 成云光, 王桂珍编 7-80104-563-7 星球地图出版社

中国名山名水图册 主编 窦益山 7-80104-693-5 星球地图出版社

中国地图册 星球地图出版社编 7-80104-850-4 星球地图出版社

中国利用外商投资问题研究 苏宁，张上塘主编 7-80105-395-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四库全书精编,史部 田晓娜主编 7-80105-493-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四库全书精编,子部 田晓娜主编 7-80105-493-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四库全书精编,经部 田晓娜主编 7-80105-493-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四库全书精编,集部 田晓娜主编 7-80105-493-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华历史通鉴.第一部 李罗力等总编撰 7-80105-570-5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华历史通鉴.第三部 李罗力等总编撰 7-80105-570-5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华历史通鉴.第二部 李罗力等总编撰 7-80105-570-5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华历史通鉴.第四部 李罗力等总编撰 7-80105-570-5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直面全球化:“凌志汽车”与“橄榄树”
(美) 托马斯·L. 弗里德曼 (Thomas L. 

Friedman) 著
7-80105-932-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企业技术竞争与创新激励机制 欧阳新年, 周景勤主编 7-80105-955-7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我的生活与爱 (美) 弗兰克·哈里斯 (Frank Harris) 著 7-80105-957-3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给加西亚的信 (美) 阿尔伯特·哈伯德 (Elbert Hubbard) 
著

7-80106-209-4 线装书局

执行的艺术:完成任务的策略与学问 德伯华编著 7-80106-263-9 线装书局

一杯清茶轻轻抚慰 李轩编著 7-80106-277-9 中国线装书局

从主动到卓越 麦考来著 7-80106-282-5 中国线装书局

夜间部的镜子:[漫画] 毛过编绘 7-80106-293-0 线装书局

服从执行:提高管理效率 培训精干员工 葛拉翰著 7-80106-298-1 线装书局

世界零售业第一帝国:全方位解析沃尔玛 ( )哈里森编著 7-80106-310-4 线装书局

美丽无所畏？:关于整容的全部实话 陈焕然著 7-80106-322-8 线装书局

心态成就自己 李晓平著 7-80106-324-4 中国线装书局

拒绝借口 [美]奥里森著 7-80106-328-7 线装书局

成功是一种个性 张德育著 7-80106-335-X 线装书局



做人三敢:敢想 敢做 敢成败 李卓明著 7-80106-336-8 线装书局

公司管理十戒 吴晓峰, 王海波编著 7-80106-340-6 中国线装书局

给青年人的100个人生哲理 张国强编著 7-80106-354-6 线装书局

中国人文思想: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武俊平著 7-80106-356-2 线装书局

做人的忠告 刘良适著 7-80106-357-0 线装书局

杜兰特信札:优秀经理人的成长圣经 (美) 威廉·杜兰特著 7-80106-364-3 线装书局

漂亮女孩儿不站墙角:在办公室绝不能犯的
101个无意识错误

(美) 洛伊丝·P.弗兰克尔 (Lois 
P.Frankel) 著

7-80106-372-4 线装书局

管理公司的23个细节 卢大振编著 7-80106-397-X 线装书局

打破管理常规 (美) 约翰·奥基夫 (John O`keeffe) 著 7-80106-403-8 线装书局

一个推销员的诞生
(美) 沃尔特·A.弗莱德曼 (Walter 

A.Friedman) 著
7-80106-406-2 线装书局

大龙脉 张嵩山, 任荣会著 7-80106-409-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搞掂麻烦顾客:企业生存手册 (美) 肖恩·贝尔丁 (Shaun belding) 著 7-80106-412-7 线装书局

一开始就不同凡响:在喧闹的世界里如何取得
发言权

(美) 琳达·卡普兰·塞勒 (Linda Kaplan 
Thaler), (美) 罗宾·科沃 (Robin 

Koval), (美) 迪莉娅·马歇尔 (Delia 

7-80106-414-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醉眼看金庸:北大醉侠点击金庸小说人生 孔庆东, 蒋泥主编 7-80106-416-X 线装书局

邓小平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 中央纪委研究室编 7-80107-002-X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央纪委法规室编 7-80107-130-1 中国方正出版社

邓小平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中央纪委办公厅编 7-80107-251-0 中国方正出版社

最新常用经济法律法规 7-80107-310-X 中国方正出版社

思想纵横:人民日报《思想纵横》专栏.2002
年卷

《人民日报》理论部，山东鲁信集团[编] 7-80107-391-6 中国方正出版社

邓小平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邓小平著] 7-80107-405-X 中国方正出版社

触目惊心:北京市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警示录 强卫主编 7-80107-431-9 中国方正出版社

时代呼唤责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探索与
实践

中央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编 7-80107-464-5 中国方正出版社

艾滋病与法律 李宏规主编 7-80107-482-3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主编 宫晓冰 7-80107-642-7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国家公务员廉政必读 贾玉林 ... [等编写] 7-80107-675-3 中国方正出版社

企业信用管理实务 谭永智, 李淑玲著 7-80107-754-7 中国方正出版社

全国党内法规知识竞赛试题 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中央纪委法规室编 7-80107-815-2 中国方正出版社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反腐倡廉理论学习纲要》知识竞答

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编 7-80107-996-5 中国方正出版社



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 高菊村等著 7-80108-002-5 西苑出版社

少奇百年祭:翰墨丹青寄深情 刘爱琴主编 7-80108-074-2 西苑出版社

为邓小平辩护 陈先奎著 7-80108-237-0 西苑出版社

文化发掘 老夫子出土:为朋弟抱打不平 冯冀才编著 7-80108-506-X 西苑出版社

第三只眼看老板:在老板身边成熟 丁力著 7-80108-571-X 西苑出版社

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文科学士)毕业论文精选
精评,法学卷

邓正来主编 7-80108-630-9 西苑出版社

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文科学士)毕业论文精选
精评,心理学卷

金盛华主编 7-80108-632-5 西苑出版社

双赢时代:机遇与挑战的应对策略 林蔚人著 7-80108-643-0 西苑出版社

感悟“中国结” 感受韩美林 王翰尊编著 7-80108-690-2 西苑出版社

冰点’03 李大同主编 7-80108-885-9 西苑出版社

玫瑰生涯:成功女性人生规划全攻略 叶子编著 7-80108-921-9 西苑出版社

过程神学:一个引导性的说明
(美) 小约翰·B. 科布, (美) 大卫·R. 格

里芬著
7-80109-207-4 中央编译出版社

创新思维训练 梁良良, 黄牧怡主编 7-80109-385-2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人才开发论:人才开发的实践性、体系化研究 (日) 梶原丰著 7-80109-442-5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简明读本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写组编著 7-80109-448-4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 何言宏著 7-80109-564-2 中央编译出版社

海外学者论浦东开发开放 主编 俞可平, 田赛男 7-80109-572-3 中央编译出版社

维纳斯的战略:白领丽人的成功秘诀
(德) 克劳迪娅·E.埃克曼 (Claudia E. 

Enkelmann) 著
7-80109-665-7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文化研究.第4辑 主编 陶东风, 金元浦, 高丙中 7-80109-692-4 中央编译出版社

霓裳神话:媒体服饰话语研究 王蕾, 代小琳著 7-80109-756-4 中央编译出版社

21世纪成功心理学:实现自我的向导 (日)青木仁志著 7-80109-772-6 中央编译出版社

内幕:职场权力滥用与性骚扰 (美) 凯思琳·内维尔 (Kathleen Nevile) 
著

7-80109-773-4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享受幸福人生的秘诀:青木仁志的人际关系策
略

(日) 青木仁志著 7-80109-774-2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最强的时间管理术 (日) 青木仁志著 7-80109-775-0 中央编译出版社

蝴蝶飞不过沧海 冰柔选编 7-80109-884-6 中央编译出版社

非药物疗法:营养治病新法 (日)石原结实著 7-80109-891-9 中央编译出版社

我属猫 廖伟棠摄影 7-80109-993-1 中央编译出版社

危机:中国民航如何面对新世纪 庞建京主编 7-80110-379-3 中国民航出版社

中国足球彩票完全攻略 343专业足球网编著 7-80110-450-1 中国民航出版社

航空犯罪与预防 林泉编著 7-80110-456-0 中国民航出版社



实战精通Windows XP 主编 郑轶, 曹彭 7-80110-468-4 中国民航出版社

创业人员第1本书 斯默尔编著 7-80110-506-0 中国民航出版社

熟语溯源 马金江编著 7-80110-526-5 中国民航出版社

经营你的强项 水成冰编译 7-80110-532-X 中国民航出版社

对襟男女 胡明明, 张蕾著 7-80110-536-2 中国民航出版社

忠诚敬业:1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管理理
念

(美) 阿尔伯特·哈伯德著 7-80110-547-8 中国民航出版社

尽职尽责:敬业的本质 潘德斯编著 7-80110-556-7 中国民航出版社

手机幽默短语精选 李涵编 7-80110-568-0 中国民航出版社

资本何来:做一个真正的资本女人 羽茜编著 7-80110-569-9 中国民航出版社

职场规则:不可不知的职场生存法则 彭书淮编著 7-80110-573-7 中国民航出版社

老鼠也有决策能力吗 张蕾, 胡明明编著 7-80110-574-5 中国民航出版社

第一夫人的情与爱 金惠良编著 7-80110-579-6 中国民航出版社

业务主管手册:业务绩效的衡量与策略 王玲莉编著 7-80110-587-7 中国民航出版社

世界最杰出的十大推销大师 劳拉编译 7-80110-594-X 中国民航出版社

与鲨鱼共游:众多知名政界商界人士极力推崇
的职场圣经

(美) 詹姆斯·奎尔著 7-80110-600-8 中国民航出版社

轻与重，现世与永恒 悉达编著 7-80110-607-5 中国民航出版社

智富 润泽编著 7-80110-608-3 中国民航出版社

峨眉山：我注定逃不出你的多情 林子编著 7-80110-609-1 中国民航出版社

王者归来:如何在变革中成长、壮大 谭晓珊著 7-80110-613-X 中国民航出版社

一个人无法接吻 英子等著 7-80110-614-8 中国民航出版社

直销教练:建立倍增财富系统 孙晓岐著 7-80110-615-6 中国民航出版社

金饭碗是这样炼成的:求职 打工与创业最新
完全指南

胡建文编著 7-80110-617-2 中国民航出版社

东香纪:俄罗斯游学札记 顾湘著 7-80110-619-9 中国民航出版社

困难的事我来做 (美)R.E.韦特莱著 7-80110-621-0 中国民航出版社

成功辞典:迈向成功的25个细节 (美) 约翰·沃克·亚当斯著 7-80110-623-7 中国民航出版社

破解职场困境:职场酷族的决胜法宝 陈正侠编著 7-80110-625-3 中国民航出版社

直销安利 张卫星编著 7-80110-626-1 中国民航出版社

奥卡姆剃刀:影响全球精英命运的思维法则 罗耶编译 7-80110-632-6 中国民航出版社

马上解决:高效率犹太员工工作座右铭 何跃青编译 7-80110-644-X 中国民航出版社

顶级应聘:如何成功进入世界最佳公司的大门 郑丽丽编著 7-80110-646-6 中国民航出版社

蚁道:打造高绩效团队的关键 钟离图美编译 7-80110-649-0 中国民航出版社



直销冠军:神奇有效的9个数字法则 王鑫编著 7-80110-653-9 中国民航出版社

与21位跨国企业销售总监面对面 陈艳敏著 7-80110-668-7 中国民航出版社

我为什么会赢:杰克·韦尔奇给领导者12种赢
的能力

牧之编著 7-80110-684-9 中国民航出版社

北京朝阳精彩炫生活,娱游 杨伟萍主编 7-80110-697-0 中国民航出版社

北京朝阳精彩炫生活,行购 杨伟萍主编 7-80110-697-0 中国民航出版社

北京朝阳精彩炫生活,食居 杨伟萍主编 7-80110-697-0 中国民航出版社

笑里藏道 水淼编著 7-80110-719-5 中国民航出版社

赚钱也赚到人生 吴淡如著 7-80110-748-9 中国民航出版社

儿童营养手册 黄东生等主编 7-80111-071-4 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

中老年保健 主编 武宁生, 童靖信 7-80112-199-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芳林新叶:`99北京民建会员文集 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调研室主编 7-80112-321-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智囊全集.一 (明) 冯梦龙原著 7-80112-35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智囊全集.三 (明) 冯梦龙原著 7-80112-35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智囊全集.二 (明) 冯梦龙原著 7-80112-35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智囊全集.四 (明) 冯梦龙原著 7-80112-35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国民主建国会史稿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 7-80112-359-X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午间一小时绝对现场.二 万梅, 原杰主编 7-80112-406-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走进中华古文明 罗新慧著 7-80112-423-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走进印第安文明 宋瑞芝著 7-80112-423-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走进古印度文明 易宁著 7-80112-423-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走进古埃及文明 令狐若明著 7-80112-423-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走进古希腊文明 杨巨平, 晏绍祥著 7-80112-423-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走进巴比伦文明 李保华, 郑殿华著 7-80112-423-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走进希伯来文明 徐新著 7-80112-423-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走进拜占庭文明 徐家玲著 7-80112-423-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走进罗马文明 杨共乐, 陈凤姑著 7-80112-423-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走进阿拉伯文明 邹英著 7-80112-423-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融资策划 谭力文主编 7-80112-443-X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午间一小时:绝对现场.一 主编 万梅, 原杰 7-80112-469-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与自律机制 陈长寿, 杨仕鹏编著 7-80112-481-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用问答 主编 马海涛, 姜爱华 7-80112-495-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富人凭什么
(美) 迈克尔·伯利斯坦 (Mackle Brewston) 

著
7-80112-506-1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但不愤怒:孩子们写给恐怖分子的信
(美) J.舒沙特 (John Shuchart), (美) S.

西尔塞 (Steve Scearcy) 编
7-80112-555-X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公司不是我的家 梁学涛著 7-80112-634-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财务主管开门7件事 王纯编著 7-80112-639-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国企业的病根子 赵伯平著 7-80112-646-7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洛克菲勒信札:财富巨擎给继承者的商业忠告
(美) 约翰·D. 洛克菲勒 (Johann. D. 

Rockefeller) 著
7-80112-655-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北京男人激情档案:向前爱，向后爱 安妮姐姐著 7-80112-656-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班贝的孩子们 [奥]费里克斯·萨尔登著 7-80113-743-4 五洲传播出版社

剑气满天花满楼.第一册 古 龙著 7-80114-001-X 九洲图书出版社

剑气满天花满楼.第二册 古 龙著 7-80114-001-X 九洲图书出版社

中国台湾问题:干部读本 陈云林主编 7-80114-322-1 九州图书出版社

新领导力全书:知识经济时代的权力艺术.上
卷

孙钱章等主编 7-80114-337-X 九州图书出版社

新领导力全书:知识经济时代的权力艺术.下
卷

孙钱章等主编 7-80114-337-X 九州图书出版社

新领导力全书:知识经济时代的权力艺术.中
卷

孙钱章等主编 7-80114-337-X 九州图书出版社

杀手正传 刘墉著 7-80114-527-5 九洲图书出版社

把话说到心窝里.1 (美) 刘墉著 7-80114-575-5 九州出版社

财政学 陈共主编 7-80114-620-4 九州出版社

社会学概论 刘启云, 张建新编著 7-80114-631-X 九州出版社

我不是教你诈.4,政治商业篇 刘墉著 7-80114-655-7 九洲图书出版社

社会保障概论 成保良主编 7-80114-694-8 九州出版社

情定多哈:一名记者八年追踪中国入世采访手
记

余东晖著 7-80114-697-2 九州出版社

把话说到心窝里.2 (美) 刘墉著 7-80114-705-7 九州出版社

要走就要够狠:一个哈佛女生独自穿过中亚的
故事

[美] 多明尼卡·芭兰 (Dominika Baran) 著 7-80114-726-X 九州出版社

公司发展战略 MBA核心课程编译组编译 7-80114-780-4 九州出版社

父母如何与子女谈性说爱 林蕙瑛著 7-80114-812-6 九州出版社

女人的资本Ⅲ篇:女人幸福生活的11种好心态 李占士, 刘箴言主编 7-80114-824-X 九州出版社

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 陈峰君主编 7-80114-825-8 九州出版社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陈振明主编 7-80114-829-0 九州出版社

把信送给加西亚续篇:怎样把信送给加西亚 (美) 阿尔伯特·哈伯德 (Elbert Hubbard) 
著

7-80114-875-4 九州出版社

爱上小女贼:现代都市时尚生活系列漫画剧 聂继军著 7-80114-878-9 九州出版社



到美国去!:全新赴美留学旅游移民指南 易水编著 7-80115-148-8 当代世界出版社

金元王朝与帝国:战后美国政府经济决策内幕 齐锡玉著 7-80115-226-3 当代世界出版社

留学英联邦,英国 澳大利亚 中央国家机关出国留学研究会编 7-80115-248-4 当代世界出版社

雅虎创世纪 何西著 7-80115-267-0 当代世界出版社

司法文书概论 顾克广, 谢廷英合著 7-80115-295-6 当代世界出版社

计算机操作实用教程 谢广乔, 李素玲主编 7-80115-316-2 当代世界出版社

计算机操作实用教程 主编 谢广乔, 李素玲 7-80115-316-2 当代世界出版社

公共政策概论 主编 刘春, 王军 7-80115-320-0 当代世界出版社

货币银行学 李健主编 7-80115-321-9 当代世界出版社

环境法概论 主编 金瑞林 7-80115-322-7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国际法教程 刘延吉[主编] 7-80115-323-5 当代世界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简明教程 杨春贵, 张绪文, 侯才主编 7-80115-329-4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中国行政诉讼法教程 应松年主编 7-80115-333-2 当代世界出版社

股市操盘实战45招 金丹编著 7-80115-359-6 当代世界出版社

针锋相对:股市正反36计 金丹编著 7-80115-364-2 当代世界出版社

当代科技简明教程 钱俊生主编 7-80115-383-9 当代世界出版社

劳动法学教程 王全兴, 刘普生编著 7-80115-439-8 当代世界出版社

百地福旅游指南,伦敦 董利娟, 王晓京译 7-80115-448-7 当代世界出版社

当代世界经济简明教程 张伯里主编 7-80115-468-1 当代世界出版社

领导学通论 王乐夫编著 7-80115-475-4 当代世界出版社

英语.第二册 赵伯英, 金宵, 来鲁宁编 7-80115-483-5 当代世界出版社

荷兰人:里根传.上册 埃德蒙·莫里斯 (Edmund Morris) 著 7-80115-497-5 当代世界出版社

荷兰人:里根传.下册 埃德蒙·莫里斯 (Edmund Morris) 著 7-80115-497-5 当代世界出版社

当代中国经济 陈享光主编 7-80115-535-1 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野蛮女友:超级网络小说·电影写真版 著 (韩) 金浩植 7-80115-542-4 当代世界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简明教程 本书编写组[编] 7-80115-546-7 当代世界出版社

当代世界法律与中国法制建设简明教程 主编 石泰峰 7-80115-548-3 当代世界出版社

无可就要 威顿 (Wed & Wednesday) 著 7-80115-549-1 当代世界出版社

偷窥:璩美凤是台湾的照妖镜 方舟著 7-80115-551-3 当代世界出版社

雪地里的星星 高翊峰著 7-80115-569-6 当代世界出版社

杀手公司 (韩) 张震著 7-80115-570-X 当代世界出版社

成为夏娃的亚当:蜕变女神——河莉秀自传写
真集

(韩) 河莉秀[著] 7-80115-571-8 当代世界出版社

政治学通论 俞可平主编 7-80115-572-6 当代世界出版社



龙虫之间:跨国教育反思 陈申著 7-80115-575-0 当代世界出版社

美女制造:魅力彩妆经典 (韩) 李炅珉著 7-80115-581-5 当代世界出版社

再见萤火虫 稻草人著 7-80115-585-8 当代世界出版社

邂逅·恋爱中毒 藤井树等著 7-80115-600-5 当代世界出版社

透视人心:精心设计了40个关于人际沟通的心
理游戏,人际趣味心理测试

(美)Mr. X著 7-80115-605-6 当代世界出版社

透视人心:精心设计了40个关于爱情的心理游
戏,爱情趣味心理测试

(美)Mr. X著 7-80115-605-6 当代世界出版社

麻辣鲜师 徐继周著 7-80115-617-X 当代世界出版社

浮世绘.第一部,男人错 一人著 7-80115-620-X 当代世界出版社

浮世绘.第三部,情人啊 一人著 7-80115-620-X 当代世界出版社

浮世绘.第二部,女人香 一人著 7-80115-620-X 当代世界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简明教程 本书编写组[编] 7-80115-654-4 当代世界出版社

商法 王保树主编 7-80115-657-9 当代世界出版社

隐私的权利
[美]爱伦·艾德曼 (Ellen Alderman), 

[美]卡洛琳·肯尼迪 (Caroline Kennedy) 
7-80115-693-5 当代世界出版社

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 主编 谢庆奎 7-80115-698-6 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们都是粉红色的女巫 深雪[著] 7-80115-709-5 当代世界出版社

好运靠自己:创造好运气的8种方法 (美) 阿兹瑞娜·嘉菲著 7-80115-723-0 当代世界出版社

公共关系学教程 廖为建, 吴柏林主编 7-80115-725-7 当代世界出版社

成功把信送给加西亚全集 (美) 阿尔伯特·哈伯德 (Elbert Hubbard) 
著

7-80115-743-5 当代世界出版社

那小子真坏 周之宇主编 7-80115-757-5 当代世界出版社

第四者:与性无关的另类情感 清水心跳著 7-80115-761-3 当代世界出版社

经历历史:克林顿权力与生活 张俊杰编著 7-80115-770-2 当代世界出版社

爱经述异 深雪 [著] 7-80115-773-7 当代世界出版社

乳尖上的爱情脑 深雪 [著] 7-80115-774-5 当代世界出版社

谁能阻止小行星撞击地球 天戈编著 7-80115-779-6 当代世界出版社

美丽脸蛋长大米 卢俊卿著 7-80115-789-3 当代世界出版社

捣蛋鹦鹉外传 任逍遥著 7-80115-822-9 当代世界出版社

狼的引诱 全正贤编著 7-80115-827-X 当代世界出版社

内圣外王: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文化透视 伟达著 7-80115-829-6 当代世界出版社

人生八卦:最新社会长篇小说 王新军著 7-80115-837-7 当代世界出版社

食物陷阱:100种黑心食品揭密 邵楠著 7-80115-841-5 当代世界出版社



都市情爱场 张娓著 7-80115-843-1 当代世界出版社

炸弹:摇身一变帅男孩 [韩] 李贤洙著 7-80115-845-8 当代世界出版社

当魔鬼谈恋爱 深雪著 7-80115-851-2 当代世界出版社

美女的交换礼物 深雪著 7-80115-853-9 当代世界出版社

偶是深圳一个贼:贼亦有道 天下无贼 巫马英雄著 7-80115-857-1 当代世界出版社

猎爱 Jessica Yang著 7-80115-870-9 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创业我成功:成功创业102条黄金法则 张德斌, 冯章编著 7-80115-886-5 当代世界出版社

做人性格与做事细节 张健民编著 7-80115-891-1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与魔女的爱 (韩) 玄高恩著 7-80115-953-5 当代世界出版社

办公室几何 成冰编著 7-80115-957-8 当代世界出版社

死神首曲.Ⅰ 深雪 [著] 7-80115-992-6 当代世界出版社

死神首曲.Ⅱ 深雪 [著] 7-80115-992-6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出版法规政策须知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
司编

7-80116-031-2 学习出版社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
习纲要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7-80116-050-9 学习出版社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邓小平著 7-80116-065-7 学习出版社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7-80116-191-2 学习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学习材料.
第1辑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 7-80116-192-0 学习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学习材料.
第2辑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 7-80116-193-9 学习出版社

白字速清手册 尚实编 7-80116-228-5 学习出版社

交通文明看南京 中央文明办协调组编 7-80116-240-4 学习出版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概论 中央文明办组织编写 7-80116-242-0 学习出版社

跨入新世纪的宏伟蓝图:“十五”计划建议学
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 [编] 7-80116-251-X 学习出版社

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省
区市委书记谈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编 7-80116-261-7 学习出版社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著述] 7-80116-298-6 学习出版社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读本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组织编写 7-80116-315-X 学习出版社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概论 主编 吴依群 7-80116-327-3 学习出版社

面向贫困学子 服务西部开发:“西部开发助
学工程”资料汇编

中央文明办秘书组编 7-80116-334-6 学习出版社

回顾辉煌成就 展望美好未来:党的十三届四
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系列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 7-80116-364-8 学习出版社

钢城盛开文明花:包头市创建文明城市纪实 中央文明办协调组编 7-80116-370-2 学习出版社



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7-80116-375-3 学习出版社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7-80116-382-6 学习出版社

刘国光自选集 刘国光[著] 7-80116-383-4 学习出版社

金冲及自选集 金冲及[著] 7-80116-385-0 学习出版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7-80116-386-9 学习出版社

伟大民族精神的壮丽凯歌:抗击非典先进人物
事迹选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 7-80116-388-5 学习出版社

侯树栋自选集 侯树栋[著] 7-80116-399-0 学习出版社

企业文化建设案例 中国建设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编 7-80116-428-8 学习出版社

理论热点18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7-80116-446-6 学习出版社

汝信自选集 汝信著 7-80116-453-9 学习出版社

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 邹昌林著 7-80116-454-7 学习出版社

东北经济区的内在联系与合作开发 孙乃民, 王守安主编 7-80116-462-8 学习出版社

杨春贵自选集 杨春贵著 7-80116-469-5 学习出版社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
态学说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

许俊达[等]著 7-80116-475-X 学习出版社

20世纪的历史巨变 齐世荣，廖学盛主编 7-80116-476-8 学习出版社

牛玉儒 草原之子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教室 ... [等] 编 7-80116-479-2 学习出版社

李文海自选集 李文海著 7-80116-497-0 学习出版社

龚书铎自选集 龚书铎著 7-80116-499-7 学习出版社

新世纪 新包头 董汉忠主编 7-80116-514-4 学习出版社

2005理论热点面对面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7-80116-521-7 学习出版社

2005理论热点面对面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7-80116-521-7 学习出版社

石油赤子侯祥麟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 ... [等] 编 7-80116-526-8 学习出版社

理论热点面对面(2006)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7-80116-566-7 学习出版社

2006理论热点面对面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7-80116-566-7 学习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规.2000年版 国家税务总局编 7-80117-201-9 中国税务出版社

税收与美国社会:从一位会计师的经历谈起 徐放著 7-80117-339-2 中国税务出版社

中国企业为谁而办 钟朋荣著 7-80117-463-1 中国税务出版社

税收——文明的影子 叶楠叶编著 7-80117-474-7 中国税务出版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税制改革:1992～
2002

刘佐著 7-80117-555-7 中国税务出版社

税收法规选编.2005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编 7-80117-913-7 中国税务出版社



税收法规选编.2005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编 7-80117-913-7 中国税务出版社

中国经济大论战.第二辑 张问敏 ... [等] 编 7-80118-377-0 经济管理出版社

舞弊甄别与诉讼会计 张蕊编著 7-80118-885-3 经济管理出版社

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 韩德强著 7-80118-918-3 经济管理出版社

名医也可能犯错:109种医疗疏失与自救之道
(美) 理查·波岱尔 (Richard N.Podell), 
(美) 威廉·普拉特 (William Proctor) 著

7-80118-922-1 经济管理出版社

产床:28位分娩母亲访谈录 吕铁力著 7-80120-407-7 中国华侨出版社

激励: 家教的精髓:美国哈佛教育专家对中国
家长的忠告

主编 张瑜 7-80120-411-5 中国华侨出版社

青年必知文秘写作手册 张浩主编 7-80120-448-4 中国华侨出版社

美国新总统——小布什 周立, 龙翔等编著 7-80120-461-1 中国华侨出版社

男科医生和他的病人们:来自男科门诊的隐秘
报告

肖巧著 7-80120-533-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富爸爸的52个忠告:一生的经验 方圆编 7-80120-537-5 中国华侨出版社

炒作技巧入门:新股民必备提高本 笑天编著 7-80120-549-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命运解析:详解决定个人命运的十大要素 方圆编著 7-80120-576-6 中国华侨出版社

青年必读科学名著手册 主编 方州 7-80120-580-4 中国华侨出版社

青年必读经济学名著手册 主编 方州 7-80120-580-4 中国华侨出版社

新婚恋传奇:当下中国婚恋小说 子通, 王珞编 7-80120-581-2 中国华侨出版社

明星档案.Ⅰ,魅力+伤情 壹壹编 7-80120-590-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围城”内外的心经:婚恋心理辅导参考 阿文主编 7-80120-604-5 中国华侨出版社

被爱击痛的男人女人:中国名刊婚恋写真 大侠著 7-80120-630-4 中国华侨出版社

金孩子:开启孩子创造财富的潜能 郑金伟, 李长平编著 7-80120-662-2 中国华侨出版社

让自己滚一滚烂泥巴:青少年挫折教育7堂必
修课

于建忠编著 7-80120-671-1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两粒砂 佚名文 7-80120-701-7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是你的三世情人 文字 言子悱 7-80120-702-5 中国华侨出版社

波波是个形容词 路人甲著 7-80120-705-X 中国华侨出版社

快鱼吃慢鱼 贺岑编著 7-80120-717-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红：纪念张国荣: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张瞳瞳编著 7-80120-719-X 中国华侨出版社

越跳越高的青蛙:成功跳槽的5大关键点 慧君编著 7-80120-744-0 中国华侨出版社

情调女人:如何让身心风情万种 萧萧著 7-80120-752-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南皮香帅:张之洞正传 孙广权, 孙建著 7-80120-757-2 中国华侨出版社

解码黑客帝国 孙昊, 潘紫径编撰 7-80120-760-2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女人:长篇小说 李同峰著 7-80120-761-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心道:最隐秘的16种人生成局 方道解译 7-80120-782-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经商三绝:借力·冒险·放长线 东篱子编著 7-80120-796-3 中国华侨出版社

魅力女人气质何来 吕涵编著 7-80120-801-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嫁就嫁好 深蓝编著 7-80120-803-X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关键期:造就天才的最佳时机 徐进编著 7-80120-806-4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识人术:什么都瞒不过我的眼睛 成皇编著 7-80120-809-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女子私语:绘本枕边书 深蓝著 7-80120-811-0 中国华侨出版社

魅力VS学历:如何迅速提升你的人气指数 常乐著 7-80120-814-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五招谋定好职位 常乐著 7-80120-815-3 中国华侨出版社

高效沟通 常乐著 7-80120-816-1 中国华侨出版社

赢家的致富法则:羊皮卷·红宝石卷 [美] 塞谬尔·斯迈尔斯 (Samuel Smiles) 
等著

7-80120-822-6 中国华侨出版社

红灯喊停:最有效的减压术 乘黄编著 7-80120-826-9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专家网上直播答疑:艾滋病深度预防 张建主编 7-80120-827-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寓言领导 东篱子编著 7-80120-829-3 中国华侨出版社

沙翁智慧:权力世界的真实人性 骆爽著 7-80120-830-7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人生要懂得的8条隐规则:人性丛林里的生存
智慧

王军云编著 7-80120-834-X 中国华侨出版社

减压:心理自救处方 纪康宝编著 7-80120-848-X 中国华侨出版社

菩提树下听禅的故事:经典禅理故事 惟真编著 7-80120-851-X 中国华侨出版社

职场百诫:游刃于职场的最新绝学 王志刚主编 7-80120-854-4 中国华侨出版社

狼道:强者的生存法则 若木等著 7-80120-861-7 中国华侨出版社

高效行为建设:卓越团队成员的标准职业价值
观

赵菊春著 7-80120-862-5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是这样管好孩子的 库金会著 7-80120-863-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千年哲理书:影响人一生的146则人生哲理 何山编著 7-80120-866-8 中国华侨出版社

看穿男人 柯葳编著 7-80120-867-6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读透女人 柯崴编著 7-80120-868-4 中国华侨出版社

算道与胜局:做成心中事的16种行动绝学 子告解译 7-80120-870-6 中国华侨出版社

沙僧是个人际关系高手:边读边悟《西游记》
二十二条人际关系天规

沙金编著 7-80120-875-7 中国华侨出版社

食物相克与饮食禁忌:食物健康法 江天编著 7-80120-877-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卡耐基给青年的七十二条忠告 (美) 戴尔·卡耐基 (Dale Carnegie) 原著 7-80120-896-X 中国华侨出版社

猪头和鱼丸 (台湾) 呆头著 7-80120-899-4 中国华侨出版社

曾国藩带兵与高效团队建设 赵菊春著 7-80120-902-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卓越人士的7种能力 (美) 奥格·曼狄诺著 7-80120-908-7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人生的每日提醒 浩子编著 7-80120-917-6 中国华侨出版社

跟进:当代企业和个人创业与发展的最佳战略 武阳编著 7-80120-918-4 中国华侨出版社

积极:全美十大企业经营制胜宝典 (美) 麦克尔·安东尼 (Michael Anthony) 
著

7-80120-922-2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战术:全美十大企业经营制胜宝典
(美) 劳伦斯·约瑟夫·米德 (Lawrence 

Joseph Meade) 著
7-80120-923-0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你是老实还是笨 浩子编著 7-80120-937-0 中国华侨出版社

情事 深蓝文/图 7-80120-949-4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国家长的误区 白廷贤, 刘淑琴, 容韬等编著 7-80120-955-9 中国华侨出版社

理念管理:顶级CEO突破企业成长的六大瓶颈
智略

常青著 7-80120-960-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如何猎取更高的薪酬 廖晓东编著 7-80120-969-9 中国华侨出版社

这样说话最讨人喜欢:能说会道是一种本事 王军云编著 7-80120-975-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目标就是一切:软件中国的财富神话 张其金著 7-80120-990-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做人要活一点:水流不腐, 人“活”不输 章红燕, 吕善之编著 7-80120-992-3 中国华侨出版社

魅力口才 李强著 7-80120-998-2 中国华侨出版社

现代生物化学理论与研究技术 孙志贤主编 7-80121-008-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眼科屈光学 徐广第编著 7-80121-009-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病原微生物诊断技术 齐子荣等编著 7-80121-010-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国外科年鉴.1992 马永江主编 7-80121-022-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1992 《中国内科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78012102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1992 陈思聪主编 7-80121-023-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诊断免疫组织化学 纪小龙，施作霖主编 7-80121-059-X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医用细胞生物学 罗深秋主编 7-80121-083-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胃肠疾病内镜、病理与超声内镜诊断彩色对
照图谱

张亚历主编 7-80121-193-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细胞毒理学 刘国廉主编 7-80121-284-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口腔科疾病鉴别诊断学 杨彦昌主编 7-80121-298-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实用补液手册 王峻，萧传实主编 7-80121-319-X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血液系统疾病鉴别诊断学 张素芬，周淑芸主编 7-80121-377-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内分泌系统疾病鉴别诊断学 刘新民等主编 7-80121-378-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健康的革命 刘家全编著 7-80121-385-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多肽治疗肿瘤的新方法 主编 袁国栋, 陈栋梁 7-80121-414-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实用ICU临床应用技术 翟文生等主编 7-80121-416-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医疗纠纷案例分析与防范对策 主编 徐玉生 7-80121-418-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青春期美育与文化艺术教育 杨琼, 李锐主编 7-80121-469-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精神疾病误诊学 韩春美主编 7-80121-481-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开业美容外科医师手册 韩建群主编 7-80121-482-X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颅神经外科学 雷鹏主编 7-80121-485-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现代医院英语会话 郭玉德，武汉生主编 7-80121-495-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耳解剖学手册 郭玉德等编著 7-80121-510-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乳腺疾病比较影像诊断学 马丽华主编 7-80121-512-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检验医学 侯振江编著 7-80121-541-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鉴别诊断学 王耀山，王德生主编 7-80121-544-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现代风湿性疾病·图谱 于孟学主编 7-80121-547-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实用手册 吴殿源，戴志鑫主编 7-80121-560-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实用手册 吴殿源，戴志鑫主编 7-80121-560-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医学研究生科研设计技巧 郭政，李荣山主编 7-80121-567-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生活百科系列丛书,家庭营养美食篇 沙勤主编 7-80121-576-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5堂珍爱自己的养生课 董宇国主编 7-80121-579-6 军事医学出版社

虫媒传染病 方美玉，林立辉，刘建伟主编 7-80121-583-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 王明旭等主编 7-80121-588-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生活百科系列丛书,家庭医疗保健篇 主编 沙勤 7-80121-591-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生活百科系列丛书,家庭安全用药篇 主编 沙勤 7-80121-592-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生活百科系列丛书,夫妻生活篇 沙勤主编 7-80121-594-X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生活百科系列丛书,家庭美容服饰篇 主编 沙勤 7-80121-596-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系统疾病鉴别诊断学 韩雅玲，曾定尹主编 7-80121-599-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实用护理技术 张连荣主编 7-80121-605-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癌症≠死亡:攻克癌症有希望 毕讯编著 7-80121-613-X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医药卫生科技查新教程 主编霍仲厚, 刘胡波 7-80121-614-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现代喉外科学 刘兆华主编 7-80121-647-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老年从异常症状知病 殷志毅编著 7-80121-653-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口腔自我保健 王而川主编 7-80121-675-X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现代生物技术概论 谢小冬主编 7-80121-676-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医疗纠纷案例分析与防范对策 主编 徐玉生, 李利, 姚原理 7-80121-699-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心理健康一点通 主编 董宇国, 张仲臣, 郭士强 7-80121-730-6 军事医学出版社

运动健康一点通 主编 董宇国, 宋建新, 卢静 7-80121-733-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本草纲目彩色图鉴.上卷 刘永新，林余霖主编 7-80121-780-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本草纲目彩色图鉴.下卷 刘永新，林余霖主编 7-80121-780-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应急预案与程序 池金凤主编 7-80121-811-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外科总论实习指导 肖传实，李荣山主编 7-80121-812-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草药大典:原色中草药植物图鉴.上册 陈士林，林余霖主编 7-80121-884-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草药大典:原色中草药植物图鉴.下册 陈士林，林余霖主编 7-80121-884-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内蒙古年鉴.1999-2000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年鉴编辑部编 7-80122-587-2 方志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志,政府志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7-80122-600-3 方志出版社

中国古代奇谋术 (明) 俞琳编 7-80123-055-8 宗教文化出版社

劝忍百箴:白话译本 原著 (元) 许名奎 7-80123-069-8 宗教文化出版社

韩国佛教史.上卷 何劲松著 7-80123-088-4 宗教文化出版社

好运宝典:中国传世经典 (清) 石成金原著 7-80123-096-5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的真觉醒 龙山雨编著 7-80123-105-8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的真风流 李树民编著 7-80123-106-6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与佛陀对话:永生的白象 李觉明，林沁著 7-80123-130-9 宗教文化出版社

高僧传奇 耳东等编著 7-80123-173-2 宗教文化出版社

刘伯温神算兵法 应涵编著 7-80123-188-0 宗教文化出版社

姜太公神算兵法 应涵编著 7-80123-191-0 宗教文化出版社

韩国佛教史.下卷 何劲松著 7-80123-234-8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中国无神论名篇选译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干部培训中心编 7-80123-243-7 宗教文化出版社

澳门佛教:澳门与内地佛教文化关系史 何建明著 7-80123-248-8 宗教文化出版社

生命的黑匣子:人类起源与生命进化的奥妙与
谜惑

晨曦主编 7-80123-249-6 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土的谜团:地下出土的奇特世界与簇簇谜团 晨曦主编 7-80123-252-6 宗教文化出版社

名山游访记 高鹤年著 7-80123-266-6 宗教文化出版社

道生法师传 苏军著 7-80123-274-7 宗教文化出版社

昙鸾法师传 陈扬炯著 7-80123-276-3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中华谋略始祖与集大成者 董书城著 7-80123-292-5 宗教文化出版社

谋略中的借术 董书城著 7-80123-293-3 宗教文化出版社

情曲 陈耳东, 陈笑呐编著 7-80123-314-X 宗教文化出版社

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 导师：田联稻 包•达尔汗 著 7801234227 宗教文化出版社

话说雍和宫 陈观涛编 7801234375 宗教文化出版社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实习、作业指导书 戚筱俊, 张元欣编 7-80124-206-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元代经济卷 陈高华等著 7801275519 经济日报出版社

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手册,林学卷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编 7-80127-574-8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为人民服务:人生经营中的“退让”妙诀 孙津, 宋强著 7-80127-598-5 经济日报出版社

WTO知识全书 任泉著 7-80127-652-3 经济日报出版社

美容医疗陷阱130 主编 张弘 7-80127-776-7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中国农业—新世纪的商机:金健米业发展战略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 金
健米业发展战略研究组[著]

7-80127-813-5 经济日报出版社

驴象之争200年:美国总统选举制深度透视 编著 王帅 ... [等] 7-80127-814-3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主帅统御学问漫谈 田克霖著 7-80127-820-8 经济日报出版社

天赐悉尼 文字·摄影 郑和平 7-80127-836-4 经济日报出版社

青年创业指南:创建和经营自己的企业 (美) 史蒂夫·马里奥蒂 (Steve Mariotti) 
著

7-80127-939-5 经济日报出版社

张汉林解读中国入世 张汉林著 7-80127-953-0 经济日报出版社

纳税知识500问 吕新利主编 7-80127-954-9 经济日报出版社

学习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文件辅导 王梦奎，林兆木主编 7-80128-070-9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 桂世镛等撰写 7-80128-211-6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模拟试题及疑难解析,
临床助理医师

崔小波等编著 7-80128-213-2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模拟试题及疑难解析,
公卫医师

崔小波等编著 7-80128-213-2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模拟试题及疑难解析,
口腔助理医师

崔小波等编著 7-80128-213-2 中国言实出版社

高新技术知识读本 刘良炎主编 7-80128-224-8 中国言实出版社

创新与超越:《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的
建设

张荣臣著 7-80128-248-5 中国言实出版社

现代金融有效监管的国际比较 田应奎著 7-80128-248-5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十五”计划建议问题
解答(学习辅导)

本书编写组[编] 7-80128-265-5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释义与适用指南 主编 扈纪华, 张桂龙 7-80128-277-9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干部读本 胡林辉等编著 7-80128-291-4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五种精神”学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80128-307-4 中国言实出版社

保险业的世贸规则及国际惯例 魏华林, 王文祥编著 7-80128-326-0 中国言实出版社

银行业的世贸规则及国际惯例 周战强, 王子健著 7-80128-343-0 中国言实出版社

100位学生的绝招 丁晓山主编 7-80128-359-7 中国言实出版社

大学——青年素质文摘.第1辑 主编 解思忠 7-80128-386-4 中国言实出版社

外汇管理基本法规 本书编委会编 7-80128-391-0 中国言实出版社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导读 董建军, 刘楠, 李金泽编著 7-80128-393-7 中国言实出版社

金融监管原理与实务 主编 周道许, 程春峰 7-80128-399-6 中国言实出版社



宏观经济与金融分析 主编 邹东涛 7-80128-418-6 中国言实出版社

思科与华为之争:思科诉华为侵权案的台前幕
后

孙丽主编 7-80128-441-0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华珠宝界百位影响力人物纪实.第一卷 主编 金玉 7-80128-456-9 中国言实出版社

从北京四中到北大清华:打开高考“黑匣子” 徐稚主编 7-80128-507-7 中国言实出版社

我与密特朗总统的七年交往
(法) 伊丽莎白·泰西埃 (Elizabeth 

Teissier) 著
7-80128-553-0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与
交通标识普及读本

本书编写组 [编写] 7-80128-560-3 中国言实出版社

没什么瘦不了的 于东辉著 7-80128-635-9 中国言实出版社

时代楷模:当代优秀共产党员事迹选 程杰主编 7-80128-651-0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顶尖学生的5种能力 晁凌云编著 7-80128-654-5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式管理的38个关键细节 张波编著 7-80128-766-5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下册 吴树青,赵曜主编 7-80130-105-6 团结出版社

第三本教育护照 吴然 ... [等] 著 7-80130-293-1 团结出版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50年 民革中央党史编辑委员会编 7-80130-302-4 团结出版社

非营利机构管理 陈昌柏编著 7-80130-360-1 团结出版社

公共经济学 田大山编著 7-80130-364-4 团结出版社

绿色魔术:植物的故事 文朴编译 7-80130-391-1 团结出版社

爱如断臂:一个女人的声音 (美) 马林·阿德勒·马克斯著 7-80130-423-3 团结出版社

瘟疫 白天著 7-80130-473-X 团结出版社

开创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全国基础
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 7-80130-508-6 团结出版社

合同常见失误、风险与法律救济 王素娟主编 7-80130-564-7 团结出版社

好妈妈，笨妈妈？ 孙凤萍编著 7-80130-581-7 团结出版社

现实性管理 赵东著 7-80130-606-6 团结出版社

女人的第二命运:新女性理财投资解码 (美) 威娜莎·萨默斯著 7-80130-618-X 团结出版社

青年必知新知识手册:新学科 新理论 新名词 
新概念

张建华主编 7-80130-621-X 团结出版社

抢手的雇员:怎样招聘和留住他们
(美) 玛莎·R. A. 菲尔茨 (Martha R. A. 

Fields) 著
7-80130-622-8 团结出版社

把1天变成26小时 (美) 温斯·帕奈拉 (Vince Panella) 著 7-80130-623-6 团结出版社

文化的盟约:当代文化问题十二讲 [孔志国等整理] 7-80130-669-4 团结出版社

项目管理四步法 周小桥著 7-80130-674-0 团结出版社

企业流程设计与现代质量管理 罗振璧, 刘卫国著 7-80130-676-7 团结出版社



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 时殷弘主讲 7-80130-681-3 团结出版社

策划成功的五大策略
(美) 埃里克·爱伦包夫 (Eric Allenbaugh) 

著
7-80130-692-9 团结出版社

破解儿童身体语言的密码 (法) 马塞尔·卢弗著 7-80130-693-7 团结出版社

愤怒 北村著 7-80130-704-6 团结出版社

大哥 李哲著 7-80130-793-3 团结出版社

35堂创业必修课 (美) 马克·梭杜斯 (Mark D.Csordos) 著 7-80130-856-5 团结出版社

李建军生理保健 李建军著 7-80130-918-9 团结出版社

女市长:中国女市长追踪手记 钟傅编 7-80131-311-9 中国妇女出版社

医学专家忠告 骨科 马德水 主编 7801313917 中国妇女出版社

骨科 马德水主编 7-80131-391-7 中国妇女出版社

新编孕产指南
(英) 米丽娅姆·斯托帕德 (Miriam 

Stoppard) 著
7-80131-396-8 中国妇女出版社

医学专家忠告,儿科 宋国维主编 7-80131-473-5 中国妇女出版社

医学专家忠告,常见胃肠病中医诊治 朱建华, 袁宝权, 刘敏编著 7-80131-474-3 中国妇女出版社

我们是这样教育孩子的:9位中国杰出父母的
成功经验

王东华主编 7-80131-488-3 中国妇女出版社

先天畸形整形100问 孙家明，刘志飞主编 7-80131-490-5 中国妇女出版社

乳房美容100问 孙家明，刘志飞主编 7-80131-495-6 中国妇女出版社

母乳喂养:宝宝的最佳选择 主编 戴耀华 7-80131-604-5 中国妇女出版社

孕期保健:我要做妈妈了 主编 戴耀华 7-80131-606-1 中国妇女出版社

产后保健:妈妈开心坐月子 主编 戴耀华 7-80131-624-X 中国妇女出版社

婴幼儿喂养:让宝宝更健壮 主编 戴耀华 7-80131-625-8 中国妇女出版社

婴幼儿常见病:愿宝宝健康成长 戴耀华主编 7-80131-626-6 中国妇女出版社

老太太不烦恼 钟秀著 7-80131-690-8 中国妇女出版社

金牌育婴法 刘洁著 7-80131-721-1 中国妇女出版社

家教参谋 王晓春著 7-80131-722-X 中国妇女出版社

抗衰老必读 周玉兰编著 7-80131-805-6 中国妇女出版社

青春期必读 王稚晖，王冠华编著 7-80131-806-4 中国妇女出版社

更年期必读 朱荫芝, 胡敏华编著 7-80131-807-2 中国妇女出版社

孕产妇必读 高丹枫 ... [等]编著 7-80131-808-0 中国妇女出版社

妇科常见病必读 贾晓芳, 赵卫红编著 7-80131-809-9 中国妇女出版社

洪昭光谈家庭健康 洪昭光著 7-80131-817-X 中国妇女出版社



孩子们的秘密书信 (美) 艾米丽·雷格著 7-80131-826-9 中国妇女出版社

儿童意外防范与急救 戴耀华主编 7-80131-900-1 中国妇女出版社

儿童常见病预防 戴耀华主编 7-80131-903-6 中国妇女出版社

拯救逍遥老太婆 李冯著 7-80131-905-2 中国妇女出版社

芙蓉美人泡澡术 [日] 高野泰树著 7-80131-907-9 中国妇女出版社

当个好老公 王玉华编著 7-80131-920-6 中国妇女出版社

炮制涩老公 李志敏编著 7-80131-929-X 中国妇女出版社

随身瑜伽美体教练 王楠著 7-80131-930-3 中国妇女出版社

M计划:哈佛MBA女性择偶策略 (美) 雷切尔·格林沃德著 7-80131-944-3 中国妇女出版社

拯救婚姻 文思哲编著 7-80131-947-8 中国妇女出版社

我是不是爱上那家伙了 马竞达, 连松涛著 7-80131-956-7 中国妇女出版社

碰撞:青春期遇上更年期 侯龙龙编著 7-80131-957-5 中国妇女出版社

有机生活手册:新自然主张 卢亚丽 [著] 7-80131-961-3 中国妇女出版社

组合盆栽:拈花惹草过生活 钟秀媚 [著] 7-80131-962-1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 30 40 something 李心洁等著 7-80131-972-9 中国妇女出版社

告诉孩子你好棒:做个快乐的甩手家长 管斌全著 7-80131-973-7 中国妇女出版社

88天打造完美新娘 阿朵编著 7-80131-980-X 中国妇女出版社

餐桌上的不宜,不宜多吃的食物 张湖德，韩青春主编 7-80131-985-0 中国妇女出版社

款式:你的独特让服饰有了生命 陈丽卿著 7-80131-998-2 中国妇女出版社

股民技术分析小辞典:便携本 北京康世经济发展研究所编 7-80132-870-1 兵器工业出版社

世纪兵戈:20集大型国防科技系列片 费道贤主编 7-80132-955-4 兵器工业出版社

轻松学电脑:电脑入门速成 主编 李永东, 薛和平 7-80134-375-1 航空工业出版社

电脑常用网址速查手册 主编 刘晨, 毛健 7-80134-609-2 航空工业出版社

中文版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看图速
成

主编 刘耀儒, 王晓明 7-80134-660-2 航空工业出版社

DreamWeaver3.0网页制作实践与技巧 主编 李成军 7-80134-696-3 航空工业出版社

Maya 2.5从入门到精通 主编 周永平, 郭军, 赵永红 7-80134-759-5 航空工业出版社

轻松学上网:上网步步高 主编 程六生, 徐祥生 7-80134-896-6 航空工业出版社

3DS MAX 4.0实战入门 计算机教育图书研究室编 7-80134-907-5 航空工业出版社

中文版Excel 2002入门与提高 主编 沈丽丽 7-80134-953-9 航空工业出版社

闪客成长之路:中文Flash MX自学通 主编 刘春 7-80134-993-8 航空工业出版社

中老年骨关节病及预防 王跃庆, 马承宣, 孙静编著 7-80135-321-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老年与耳鼻喉疾病 韩德宽编著 7-80135-394-3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老年与口腔疾病 王邦康, 王素文, 沈铭昌编著 7-80135-450-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木工 阚咏梅编 7-80135-588-1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霸王行动”——诺曼底登陆战役.上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霸王行动”——诺曼底登陆战役.下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决定性转折——斯大林格勒战役.上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决定性转折——斯大林格勒战役.下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大战中的大战——凡尔登—索姆河战役.上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大战中的大战——凡尔登—索姆河战役.下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大漠“猎狐”——阿拉曼战役.上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大漠“猎狐”——阿拉曼战役.下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扭转战局——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上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扭转战局——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下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激战英伦——不列颠空战.上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激战英伦——不列颠空战.下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疯狂的天火——科索沃空袭战.上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疯狂的天火——科索沃空袭战.下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航母时代的号角——中途岛海战.上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航母时代的号角——中途岛海战.下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逐鹿中原——淮海战役.上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逐鹿中原——淮海战役.下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风卷残云——海湾战争中的地面作战.上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风卷残云——海湾战争中的地面作战.下 石磊主编 7-80135-688-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1,世界上古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10,世界近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11,世界现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12,世界现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13,世界现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14,世界现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15,世界现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16,世界现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17,世界现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18,世界现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19,世界当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2,世界上古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20,世界当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3,世界上古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4,世界中古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5,世界中古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6,世界近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7,世界近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8,世界近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说)世界史话.9,世界近代史话 冯克诚编 7-80135-689-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东神韵——阿拉伯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地中海奇迹——古希腊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多灾多难的民族——希伯莱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天籁之声——世界音乐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尚未破译的密码——世界之谜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岁月的印记——世界民俗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帝国的容光——古罗马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文明的瑰宝——世界奇迹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无声的语言——世界绘画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永恒的伊甸园——巴比伦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沉沙中的失乐园——古印度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法老的国度——古埃及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灯塔之光——世界文学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盛世余晖——拜占廷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神秘的热带丛林——玛雅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神话中的国度——印加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科学里的里程碑——世界科技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美洲大陆的奇迹——印第安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虚拟的人生舞台——世界戏剧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铁血中的强权——世界军事 李伟智主编 7-80135-706-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企业家.上册 苏福林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企业家.下册 苏福林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军事家.上册 曹江涛, 张卫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军事家.下册 曹江涛, 张卫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发明家.上册 张林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发明家.下册 张林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外交家.上册 毕尚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外交家.下册 毕尚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思想家.上册 高阳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思想家.下册 高阳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政治家.上册 张卫, 曹江涛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政治家.下册 张卫, 曹江涛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文学家.上册 朱泓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文学家.下册 朱泓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科学家.上册 陈秋玲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科学家.下册 陈秋玲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经济学家.上册 张竹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经济学家.下册 张竹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艺术家.上册 张振中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艺术家.下册 张振中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谋略家.上册 孙思忠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百位世界杰出的谋略家.下册 孙思忠编著 7-80135-711-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交通运输:漫步地球村 黄勇主编 7-80135-712-4 环境科学出版社

动物世界:共享生命的凯歌 黄勇主编 7-80135-712-4 环境科学出版社

医疗保健:重视生命的义务 黄勇主编 7-80135-712-4 环境科学出版社

地球地理:认识永久的家园 黄勇主编 7-80135-712-4 环境科学出版社

宇宙空间:飞天的联想与追求 黄勇主编 7-80135-712-4 环境科学出版社

工业技术:挑战完美生活 黄勇主编 7-80135-712-4 环境科学出版社

数学天地:量与形的旋律 黄勇主编 7-80135-712-4 环境科学出版社

植物王国:与人类共享阳光 黄勇主编 7-80135-712-4 环境科学出版社

物理化学:探索物质世界 黄勇主编 7-80135-712-4 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农业:对故土的思索 黄勇主编 7-80135-712-4 环境科学出版社

电子信息:拓展视听空间 黄勇主编 7-80135-712-4 环境科学出版社

科学探索:发现与征服 黄勇主编 7-80135-712-4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一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七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三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九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二十一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二十三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二十二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二十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二十四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二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五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八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六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十一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十七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十三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十九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十二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十五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十八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十六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十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十四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儒家经典文库:全注全译珍藏版.第四卷 黄勇, 袁祖社主编 7-80135-713-2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地狱决斗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傀儡:乞尾赖犬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元凶:噬血恶魔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元帅:超级战神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横扫欧非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西洋战场:浪涌烽烟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血海翻腾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领:叱咤英豪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爆发:亚欧战火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悍将:呲骨豺狼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结局:全面进攻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枭雄:亡命暴徒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闪击鏖战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殊陆战:喋血尘埃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秘密:内幕真相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持转折:苏德争锋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阴谋:揭露骗局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典海战:海天绞杀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铁胆勇士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空战:轰雷狂飚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背景:瓜分世界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间谍:诡秘谍海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非洲战场:大漠厮杀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领袖:救世伟人 李飚主编 7-80135-714-0 环境科学出版社

万里长城拱卫的社会——明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五霸争权与百家争鸣——春秋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传说时代的文明——远古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倡文偃武的时代——北宋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偏安一隅的时代悲歌——南宋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军阀混战的时代——民国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列国争雄的时代——战国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刻在甲骨上的文明——商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大河滚滚下的悲欢——隋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大风一曲振河山——西汉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天朝上国的盛世华章——前清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急剧变幻中的乾坤——三国两晋南北朝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枪炮轰鸣下的尊严——晚清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梦回千年的盛世气象——唐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正统社会的先声——夏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氏族宗法的文明——西周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民族强盛的起点——东汉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统一王朝的诞生——秦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金戈铁马的交汇——辽、西夏、金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铁蹄踏出的强大帝国——元 李伟智主编 7-80135-716-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常见疾病营养保健 主编 顾奎琴 7-80135-978-X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学习讲
话

本书编写组[编] 7-80136-329-9 中共党史出版社



新时期领导干部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
思想政治工作全书.上卷

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中共中
央党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室编

7-80136-424-4 中共党史出版社

新时期领导干部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
思想政治工作全书.下卷

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中共中
央党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室编

7-80136-424-4 中共党史出版社

新时期领导干部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
思想政治工作全书.中卷

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中共中
央党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室编

7-80136-424-4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文件学习讲话 本书编写组[编] 7-80136-470-8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 本书编写组[编] 7-80136-471-6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简史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7-80136-566-6 中共党史出版社

将军夫人传:共和国将军夫人们的纪实追踪.
上

主编 赵云声, 王红晖 7-80136-841-X 中共党史出版社

将军夫人传:共和国将军夫人们的纪实追踪.
下

主编 赵云声, 王红晖 7-80136-841-X 中共党史出版社

坚持“两个务必”：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

本书编写组[编] 7-80136-866-5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国民党治军档案.上册 宁凌, 庆山编著 7-80136-915-7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学习读
本

本书编写组[编] 7-80136-945-9 中共党史出版社

伟人与武警:武警成长壮大篇 钟耀辉, 刘东生编著 7-80137-434-7 军事科学出版社

战场静悄悄:武警缉毒缉私篇 赵振王, 业春剑编著 7-80137-440-1 军事科学出版社

靖国神社的幽灵: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高岚编著 7-80137-503-3 军事科学出版社

核风云追踪 孔书贤著 7-80137-525-4 军事科学出版社

高技术条件下城市防空袭 戴凤秀主编 7-80137-635-8 军事科学出版社

马占山抗日传奇 赵勤轩编著 7-80137-642-0 军事科学出版社

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概论 主编 杨家祺 7-80137-694-3 军事科学出版社

梦圆飞天的精神轨迹:解读载人航天精神 主编 刘建国, 郭大方 7-80137-731-1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与时俱进建基层 刘学理著 7-80137-744-3 军事科学出版社

高等院校军事教程 主编 涂俊峰 7-80137-848-2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面试技巧与方法 朱庆芳主编 7-80139-065-2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政管理与公文写作 朱庆芳主编 7-80139-066-0 中国人事出版社

医院院长手册.上册 严明等主编 7-80139-122-5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法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

朱庆芳主编 7-80139-199-3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国国情与国策 朱庆芳主编 7-80139-200-0 中国人事出版社

公务员管理概论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组

织编写
7-80139-234-5 中国人事出版社

新编法律基础 主编 韩玉灵, 张明德, 戴秀丽 7-80139-264-7 中国人事出版社

潜能与创造力开发 主编 徐振寰, 李俊庆, 田茂胜 7-80139-410-0 中国人事出版社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步辅导/同步训练,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庄次彭主编 7-80139-441-0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基础知识学习参考 朱庆芳主编 7-80139-462-3 中国人事出版社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大纲
详解

朱庆芳主编 7-80139-661-8 中国人事出版社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复习全书:2004版.上
册

肖玉辉主编 7-80139-754-1 中国人事出版社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复习全书:2004版.下
册

肖玉辉主编 7-80139-754-1 中国人事出版社

就业·创业·成功教育 主编 李振华 7-80139-810-6 中国人事出版社

职工非因工伤病鉴定指南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本书编写组编写 7-80139-822-X 中国人事出版社

中国新闻界人物 尹韵公主编 7-80139-935-8 中国人事出版社

加入世贸组织后医院发展策略问题研究 杜金香主编 7-80139-940-4 中国人事出版社

迎接WTO:梁慧星先生主编之域外法律制度研
究集.第二辑

梁慧星主编 7-80140-130-1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农村“三个代表”思想学习问答 金钊，胡林辉主编 7-80140-146-8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领导干部WTO知识读本 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等编 7-80140-198-0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牢记“两个务必” 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学习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关于艰苦奋斗、居
安思危、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论述》
和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重要讲

张荣臣, 谢英芬主编 7-80140-275-8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经典寓言故事中的经济学80 李正波著 7-80140-355-X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经典寓言故事中的人才学80 尹倩著 7-80140-361-4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学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80140-369-X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公务员法学习问答 应松年, 任进 [著] 7-80140-378-9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新编公务员公文写作与处理教程 主编 周小庆 7-80140-382-7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香港立法机关研究 朱世海著 7-80140-464-5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老实交代:一个不可拷贝的新闻奇迹 主编 崔恩卿 7-80141-196-X 台海出版社

一见钟情 (波) 辛波丝卡著 7-80141-315-6 台海出版社

上兵伐谋:北京娱乐信报策划案例实录 崔恩卿主编 7-80141-319-9 台海出版社

透视崔恩卿:崔恩卿报业实践探秘 赵俊宏著 7-80141-388-1 台海出版社

最新中层领导必修课 李中兴编著 7-80141-447-0 台海出版社

决定中层领导成败的5大关键 易达编著 7-80141-448-9 台海出版社

卓有成效管理者的7个关键 马德华编著 7-80141-449-7 台海出版社

卓有成效的领导者 王祥编著 7-80141-450-0 台海出版社

左手婚姻 殷谦著 7-80141-459-4 台海出版社



陶金我的至爱 赵丽萍著 7-80142-193-0 华艺出版社

绿色王国的亿万富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传 聂冷, 庄志霞著 7-80142-194-9 华艺出版社

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 浩然口述 7-80142-236-8 华艺出版社

蟑螂躲在总统的厨房 王国华著 7-80142-326-7 华艺出版社

不过如此 崔永元著 7-80142-334-8 华艺出版社

站在经济生活的前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
录

杨越著 7-80142-350-X 华艺出版社

魅琴 原振侠著 7-80142-354-2 华艺出版社

巨震 原振侠著 7-80142-355-0 华艺出版社

悲壮漫长的冲击:中国足球7次冲击世界杯纪
实

金汕著 7-80142-403-4 华艺出版社

打入NBA:献给我的球迷 姚明著 7-80142-430-1 华艺出版社

父亲：对生命的最后倾诉 张小木著 7-80142-450-6 华艺出版社

在沉默中守望 桑麻著 7-80142-451-4 华艺出版社

花样的年华 霍昕, 西飏原创 7-80142-498-0 华艺出版社

请带我走:张抗抗全新小说 张抗抗著 7-80142-512-X 华艺出版社

猴年吉祥 向斯著 7-80142-523-5 华艺出版社

募的 赵普著 7-80142-539-1 华艺出版社

生死关头:21世纪初最惊险的拯救行动 王霞著 7-80142-555-3 华艺出版社

你曾是我生命中的天使:经典悲情恋人的爱与
痛

蔺启编著 7-80142-558-8 华艺出版社

狼的侍从.1 (韩) 崔姝兰著 7-80142-572-3 华艺出版社

狼的侍从.2 (韩) 崔姝兰著 7-80142-572-3 华艺出版社

韦唯的激情岁月 王学仁著 7-80142-576-6 华艺出版社

我为自己做主:中国首位人造美女自述 郝璐璐著 7-80142-581-2 华艺出版社

短信时代的爱情 是非著 7-80142-598-7 华艺出版社

变身辣妹 [韩]索伊伊著 7-80142-599-5 华艺出版社

野蛮少女.1 (韩) 车净银著 7-80142-605-3 华艺出版社

野蛮少女.2 (韩) 车净银著 7-80142-605-3 华艺出版社

涡轮战略:提高利润和改善企业的简便方法 (美) 博恩·崔西 (Brain Tracy) 著 7-80142-613-4 华艺出版社

女生的心事 龙秀梅著 7-80142-633-9 华艺出版社

做正确的事与正确地做事 孙宗虎著 7-80142-639-8 华艺出版社

成功法则.四,自我完善 (美) 拿破仑·希尔 (Napoleon Hill) 著 7-80142-640-1 华艺出版社

成功法则.三,自我创造 (美) 拿破仑·希尔 (Napoleon Hill)著 7-80142-641-X 华艺出版社

成功法则.二,个人力量 (美) 拿破仑·希尔 (Napoleon Hill) 著 7-80142-643-6 华艺出版社

青青的爱情江湖 苏小禾著 7-80142-653-3 华艺出版社



豪门风云 花无痕著 7-80142-689-4 华艺出版社

如何提高你的薪水:安德鲁·卡内基与拿破仑
·希尔成功对话录

(美) 拿破仑·希尔 (Napoleon Hill) 著 7-80142-694-0 华艺出版社

体坛非常内幕 杜丽蓉著 7-80142-736-X 华艺出版社

道三慕四.1,古墓仙影 方谢晓著 7-80142-764-5 华艺出版社

斩风.3 甲子著 7-80142-766-1 华艺出版社

春暖花未开 赵宇著 7-80142-774-2 华艺出版社

狗狗的精彩故事100 展望, 晓飞编著 7-80142-776-9 华艺出版社

温州之迷:中国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 李丁富著 7-80143-044-1 改革出版社

温州之谜——中国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 李丁富著 7-80143-044-1 改革出版社

胜诉策划 刘健著 7-80143-113-8 改革出版社

跨世纪党员素质教育全书.上卷 李群杰主编 7-80143-172-3 改革出版社

跨世纪党员素质教育全书.下卷 李群杰主编 7-80143-172-3 改革出版社

跨世纪党员素质教育全书.中卷 李群杰主编 7-80143-172-3 改革出版社

党委学习中心组金融知识读本.上卷 李庚辰, 张伟主编 7-80143-309-2 改革出版社

党委学习中心组金融知识读本.下卷 李庚辰, 张伟主编 7-80143-309-2 改革出版社

党委学习中心组金融知识读本.中卷 李庚辰, 张伟主编 7-80143-309-2 改革出版社

七彩人生 时旭主编 7-80144-381-0 宇航出版社

工作很简单
(美) 堂·阿斯莱特 (Don Aslett), (美) 卡

罗尔·卡泰诺 (Carol Cartaino) 著
7-80144-628-3 中国宇航出版社

富生职业:国际职业指导丛书.第1辑,公共服
务

(美) 费格逊 (Ferguson) 著 7-80144-675-5 中国宇航出版社

富生职业:国际职业指导丛书.第1辑,Retail (美) 费格逊 (Ferguson) 著 7-80144-684-4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04司法考试进阶达标系列.6,国际法学 冯霞, 张爱宁, 陈金木编著 7-80144-788-3 中国宇航出版社

篮球裁判员手册:裁判方法和技巧 中国篮球协会审定 7-80145-086-8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编办公室文秘写作大全 主编 张浩 7-80145-290-9 光明日报出版社

澳大利亚—新西兰留学移民指南 (澳) 胡锡恒著 7-80145-296-8 光明日报出版社

从北极到夏威夷 位梦华著 7-80145-323-9 光明日报出版社

篮球3人裁判法:3裁判的方法和执裁技
巧.2000年

7-80145-375-1 光明日报出版社

洞察财务报表奥秘 (英) 圣·普拉斯 (A.St.John Price) 著 7-80145-397-2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财富新时代:投资者如何从未来经济的五大趋
势中获利

(美)布赖恩·S. 韦斯伯里 (Brian S. 
Wesbury) 著

7-80145-398-0 光明日报出版社

去楼兰:悖论、相对主义——开启沙漠中的秘
密

杜培华著 7-80145-429-4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同步配套题解,心
理学

汤有国，李林红主编 7-80145-451-0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最前沿:2000～2001中国新闻现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评论部编著 7-80145-485-5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世纪共产党员修养 袁志发主编 7-80145-510-X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太监:一个宫廷太监的传奇生活历程 南琛著 7-80145-511-8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编公民投诉索赔指南 主编 胡占国 7-80145-533-9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 卢跃刚著 7-80145-538-X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重点作家专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7-80145-55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重点作家专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7-80145-55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重点作家专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7-80145-55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重点作家专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7-80145-55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重点作家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7-80145-55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重点作家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7-80145-55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重点作家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7-80145-55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重点作家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7-80145-55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重点作家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7-80145-55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明星未路:谁把刘晓庆送进牢房 萧为著 7-80145-570-3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一个世纪的阅读体验 周伟主编 7-80145-582-7 光明日报出版社

历史草稿 周伟著 7-80145-582-7 光明日报出版社

原声思想:一百年来的思想激荡 周伟主编 7-80145-582-7 光明日报出版社

变迁:勾勒百年中国原汁原味的社会生活场景 周伟著 7-80145-582-7 光明日报出版社

呐喊:一个世纪的标语口号 周伟主编 7-80145-582-7 光明日报出版社

广告秀:一百年中的经典时尚 周伟主编 7-80145-582-7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国宝大案 高耀峰著 7-80145-610-6 光明日报出版社

“蓝”颜知己:王建中与刘晓庆的第四情感 李黎著 7-80145-615-7 光明日报出版社

巨人史玉柱怎样站起来:脑白金的战略与策略 何学林著 7-80145-624-6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京胡同女孩 麦琪著 7-80145-667-X 光明日报出版社

风定落花深 嘉男, 张永钦[著] 7-80145-682-3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医殇:首次撕开医药业之黑幕 杨超著 7-80145-694-7 光明日报出版社

姚之道:[中英文本] (美) Douglas Choi著 7-80145-732-3 光明日报出版社

爱情墓志铭 李黎编著 7-80145-752-8 光明日报出版社

神秘采访:高墙·铁网内的人生实录 斐然著 7-80145-761-7 光明日报出版社

骑驴找马:职业发展路线图 徐小平著 7-80145-773-0 光明日报出版社

走马书林:[中国图书出版调查报告] 王新民著 7-80145-786-2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媒体记者调查:中国首部曝光媒体记者生
存现状内幕.上

凌非编著 7-80145-853-2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媒体记者调查:中国首部曝光媒体记者生
存现状内幕.下

凌非编著 7-80145-853-2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要养成的50个习惯 宿春礼，王彦明编著 7-80145-930-X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万物由来之谜.上 主编 李梁, 赵修臣 7-80146-040-5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万物由来之谜.下 主编 李梁, 赵修臣 7-80146-040-5 中国社会出版社

人体之谜百解.上 主编 赵修臣, 秦云峰 7-80146-040-5 中国社会出版社

人体之谜百解.下 主编 赵修臣, 秦云峰 7-80146-040-5 中国社会出版社

千奇动物世界.上 主编 季丽萍, 赵修臣 7-80146-040-5 中国社会出版社

千奇动物世界.下 主编 季丽萍, 赵修臣 7-80146-040-5 中国社会出版社

奇人怪事博览.上 主编 赵修臣, 徐娟 7-80146-040-5 中国社会出版社

奇人怪事博览.下 主编 赵修臣, 徐娟 7-80146-040-5 中国社会出版社

未来世界先知.上 主编 李梁, 赵修臣 7-80146-040-5 中国社会出版社

未来世界先知.下 主编 李梁, 赵修臣 7-80146-040-5 中国社会出版社

珍闻奇迹拾趣.上 主编 赵修臣, 魏鹏程 7-80146-040-5 中国社会出版社

珍闻奇迹拾趣.下 主编 赵修臣, 魏鹏程 7-80146-040-5 中国社会出版社

华夏洪基·秦汉 程美东主编 7-80146-04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大漠风云·元 程美东主编 7-80146-04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天朝日暮·清 程美东主编 7-80146-04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干戈扰攘·三国 程美东主编 7-80146-04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悠悠太古·远古 程美东主编 7-80146-04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日月交辉·春秋战国 程美东主编 7-80146-04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治乱分合·两晋南北朝隋 程美东主编 7-80146-04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盛事豪雄·唐 程美东主编 7-80146-04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纵横南北·五代宋辽 程美东主编 7-80146-04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走向衰荣·明 程美东主编 7-80146-04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探案故事集,哑证人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探案故事集:月亮宝石 (英)威尔基·柯林斯基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探案故事集:荷兰鞋之谜 (美)埃勒里·奎恩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探案故事集,水晶瓶塞 (法)莫里斯·勒布朗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月亮宝石 (英)柯林斯基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涉过愤怒的河 (日)西村寿行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哑证人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尼罗河上的惨案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巴斯克维尔家的猎犬 (美) 柯南道尔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探案故事集:涉过愤怒的河 (日) 西村寿行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月亮宝石 (英) 威尔基·柯林斯基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水晶瓶塞 (法) 莫里斯·勒布朗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涉过愤怒的河:野性的证明 (日) 西村寿行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点与线 (日) 松木清张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荷兰鞋之谜 (美) 埃勒里·奎恩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野性的证明 (日) 森村诚一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黄室奇案 (法) 嘉斯东·勒鲁原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尼罗河上的惨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7-80146-085-5 中国社会出版社

实用整合营销 主编 韩庆祥, 肖开宁 7-80146-287-4 中国社会出版社

倾心人生 刘方炜著 7-80146-303-X 中国社会出版社

解读罪与错:[当代中国家庭教育与犯罪心理
调查]

郭霖著 7-80146-319-6 中国社会出版社

霹雳惊魂:京城大案要案追踪 阿成著 7-80146-321-8 中国社会出版社

21世纪黄金产业:文化产业经济浪潮 乐后圣著 7-80146-355-2 中国社会出版社

爱谁跟谁？ 鲁平著 7-80146-373-0 中国社会出版社

最佳买卖点:股市大盘的研判与个股的选择 韩金著 7-80146-383-8 中国社会出版社

大成奥秘:超越美国成功学 王科灵, 王小平著 7-80146-395-1 中国社会出版社

迷失在网络中的爱情 李寻欢著 7-80146-423-0 中国社会出版社

极地阳光:一对中国工人夫妇的瑞典传奇 王丽君著 7-80146-424-9 中国社会出版社

广告与推销心理:打开市场的钥匙 欧阳康著 7-80146-430-3 中国社会出版社

当代奇案选 阿拉牧斯主编 7-80146-489-3 中国社会出版社

我家笨笨上剑桥:张驰父母的教子手记 张鸣山, 杜娟英著 7-80146-502-4 中国社会出版社

城市社区建设概论 主编 周文建, 宁丰 7-80146-519-9 中国社会出版社

面具后面的脸 毕淑敏著 7-80146-562-8 中国社会出版社

井下避灾:矿业干部职工安全生产与管理必读 主编 王稳祥, 向燕飞 7-80146-637-3 中国社会出版社

战胜衰老:养生与抗衰老11个方面的总结与突
破

张清华主编 7-80146-638-1 中国社会出版社

北大毕业等于○ 王文良著 7-80146-666-7 中国社会出版社

婚恋隐衷:EPQ婚姻质量预测 吴中任著 7-80146-669-1 中国社会出版社

细胞王国的探索 马岚，各亚玲编著 7-80146-67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细胞王国的探索 马岚等编著 7-80146-671-3 中国社会出版社



新视野大学英语全真课堂.3 主编 王长喜 7-80146-711-6 中国社会出版社

这个夏天很热 周新京著 7-80146-774-4 中国社会出版社

大学英语新标准大训练答题99要诀,六级分册 主编 董军义, 张子宏 7-80146-798-1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国敬老故事精华 李宝库主编 7-80146-799-X 中国社会出版社

高墙外的女人 王浩, 杨玉芬著 7-80146-803-1 中国社会出版社

涩大一 王淼, 包晓光著 7-80146-804-X 中国社会出版社

行政许可法注评 刘太刚著 7-80146-805-8 中国社会出版社

曲线救美:减肥瘦身秘诀 (美) 梁文蔷著 7-80146-808-2 中国社会出版社

民间视点：中国现在进行时 史仲文著 7-80146-810-4 中国社会出版社

周璇(POPO)：我的经历 周璇著 7-80146-811-2 中国社会出版社

虐待论:形形色色虐待行为剖析 曹俊, 刘轰生编著 7-80146-813-9 中国社会出版社

早安中国.2 张兴, 许伟主编 7-80146-838-4 中国社会出版社

家庭急诊急救方法 主编 张彧 7-80146-889-9 中国社会出版社

老年病的防治与用药 张立源编著 7-80146-971-2 中国社会出版社

市场生动化实战指引:零售业绩提升技巧 刘永炬, 曾祥著 7-80147-246-2 企业管理出版社

从大学生到优秀技术主管 李景元主编 7-80147-294-2 企业管理出版社

蓄势而发:令人心潮怦动的收购兼并战略 胡云耿著 7-80147-321-3 企业管理出版社

走进WTO:中国企业入世必备 陆燕, 柏东海, 阎书会编著 7-80147-332-9 企业管理出版社

导购代表手册 袭毅, 刘亚南编著 7-80147-341-8 企业管理出版社

创业速成 李健, 侯书森主编 7-80147-366-3 企业管理出版社

知本鼠标 章美锦主编 7-80147-368-X 企业管理出版社

网尽财富 杨志主编 7-80147-369-8 企业管理出版社

鼎新之势:数字化浪潮中的中国企业 王勇著 7-80147-371-X 企业管理出版社

逆风顺流:双安发展启示录 郭凯, 左静著 7-80147-384-1 企业管理出版社

织网:实效营销整合训练 蔡丹红著 7-80147-398-1 企业管理出版社

新经济与市场营销 李建文, 王军生编著 7-80147-399-X 企业管理出版社

新经济批判:剖析新经济的递进与错位 樊美勤, 邓斌著 7-80147-417-1 企业管理出版社

现代广告:原理与探索 李东进著 7-80147-435-X 企业管理出版社

小试牛刀开个店 吴雪樵, 舒乡编著 7-80147-438-4 企业管理出版社

用人之艺 喻昌荣, 侯书森编著 7-80147-447-3 企业管理出版社

励人之技 侯书森, 季传亭编著 7-80147-449-X 企业管理出版社

有效授权:如何做一名出色的授权者 肯·默雷尔, 咪咪·梅雷迪斯著 7-80147-459-7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个人代理销售行动指南:中小企业销售技巧 (美) Martin Edic著 7-80147-463-5 企业管理出版社



入世法律读本 于吉主编 7-80147-488-0 企业管理出版社

白领2001:《万科》周刊精选 王永飚主编 7-80147-502-X 企业管理出版社

《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和加
强管理的基本规范》难点解析与操作案例

主编 张彦宁 7-80147-503-8 企业管理出版社

领导用人100招 杰夫编著 7-80147-505-4 企业管理出版社

客户管理与账款回收:企业信用风险防范实例 谢旭著 7-80147-527-5 企业管理出版社

企业家的刑事风险与防范 侯国云编著 7-80147-528-3 企业管理出版社

服务的奥秘:持续商业成功的九种驱动力
(美) 伦纳德·L·伯瑞 

(Leonard·L·Berry) 著
7-80147-529-1 企业管理出版社

有效沟通:如何做一名出色的沟通者 (美) 兰妮·阿里顿多 (Lani Arredondo) 著 7-80147-530-5 企业管理出版社

消费品企业销售管理:管理内容与方法 刘永炬著 7-80147-542-9 企业管理出版社

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改革研究:以邯钢经验
为例

周景勤等著 7-80147-547-X 企业管理出版社

实现满意:双安服务案例选 郭凯, 覃海文编著 7-80147-564-X 企业管理出版社

战略管理速成.上 甘华鸣主编 7-80147-571-2 企业管理出版社

战略管理速成.下 甘华鸣主编 7-80147-571-2 企业管理出版社

培训探秘 (美) 盖瑞·凯朗特著 7-80147-603-4 企业管理出版社

实例化市场营销学 马绝尘编著 7-80147-605-0 企业管理出版社

企业市场退出 张军立, 王立新主编 7-80147-607-7 企业管理出版社

品牌战:创建有竞争力品牌的10大规则
(美) 大卫·达勒桑德罗 (David 

F.D`Alessandro), (美) 米歇尔·欧文斯 
(Michele Owens) 著

7-80147-623-9 企业管理出版社

外商投资最新法规解答 胡景岩编著 7-80147-632-8 企业管理出版社

CEO之路 (美) 雪伦·佛若斯 (Sharon Voros) 著 7-80147-645-X 企业管理出版社

渗透营销 (美) 当·戴博雷克 (Don Debelak) 著 7-80147-697-2 企业管理出版社

雇主组织在中国 张彦宁主编 7-80147-726-X 企业管理出版社

自由职业者 (美) 苏珊·德瑞克 (Susan M. Drake) 著 7-80147-728-6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中国企业黑洞:62个中国企业现实问题的透视
与诊断

吴光琛著 7-80147-737-5 企业管理出版社

市场调研经理手册 何慧, 张萍, 刘艳红编著 7-80147-738-3 企业管理出版社

企业E化7步:电子商务转行的策略指导
(美) 穆罕·梭尼 (Mohan Sawhney), (美) 

杰夫·萨宾 (Jeff Zabin) 著
7-80147-743-X 企业管理出版社

做老板必须懂点经济学 麦迪编著 7-80147-756-1 企业管理出版社

做老板必须懂点关系学 麦迪编著 7-80147-758-8 企业管理出版社

做老板必须懂点心理学 麦迪编著 7-80147-759-6 企业管理出版社



多对一营销:后网络经济时代的营销制胜模式
(美) 史蒂夫·卢恩-琼斯 (Steve Luegon-

Jones) 著
7-80147-772-3 企业管理出版社

营销睿智 冼日明, 周志坚, 陈志辉著 7-80147-776-6 企业管理出版社

企业文化简明手册 主编 华锐 7-80147-780-4 企业管理出版社

工艺技术员业务职能与行为规范 李景元编著 7-80147-793-6 企业管理出版社

生产调度员业务职能与行为规范 李景元编著 7-80147-794-4 企业管理出版社

设备管理员业务职能与行为规范 李景元编著 7-80147-795-2 企业管理出版社

穷者无畏:穷人的问题与出路 吴光远编著 7-80147-818-5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证与战略 司岩著 7-80147-842-8 企业管理出版社

发现你自己的力量:如何开发自己和员工的潜
力

( ) 斯宾塞著 7-80147-844-4 企业管理出版社

员工忠诚度的培养 孙健著 7-80147-872-X 企业管理出版社

实至名归: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
(英) 比尔·博尔顿 (Bill Bolton), (英) 

约翰·汤普森 (John Thompson) 编著
7-80147-879-7 企业管理出版社

解读现代商务情报 罗子明编著 7-80147-925-4 企业管理出版社

市场基本功:成长为卓越经营者的中国策略 赵凡禹编著 7-80147-931-9 企业管理出版社

办公室好口才 麦迪编著 7-80147-945-9 企业管理出版社

办公室好习惯 麦迪编著 7-80147-946-7 企业管理出版社

办公室好心情 麦迪编著 7-80147-947-5 企业管理出版社

超市经理人知识读本 赵凡禹主编 7-80147-951-3 企业管理出版社

把信送给加西亚行动手册 (美) 阿尔伯特·哈伯德 (E.Hubbard) 著 7-80147-964-5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一封辞职信:成就组织和个人发展的第六项修
炼

王义昌著 7-80147-969-6 企业管理出版社

企业健康管理:后SARS时代的深思考 阎衡秋, 李宏军主编 7-80147-976-9 企业管理出版社

时间管理 石伟编著 7-80147-977-7 企业管理出版社

压力管理 徐世勇编著 7-80147-978-5 企业管理出版社

创造性解决问题 孙健敏, 宁健编著 7-80147-982-3 企业管理出版社

抓住大象的鼻子:重点客户关系管理 冯长征, 黄建江著 7-80147-993-9 企业管理出版社

实现:营销就是从产品到财富的实现 赵玉麟, 谢作渺著 7-80147-995-5 企业管理出版社

热血传奇英雄传 7-80148-669-2 新星出版社

幸存者游戏:52周赚到100万 木木, 湾景编著 7-80148-674-9 新星出版社

涉外礼仪常识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海外交流委员会编著 7-80148-707-9 新星出版社

玩物“哲”学 张信哲著 7-80148-713-3 新星出版社

不谈年少的恋爱 长晏著 7-80148-717-6 新星出版社

你转身 我下楼 敷米浆著 7-80148-719-2 新星出版社



妇女闲聊录 林白著 7-80148-721-4 新星出版社

萤蝶 结罗著 7-80148-722-2 新星出版社

捕捉爱情的翅膀 水色著 7-80148-724-9 新星出版社

真爱两年半 连亚丽著 7-80148-728-1 新星出版社

是谁敲响爱情的门 朱茱著 7-80148-729-X 新星出版社

天下无敌商晓安 曼由著 7-80148-737-0 新星出版社

坐在爱情的门槛上撒野 子澄著 7-80148-738-9 新星出版社

爱情海导游 连亚丽著 7-80148-748-6 新星出版社

拼图 凌淑芬等著 7-80148-749-4 新星出版社

谢谢, 再联络 单飞雪著 7-80148-757-5 新星出版社

众神梦记.第1卷,南风之谕 绿痕著 7-80148-780-X 新星出版社

还好我们没错过 夏栀子著 7-80148-782-6 新星出版社

距离喜欢远不远 寒拾著 7-80148-783-4 新星出版社

爱情的海洋 楼雨睛著 7-80148-807-5 新星出版社

萧条与复苏:冷战后的日本经济 孙景超, 张舒英主编 7-80149-046-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2000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王洛林，余永定主编 7-80149-244-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刘国光等主编 7-80149-259-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主编 刘国光, 王洛林, 李京文 7-80149-425-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新经济: 与中国无缘?!:中国经济亟待应对的
十大困境

张其仔 ... [等]著 7-80149-430-X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总经理的内衣:透视管理的本质 叶匡时著 7-80149-507-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总经理的新衣:打破管理的迷思 叶匡时著 7-80149-507-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主编 刘国光, 王洛林, 李京文 7-80149-798-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黑幕与陷阱 《财经》杂志编辑部编 7-80149-878-X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管制的黄昏:中国电信业万亿元重组实录 《财经》杂志编辑部编 7-80149-879-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3年春季报告 主编 刘国光, 王洛林, 王京文 7-80149-994-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国特种部队.上 端木栋林著 7-80150-122-5 军事谊文出版社

美国特种部队.下 端木栋林著 7-80150-122-5 军事谊文出版社

美国特种部队.中 端木栋林著 7-80150-122-5 军事谊文出版社

英国特种部队.上 林立著 7-80150-123-3 军事谊文出版社

英国特种部队.下 林立著 7-80150-123-3 军事谊文出版社

以色列特种部队.上 盛钧等著 7-80150-128-4 军事谊文出版社

以色列特种部队.下 盛钧等著 7-80150-128-4 军事谊文出版社



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特种部队.上 刘崇裕, 娄新恩著 7-80150-129-2 军事谊文出版社

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特种部队.下 刘崇裕, 娄新恩著 7-80150-129-2 军事谊文出版社

外军特种部队作战写真.上 蔡仁照, 刘万军等著 7-80150-130-6 军事谊文出版社

外军特种部队作战写真.下 蔡仁照, 刘万军等著 7-80150-130-6 军事谊文出版社

特种部队武器与装备 龚闽, 端木栋林著 7-80150-131-4 军事谊文出版社

为将之道
(美) 小埃德加·普里尔 (Edgar F.Puryear 

Jr.) 著
7-80150-169-1 军事谊文出版社

最佳辩护 (美) 萨拉·格雷戈里 (Sarah Gregory) 著 7-80150-177-2 军事谊文出版社

西欧军警特种部队.上 苏程等著 7-80150-194-2 军事谊文出版社

西欧军警特种部队.下 苏程等著 7-80150-194-2 军事谊文出版社

漫笔书案 侯岐山著 7-80150-249-3 军事谊文出版社

俄罗斯特种部队.上 杨育才著 7-80150-285-X 军事谊文出版社

俄罗斯特种部队.下 杨育才著 7-80150-285-X 军事谊文出版社

俄罗斯特种部队.中 杨育才著 7-80150-285-X 军事谊文出版社

特种部队制敌绝技.上 吴巍, 盛钧著 7-80150-310-4 军事谊文出版社

特种部队制敌绝技.下 吴巍, 盛钧著 7-80150-310-4 军事谊文出版社

乒乓球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4-9 军事谊文出版社

排球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4-9 军事谊文出版社

篮球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4-9 军事谊文出版社

网球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4-9 军事谊文出版社

羽毛球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4-9 军事谊文出版社

足球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4-9 军事谊文出版社

台球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5-7 军事谊文出版社

太极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5-7 军事谊文出版社

扑克牌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5-7 军事谊文出版社

象棋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5-7 军事谊文出版社

钓鱼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5-7 军事谊文出版社

体操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6-5 军事谊文出版社

冰雪运动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6-5 军事谊文出版社

武术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6-5 军事谊文出版社

游泳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6-5 军事谊文出版社

田径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6-5 军事谊文出版社

跆拳道 李盛, 乔婉编著 7-80150-556-5 军事谊文出版社



军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教育读本 本书编写组 [编] 7-80150-562-X 军事谊文出版社

新闻采写功法 张保田著 7-80151-117-4 海潮出版社

党员“双学”和先进性教育疑难问题解答 宛世忠主编 7-80151-315-0 海潮出版社

吉他民谣组合弹唱精选:简谱、六线谱、和弦
图对照

李廷著编著 7-80151-456-4 海潮出版社

世纪远航: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出访欧洲四
国纪实

袁华智著 7-80151-468-8 海潮出版社

太阳永驻 王琦著 7-80151-491-2 海潮出版社

本尼斯领导艺术全书 (美) 华伦·本尼斯 (Warren Bennis) 著 7-80151-546-3 海潮出版社

创新能力培育 陶学忠编著 7-80151-625-7 海潮出版社

唇枪舌剑:成功交际谈判的136种策略 侯东, 倪兴梅编著 7-80151-637-0 海潮出版社

秘书职业培训鉴定指导 何梅子主编 7-80151-695-8 海潮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5Q法则:决定命运的5种关键因素 羊羽编著 7-80151-726-1 海潮出版社

解读人生:人生格言 李春明著 7-80151-728-8 海潮出版社

职场解码:心态决定状态 思路决定出路 董成红编著 7-80151-886-1 海潮出版社

管理的金科玉律:指导个人与组织成长的完美
手册

剑东编著 7-80151-916-7 海潮出版社

销售细节:吸引客户的推销技巧 王洁丽编著 7-80151-918-3 海潮出版社

牵手罗文:1分钟员工励志故事 主编 钟世 7-80151-954-X 海潮出版社

手心手背都是肉:1分钟人力资源管理故事 主编 钟世 7-80151-955-8 海潮出版社

决定成败的10种心态 郭凡编著 7-80151-960-4 海潮出版社

做人关键是心态:成功者最有效最简单的秘方 张健华编著 7-80151-961-2 海潮出版社

赢在细节:决定销售成败的10个关键点 李强编著 7-80151-971-X 海潮出版社

年轻人要懂得的做人哲理:珍藏版 张刚伟编著 7-80151-974-4 海潮出版社

做人要争气:正确的态度会带来正确的行动 李晶华编著 7-80151-977-9 海潮出版社

震撼心灵的116个生命感悟:读者珍藏版 李馨馨编著 7-80151-978-7 海潮出版社

轻松克服12项职场弱点 潘文捷编著 7-80151-984-1 海潮出版社

天下无商:中国商人地域性格分析 李佳东编著 7-80151-987-6 海潮出版社

简单管理行动手册 西武编著 7-80151-989-2 海潮出版社

劲草集 张书满著 7-80152-386-5 黄河出版社

球场流韵——鞠维松 韩晓磊著 7-80152-506-X 黄河出版社

邹韬奋 张之华著 7-80153-000-4 人民日报出版社

邹韬奋 张之华著 7-80153-000-4 人民日报出版社

伏案金台十一年:批示谈话集 邵华泽著 7-80153-038-1 人民日报出版社



伏案金台十一年:新闻宣传论说集.上 邵华泽著 7-80153-038-1 人民日报出版社

伏案金台十一年:新闻宣传论说集.下 邵华泽著 7-80153-038-1 人民日报出版社

赵超构 晁鸥, 则玲著 7-80153-115-9 人民日报出版社

傅斯年 罗家伦 丁元编撰 7-80153-117-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吴虞 易白沙 李玉刚编撰 7-80153-117-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李大钊 朱志敏编撰 7-80153-117-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梁启超 张东荪 王昌焕编撰 7-80153-117-5 人民日报出版社

胡适 耿云志编撰 7-80153-117-5 人民日报出版社

蔡元培 张殿兴, 荆名取编撰 7-80153-117-5 人民日报出版社

钱玄同 刘半农 赵利栋编撰 7-80153-117-5 人民日报出版社

陈独秀 唐宝林编撰 7-80153-117-5 人民日报出版社

鲁迅 孙红贤, 阎素娥编撰 7-80153-117-5 人民日报出版社

黄镇传 朱洪著 7-80153-124-8 人民日报出版社

瞿秋白 蓝鸿文, 许焕隆著 7-80153-260-0 人民日报出版社

经济学发展轨迹: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述要.第四辑

梁小民主编 7-80153-272-4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人民日报评报选萃 徐如俊主编 7-80153-291-0 人民日报出版社

报纸常见文字差错200例 人民日报总编室检查组编著 7-80153-341-0 人民日报出版社

行板如歌 林杉著 7-80153-345-3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世界在你眼前:《人民日报·国际副刊》精选 主编 陈特安 7-80153-356-9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问答 李忠杰主编 7-80153-455-7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加入WTO学习读本 邢厚媛主编 7-80153-493-X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三个代表基层实践录 人民日报市场信息中心 7-80153-498-0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加入WTO学习问答 邢厚媛主编 7-80153-501-4 人民日报出版社

执政兴国的伟大纲领:江泽民中央党校
“5·31” 讲话学习辅导

本书编写组 [编] 7-80153-519-7 人民日报出版社

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
面的行动纲领: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

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本书编写组[编] 7-80153-524-3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
学习读本

周永学主编 7-80153-538-3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
学习问答

周永学主编 7-80153-538-3 人民日报出版社



岭南的春天: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诞生纪事

陆荣宗, 何香久著 7-80153-569-3 人民日报出版社

雪飘无声:王振国的故事 柏建华著 7-80153-609-6 人民日报出版社

时光魔琴 阳阳著 7-80153-630-4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人民论坛.2002年卷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 7-80153-634-7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诚信知识读本 赵凤梧主编 7-80153-636-3 人民日报出版社

警惕美国的第二次阴谋:中日经济比较 王伟旭, 曾秋根著 7-80153-699-1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鳄张俊以 窦应泰著 7-80153-722-X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刑贲思主编 7-80153-746-7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二讲 本书编写组编 7-80153-753-X 人民日报出版社

科学领导纵横 唐传喜著 7-80153-762-9 人民日报出版社

我的澳洲 李洋著 7-80153-773-4 人民日报出版社

新闻舆论监督论:概念、依据和规范 傅昌波著 7-80153-841-2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 张港著 7-80153-857-9 人民日报出版社

克里姆林宫挖掘者的故事 (俄) 叶莲娜·特列古博娃著 7-80153-876-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党员干部关注的14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人民日报理论部[编] 7-80153-917-6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头重脚轻 阳阳著 7-80153-947-8 人民日报出版社

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 主编 沈建忠 7-80155-224-5 中国物价出版社

房地产估价相关知识 主编 艾建国 7-80155-226-1 中国物价出版社

房地产估价案例与分析 主编 廖俊平, 陆克华 7-80155-229-6 中国物价出版社

企业会计核算与内部会计监督.上 张改娥, 赵丽萍编著 7-80155-279-2 中国物价出版社

企业会计核算与内部会计监督.下 张改娥, 赵丽萍编著 7-80155-279-2 中国物价出版社

支点：“三个代表”是工会工作的指导思想 邵慧萍编 7-80155-313-6 中国物价出版社

热点：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 王江松编 7-80155-313-6 中国物价出版社

焦点：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工会工作 王江松编 7-80155-313-6 中国物价出版社

重点：五突破一加强 《工运参考》编辑部编 7-80155-313-6 中国物价出版社

难点：先进生产力与职工经济技术创新 《工运参考》编辑部编 7-80155-313-6 中国物价出版社

中国足球彩票完全手册 经纬, 潞梓编著 7-80155-318-7 中国物价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释义及实
用指南

主编 李文阁 7-80155-658-5 中国市场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释义及实用指南 主编 李文阁 7-80155-659-3 中国物价出版社

古都北京 马玉强著 7-80155-724-7 中国市场出版社

买卖:获取最大利润的潜规则 廖怒编著 7-80155-743-3 中国市场出版社



手把手教你玩彩票,彩票背后的故事 彩天使编辑部著 7-80155-787-5 中国市场出版社

手把手教你玩彩票,旋转矩阵投注卡 彩天使编辑部著 7-80155-788-3 中国市场出版社

手把手教你玩彩票,选号VS股票 彩天使编辑部著 7-80155-790-5 中国市场出版社

手把手教你玩彩票,组号VS旋转矩阵 彩天使编辑部著 7-80155-791-3 中国市场出版社

权力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斗争 王文元著 7-80155-795-6 中国市场出版社

没有不对的孩子 只有不对的方法:成功始于
家庭 教育改变命运

卢勤等著 7-80155-804-9 中国市场出版社

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19位女性的心情故事 墨游著 7-80155-818-9 中国市场出版社

当爱情遇上婚姻:平常男女的不平常渴求 张瀞文著 7-80155-819-7 中国市场出版社

安利事业:全球最大直销公司的成功之道 李觊, 陈漠编著 7-80155-820-0 中国市场出版社

越辣越幸福:野蛮女友的十大宣言 笭菁著 7-80155-860-X 中国市场出版社

自我转型:用准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 刘艳编著 7-80155-879-0 中国物价出版社

张志聪医学全书 郑林主编 7-80156-00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喻嘉言医学全书 (清)喻嘉言著) 7-80156-00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璐医学全书 [(清)张璐撰] 7-80156-00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汪昂医学全书 [(清)汪昂撰] 7-80156-00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士铎医学全书 [(清)陈士铎撰] 7-80156-004-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冯兆张医学全书 [(清)冯兆张撰] 7-80156-00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尤在泾医学全书 (清)尤怡撰) 7-80156-006-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沈金鳌医学全书 [(清)沈金鳌撰] 7-80156-00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吴鞠通医学全书 (清)吴瑭著) 7-80156-00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修园医学全书 [(清)陈修园撰] 7-80156-00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孟英医学全书 [(清)王孟英纂] 7-80156-01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周学海医学全书 [(清)周学海编著] 7-80156-01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陆懋修医学全书 [(清)陆懋修著] 7-80156-01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生物化学 周梦圣主编 7-80156-05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医学 总编张文康 7-80156-06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毒邪学说与临床 于俊生编著 7-80156-07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诊断学基础 叶传蕙，戴万亨主编 7-80156-09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儿科临床效验方 陈代斌著 7-80156-10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疡科心得集 (清) 高秉钧著 7-80156-10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脉诊:《脉诊》修订版 刘冠军著 7-80156-11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余无言 [余无言著述] 7-80156-13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耿鉴庭 [耿鉴庭著述] 7-80156-13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马光亚 [马光亚著述] 7-80156-13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赵心波 景斌荣, 葛安霞主编 7-80156-13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何炎燊 [何炎燊著述] 7-80156-135-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刘云鹏 [刘云鹏等编著] 7-80156-13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单健民 [单健民著述] 7-80156-13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张珍玉 [张珍玉著述] 7-80156-13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李克绍 [李克绍著述] 7-80156-13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胡天雄 胡天雄编著 7-80156-14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夏桂成 [夏桂成著述] 7-80156-14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董建华 [董建华著述] 7-80156-14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于己百 [于己百著述] 7-80156-14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王伯岳 [王伯岳著述] 7-80156-14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翰卿 王象礼, 赵通理主编 7-80156-146-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郭士魁 [郭士魁著述] 7-80156-14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叶心清 [叶心清著述] 7-80156-149-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丁光迪 [丁光迪著述] 7-80156-15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潘澄濂 [潘澄濂著述] 7-80156-152-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选读 主编 柯雪帆 7-80156-15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歌诀歌赋259首 蔡文, 陈强编著 7-80156-15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孟澍江 [孟澍江著述] 7-80156-16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宋祚民 [宋祚民著述] 7-80156-16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李斯炽 [李斯炽著述] 7-80156-16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王任之 (王任之著述) 7-80156-17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徐恕甫 [徐恕甫著述] 7-80156-17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刘冠军 张文康主编 7-80156-17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刘炳凡 刘炳凡著 7-80156-17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欧阳锜 [欧阳锜著述] 7-80156-17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章真如 章真如(著述) 7-80156-17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梁剑波 [梁剑波著述] 7-80156-17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王合三 [王合三著述] 7-80156-18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刘弼臣 [刘弼臣著述] 7-80156-18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杨志一 [杨志一著述] 7-80156-24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袁鹤侪 [袁鹤侪著述] 7-80156-24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刘仕昌 [刘仕昌著述] 7-80156-24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董廷瑶 [董廷瑶著述] 7-80156-24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学基础 主编 王和鸣, 沈冯君 7-80156-247-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张子琳 [张子琳著述] 7-80156-24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俞慎初 [俞慎初著述] 7-80156-250-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邱茂良 [邱茂良著述] 7-80156-25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米伯让 [米伯让著述] 7-80156-25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魏龙骧 [魏龙骧著述] 7-80156-25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许玉山 [许玉山著述] 7-80156-25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史沛棠 [史沛棠著述] 7-80156-25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何任 [何任著述] 7-80156-25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陈苏生 [陈苏生著述] 7-80156-25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干祖望 [干祖望著述] 7-80156-25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事管理与法规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

组织编写
7-80156-27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瘟疫条辨 (清) 杨栗山著 7-80156-281-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健康岔路口 林平青, 吕青主编 7-80156-28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脑瘫婴幼儿发育的促进方法:中级康复工作者
工作指南

主译 李永库, 梁国辉 7-80156-29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汪逢春 [汪逢春著] 7-80156-300-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张镜人 张镜人著 7-80156-30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宋爱人 [宋爱人著] 7-80156-30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药膳学 谭兴贵主编 7-80156-324-7 中国中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贾堃 [贾堃著] 7-80156-32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韦文贵 韦玉
英

(韦文贵, 韦玉英著) 7-80156-32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盛国荣 (盛国荣著述) 7-80156-331-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张云鹏 张云鹏著 7-80156-33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赵棻 [赵棻著] 7-80156-33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李今庸 李今庸撰著 7-80156-34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难病奇方小柴胡汤 主编王兴华, 王继明 7-80156-35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专业知识、专业实践能力考试指
南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
员会编写

7-80156-362-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王云铭 张文康主编 7-80156-36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杨继荪 [杨继荪著述］ 7-80156-36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周筱斋 [周筱斋著] 7-80156-36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邹云翔 (邹云翔著) 7-80156-37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余桂清 林洪生主编 7-80156-41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归经中药学 主编 李平华 7-80156-41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何世英 [何世英著] 7-80156-44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查玉明 [查玉明著] 7-80156-45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舌耕余话 撰著李今庸 7-80156-49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 谢竹藩主编 7-80156-49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生命科学与中医药学 主编 李庆生 7-80156-51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外科学 陆德铭，何清湖主编 7-80156-51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学 石学敏主编 7-80156-51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炙学 石学敏主编 7-80156-51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眼科学 王明芳，谢学军主编 7-80156-51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妇科学 尤昭玲，袁家麟主编 7-80156-51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急诊学 任继学，隋殿军主编 7-80156-52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胡连生，李凡成主编 7-80156-52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骨科伤学 主编孙树椿, 赵文海 7-80156-52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石筱山 石仰
山

[石筱山，石仰山著] 7-80156-52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魏长春 [魏长春著] 7-80156-526-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坚白 傅方珍 黄坤强编著 7-80156-52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科补要 (清) 钱文彦撰 7-80156-53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神奇的提升免疫力中草药:增强体质 维护健
康

主编李兴广, 贾德贤, 王天芳 7-80156-54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高辉远 [高辉远著述] 7-80156-55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王国三 [王国三著] 7-80156-55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谢海洲 谢海洲编著 7-80156-55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王文彦 [王文彦著述] 7-80156-55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银翘散 编著潘振亮, 姚晓渝 7-80156-58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桃红四物汤 编著王康锋, 邱振刚 7-80156-59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 周仲瑛主编 7-80156-59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叶桔泉 [叶桔泉著] 7-80156-59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归脾汤 编著张晶, 徐新刚 7-80156-60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桂枝汤 编著滕晶, 张爱莲 7-80156-61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苍生司命 (明) 虞抟撰 7-80156-62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宗说约 (清) 蒋示吉撰 7-80156-62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临床选药指南 主编张安年 7-80156-62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龚去非 [龚去非著] 7-80156-63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黄宗勖 黄宗勖著 7-80156-64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廖蓂阶 [廖蓂阶著] 7-80156-64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叶熙春 [叶熙春著] 7-80156-64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好古医学全书 [王好古著] 7-80156-64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成无己医学全书 [成无己著] 7-80156-64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东垣医学全书 张年顺等主编 7-80156-64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县以下农村药品经营企业药学从业人员培训
大纲及教程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
中心组织编写

7-80156-66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经典必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教司组织编写 7-80156-66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 刘金星主编 7-80156-67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元素医学全书 郑洪新主编 7-80156-70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朱丹溪医学全书 田思胜等主编 7-80156-707-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滑寿医学全书 李玉清，齐冬梅主编 7-80156-70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危亦林医学全书 许敬生主编 7-80156-70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教育思想史 主编盛亦如, 吴云波 7-80156-71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刘完素医学全书 宋乃光主编 7-80156-7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杨士瀛医学全书 林慧光主编 7-80156-71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钱乙 刘昉医学全书 李志庸主编 7-80156-717-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自明医学全书 盛维忠主编 7-80156-71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严用和医学全书 王道瑞，申好真主编 7-80156-71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无择医学全书 王象礼主编 7-80156-720-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焘医学全书 [(唐)王焘撰] 7-80156-72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冰医学全书 张登本，孙理军主编 7-80156-72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心力衰竭 编著焦增绵 7-80156-736-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慢性胃炎 编著 唐旭东 ... [等] 7-80156-73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 赵含森, 游捷, 张红编著 7-80156-84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马新云 张文康主编 7-80156-84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朱肱 庞安时医学全书 田思胜主编 7-80156-85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许叔微医学全书 刘景超，李具双主编 7-80156-85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罗天益医学全书 许敬生主编 7-80156-85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子和医学全书 徐江雁，许振国主编 7-80156-86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李寿彭 陈代斌，王恩元主编 7-80156-87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中药学 主编高学敏, 钟赣生 7-80156-913-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证候鉴别诊断概论 张明雪著 7-80156-94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婴幼儿发育障碍的诊断及治疗 主编李永库 7-80156-989-X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实验技术 姜泗长，翟所强主编 7-80157-00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麻醉学 赵俊主编 7-80157-00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免疫学常用实验方法 朱立平，陈学清主编 7-80157-00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结核病学 张敦熔主编 7-80157-00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乡村医师手册 张彬，张福奎主编 7-80157-00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乡村医师手册 张彬，张福奎主编 7-80157-00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手术指南 钱永忠等主编 7-80157-01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呼吸机治疗学:机械通气与危重病 宋志芳主编 7-80157-01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检验学 王庸晋主编 7-80157-01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整体护理实习指导 周郁秋，廉秀丽主编 7-80157-01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务人员计算机应用技术图解教程 秦建增等主编 7-80157-02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产新药实用手册 孙定人，贡联兵主编 7-80157-02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答辩技巧 霍仲厚主编 7-80157-02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熟记歌诀 郑学源主编 7-80157-02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病理解剖学 朱清於，金崇厚主编 7-80157-03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推拿手册 邵铭熙主编 7-80157-03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烧伤与整形临床问答 邢继平，武秀平主编 7-80157-03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学实验动物学 施新猷主编 7-80157-03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阴道细胞学诊断图解 李维主编 7-80157-03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应试题库丛书,生理学 崔应珉总主编 7-80157-04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理学 秦俊莲,张卫红主编 7-80157-04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应试题库丛书,中医基础理论 崔应珉总主编 7-80157-043-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 詹向红主编 7-80157-043-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应试题库丛书,中医内科学 王树谦主编 7-80157-04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应试题库丛书,内科学 崔应珉总主编 7-80157-04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应试题库丛书,诊断学 崔应珉总主编 7-80157-04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新药手册 黑 毅主编 7-80157-04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中医皮肤病学 欧阳恒, 杨志波主编 7-80157-05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中医皮肤病学 欧阳恒等主编 7-80157-05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技术手册 张琤编著 7-80157-05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助产手册 王黎娜主编 7-80157-05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应试题库丛书,医古文 许敬生等主编 7-80157-05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丙型肝炎 黄建生，任大明主编 7-80157-06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理疗技术手册 郭新娜，赵彼得编著 7-80157-06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口腔烤瓷铸造支架修复学 白天玺主编 7-80157-06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神经系统疾病定位诊断学 章翔，易声禹主编 7-80157-07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急症外科学 杨春明主编 7-80157-07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小儿神经病学 王清江, 郑之卿主编 7-80157-07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肾病辨病专方手册 罗仁主编 7-80157-07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外科辨病专方手册 主编 杨柳 7-80157-08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生化检验学 张秀明等主编 7-80157-08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分子生物学 主编李小鹰 7-80157-08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学标记免疫学 王自正主编 7-80157-088-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小儿免疫病学 王永午主编 7-80157-091-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肿瘤诊疗手册 陆志范，涂小煌主编 7-80157-09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儿科辨病专方手册 吴允耀主编 7-80157-09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内科辨病专方手册 戴西湖，余宗阳主编 7-80157-09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慢性肾衰治疗学 陈香美主编 7-80157-09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重症监护治疗手册 秦文瀚编著 7-80157-09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常见疾病诊疗手册 孙方敏，白涛主编 7-80157-10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紫外辐射生物学与医学 丁振华，范建中主编 7-80157-10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计划生育临床手册 杜影芬主编 7-80157-10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泻病患者之友 董明强编著 7-80157-10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血液病治疗学 陈泊，丘和明主编 7-80157-107-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疾病药物治疗学 胡绍文等主编 7-80157-10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中暑诊断治疗学 茅志成，邬堂春主编 7-80157-10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师手册 崔天国，郭梦和主编 7-80157-110-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基因操作技术 胡福泉主编 7-80157-11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缺血性心脏病学 彭章平，朱建华编著 7-80157-11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麻醉科药物手册 周德华等编著 7-80157-11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诊断与治疗 丛克家编著 7-80157-11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主动脉夹层外科学 陈良万编著 7-80157-11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英语神经外科病例及英汉神经外科词汇 周定标等编 7-80157-11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英语特点剖析 周铁成编著 7-80157-11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英语特点剖析 周铁成编著 7-80157-11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临床中药手册 张恩虎主编 7-80157-12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肝硬化诊断治疗学 周永兴主编 7-80157-12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家庭护理技术与技巧 郑霄阳主编 7-80157-12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中医儿科学 汪受传等主编 7-80157-12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门诊医师手册 李焕章，傅由池主编 7-80157-13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烧伤外科手册 杨宗城等主编 7-80157-13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物理治疗学 陈景藻主编 7-80157-13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药物手册 芮耀诚主编 7-80157-13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儿科用药手册 王永午主编 7-80157-13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性病手册 张信江主编 7-80157-13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管理 樊小玲等主编 7-80157-138-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断层影像解剖学 秦登友等编著 7-80157-14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中医妇科学 张玉珍编著 7-80157-141-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素质创新教育与医学教学论 赵秀路著 7-80157-14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心理治疗学 王长虹，丛中主编 7-80157-14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肠道菌群粪便涂片检查图谱:用于菌群失调的
诊断和防治

张秀荣主编 7-80157-14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外科监护 徐宏耀，吴信主编 7-80157-14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宫腔镜诊断治疗学 关铮编著 7-80157-14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院医疗质量管理 任真年著 7-80157-15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超声诊断学 智光主编 7-80157-15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物理治疗手册 南登昆主编 7-80157-15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药物治疗学 芮耀诚等主编 7-80157-15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肿瘤学 徐万鹏，冯传汉主编 7-80157-15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围神经损伤基础与临床 顾立强，裴国献主编 7-80157-16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老年麻醉学 刘怀琼等主编 7-80157-16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内分泌学 李美芝主编 7-80157-16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医学专业术语词典:中英文对照 刘洪臣主编 7-80157-16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应试题库丛书,针灸学 高希言，孙曙霞主编 7-80157-16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治疗学 刘巧编著 7-80157-16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高脂血症治疗学 张暋，尹炳生主编 7-80157-16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椎间盘突出症 鲁玉来，蔡钦林主编 7-80157-17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名查对手册:汉英对照 余晓捷主编 7-80157-17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血管病妙方特技精粹 周国赢，杨锋主编 7-80157-17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系症状鉴别诊断手册 刘谦民等主编 7-80157-18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 和贵璋,海霞主编 7-80157-18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应试题库丛书,中医诊断学 和贵璋，海霞主编 7-80157-18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脑血管病治疗学 陈俊抛，周光斗主编 7-80157-18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修复学 徐君伍等主编 7-80157-18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家庭实用药物手册 贡联兵，赵志刚主编 7-80157-18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心脏外科手册 万士杰，姚松朝主编 7-80157-19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20卷,全身疾病的神经系统表现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19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17卷,自主神经系统疾病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19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4卷,神经系统临床脑脊液细胞学 粟秀初，孔繁元主编 7-80157-19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1卷,神经系统临床诊断学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19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8卷,神经系统血管性疾病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19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13卷,癫痫和发作性疾病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19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11卷,神经系统外伤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19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7卷,神经心理学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19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19卷,神经系统遗传性疾病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19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21卷,神经康复学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20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麻醉手册 孙增勤编著 7-80157-20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症状鉴别诊断学 陈解民，徐增祥主编 7-80157-21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泌尿系及男性生殖器肿瘤学 俞天麟主编 7-80157-21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冠心病学 江一清等主编 7-80157-22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功能衰竭诊断治疗学 孙世澜主编 7-80157-22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美容药剂学 高宏等主编 7-80157-222-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学 董陆佳，叶根耀主编 7-80157-22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与关节创伤X线CT诊断学 张欣宇等主编 7-80157-22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力衰竭基础与临床 祝善俊，徐成斌主编 7-80157-23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压病防治必读 杨玺编著 7-80157-23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重症护理学 彭刚艺主编 7-80157-23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肾病学 蒋季杰，范亚平主编 7-80157-24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关节炎外科学 吕厚山主编 7-80157-24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颈椎病学 赵定麟主编 7-80157-24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因工程原理和方法 孙树汉主编 7-80157-24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脂的基础与临床 叶平主编 7-80157-25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腰关节疼痛及注射疗法 史可任编著 7-80157-25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纵隔外科学 段德溥，秦文瀚主编 7-80157-253-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空气微生物学 于玺华主编 7-80157-25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试题精集 安云庆主编 7-80157-25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试题精集 陈佩惠主编 7-80157-25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试题精集 王秀琴主编 7-80157-25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理学试题精集 陈瑞芬主编 7-80157-25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试题精集 安云庆主编 7-80157-25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试题精集 高秀来主编 7-80157-26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试题精集 张立克，赵宝玫主编 7-80157-26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物化学试题精集 陈瑞主编 7-80157-26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理学试题精集 孙颂三，金有豫主编 7-80157-26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咳喘方治选粹 万芳主编 7-80157-26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汉英人体骨骼肌学习手册 李义凯主编 7-80157-26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前列腺病学 顾方六主编 7-80157-267-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康复护理学 李树贞，赵曦光主编 7-80157-26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新药研究手册 王顺年，刘演波主编 7-80157-26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细胞微生物学 (英)B.Henderson等著 7-80157-270-X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静脉麻醉与药物输注学 王若松主编 7-80157-27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超声心动图手册 饶莉编著 7-80157-27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创伤显微外科护理学 吕青等主编 7-80157-28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鼻微创手术学 吴建，孙爱华主编 7-80157-28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眩晕症的诊断与治疗 张素珍主编 7-80157-28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八种重要传染病的防治 吴光华,杨佩英,唐家琪主编 7-80157-28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八种重要传染病的防治 吴光华等主编 7-80157-28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磁共振成像(MRI)诊断学 主编 张雪林 7-80157-28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执业基本技能 石平等主编 7-80157-28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诊断病理学 陈乐真主编 7-80157-28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肾脏病药物治疗学 袁伟杰主编 7-80157-28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学技术学 孙大成，郑木明主编 7-80157-29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别忘了给孩子科学补锌 万力生, 陈永辉主编 7-80157-29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检验与临床 崔娴维，赵炜主编 7-80157-30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坏死学 杨述华主编 7-80157-30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急腹症学 高德明，吴金生主编 7-80157-30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妇产科治疗学 徐增祥，史常旭主编 7-80157-30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生的思维与工作技巧 张志寿编著 7-80157-30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现代治疗 邱海波，周韶霞主编 7-80157-31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嘉桔周围血管疾病学术研究 王嘉桔著 7-80157-317-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围静脉疾病学 尚德俊等主编 7-80157-31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缺血性肢体疼痛与镇痛 何立纲，周涛主编 7-80157-31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免疫性血管疾病学 初洁秋，李令根主编 7-80157-320-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临床手册 杨国杰，杨立新主编 7-80157-32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社区健康护理学 王社芬主编 7-80157-32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急症救治手册 张敬礼，李春盛主编 7-80157-32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学 魏革，刘苏君主编 7-80157-33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检验医学手册 丁振若等主编 7-80157-33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围神经伤学 朱盛修，宋守礼主编 7-80157-33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卒中诊断治疗学 章翔主编 7-80157-34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痛的诊断与治疗 章翔主编 7-80157-34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气管切开护理与康复手册 刘则杨，侯军华主编 7-80157-34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妇产科学 顾美皎主编 7-80157-34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医学:新理论 新观点 新技术 张树基等主编 7-80157-34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药物新剂型新技术 高申主编 7-80157-34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呼吸病治疗学 施毅，陈正堂主编 7-80157-35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社区应急准备:管理及政策制定者手册 世界卫生组织[编] 7-80157-35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医学检查查询手册 彭志英，李萍主编 7-80157-35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分子细胞生物学 陈意生，史景泉主编 7-80157-35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气道建立与维护 尤荣开主编 7-80157-365-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临床症状体征鉴别诊断熟记歌诀 石凤阁编 7-80157-36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临床症状体征鉴别诊断熟记歌诀 石凤阁主编 7-80157-36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工作制度与质量管理手册 赵崇梅主编 7-80157-36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颈解剖及颞骨外科 杨伟炎，翟所强主编 7-80157-36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寄生虫病学 陈兴保等主编 7-80157-37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眼肿瘤眼眶病学 吴中耀主编 7-80157-37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痴呆治疗学:新理论 新观点 新技术 陈俊抛，林煜主编 7-80157-37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儿科急症学 魏克伦等主编 7-80157-37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内科急症学 刘新民等主编 7-80157-37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内科急症学 刘新民等主编 7-80157-37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外科急症学 李泽坚等主编 7-80157-37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妇产科急症学 李巨主编 7-80157-37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五官科急症学 杨彦昌等主编 7-80157-37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实用指南 刘锡钧主编 7-80157-37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创伤骨科学 侯树勋主编 7-80157-38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与免疫学检验新技术 沈霞主编 7-80157-38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手术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胥少汀主编 7-80157-38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激光新技术 王康孙主编 7-80157-39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治方药速查手册 梁勇才编著 7-80157-39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压临床新技术 朱鼎良主编 7-80157-39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特种检验与实验室诊断 孙龙安主编 7-80157-39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皮肤病药物治疗学 张信江主编 7-80157-39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病临床新技术 胡仁明主编 7-80157-40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衰老逆转、分化控制与肿瘤治疗 吕占军主编 7-80157-401-X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系疾病临床新技术 袁耀宗主编 7-80157-40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症急性胰腺炎临床新技术 张圣道主编 7-80157-40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学 罗福成，施红主编 7-80157-40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肠道肿瘤外科综合治疗新技术 朱正纲主编 7-80157-40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神分裂症:模型·药理·治疗 金卫东主编 7-80157-41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病鉴别诊断及用药技巧 闫树旭编著 7-80157-41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抗体分子与肿瘤 陈志南，刘民培主编 7-80157-41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椎间盘突出症的介入治疗 王希锐编著 7-80157-41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高新技术与创伤修复 付小兵，王正国主编 7-80157-41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小管间质疾病诊疗新技术 陈楠主编 7-80157-41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人际学 史瑞芬编著 7-80157-41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营养新概念与新技术 曹伟新主编 7-80157-42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消毒学 薛广波主编 7-80157-42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心血管病手册 王成主编 7-80157-42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临床新技术,性腺及
性发育部分

陈凤生，王伟主编 7-80157-42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类基因组研究基本技术 陈赛娟主编 7-80157-42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病理学 杨践主编 7-80157-42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恶性血液病现代治疗 沈志祥主编 7-80157-42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型肝炎治疗新技术 周霞秋主编 7-80157-42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英语写作技巧和词语辨析 钱寿初著 7-80157-42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18卷,神经变性性疾病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43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理学试题精集 曲瑞瑶主编 7-80157-432-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畅快淋漓:轻松摆脱前列腺疾病的烦恼 沈刃 ... [等] 编著 7-80157-43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细菌耐药性监测与抗感染治疗 倪语星，洪秀华主编 7-80157-43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妇科新理论新技术 邓高丕主编 7-80157-43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肝脏病学 张赤志，田德英主编 7-80157-43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12卷,神经系统中毒及代谢性疾
病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44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手术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武正炎主编 7-80157-44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机治疗与监护新技术 黄绍光主编 7-80157-44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消化病临床新技术 陈舜年，许春娣主编 7-80157-44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心身疾病治疗学 朱志先，梁虹主编 7-80157-44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尸体解剖规范 纪小龙，申明识主编 7-80157-44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帕金森病临床新技术 陈生弟主编 7-80157-45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血气分析 钱桂生主编 7-80157-45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网络多媒体技术与医学信息集成 康晓东编著 7-80157-46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老年肾脏病学 张晓英，牟善初主编 7-80157-46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精神医学 王晓慧，孙家华主编 7-80157-463-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毒性疾病诊疗新技术 陆志檬主编 7-80157-46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药免疫学 贺新怀，席孝贤主编 7-80157-46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外科学 汪曾炜等主编 7-80157-46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建泌尿外科手术学 陈一戎主编 7-80157-47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实习手册 薛振恂，刘彦普主编 7-80157-47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院卫生学 王晓钟等主编 7-80157-47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胸心外科学:诊断分析与治疗要领 陈如坤主编 7-80157-47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骨科学:诊断分析与治疗要领 赵定麟主编 7-80157-480-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普通外科学:诊断分析与治疗要领 华积德等主编 7-80157-48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泌尿外科学:诊断分析与治疗要领 闵志廉主编 7-80157-48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面神经麻痹 王兴林，黄德亮编著 7-80157-48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关节损伤魏氏伤科与中西医结合治疗 李国衡主编 7-80157-48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白血病MICM分型诊断 熊树民主编 7-80157-49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肌电图学及其他.第2卷,神经系统
临床电生理学(下)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49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X线摄影技巧 刘春华, 张友主编 7-80157-49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分子内分泌学:基础与临床 罗敏主编 7-80157-50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例分型管理理论与实践 傅征，张力主编 7-80157-50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栓病临床新技术 王鸿利，王学锋主编 7-80157-50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理测验的原理与应用 郭庆科编著 7-80157-51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与软骨移植 时述山，胥少汀主编 7-80157-51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单病种整体护理及质量评价 张恩华主编 7-80157-51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泌尿外科手术学 黎介寿,吴孟超总主编 7-80157-51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慢性肛门会阴部疼痛与非疼痛性疾病治疗学 杨金利，王平主编 7-80157-52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血液病疼痛治疗学 佟永生主编 7-80157-52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肩部慢性疼痛治疗学 周振东主编 7-80157-52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神科临床标准护理计划 林桂荣等主编 7-80157-52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解剖学纲要 邱实编著 7-80157-52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实用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蔡文琴主编 7-80157-52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实用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蔡文琴主编 7-80157-52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病与全身系统疾病诊断治疗学 何云，袁凤仪主编 7-80157-530-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整体护理实施手册 黄津芳，刘玉莹主编 7-80157-53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师处方手册 秦文瀚，甘代全主编 7-80157-53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9卷,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53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症胸部创伤救治 何鹏编著 7-80157-53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学 程为平等主编 7-80157-54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疼痛护理学 赵继军主编 7-80157-54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瘫痪病学 马云枝等主编 7-80157-54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整形与烧伤外科手术学 黎介寿，吴孟超总主编 7-80157-54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教研室建设与管理 霍仲厚主编 7-80157-55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器官移植的麻醉及围术期处理 古妙宁等主编 7-80157-55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微生物基因组学 胡福泉主编 7-80157-55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枢与周围神经痛治疗学 王国林等主编 7-80157-55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性疼痛治疗学 纪文新，徐丽主编 7-80157-55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癌症疼痛治疗学 王昆，谢广茹主编 7-80157-55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慢性胸腰背疼痛治疗学 郑宝森主编 7-80157-558-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脏疼痛治疗学 彭元国，李桂婷主编 7-80157-55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急症速查手册 李勇等主编 7-80157-56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症状鉴别诊断手册 智光主编 7-80157-561-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儿童心理行为疾病 魏金铠等主编 7-80157-56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症状诊疗手册 冯建华主编 7-80157-57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简明药物手册 焦万田主编 7-80157-57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床旁操作技术 陈练，智光编著 7-80157-57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四肢疼痛治疗学 朱玉奎主编 7-80157-57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慢性疼痛治疗学基础 李仲廉，华勇主编 7-80157-58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妇产科手术学 黎介寿,吴孟超总主编 7-80157-58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新药特药手册 戴德银主编 7-80157-58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呼吸病临床诊疗指南 方凤主编 7-80157-58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周围血管外科手术学 谭鸿雁主编 7-80157-58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良性病放射治疗学 曾逖闻等主编 7-80157-58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黄疸疾病诊断治疗学 石景森，王炳煌主编 7-80157-58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男性不育症诊疗手册 周庆葵，邱亿腾主编 7-80157-59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英汉医学信息学词汇 李恩生等主编 7-80157-60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16卷,神经系统脱髓鞘性疾病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60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储存基础与应用 朱兆明等编著 7-80157-60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颅脑损伤的现代治疗 张延平主编 7-80157-60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颅脑损伤学 刘明铎主编 7-80157-60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家庭用药手册 张晓友，董淑华主编 7-80157-60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肺癌外科学 蒋耀光，周清华主编 7-80157-60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吸脱落细胞诊断学图谱 王永才，崔娴维主编 7-80157-611-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功能性疾病 邓云龙等主编 7-80157-61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神经外科手术学 黎介寿，吴孟超总主编 7-80157-61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英汉现代医院质量管理词汇 任真年主编 7-80157-61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前列腺炎 郭应禄，李宏军主编 7-80157-61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疑难病例精析 王新德，钱贻简主编 7-80157-63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3卷,神经系统临床影像诊断学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63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免疫风湿病诊断与鉴别诊断手册 王金铠主编 7-80157-63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口腔医学 刘洪臣主编 7-80157-63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X线CT诊断学图谱 王文君等主编 7-80157-63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口腔颌面外科手术学 黎介寿，吴孟超总主编 7-80157-642-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肺结核的诊断与治疗 张敦熔编著 7-80157-64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机械通气治疗手册 张波，高和主编 7-80157-64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生物信息学 赵雨杰主编 7-80157-64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 傅征，任连仲主编 7-80157-64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神病学试题精集 主编 郝伟, 王小平 7-80157-65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学试题精集 黄佩刚，刘双珍主编 7-80157-65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烧伤创面愈合机制与新技术 史济湘名誉主编 7-80157-66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冠心病监护治疗学 钱学贤等主编 7-80157-66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网络医学信息手册 杜永莉等主编 7-80157-66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学试题精集 张梦玺, 彭佑铭主编 7-80157-66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学试题精集 林秋华主编 7-80157-67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学试题精集 李家邦主编 7-80157-67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胰腺外科学 吕云福主编 7-80157-67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药物中毒救治手册 王顺年，吴新荣主编 7-80157-673-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白癜风的诊断与治疗 欧阳恒等编著 7-80157-67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神经外科基础与临床 王宪荣，冯华主编 7-80157-67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学试题精集 孙虹主编 7-80157-68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手外科手术学 曲智勇等编著 7-80157-68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传染病学试题精集 谭德明主编 7-80157-68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痛症的诊断与治疗 郑光亮，陈镇浩主编 7-80157-68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男科治疗学 郭军，常德贵主编 7-80157-69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超声诊断测试题——1200题 陈越秀主编 7-80157-69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血液病学 达万明，裴雪涛主编 7-80157-69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便秘:基础理论与临床诊疗 王俊平著 7-80157-69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子宫内膜异位症现代治疗 李梅生等主编 7-80157-69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微创伤外科临床新技术 李宏为等主编 7-80157-70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手术技巧和并发症处理 主编 高志清 7-80157-70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脑血管病学 粟秀初等主编 7-80157-70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内、外)科学试题精集 杨期东主编 7-80157-70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内、外）科学试题精集 杨期东主编 7-80157-70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患权益与保护 王亚平著 7-80157-71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学试题精集 杨于嘉，黄榕主编 7-80157-71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10卷,神经系统肿瘤 王新德总主编 7-80157-71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性冠脉综合征基础与临床 杨新春等主编 7-80157-72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镜微创技术护理学 钱火红主编 7-80157-723-X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危妊娠 黄荷凤主编 7-80157-72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腿痛的诊断与治疗 叶应陵主编 7-80157-72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儿科护理学 徐润华，徐桂荣主编 7-80157-73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骨与关节畸形诊断治疗学 王汉林主编 7-80157-737-X 人民军医出版社

门诊实用急症手册 张恒足主编 7-80157-73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习题与SAS实验 郭秀花主编 7-80157-74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疾病介入诊疗学 刘忠令，李强主编 7-80157-75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痛风的诊断与治疗 薛耀明，李晨钟主编 7-80157-75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本护理技术操作规程与图解 王建荣，张稚君主编 7-80157-75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护理药物学 肖激文主编 7-80157-76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康复医学试题精集 主编 黄兆民, 张长杰 7-80157-76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诊断学试题精集 主编 凌奇荷, 蒋云生 7-80157-76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诊断学试题精集 凌奇荷等主编 7-80157-76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男性不育症 郭应禄，李宏军主编 7-80157-771-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卒中康复治疗技术 王强，李铁山编著 7-80157-77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世纪汉英中医辞典 左言富总编著 7-80157-77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脉图诊断学 何素荣，刘世斌编著 7-80157-77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医学试题精集 凌天牖，朱兆夫主编 7-80157-77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趣味速记常用方剂手册 宁永功，宁亚功主编 7-80157-78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电图学应试指南 郭继鸿主编 7-80157-78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生物学及医学遗传学实验指导 王洪波主编 7-80157-79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电图歌诀200首 董明强编著 7-80157-79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试题精集 主编 谢红付, 陈翔 7-80157-80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核医学试题精集 梁昌华主编 7-80157-80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医学试题精集 李瑞珍主编 7-80157-80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学试题精集 主编 孙材江 7-80157-80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足国际临床指南 国际糖尿病足工作组编写 7-80157-80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辅助生育技术 黄荷凤主编 7-80157-80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呼吸系统疾病影像诊断与介入放射学 王云华主编 7-80157-81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性医学 马晓年主编 7-80157-81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心电学及图谱详解 冯海新等主编 7-80157-821-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学临床实习手册 张振荣主编 7-80157-82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临床备忘录 邓姗，郎景和编著 7-80157-82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原战创伤基础与临床 盛志勇，王正国主编 7-80157-82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药学信息技术 汤韧等主编 7-80157-82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老年病诊治与保健 刘青峰等主编 7-80157-83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危重病急救与麻醉技术 秦再生，孙大成主编 7-80157-84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内科与护理技术 陈村龙，黄晓波主编 7-80157-84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网络医学技术 顾萍，孙大成主编 7-80157-84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外科学 黄洁夫主编 7-80157-84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美容医师与美容者对话 李鸿凯主编 7-80157-85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及免疫学实验指导 唐建民主编 7-80157-86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整形外科分册 主编 戚可名 7-80157-87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整形外科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80157-87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口腔医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80157-87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超声医学分册 主编 王新房 7-80157-87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性脑血管病治疗与预防 薛慎伍主编 7-80157-87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功能性胃肠病学 刘谦民等主编 7-80157-87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关节软骨伤病防治 吴丽君，郭新明著 7-80157-88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疼痛学分册 韩济生, 樊碧发主编 7-80157-88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足创伤感觉重建术 陈绍宗主编 7-80157-88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颈与神经系统图解诊断学 曾宪孔等主编 7-80157-89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心理学 张理义主编 7-80157-90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体外循环学 龙村 7-80157-90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遗传药理学 周宏灏主编 7-80157-91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家非处方药应用指南 王顺年等主编 7-80157-91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症针灸医案 高希言，刘轲主编 7-80157-92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肠外瘘 黎介寿主编 7-80157-92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手册 李镐汪等主编 7-80157-92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内分泌学 刘新民等主编 7-80157-92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生实用汉英词汇手册 王吉宏主编 7-80157-92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口腔科诊疗必修技术 杨富生主编 7-80157-93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急救医学常用方法图解 任真年主编 7-80157-93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多层螺旋CT临床诊断实践图谱 李松柏，徐克主编 7-80157-93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物化学 岳秀兰等主编 7-80157-93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乡村中医师手册 赵伟光主编 7-80157-94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性发热中西名医门诊 罗仁，赵晓山主编 7-80157-947-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急症学 徐增祥等主编 7-80157-94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SARS的基础与临床 杨泽主编 7-80157-95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人身心健康箴言:家庭养生保健指南 谢华编著 7-80157-95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压氧在儿科及产科的应用 卫生部医政司医用高压氧岗位培训中心主编 7-80157-95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结核病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80157-97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健康教育学 郭明贤，罗羽主编 7-80157-97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SPSS10.0统计软件高级应用教程 陈平雁，黄浙明主编 7-80157-98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SPSS10.0统计软件高级应用教程 陈平雁等主编 7-80157-98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恶性血液病的诊断与治疗 姚尔固等主编 7-80157-99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科研方法学 贺石林，李元建主编 7-80157-993-3 人民军医学出版社

现代肝脏移植学 严律南主编 7-80157-99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吉他爱好者:简谱、六线谱、和弦图对照.第
四集

刘传编著 7-80158-032-X 蓝天出版社

按摩保健实用手册 龚健编著 7-80158-054-0 蓝天出版社

中国旅行宝典,陕西 燕民主编 7-80158-057-5 蓝天出版社

罗大佑经典吉他弹唱 李刚编著 7-80158-058-3 蓝天出版社

吉他入门一点通,古典篇 邵春良主编 7-80158-060-5 蓝天出版社

箫入门一点通 点石主编 7-80158-062-1 蓝天出版社

二胡指法技巧训练 赵寒阳编著 7-80158-152-0 蓝天出版社

求职转业宝典 江瑜编著 7-80158-155-5 蓝天出版社

最新怎样打“民告官”官司1000问 主编 胡占国 7-80158-162-8 蓝天出版社

古玩商的生意经 张仲著 7-80158-180-6 蓝天出版社



摇滚电吉他演奏教程 乐林编著 7-80158-208-X 蓝天出版社

民乐情缘:钢琴曲集 林光璇创作 7-80158-209-8 蓝天出版社

天天吉他.1 谢佳亮, 周纲, 张建明编著 7-80158-220-9 蓝天出版社

吉他直通车.2 刘天礼编配 7-80158-221-7 蓝天出版社

天天吉他.2 周纲, 谢佳亮, 张建明编著 7-80158-228-4 蓝天出版社

肝脏病的诊疗与保健 秦亚刚, 韩育民主编 7-80158-230-6 蓝天出版社

冠心病的诊疗与保健 秦亚刚, 韩育民主编 7-80158-233-0 蓝天出版社

世界民谣吉它金曲.1 主编 王友民 7-80158-245-4 蓝天出版社

笨笨狗努恩 左夫编著 7-80158-246-2 蓝天出版社

吉它弹唱罗大佑演唱歌曲 主编 王友民 7-80158-255-1 蓝天出版社

吉它弹唱中外情歌经典 王友民主编 7-80158-256-X 蓝天出版社

吉它弹唱齐秦演唱歌曲 主编 王友民 7-80158-257-8 蓝天出版社

吉他天堂:简谱、六线谱和弦图对照.第一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258-6 蓝天出版社

吉他直通车.3 唐联斌, 孙海波编配 7-80158-263-2 蓝天出版社

叩问心灵 贾乙编著 7-80158-272-1 蓝天出版社

打破成功的金科玉律 王永君编著 7-80158-298-5 蓝天出版社

世界民谣吉它金曲.三 王友民编配 7-80158-314-0 蓝天出版社

角儿 石钟山著 7-80158-318-3 蓝天出版社

老年常见病自疗手册 刘英婷主编 7-80158-323-X 蓝天出版社

吉他弹唱校园流行金曲 杨传术编配 7-80158-356-6 蓝天出版社

如何获得财富:获得财富的38种方法 李·斯特著 7-80158-364-7 蓝天出版社

电声乐队实用总谱大全:中、快四步,吉特巴 刘双平编著 7-80158-385-X 蓝天出版社

电声乐队实用总谱大全,伦巴·探戈 赵景行, 王迪平编著 7-80158-386-8 蓝天出版社

电声乐队实用总谱大全,迪斯科·恰恰 王上冲编著 7-80158-388-4 蓝天出版社

电声乐队实用总谱大全,布鲁斯 (情调舞曲) 王迪平编著 7-80158-389-2 蓝天出版社

吉他天堂.第2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401-5 蓝天出版社

钢琴流行曲集:流行在线 周飞编配 7-80158-409-0 蓝天出版社

零点乐队吉他弹唱专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410-4 蓝天出版社

羽·泉吉他弹唱专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412-0 蓝天出版社

钢琴流行曲集,走进神秘园 宋迪编配 7-80158-449-X 蓝天出版社

钢琴流行曲集,美丽的爵士 吴小路编配 7-80158-451-1 蓝天出版社

在雨中 周立旬编配 7-80158-453-8 蓝天出版社

芭蕾舞剧歌剧名曲精选 高彩荣, 马洁, 南江选编 7-80158-454-6 蓝天出版社



任贤齐吉他弹唱专集 唐联斌, 孙海波编著 7-80158-458-9 蓝天出版社

迪克牛仔与动力火车吉他弹唱专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460-0 蓝天出版社

最新流行金曲吉他弹唱 焦伟编配 7-80158-461-9 蓝天出版社

电子琴、吉他弹唱:中外通俗金曲60首.第一
辑

万宝柱编配 7-80158-462-7 蓝天出版社

巴乌自学入门与提高 王铁锤编著 7-80158-464-3 蓝天出版社

家庭自制药粥 子仪，永富编著 7-80158-470-8 蓝天出版社

谢霆锋吉他弹唱专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472-4 蓝天出版社

阿杜与杨坤吉他弹唱专集 唐联斌, 孙海波编著 7-80158-473-2 蓝天出版社

影视金曲吉他弹唱 任楠编著 7-80158-475-9 蓝天出版社

永恒的青春 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编 7-80158-481-3 蓝天出版社

周华健吉他弹唱专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485-6 蓝天出版社

我不是聪明女生 董晓磊 [著] 7-80158-490-2 蓝天出版社

朴树与刀郎吉他弹唱专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504-6 蓝天出版社

田震与韩红吉他弹唱专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509-7 蓝天出版社

姜育恒吉他弹唱专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515-1 蓝天出版社

新编经济文书写作格式与范本 张浩主编 7-80158-522-4 蓝天出版社

王杰吉他弹唱专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536-4 蓝天出版社

我的太阳 孙继海著 7-80158-541-0 蓝天出版社

燃烧·流沙:钢琴流行曲集 吴小路编配 7-80158-554-2 蓝天出版社

抒情歌曲吉他弹唱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559-3 蓝天出版社

刘德华吉他弹唱专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560-7 蓝天出版社

赵传吉他弹唱专集 孙海波, 唐联斌编著 7-80158-561-5 蓝天出版社

另类生灵 沈石溪著 7-80158-565-8 蓝天出版社

我的流行吉他.2,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杨永喜编配 7-80158-603-4 蓝天出版社

我的流行吉他.4,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杨永喜, 周健平编配 7-80158-605-0 蓝天出版社

电子琴实用教程 王汉发编著 7-80158-610-7 蓝天出版社

拯救青春 作者 司晶 7-80158-656-5 蓝天出版社

栽培员工的39个预案 史文良编著 7-80158-824-X 蓝天出版社

新编财务规范管理执行标准 主编张浩 7-80158-877-0 蓝天出版社

药物制剂学 张怀志主编 7-80159-008-2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家装全接触,25-75m2 叶俏馨, 钟庆清编辑 7-80159-163-1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药事法规简明教程 北京医药培训中心编写 7-80159-186-0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星座美容新演绎 编辑 叶俏馨 7-80159-287-5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超级发型秘诀大公开 编辑 叶俏馨, 陈丽红 7-80159-307-3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护肤保养开课啦 编辑 叶俏馨, 陈丽红 7-80159-308-1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绝对要瘦大作战 叶俏馨, 陈丽红编辑 7-80159-309-X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百分百美丽速成手册 编辑 叶俏馨, 陈丽红 7-80159-310-3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素的欧式套餐 编辑 高铃兰, 彭惠婧 7-80159-338-3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雅思IELTS考试强化教程,写作 苏乐周编著 7-80159-373-1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美语名篇背诵手册 李维编 7-80159-435-5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美白大作战 编辑 叶俏馨, 陈丽红 7-80159-455-X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中心镇发展力研究 冯刚著 7-80159-521-1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华丽水果鸡尾酒:121种水果鸡尾酒的配制 (日) 江乡路彦著 7-80159-528-9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裁决、强拆、诉讼疑点
诠释及典型案例

主编 王达, 史笔 7-80159-703-6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摩托罗拉模式:高绩效管理的7个黄金法则 湘财领导力发展学院主编 7-80159-827-X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戴尔模式:细节管理的7个黄金法则 湘财领导力发展学院主编 7-80159-828-8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劳动争议仲裁实务与案例评析 编著 江泓, 王华 7-80161-254-X 人民法院出版社

反商事欺诈及典型案例评析 主编 孟宪伟, 赵永林 7-80161-362-7 人民法院出版社

诈骗犯罪研究 王晨著 7-80161-439-9 人民法院出版社

中国法官十杰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编 7-80161-834-3 人民法院出版社

最新金融法律文件解读.2005·8(总第8辑) 主编 万鄂湘, 张军 7-80161-940-4 人民法院出版社

最新房地产法律文件解读.2005·4(总第4辑) 主编 万鄂湘, 张军 7-80161-946-3 人民法院出版社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创新 谢晋宇, 吴国存, 李新建编著 7-80162-028-3 经济管理出版社

论大股东股权滥用及实例 段亚林著 7-80162-083-6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主编 康静萍 7-80162-128-X 经济管理出版社

21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新兴市场 李元旭著 7-80162-130-1 经济管理出版社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理论、实证与
政策

陈佳贵, 杜莹芬, 黄群慧等著 7-80162-140-9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陈云生著 7-80162-158-1 经济管理出版社

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 尚勇主编 7-80162-205-7 经济管理出版社

新婚姻法案例知识读本 王金玲主编 7-80162-212-X 经济管理出版社

《民族区域自治法》释义 陈云生著 7-80162-226-X 经济管理出版社

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 钟学义等著 7-80162-245-6 经济管理出版社

即时创造力
(英) 布赖恩·克莱格 (Brian Clegg), (英) 

保罗·伯特 (Paul Birch) 著
7-80162-262-6 经济管理出版社

满族游牧经济 滕绍箴, 滕瑶著 7-80162-271-5 经济管理出版社



利益相关者公司: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之蓝
图

(英) 大卫·威勒 (David Wheeler), (芬) 
玛丽亚·西兰琶 (Maria Sillanpaa) 著

7-80162-292-8 经济管理出版社

日本企业内教育培训 范作申著 7-80162-361-4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专家教你31个公关秘诀 邱浩志编 7-80162-554-4 经济管理出版社

经营管理 (日) 青井伦一主编 7-80162-574-9 经济管理出版社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及其运行机制 王俊豪 ... 等著 7-80162-594-3 经济管理出版社

23: 59,昼书 (新加坡) 吴庆康著 7-80162-606-0 经济管理出版社

23: 59,夜书 (新加坡) 吴庆康著 7-80162-607-9 经济管理出版社

明明白白请律师 童忆, 马川湖, 黎明等编著 7-80162-698-2 经济管理出版社

精要精妙“千百汇”:企业经营管理与个人职
业发展精要语句

朱江编著 7-80162-726-1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与癌共舞:告诉你一种另类的生命故事 李风主编 7-80163-076-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GRE阅读理解教程 本书编写组编 7-80163-338-5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会说才有道理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会说话好人缘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会说话好办事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会说话沟通的高手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会说话社交高手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会说话赚大钱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口成章高水平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卡耐基口才艺术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即兴发挥的说话艺术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名人的演讲艺术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好口才好主持人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好口才闯天下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好口才高品位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好律师好口才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幽默的语言艺术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提高口才艺术不难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最优秀的推销员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漂亮女人会说话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聪明男人口才好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辩论大赢家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这样说话最受欢迎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这样说话滴水不漏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领导者的说话艺术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风趣出名嘴 闪中阔主编 7-80163-366-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佛教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儒家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古城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名人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姓氏探源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建筑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时尚之都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易经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俗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禅宗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美女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美食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考古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艺术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道教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中国风水文化地图 张罡昕主编 7-80163-367-9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习型政府 许正中, 张永全编著 7-80163-449-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饮用水水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美)约瑟华 I.巴兹勒(Joshua I.Barzilay)

等著
7-80163-533-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石油石化企业成本核算与管理 王琳, 房建昱编著 7-80164-030-6 中国石化出版社

计算机英语速查手册 马江平, 天舒主编 7-80164-047-0 中国石化出版社

最佳计算机网络基础教程 于成刚编著 7-80164-053-5 中国石化出版社

电脑入门一点通 黄小松编著 7-80164-054-3 中国石化出版社

大学英语考眼透视 主编 洪涛 7-80164-083-7 中国石化出版社

点击750个英文典型错误 主编 洪涛, 齐齐 7-80164-094-2 中国石化出版社

点击25部英文名著 主编 洪涛, 齐齐 7-80164-096-9 中国石化出版社

点击120个英语会话 洪涛, 齐齐主编 7-80164-097-7 中国石化出版社

点击85个英语短语 主编 洪涛, 齐齐 7-80164-098-5 中国石化出版社

自学考试英语国家概况考点解析 李咏梅著 7-80164-138-8 中国石化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词汇速记宝典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命题研究小组编 7-80164-215-5 中国石化出版社

有害物质及其检测 李金编著 7-80164-247-3 中国石化出版社

股指期货完全手册 陈胜权, 陈跃, 辛灵梅编著 7-80164-277-5 中国石化出版社

油品计量账务管理 曾强鑫编著 7-80164-324-0 中国石化出版社

大学生英语学习与考试词典 罗蓓, 李永强主编 7-80164-365-8 中国石化出版社

《安全生产法》条款解析 石少华编著 7-80164-391-7 中国石化出版社

新概念英语学习指南:新版.第四册,流利英语 张建成主编 7-80164-424-7 中国石化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词汇20天突破 周琳主编 7-80164-507-3 中国石化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阅读20天突破:新版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命题研究小组编 7-80164-508-1 中国石化出版社

现代企业内部治理审计研究 时现著 7-80164-557-X 中国石化出版社

考研英语长难句过关教练:600句 考研英语命题研究组编 7-80164-655-X 中国石化出版社

线性代数 (经济类) 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 金圣才主编 7-80164-806-4 中国石化出版社

科技界的榜样——侯祥麟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 ... [等] 编 7-80164-859-5 中国石化出版社

中国口岸与改革开放 中国口岸协会编著 7-80165-014-X 中国海关出版社

直问中国电视人 孙金岭著 7-80165-031-X 中国海关出版社

国际贸易方式实务教程 邵望予主编 7-80165-084-0 中国海关出版社

新闻法新论 魏永征著 7-80165-087-5 中国海关出版社

中国企业公民海外投资指南 罗华兵, 何永利编著 7-80165-100-6 中国海关出版社

探知脑海 设计未来:解读孩子潜能密码 任自斌主编 7-80165-104-9 中国海关出版社

剖开成功的洋葱:全球顶级策划 宿春礼, 王荣奎主编 7-80165-106-5 中国海关出版社

中国领跑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徐长文主编 7-80165-107-3 中国海关出版社

通关金手指:HS商品目录简码表—通关监管实
用手册

冯晓编 7-80165-108-1 中国海关出版社

目标公司小股东的法律保护:以要约收购为背
景

吴高臣著 7-80165-110-3 中国海关出版社

易制毒化学品监管实用手册 何轻舟编著 7-80165-115-4 中国海关出版社

个人消费贷款 刘华, 贺立蘅编著 7-80165-126-X 中国海关出版社

中国农地权基本问题:中国集体农地权利体系
的形成与扩展

杨一介著 7-80165-127-8 中国海关出版社

进出境旅客通关基本知识:及具出境游组团资
质旅行社名录

本书编写小组著 7-80165-167-7 中国海关出版社

新兴白领职业报关员考试就业指导手册 孙双进编 7-80165-168-5 中国海关出版社

大家的经济学 (日) 竹中平蔵著 7-80165-170-7 中国海关出版社

我的联想岁月 马帅著 7-80165-203-7 中国海关出版社



3分钟金牌领导人:打造职业经理人的成功秘
诀

林有田著 7-80165-246-0 中国海关出版社

都市街区诈骗揭秘 马炳臣著 7-80166-037-4 中国档案出版社

最新共青团重点工作问答 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 中国青年杂志社宣发
处编

7-80166-047-1 中国档案出版社

我是你的宝宝:轻松的育儿经 王佳丽编译 7-80166-070-6 中国档案出版社

独腿单骑闯中国 孟向东著 7-80166-128-1 中国档案出版社

足球彩票实战赢家:胜平负预测权威方法 邵康, 尹立鑫编译 7-80166-133-8 中国档案出版社

古金兵器谱 王怜花写 7-80166-143-5 中国档案出版社

成功起跑线:用成功智力教育法培养你的孩子 刘永吉主编 7-80166-228-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深渊——邪教的本质 莫骄主编 7-80166-256-3 中国档案出版社

第一次当经理:新经理的生存手册
(英) 朱丽叶-安·阿莫斯 (Julie-Ann Amos) 

著
7-80166-322-5 中国档案出版社

打左灯, 向右转 主编 肖剑, 足青 7-80166-347-0 中国档案出版社

红绿灯, 单行线 主编 肖剑, 足青 7-80166-348-9 中国档案出版社

漂一族与飘一代:一个逐渐形成的社会群体 周云芳编著 7-80166-370-5 中国档案出版社

行政许可法理论与实务 张书铭主编 7-80166-386-1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1,诚信为本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10,热爱祖国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11,祖国的今天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12,勿忘历史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13,健美的情商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14,诚信名言集萃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2,时代与思想道德教
育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3,锻造自我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4,自强不息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5,传承文明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6,健康心态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7,与人为善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8,遵纪守法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思想道德教育指导.9,美好河山 主编 陈小锋, 孟昭强 7-80166-391-8 中国档案出版社

红源:革命光荣传统教育读本 罗嗣峰主编 7-80166-479-5 中国档案出版社

策划改变命运:50个改变人生的精彩策划 何尺编著 7-80166-530-9 中国档案出版社

公司权力 李朝曙著 7-80166-609-7 中国档案出版社

畜牧兽医网址 北京太克会展中心编 7-80167-255-0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2003年试行版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编 7-80167-532-0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农业知识化问题研究 孙长学, 罗丹著 7-80167-918-0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光辉的历程 庄严的使命:学习江泽民同志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何毅亭主编 7-80168-025-1 研究出版社

公务员依法行政学习读本 杨信礼，王红主编 7-80168-067-7 研究出版社

政务诚信和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读本 张春菊著 7-80168-147-9 研究出版社

商务诚信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业道德教育
读本

邢慧丽, 何忠国著 7-80168-148-7 研究出版社

职工诚信和职业道德教育读本 何忠国著 7-80168-149-5 研究出版社

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7-80168-155-X 中央文献出版社

邮电通信企业理税顾问 余采主编 7-80169-047-8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铁在烧:李铁是怎样炼成的 李铁, 马寅著 7-80169-138-5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男人段子:讲述司马南自己的故事 李力研著 7-80169-190-3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大学生必知的重大发明 宿春礼编著 7-80169-211-X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理论与实务 李若山, 周勤业主编 7-80169-266-7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球迷有病:第17届世界杯足球赛特别话题 李力研著 7-80169-276-4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简单型文化 主编 赵光中 7-80169-296-9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并购手册 主编 王巍, 欧阳晓明 7-80169-341-8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模拟财务信息的编报与审计 胡春元编著 7-80169-347-7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竞争中的取胜之道:企业战略思维 施炜著 7-80169-353-1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中国女性在行动 王红旗主编 7-80169-412-0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中国女性在演说 王红旗主编 7-80169-413-9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中国女性在追梦 王红旗主编 7-80169-414-7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及范例:案例源自中国证券市场

胡春元, 王振林编著 7-80169-426-0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大学生必知基本社会生活常识 肖晖主编 7-80169-433-3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大学生必知基本科学常识 崔华芳主编 7-80169-435-X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大学生必知基本经济常识 岳雷主编 7-80169-436-8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大学生必知基本政治常识 李建主编 7-80169-437-6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方达家族传 (美) 彼得·科利尔著 7-80169-495-3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城市民工生存报告 杜丽蓉著 7-80169-519-4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北京百事通 黄重阳编 7-80169-552-6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职业营销 (美) 尼都·奎贝恩 (Nido R.Qubein) 著 7-80169-555-0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企业资产重组财务顾问 尚志强编著 7-80169-603-4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肺话连篇 肖卫光编著 7-80169-611-5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完美执行之最佳企业文化 张云红编著 7-80169-619-0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节约型社区 李琼编著 7-80169-790-1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政法院校教育评估研究 马芳城, 马丽华著 7-80170-143-7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国外及港澳台社区概论 孙国华主编 7-80170-203-4 当代中国出版社

月亮下的蛋:理解经典 若隐, 程庸编著 7-80170-276-X 当代中国出版社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汪文风著 7-80170-281-6 当代中国出版社

纪念曾希圣文集 葛正基, 陆德生编 7-80170-296-4 当代中国出版社

大象和鼹鼠:老板和员工的职场博弈 老何著 7-80170-297-2 当代中国出版社

幸福在牙 戴佩良编著 7-80170-300-6 当代中国出版社

科特勒说 (美) 菲利普·科特勒 (Philip Kotler) 著 7-80170-356-1 当代中国出版社

有了烦恼我不烦:追求幸福的49种方法 (日) 中谷彰宏著 7-80170-375-8 当代中国出版社

遭人白眼又何妨:交朋友的50种方法 (日) 中谷彰宏著 7-80170-377-4 当代中国出版社

学会道乐更快乐:成为双料富翁的54种方法 (日) 中谷彰宏著 7-80170-378-2 当代中国出版社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版 钱钢著 7-80170-385-5 当代中国出版社

你就是强者！:逆境不再，强者永在 (美) 罗伯特·舒勒 (Robert Schuller) 著 7-80170-386-3 当代中国出版社

穷人缺什么 古古著 7-80170-420-7 当代中国出版社

别传染我！:现代生活公共卫生手册
(美) 阿莉森·扬瑟 (Allison Janse) , 

(美) 查尔斯·戈尔巴著
7-80170-467-3 当代中国出版社

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 何怀宏等著 7-80170-520-3 当代中国出版社

战将陈赓 上党之战 邯郸之战 寒风著 7-80171-002-9 大众文艺出版社

红军不怕远征难 陈靖, 黎白著 7-80171-003-7 大众文艺出版社

战斗在滹沱河上 李英儒著 7-80171-004-5 大众文艺出版社

未完的旅程 叶雨蒙著 7-80171-005-3 大众文艺出版社

行政学导论 齐明山著 7-80171-026-6 大众文艺出版社

等你爱我 敏子著 7-80171-070-3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不如不爱 敏子著 7-80171-071-1 大众文艺出版社

打造销售战将:如何成为市场销售赢家 林志诚著 7-80171-144-0 大众文艺出版社

悲怆之回响.上 天狗月炎著 7-80171-145-9 大众文艺出版社

悲怆之回响.下 天狗月炎著 7-80171-145-9 大众文艺出版社

孤独人：风火篇.上 沈默著 7-80171-214-5 大众文艺出版社

孤独人：风火篇.下 沈默著 7-80171-214-5 大众文艺出版社

银瞳武侠.上 路西法著 7-80171-215-3 大众文艺出版社



银瞳武侠.下 路西法著 7-80171-215-3 大众文艺出版社

碧云恩仇记.上 张梦还著 7-80171-216-1 大众文艺出版社

碧云恩仇记.下 张梦还著 7-80171-216-1 大众文艺出版社

青春的诱惑 李建著 7-80171-218-8 大众文艺出版社

和“巨人”对话 柯岩著 7-80171-232-3 大众文艺出版社

愚妇戏语 愚妇著 7-80171-235-8 大众文艺出版社

黑蝙蝠·白蝙蝠 何家弘著 7-80171-245-5 大众文艺出版社

无处藏身的百万富翁:警官手记 艾安军著 7-80171-248-X 大众文艺出版社

老骗手 翼浦著 7-80171-254-4 大众文艺出版社

Bye Bye老公 聊了著 7-80171-266-8 大众文艺出版社

梦华传说:牧固图战记.一 莫仁著 7-80171-270-6 大众文艺出版社

梦华传说:牧固图战记.三 莫仁著 7-80171-270-6 大众文艺出版社

梦华传说:牧固图战记.二 莫仁著 7-80171-270-6 大众文艺出版社

梦华传说:牧固图战记.五 莫仁著 7-80171-270-6 大众文艺出版社

梦华传说:牧固图战记.四 莫仁著 7-80171-270-6 大众文艺出版社

金钱当菜 人生作酒:21世纪人生财富双赢的
六大法则

聊了著 7-80171-272-2 大众文艺出版社

赚钱就这几招 唐本著 7-80171-282-X 大众文艺出版社

影子对面的男人 家林著 7-80171-284-6 大众文艺出版社

闲话女人:乱谈聪明的女人 乱谈女人的尴尬 任蔚宁著 7-80171-285-4 大众文艺出版社

语论天下:流行语集 西风编著 7-80171-287-0 大众文艺出版社

赚钱出奇招 致富有妙招:剖析商界高手之谋
略与技巧

吴洪激编著 7-80171-288-9 大众文艺出版社

老板点金技巧 工作苦水变活水妙法 周绍贤著 7-80171-289-7 大众文艺出版社

赚钱创意点子 笑傲商场处方笺 李盾编著 7-80171-290-0 大众文艺出版社

精妙暗示技巧 如何打造你的黄金印象 吴洪激, 简朴生著 7-80171-291-9 大众文艺出版社

闲话男人:乱谈“新男人味” 乱谈男人的虚
伪

任蔚宁著 7-80171-292-7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原夺鹿 寒风著 7-80171-295-1 大众文艺出版社

长城内外 张帆著 7-80171-296-X 大众文艺出版社

湘江之战:中共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黎汝清著 7-80171-29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前驱 陈立德著 7-80171-29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城下 陈立德著 7-80171-300-1 大众文艺出版社

碧血黄沙 黎汝清著 7-80171-301-X 大众文艺出版社



战争奇观 柳杞著 7-80171-303-6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叱咤风云 王林著 7-80171-304-4 大众文艺出版社

平原烈火 徐光耀著 7-80171-305-2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东线 寒风著 7-80171-306-0 大众文艺出版社

翼上 陈立德著 7-80171-307-9 大众文艺出版社

惑忧:当代青年心理疾病的报告 马陵著 7-80171-316-8 大众文艺出版社

第七次谋杀:纪实文学 崔亚斌著 7-80171-317-6 大众文艺出版社

小狐狸 豪哥著 7-80171-322-2 大众文艺出版社

住在你心里 Sunry著 7-80171-323-0 大众文艺出版社

爱在青之野蔓延时 孩子王著 7-80171-324-9 大众文艺出版社

穿梭时空的爱恋 小曦著 7-80171-325-7 大众文艺出版社

爱上工作的8大法则 颜远慎著 7-80171-327-3 大众文艺出版社

压缩时间的66个观念 陈国司著 7-80171-328-1 大众文艺出版社

成功人生的77个提案 张立荃著 7-80171-329-X 大众文艺出版社

工作高手的77个效率捷径 (日) 中岛吾郎著 7-80171-330-3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人生回甘的50种幸福能量 舒亚著 7-80171-331-1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不怕顾客来找碴:以客为尊的80则服务心法 [编著][日] 清水省三 7-80171-332-X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上甘岭 陆柱国著 7-80171-336-2 大众文艺出版社

内心狂流 王动著 7-80171-338-9 大众文艺出版社

从亲人开始糟蹋 巫昂著 7-80171-342-7 大众文艺出版社

畜生级男人 李师江著 7-80171-343-5 大众文艺出版社

笑林观止:最新图文版,中华古代笑话 白乐天编著 7-80171-344-3 大众文艺出版社

笑林观止:最新图文版,中华民间笑话 白乐天编著 7-80171-344-3 大众文艺出版社

笑林观止:最新图文版,中华现代笑话 白乐天编著 7-80171-344-3 大众文艺出版社

别再说人心难懂!?:透视人心的76妙招 许志文, 叶禾茗著 7-80171-34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新厚黑学De谈判技巧·商战技巧 黄光荣著 7-80171-350-8 大众文艺出版社

别为恶友抓狂!!:改变人生的90则人际EQ 苏昶威, 赵仁宇著 7-80171-351-6 大众文艺出版社

花编新闻 陌上花开著 7-80171-356-7 大众文艺出版社

善恶重围:大型电视连续剧同名小说 刘侗, 秦放著 7-80171-358-3 大众文艺出版社

骚扰——生命之痛 少鸿著 7-80171-359-1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大众快乐处方:求乐健身启蒙要术 杜宣新著 7-80171-360-5 大众文艺出版社

女性百味人生 王灵书著 7-80171-404-0 大众文艺出版社

恋恋物语:迷你对话脱口秀.上 张永军著 7-80171-406-7 大众文艺出版社



恋恋物语:迷你对话脱口秀.下 张永军著 7-80171-406-7 大众文艺出版社

走出中国家教盲区:当代家教成功与失败典型
案例解析

王灵书编著 7-80171-414-8 大众文艺出版社

错爱奇情大搜索 阿莲著 7-80171-417-2 大众文艺出版社

透视男人 离离原上草著 7-80171-429-6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危情末日 白冰著 7-80171-451-2 大众文艺出版社

偷品男人:男人的秘密知多少 宿春礼编著 7-80171-469-5 大众文艺出版社

雪域情殇 乔萨著 7-80171-471-7 大众文艺出版社

隐姓埋名 陈强著 7-80171-472-5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上海女人 卫卫著 7-80171-473-3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爷们儿 庸人著 7-80171-477-6 大众文艺出版社

野性之美
(加) 欧内斯特·托马逊·塞顿 (Erest 

Thompson Seton)著
7-80171-490-3 大众文艺出版社

我要我们好好地相爱 玉宇清澄著 7-80171-506-3 大众文艺出版社

粉色年华的困惑:女大学生青春期性问题调查 周毅著 7-80171-507-1 大众文艺出版社

那爷们儿真逗 庸人著 7-80171-519-5 大众文艺出版社

网络大虾们的拍砖生活 筱凡著 7-80171-541-1 大众文艺出版社

呼儿嘿哟:女人全知男人的6堂必修课 李媚娘著 7-80171-561-6 大众文艺出版社

扶上扶下 张健著 7-80171-593-4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产泡泡 宋押司著 7-80171-601-9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1,徐志摩 [徐志摩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10,刘半农 [刘半农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11,叶紫 [叶紫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12,钱玄同 [钱玄同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13,钱玄同 [钱玄同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14,朱湘 [朱湘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15,朱湘 [朱湘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16,梁遇春 [梁遇春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17,梁遇春 [梁遇春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18,梁遇春 [梁遇春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19,戴望舒 [戴望舒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2,徐志摩 [徐志摩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20,戴望舒 [戴望舒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21,戴望舒 [戴望舒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22,邹韬奋 [邹韬奋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23,邹韬奋 [邹韬奋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24,郁达夫 [郁达夫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25,郁达夫 [郁达夫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3,李淑同 [李淑同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4,章衣萍 [章衣萍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5,鲁迅 [鲁迅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6,鲁迅 [鲁迅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7,石评梅 [石评梅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8,石评梅 [石评梅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9,刘半农 [刘半农著] 7-80171-607-8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1,洪灵菲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10,刘云若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11,穆时英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12,穆时英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13,刘呐鸥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14,章衣萍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15,丘东平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16,丘东平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17,胡也频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18,胡也频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19,石评梅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2,洪灵菲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20,冯铿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21,徐枕亚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22,徐枕亚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23,滕固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24,滕固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3,彭家煌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4,彭家煌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5,叶紫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6,叶紫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7,蒋光慈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8,蒋光慈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9,刘云若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7-80171-608-6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夏丏尊文集(一) [夏丏尊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夏丏尊文集(二) [夏丏尊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庐隐文集(一) [庐隐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庐隐文集(二) [庐隐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文集(一) [徐志摩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文集(三) [徐志摩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文集(二) [徐志摩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朱自清文集 [朱自清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朱自清文集 [朱自清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朱自清文集 [朱自清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柔石文集 [柔石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柔石文集 [柔石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瞿秋白文集 [瞿秋白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瞿秋白文集 [瞿秋白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萧红文集(一) [萧红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萧红文集(三) [萧红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萧红文集(二) [萧红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许地山文集 [许地山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许地山文集 [许地山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许地山文集 [许地山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文集 [郁达夫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文集 [郁达夫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文集 [郁达夫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闻一多文集(一) [闻一多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闻一多文集(二) [闻一多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鲁彦文集(一) [鲁彦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鲁彦文集(二) [鲁彦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鲁迅文集(一) [鲁迅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鲁迅文集(三) [鲁迅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鲁迅文集(二) [鲁迅著] 7-80171-609-4 大众文艺出版社



缺口de苹果 少女文学组合著 7-80171-630-2 大众文艺出版社

无香花 有香草 赵秀云著 7-80171-655-8 大众文艺出版社

狼嗜 土夫著 7-80171-669-8 大众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在情爱之途 少鸿著 7-80171-678-7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参悟世俗:从水浒人物洞悉人情世故 北郭先生著 7-80171-700-7 大众文艺出版社

当代人立业基石,明晓典故 艳齐主编 7-80171-700-7 大众文艺出版社

感受生活 文友编 7-80171-700-7 大众文艺出版社

成语蕴义 刘向编 7-80171-700-7 大众文艺出版社

经世方略 向明编 7-80171-700-7 大众文艺出版社

色境真言 曾慧编校 7-80171-700-7 大众文艺出版社

认知商道 齐月编 7-80171-700-7 大众文艺出版社

赢家智慧 何新编 7-80171-700-7 大众文艺出版社

际遇因缘:当代13位女性真实经历 艳齐整理 7-80171-700-7 大众文艺出版社

100天的约定.2 (韩) 多忍2著 7-80171-763-5 大众文艺出版社

找个地方等待 还生[著] 7-80171-774-0 中国戏剧出版社

小侠女 龙非非著 7-80171-800-3 大众文艺出版社

21世纪学校卫生健康教育工作全书.一 杨贵仁主编 7-80172-034-2 兵器工业出版社

21世纪学校卫生健康教育工作全书.三 杨贵仁主编 7-80172-034-2 兵器工业出版社

21世纪学校卫生健康教育工作全书.二 杨贵仁主编 7-80172-034-2 兵器工业出版社

21世纪学校卫生健康教育工作全书.五 杨贵仁主编 7-80172-034-2 兵器工业出版社

21世纪学校卫生健康教育工作全书.六 杨贵仁主编 7-80172-034-2 兵器工业出版社

21世纪学校卫生健康教育工作全书.四 杨贵仁主编 7-80172-034-2 兵器工业出版社

网页制作(Dreamweaver平台)Dreamweaver 
MX职业技能培训教程,网页制作员级

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教材编写委员
会编

7-80172-262-0 兵器工业出版社

大学生健康教育 主编 刘顺 7-80172-281-7 兵器工业出版社

伪装大师: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生涯
(美) 安东尼奥·门德兹 (Antonio J. 
Mendez), (美) 马尔科姆·麦康奈尔 

(Malcolm McConnell) 著

7-80173-025-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我和诗歌有个约会:中国学生英语诗歌选集 隋刚主编 7-80173-042-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英语短语动词精选 李道庸编 7-80173-048-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超级竞争力: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跨国经营的文
化支持

何曼青著 7-80173-080-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踏上健康快车:注意身体的24个警讯 孙捷著 7-80173-132-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成吉思汗 [法]格鲁塞著 780173202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有话好好说:和谐地表达不同意见
(美) 苏瑟提·哈顿·埃尔金 (Suzette 

Haden Elgin) 著
7-80173-207-3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跟着感觉走:与TD人在一起
(美) 苏瑟提·哈顿·埃尔金 (Suzette 

Haden Elgin) 著
7-80173-208-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总经理工作手册,人事测评 主编 金鸣, 张敏 7-80173-220-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总经理工作手册,员工培训 主编 金鸣, 张敏 7-80173-220-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总经理工作手册,员工招聘 主编 金鸣, 张敏 7-80173-220-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总经理工作手册,绩效考评 主编 金鸣, 张敏 7-80173-220-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总经理工作手册,薪酬设计 主编 金鸣, 张敏 7-80173-220-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开会的革命:会议效率倍增的学问
(美) 迈克多·多伊尔 (Michael Doyle ), 
(美) 大卫·斯特劳斯 ( David Staus) 著

7-80173-221-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林博士全新健康经:21天改造体质 无毒一身
轻

林光常著 7-80173-224-3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魔仆 (英) 布赖恩·梅恩 (Brian Mayne) 著 7-80173-278-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团队的变革:高效解决问题的途径 (美) 迈克·罗伯逊 (Mike Robson) 著 7-80173-283-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我了解女人 (美) 考特妮·戴维斯 (Cortney Davis) 著 7-80173-291-X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五个人:我们和女儿一起成长 曲宝琴等著 7-80173-300-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傲立职场:找到并保住你心仪的工作 (美) 卡罗尔·克莱曼 (Carol Kleiman) 著 7-80173-302-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500强工作规范:员工职业训练第一书 (加) 塞·查耐 (Cy Charney) 著 7-80173-304-5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成长力:持续获利的10大策略 (美) 保罗·托马斯著 7-80173-327-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刘仪伟一鞠躬 《东方夜谭》节目组编著 7-80173-353-3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明星课:中国演艺经纪人访谈实录 蔡文著 7-80173-359-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尘世李叔同 潘弘辉著 7-80173-365-7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东京新鲜人 文芳, 海成著 7-80173-369-X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成功领导者的12条实证法则
(美) 比尔·伯德 (Bill Byrd), (美) 拉里

·K. 威登 (Larry K. Weeden) 著
7-80173-381-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必背词 陈璞主编 7-80173-382-7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穿越仇恨的黑暗:最新台港及海外华文作品精
华

北岛等著 7-80173-387-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约翰生传 (英) 詹姆斯·鲍斯威尔 (James Boswell) 
著

7-80173-405-X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离婚夫妻的世界旅行:结婚，离婚，复婚
——750天的复杂爱情故事.1,亚洲/北欧篇

(韩) 余世镐, (韩) 裴永真著 7-80173-410-6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离婚夫妻的世界旅行:结婚，离婚，复婚
——750天的复杂爱情故事.2,东欧/中东篇

(韩) 余世镐, (韩) 裴永真著 7-80173-410-6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离婚夫妻的世界旅行:结婚，离婚，复婚
——750天的复杂爱情故事.3,非洲/西欧/美

(韩) 余世镐, (韩) 裴永真著 7-80173-410-6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58 1/2个即兴培训游戏 (英) 保罗·Z. 杰克逊著 7-80173-411-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杆到顶:我十八岁的冠军路 丁俊晖自述 7-80173-423-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我为什么辞职 邱恒明著 7-80173-538-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可乐求爱记
(德) 伊蒂可·冯·科蒂 (Ildiko von 

Kurthy) 著
7-80173-563-3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睛明再教育:一种全新的视力健康教育 莫一凡著 7-80174-034-3 中医古籍出版社

急危重症的院前急救 姜秀云 ... [等] 编著 7-80174-047-5 中医古籍出版社

女性营养与食疗 杨建宇主编 7-80174-092-0 中医古籍出版社

人类健康的保护神——硒 李胜利主编 7-80174-117-X 中医古籍出版社

针灸医学宝典 王启才等编著 7-80174-238-9 中医古籍出版社

冠心病患者宜与忌 李亭雨编 7-80174-261-3 中医古籍出版社

人体健康使用手册 罗光乾编著 7-80174-310-5 中医古籍出版社

WTO法律知识100问 任红主编 7-80175-010-1 长安出版社

国有财产运营与保护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张宏森著 7-80175-019-5 中国长安出版社

女人梦:烟雨是天涯 (美) 杨二车娜姆著 7-80175-080-2 长安出版社

法学概论 主编 周旺生 7-80175-091-8 中国长安出版社

《物业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 本书编委会 [编] 7-80175-093-4 长安出版社

愚昧 死亡 新生:“法轮功”自焚者王进东自
述

王进东著 7-80175-104-3 中国长安出版社

用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本书编写组 [编写] 7-80175-145-0 长安出版社

我的单身情歌:2004年岁末感动单身者的经典
情歌

海文选编 7-80175-149-3 中国长安出版社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手册 本书编委员会编 7-80175-151-5 中国长安出版社

中国宪政史纲 主编 陆德生 7-80175-157-4 中国长安出版社

背着爱情走天涯 王方晨著 7-80175-176-0 中国长安出版社

新时期人民调解员的楷模——曹发贵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局 ... [等] 编 7-80175-180-9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释义与法律文书
制作指南

主编 柯良栋 7-80175-187-6 中国长安出版社

布兰妮:彩图版
(美) 萨玛拉·L. 布莱斯 (Tamara L. 

Brition) 著
7-80175-194-9 中国长安出版社

后街男孩:彩图版 (美) 保罗·约瑟夫 (Paul Joseph) 著 7-80175-195-7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克里斯蒂娜:彩图版 (美) 保罗·约瑟夫 (Paul Joseph) 著 7-80175-196-5 中国长安出版社

威廉王子:彩图版 (美) 保罗·约瑟夫著 7-80175-197-3 中国长安出版社

莱昂纳多:彩图版 (美) 普培亚 (Lori Kinstad Pupeza) 著 7-80175-198-1 中国长安出版社



QQ知道我爱你 昨夜选编 7-80175-199-X 中国长安出版社

青春的敌人 阿忆著 7-80175-201-5 中国长安出版社

赚钱其实很简单:成为富人的108条捷径 孙泉, 陈南编著 7-80175-208-2 中国长安出版社

鸡蛋宝典:求职者的22条铁律 G·李著 7-80175-216-3 中国长安出版社

爱到火星撞地球:为你讲述20个感动全球的电
影经典爱情故事,外国卷

桂青山主编 7-80175-218-X 中国长安出版社

爱在痛的边缘 方莹选编 7-80175-219-8 中国长安出版社

诚信经商能带来什么 崔生祥编著 7-80175-233-3 中国长安出版社

现代通行文书与社会调查教程 郭锦桴编著 7-80175-239-2 中国长安出版社

舌头的战争 蒋方舟著 7-80175-246-5 中国长安出版社

夏天以后的以后 王晓虹著 7-80175-248-1 中国长安出版社

年轻人要懂得的做人心态 张玮编著 7-80175-259-7 中国长安出版社

影响你一生的心态与细节 刘瑛编著 7-80175-260-0 中国长安出版社

想到才能做到:办事必备的多向思考力 谢晓健编著 7-80175-271-6 中国长安出版社

家教是门艺术 杨晓升编著 7-80175-274-0 中国长安出版社

杰出的管人手段 苏晓光编著 7-80175-277-5 中国长安出版社

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错了 羊慧明, 卿光亚著 7-80175-278-3 中国长安出版社

大丈夫 范文澜著 7-80175-291-0 中国长安出版社

从小事做起:杰出青少年的60堂细节必修课 程书品, 尤佳著 7-80175-298-8 中国长安出版社

汐岸.1 刘锦昌主编 7-80175-299-6 中国长安出版社

凶画 周浩晖著 7-80175-303-8 中国长安出版社

青啤百年攻略:一个百年国际品牌的中国经营
智慧

周锡冰编著 7-80175-311-9 中国长安出版社

韩星四大天后私密画传 龙巍坚编著 7-80175-326-7 中国长安出版社

感悟师生情:讲述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真情故事 张国龙主编 7-80175-329-1 中国长安出版社

聪明女生的健康宣言 孟榕编著 7-80175-333-X 中国长安出版社

穷宝贝 富宝贝 罗佳编著 7-80175-343-7 中国长安出版社

美国孩子中国娘 吴玲瑶著 7-80175-348-8 中国长安出版社

幽默女人麻辣烫 吴玲瑶著 7-80175-350-X 中国长安出版社

汐岸.2 刘锦昌主编 7-80175-352-6 中国长安出版社

大帅府:张学良家族私密档案 窦应泰著 7-80175-373-9 中国长安出版社

魅力going她世纪:优质生活 欧晴著 7-80175-380-1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辅导
中央政法委政法队伍建设指导室, 中央政法

委政法研究所编
7-80175-472-7 中国长安出版社



德行天下:企业伦理道德经营准则 段超著 7-80175-488-3 中国长安出版社

(笺图) 古典诗歌基本解读.1,古诗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著 7-80176-019-0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诗歌基本解读.2,古诗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著 7-80176-019-0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诗歌基本解读.3,古诗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著 7-80176-019-0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诗歌基本解读.4,古诗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著 7-80176-019-0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诗歌基本解读.5,古诗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著 7-80176-019-0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诗歌基本解读.6,古诗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著 7-80176-019-0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诗歌基本解读.7,古诗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著 7-80176-019-0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1,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2,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3,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4,续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5,续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6,续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7,续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8,续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9,续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古典散文基本解读.1,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古典散文基本解读.2,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古典散文基本解读.3,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古典散文基本解读.4,续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古典散文基本解读.5,续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古典散文基本解读.6,续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古典散文基本解读.7,续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古典散文基本解读.8,续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笺图)古典散文基本解读.9,续古文观止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0-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1,三国
演义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10,水
浒传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11,红
楼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11,红
楼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12,红
楼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13,红
楼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14,红
楼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15,红
楼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16,西
游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17,西
游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18,西
游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19,西
游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2,三国
演义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20,西
游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3,三国
演义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4,三国
演义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5,三国
演义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6,水浒
传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7,水浒
传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8,水浒
传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绣像)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四大名著.9,水浒
传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1-2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1,说办事迅速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10,一夜闲情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11,登勃朗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12,汽车站上的新
起点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13,请原谅我们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14,圣诞钟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15,人人想当别人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2,伟大艺术与平
庸艺术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3,人生的帷幕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4,岁月的感觉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5,燕子的目光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6,一只椰橄榄球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7,圣诞玫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8,向高尔基致敬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9,为了水晶心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4-7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1,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10,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11,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12,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13,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14,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15,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2,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3,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4,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5,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6,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7,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8,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插图) 外国小说基本解读.9,中长篇小说精
品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176-025-5 人民武警出版社

中国士兵 曹效生主编 7-80176-033-6 人民武警出版社

人生二次启蒙 彭小国著 7-80176-048-4 人民武警出版社

硬件制造业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编制示例 中企联企业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主编 7-80177-005-6 中国计划出版社

软件业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编制示例 中企联企业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主编 7-80177-006-4 中国计划出版社

物业管理专业手册 香港地产学会编著 7-80177-017-X 中国计划出版社

总量平衡、收入分配与宏观调控 孙小系主编 7-80177-103-6 中国计划出版社

打破地方市场分割 主编 陈东琪, 银温泉 7-80177-116-8 中国计划出版社

简单管理:最有效的101个管理工具 《经理人》编 7-80177-167-2 中国计划出版社

工程咨询概论 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考试教材编写委员会
编

7-80177-194-X 中国计划出版社

妈妈别烦恼:初为人母的幸福、失落与母爱 (英) 波拉·尼科尔森 (Paula Nicolson) 著 7-80177-245-8 中国计划出版社

说服的力量 (美) 罗伯特·莱文博士著 7-80177-249-0 中国计划出版社

成长的溪流:创造的七个阶段 [美] 大卫·乌尔里希 (David Ulrich) 著 7-80177-250-4 中国计划出版社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2004CPXY,
建筑产品选用技术

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 中
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编

7-80177-270-9 中国计划出版社

精选水产食疗600方 主编 美雯 7-80177-429-9 中国计划出版社

高血压病与老年健康生活 姚震, 杨祖六著 7-80178-034-5 华龄出版社

男孩女孩学习的差异:家长和老师教男育女指
南

(美) 迈克尔·古里安, (美) 帕特里克·亨
利, (美) 特里·朱曼著

7-80178-040-X 华龄出版社

谁“害”了北大学生:反思北大教育与社会现
实的冲突

群言著 7-80178-042-6 华龄出版社

健康是财富:贵在提高生命质量 主编 钱信忠, 李艳芳 7-80178-057-4 华龄出版社



天人合一养生术 曹富生著 7-80178-062-0 华龄出版社

开心辞典 幾米编绘 7-80178-066-3 华龄出版社

职业指导操作实录 主编 卫保玲 7-80178-094-9 华龄出版社

近代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大型电视连续
剧《走向共和》引发的思考

李文海, 龚书铎, 梁柱主编 7-80178-109-0 华龄出版社

好成绩必有好方法,听80位优秀家长讲各科助
学法

日新编著 7-80178-169-4 华龄出版社

好成绩必有好方法,听80位优秀老师讲各科学
习法

日新编著 7-80178-169-4 华龄出版社

成功之路:安旗营销模式 陈岩, 范喜贵编著 7-80178-211-9 华龄出版社

健康品质 程琳[等]编 7-80178-237-2 华龄出版社

一周学会中医自治前列腺病 孙纪更著 7-80178-240-2 华龄出版社

技能人才培养与首都经济发展 主编 宋丰景 7-80178-254-2 华龄出版社

立体几何巧用图:识图·作图·析图·解图 张雪明编著 7-80179-007-3 中国致公出版社

成功始于方法:爆发由弱而强的10种本领 (美) 乔治·韦尔曼著 7-80179-026-X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王伟军主编 7-80179-037-5 中国致公出版社

夺目风景 杨宜中著 7-80179-057-X 中国致公出版社

这样瘦身最有效 戴斯瘦身研究中心编著 7-80179-073-1 中国致公出版社

打造新型家族企业:家族经营成功经典新模式 盛珂著 7-80179-078-2 中国致公出版社

怎样减少成功的障碍:快速实现成功规划的10
大方案

(美) 乔治·韦尔曼著 7-80179-082-0 中国致公出版社

怎样提高处理问题的能力 张培弛编著 7-80179-087-1 中国致公出版社

民主党派成员读本 刘延东[主编] 7-80179-092-8 中国致公出版社

习惯的力量 少云编译 7-80179-109-6 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人头地的捷径:10位成功学大师告诉你 邱晓群编译 7-80179-109-6 中国致公出版社

发掘成功的潜能 宛长编译 7-80179-109-6 中国致公出版社

天天都能成功 赵正节编译 7-80179-109-6 中国致公出版社

快乐一定有方法 唐夫编译 7-80179-109-6 中国致公出版社

成功从现在开始 邹岱峰编译 7-80179-109-6 中国致公出版社

成功始于心态 张小平编译 7-80179-109-6 中国致公出版社

战胜人性弱点 程帆编译 7-80179-109-6 中国致公出版社

改变人生的88个说话法则 张师臣编译 7-80179-109-6 中国致公出版社

积极成功的密码 任军高编译 7-80179-109-6 中国致公出版社

突破人性心理 程帆编译 7-80179-109-6 中国致公出版社

迅速有效的成功方法 程帆编译 7-80179-109-6 中国致公出版社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习题集:2003版.上册 张瑞菊主编 7-80179-161-4 中国致公出版社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习题集:2003版.下册 张瑞菊主编 7-80179-161-4 中国致公出版社

英雄韬略 杨宜中著 7-80179-16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粉红女郎万人迷之魔法宝典 纪康保编著 7-80179-203-3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及解释 乔晓阳主编 7-80179-208-4 中国致公出版社

做人之本与成事之道:做人为了成事 成事始
于做人

王道之编著 7-80179-217-3 中国致公出版社

生活如此简单 新概念生活中心主编 7-80179-253-X 中国致公出版社

店铺新商经,旺铺手册 吕军编著 7-80179-255-6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三剑客:精美短文 (法) 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原著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主教之妻:精美短文 原著 ( )罗伯特·那斯安 (Robert Nathan)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五行战士:精美短文
原著 ( )迈克尔·威克曼 (Michael 

Vickerman)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傲慢与偏见:精美短文 原著 (英) 简·奥斯汀 (Jane Austen)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卿何薄命:精美短文 原著 ( )凯塞·鲁宾逊 (Casey Robinson)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呼啸山庄:精美短文 (英) 艾米莉·勃朗特 (Emily Bronte) 原著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埃及艳后:精美短文 原著 (英) C.M.弗兰泽诺 (C.M.Franzero)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精美短文
原著 (英)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宝石岭:精美短文 原著 ( )B.特拉文 (B.Traven)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小上校:精美短文
编剧 ( )威廉·康舍尔曼 (William 

Conselman)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小妇人:精美短文
原著 (美)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Louisa 

May Alcott)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战地钟声:精美短文
原著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拿破仑情史:精美短文
原著 (德) 安娜玛莉亚·席琳克 (Annemarie 

Selinko)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正午:精美短文 原著 ( )卡尔·福尔曼 (Carl Foreman)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简·爱:精美短文
原著 (英) 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e)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翠堤春晓:精美短文
原著 ( )戈特弗雷德·里恩哈德 (Gottfried 

Reinhardt)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茶花女:精美短文 原著 (法) 小仲马 (Alexandre Dumas 
Fils)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精美短文
原著 (美) 埃德蒙·L.哈特曼 (Edmund L. 

Hartmann)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魂断蓝桥:精美短文
原著 ( )罗伯特·E.舍伍德 (Robert E. 

Sherwood)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黄金时代:精美短文 原著 (美) 马金莱·肯托 (Mackinlay 
Kantor)

7-80179-259-9 中国致公出版社

千万不要得罪人:人生警示录 雷池编著 7-80179-263-7 中国致公出版社

跟我学会计 朱红根编著 7-80179-270-X 中国致公出版社

赞助运作指南 张春健编著 7-80179-289-0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业主如何在物业纠纷中理性维权:问题释疑与
案例评析

物业纠纷与维权研究中心编著 7-80179-290-4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不要“摸石头过河”:改变自己 改变命运 古雷编著 7-80179-292-0 中国致公出版社

话诺贝尔奖 凌永乐编著 7-80179-323-4 中国致公出版社

跟我学会计报表编制 编著 刘翠侠, 石峰 7-80179-325-0 中国致公出版社

谁比谁差啥！ 张文开编著 7-80179-334-X 中国致公出版社

大明刀侠传奇 杨怀志著 7-80179-357-9 中国致公出版社

拒绝平庸:成为杰出人才要做的81件事 天宇编著 7-80179-364-1 中国致公出版社

激励员工有绝招 徐成德, 申望编著 7-80179-399-4 中国致公出版社

海明威的女性情感世界 林静编著 7-80179-423-0 中国致公出版社

雨果的女性情感世界 夏风编著 7-80179-424-9 中国致公出版社

拜伦的女性情感世界 宇钟编著 7-80179-425-7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一夜风流 郭志钦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一曲难忘 李蕊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乱世佳人 李慧君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公民凯恩 李慧君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水芙蓉 李蕊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水芙蓉.续 李蕊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非谍影 李蕊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君子协定 郭志钦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天方夜谭 李蕊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居里夫人 郭志钦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忠勇之家 郭志钦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桑尼布鲁克农场的丽贝卡 李蕊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火车谋杀案 李慧君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玉女神驹 李蕊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王子复仇记 李慧君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白鲸记 李慧君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红菱艳 李蕊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绿野仙踪 李蕊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罗密欧与朱丽叶 郭志钦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自君别后 李蕊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蝴蝶梦 郭志钦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费城故事 李慧君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青山翠谷 李慧君编译 7-80179-429-X 中国致公出版社

盘点生活:诠释生活的108个定律 张克什编著 7-80179-434-6 中国致公出版社

魅力going她世纪之精彩工作 欧晴著 7-80179-456-7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一仆二主 (意) 哥尔多尼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前夜 (俄) 屠格涅夫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化身博士 (英) 史蒂文森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十日谈.上册 (意) 薄伽丘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十日谈.下册 (意) 薄伽丘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十日谈.中册 (意) 薄伽丘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叛舰喋血记 (美) 诺德, (美) 霍尔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君子协定 (美) 伊利亚·谢尔顿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吝啬鬼 (法) 莫里哀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呼啸山庄 (英) 艾米莉·勃郎特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哈姆雷特 (英) 莎士比亚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基督山恩仇记.一 (法) 大仲马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基督山恩仇记.三 (法) 大仲马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基督山恩仇记.二 (法) 大仲马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基督山恩仇记.四 (法) 大仲马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失去的周末 (美) 查尔斯·杰克逊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左拉传 (美) 赫拉特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戏王之王 (美) 西奥多·约翰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昆虫记 (法) 法布尔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朗热公爵夫人 (法) 巴尔扎克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村姑小姐 (俄) 普希金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浮生若梦 (美) 莫斯·哈特, (美) 乔治·考夫曼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父与子 (俄) 屠格涅夫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牛虻 (英) 伏尼契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白夜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磨坊书简 (法) 阿尔丰斯·都德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窈窕淑女 (英) 肖伯纳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第四十一 (苏) 拉夫列尼约夫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罗亭 (俄) 屠格涅夫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工出版社

羊脂球 (法) 莫泊桑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脖子上的安娜 (俄) 契诃夫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贵人迷 (法) 莫里哀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贵族之家 (俄) 屠格涅夫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跳来跳去的女人 (俄) 契诃夫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邦斯舅舅 (法) 巴尔扎克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金银岛 (英) 史蒂文森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魂断蓝桥 (英) 威尔逊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麦克白 (英) 莎士比亚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黄金时代 (美) 金伍德著 7-80179-459-1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 茨威格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两个新嫁娘 (法) 巴尔扎克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初雪 (法) 莫泊桑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华生医生回忆录 (英) 柯南道尔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卡门 (法) 梅里美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尔的本堂神甫 (法) 巴尔扎克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圣女贞德 (英) 肖伯纳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壮志千秋 (美) 费伯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奥瑟罗 (英) 莎士比亚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好兵帅克.上册 (捷克) 哈谢克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好兵帅克.下册 (捷克) 哈谢克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小公主 (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巴斯科维尔猎犬·恐怖谷 (英) 柯南道尔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情感的迷惘 (奥) 茨威格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愤怒的葡萄.上 (美) 斯坦贝克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愤怒的葡萄.下 (美) 斯坦贝克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我的大学 (苏) 高尔基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拿破仑传.上册 (瑞士) 路德维希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拿破仑传.下册 (瑞士) 路德维希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暴风雪 (俄) 普希金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最后的致意 (英) 柯南道尔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木木 (俄) 屠格涅夫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温泉 (法) 莫泊桑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真实的故事 (法) 莫泊桑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禁治产 (法) 巴尔扎克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福尔摩斯冒险史 (英) 柯南道尔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福尔摩斯归来记 (英) 柯南道尔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福尔摩斯新探案集 (英) 柯南道尔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秘密花园 (美) 弗郎西纯丝·霍奇森·伯内特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童年 (俄) 高尔基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红磨坊.上 (法) 皮埃尔·勒米尔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红磨坊.下 (法) 皮埃尔·勒米尔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罗密欧与朱丽叶 (英) 莎士比亚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菲菲小姐 (法) 莫泊桑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血字的研究·四签名 (英) 柯南道尔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贝多芬传 (法) 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费加罗的婚礼 (法) 博马舍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驿站长 (俄) 普希金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黑桃皇后 (俄) 普希金著 7-80179-460-5 中国致公出版社

考核员工有绝招 宗权著 7-80179-462-1 中国致公出版社

跟我学税收筹划 刘强编著 7-80179-471-0 中国致公出版社

如何成为职场超级女生 刘蕾编著 7-80179-482-6 中国致公出版社

至尊企业至尊制度,办公管理 包林生, 徐佳宾主编 7-80180-033-8 经济日报出版社

至尊企业至尊制度,总务管理 包林生, 徐佳宾主编 7-80180-034-6 经济日报出版社

至尊企业至尊制度,营销管理 包林生, 徐佳宾主编 7-80180-037-0 经济日报出版社

台前幕后:披露娱乐圈种种内幕 大唐著 7-80180-155-5 经济日报出版社



忙爸爸的私房故事:一个白领父亲的亲子手记 蔡桐木著 7-80180-287-X 经济日报出版社

权力游戏:成功企业内部权力如何运作 冯雪松著 7-80180-353-1 经济日报出版社

我们从不是花朵:我和她的中学往事 魏罡著 7-80180-376-0 经济日报出版社

大学生就业指导教程 史广政主编 7-80180-457-0 经济日报出版社

解读绍兴县 钟朋荣等编 7-80180-487-2 经济日报出版社

做自己生活的CEO (美) 罗宾·沙玛 (Robin S. Sharma) 著 7-80180-522-4 经济日报出版社

企业战略管理 主编 李纯 7-80181-231-X 中国商务出版社

《中医、中西医结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试
行)》及有关法规汇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 7-80182-019-3 中国法制出版社

非典型肺炎预防与治疗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7-80182-132-7 中国法制出版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释义 主编 曹康泰 7-80182-142-4 中国法制出版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传染性非典型肺
炎防治管理办法问答

主编 宋瑞霖 7-80182-145-9 中国法制出版社

法律人的职业行为规则 马洪俊著 7-80182-200-5 中国法制出版社

人民调解工作的方法与技巧 本书编写组 [编写] 7-80182-204-8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历次修正对照表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 7-80182-204-8 中国法制出版社

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研究 王建东著 7-80182-226-9 中国法制出版社

教育法律法规教师工作手册 7-80182-236-6 中国法制出版社

党政干部党内监督和纪律处分规定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 7-80182-253-6 中国法制出版社

宪法和宪法修正案辅导读本 本书编写组著 7-80182-269-2 中国法制出版社

新编公民简明法律手册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 7-80182-271-4 中国法制出版社

《北京市实施办法》实用手册 主编 李建华, 毕庶琪 7-80182-359-1 中国法制出版社

老年人法律保护60讲:婚姻 赡养 继承 人身
权

主编 巫昌祯 7-80182-379-6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7-80182-460-1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 《公司法释义》编写组 [编] 7-80182-995-6 中国法制出版社

ASP.NET标准教程 主编 熊松明 7-80183-042-3 航空工业出版社

Visual Basic.NET标准教程 主编 熊松明 7-80183-072-5 航空工业出版社

电脑入门专家指导 主编 郭玲文 7-80183-085-7 航空工业出版社

学电脑从零起步,电脑常用软件及故障排除篇 计算机教育图书研究室编 7-80183-093-8 航空工业出版社

电脑网页制作实用教程:中文版Dreamweaver 
MX、Fireworks MX、 Flash MX快速精通

主编 刘春 7-80183-102-0 航空工业出版社

学用电脑一招制胜:电脑入门实用基础教程 主编 刘旭东, 刘庆红 7-80183-116-0 航空工业出版社

中文版Flash MX基础入门与艺术创意100例 主编 王德枫 7-80183-146-2 航空工业出版社



理财无扰——中文版Excel 2002从入门到精
通

主编 朱印宏, 袁衍明, 朱砚 7-80183-149-7 航空工业出版社

大学英语(修订版）精读（一）3 主编 王逸梅 7-80183-358-9 航空工业出版社

大学英语修订本精度3导读本:导教·导学·
导考.1

王逸梅主编 7-80183-358-9 航空工业出版社

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3导读本:导教·导
学·导考.1

主编 王逸梅 7-80183-370-8 航空工业出版社

21世纪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三册)3导读本:
导教·导学·导考

主编 王逸梅 7-80183-376-7 航空工业出版社

职业危害评价与控制 邢娟娟编著 7-80183-541-7 航空工业出版社

清醒考研:全国名校考研状元谈考研 主编 乔丹 7-80183-555-7 航空工业出版社

TOP金曲吉他弹唱.第1集 孙海波编著 7-80183-594-8 航空工业出版社

公正执法的楷模—方工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 最高人民检察

院政治部编
7-80185-023-8 中国检察出版社

女检察官迎接“入世”新挑战 胡克惠主编 7-80185-065-3 中国检察出版社

刑法与解释 侯国云编纂 7-80185-113-7 中国检察出版社

度过男性更年期:男人、女人生活指南 [美]杰德·戴尔蒙德 (Jed Diamond) 著 7-80186-011-X 东方出版中心

超级宝宝的摇篮:0-1岁,婴儿的情商·智商·
健康

主编 戢守峰 7-80186-096-9 东方出版中心

超级宝宝的摇篮:0岁,胎儿的情商·智商·健
康

主编 戢守峰 7-80186-096-9 东方出版中心

超级宝宝的摇篮:1-6岁,幼儿的情商·智商·
健康

主编 戢守峰 7-80186-096-9 东方出版中心

彩色阅读:通过爱伦方法战胜诵读困难和其他
阅读障碍

(美) 海伦·爱伦 (Helen Irlen) 著 7-80186-103-5 东方出版中心

进美国，掌握当代美国人最常用的英文女名 曾明主编 7-80186-111-6 东方出版中心

走进美国，从节日文化开始 思马得主编 7-80186-112-4 东方出版中心

零等星.Ⅲ 东方电视台《娱乐在线》编 7-80186-278-3 东方出版中心

零等星.Ⅲ 东方电视台《娱乐在线》编 7-80186-278-3 东方出版中心

扬长避短说英语,经济故事 主编 思马得学校 7-80186-283-X 东方出版中心

戏剧科女生 郝斯嘉著 7-80186-292-9 东方出版中心

在你的星座上爱着你 美狄亚, 落了一夜泪著 7-80186-441-7 东方出版中心

我的青春只卖一块 匡方著 7-80186-442-5 东方出版中心

头文字B之黑色幽默 百格格著 7-80186-443-3 东方出版中心

知心博士与女生谈性 王琰, 徐凤兰著 7-80187-013-1 新世界出版社

知心博士与年轻父母谈性 杨学著 7-80187-015-8 新世界出版社

要帅不帅的男人 Superdj著 7-80187-061-1 新世界出版社

你的魔术情人 倪端著 7-80187-062-X 新世界出版社



红色数字游戏 倪端著 7-80187-063-8 新世界出版社

世界最新医疗保健.二 张鹏主编 7-80187-064-6 新世界出版社

世界最新科技.二 主编 张鹏 7-80187-065-4 新世界出版社

拍卖爱情 堕落者LMarch著 7-80187-072-7 新世界出版社

新青年DVD手册:精华版.第三辑 张栋, 杨海军, 胡旭东主编 7-80187-100-6 新世界出版社

新青年DVD手册:精华版.第四辑,周成林专辑 张栋, 杨海军, 胡旭东主编 7-80187-100-6 新世界出版社

白昼的躁动 邱华栋著 7-80187-112-X 新世界出版社

天蓝色的彼岸 (英) 艾利克斯·希尔 (Alex Shearer) 著 7-80187-152-9 新世界出版社

猫火车, 或朵朵的一朵花儿 冷相随文 7-80187-157-X 新世界出版社

雄性的海 于文涛著 7-80187-171-5 新世界出版社

你苦我不苦:职业女性平衡术 陆小娅著 7-80187-172-3 新世界出版社

你烦我不烦:情爱婚姻非处方 安芹, 迟英梅著 7-80187-173-1 新世界出版社

你愁我不愁:职业生涯点金石 黄娟, 杨开著 7-80187-174-X 新世界出版社

你累我不累:职场减压金法则 王禹, 牟书著 7-80187-175-8 新世界出版社

瓶子, 晚安。 芸菁著 7-80187-176-6 新世界出版社

微笑情缘 黄黄著 7-80187-177-4 新世界出版社

轻松拥抱富裕:如何赚到第一个100万
(德) 博多·舍费尔 (Bodo Schafer)，(德) 

拜恩特·伦琴 (Bernd Rentgen) 著
7-80187-189-8 新世界出版社

左边·右边 芸菁著 7-80187-194-4 新世界出版社

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 李敬泽著 7-80187-235-5 新世界出版社

听说我喜欢你 小旦等著 7-80187-237-1 新世界出版社

配对游戏机 Super dj著 7-80187-270-3 新世界出版社

同班同学的情歌 Pisece著 7-80187-272-X 新世界出版社

夜雨打金荷 小椴著 7-80187-368-8 新世界出版社

学妹, 我不帅 小噜著 7-80187-371-8 新世界出版社

第四豪门:鲁冠球及其家族启示录 欧阳逸飞编著 7-80187-390-4 新世界出版社

大学策略 许应涛主编 7-80187-391-2 新世界出版社

月老:异时空追爱记 九把刀著 7-80187-398-X 新世界出版社

红线:M芯片爱情历险记 九把刀著 7-80187-399-8 新世界出版社

米兰的春天 水果著 7-80187-400-5 新世界出版社

焦点:中国特殊人群的生活方式 杨晓升主编 7-80187-405-6 新世界出版社

恋爱中，请勿打扰 水淼主编 7-80187-435-8 新世界出版社

羊毛出在狗身上 马津, 李清明编著 7-80187-439-0 新世界出版社



你完全可以不忧郁 牧之, 单鹏编著 7-80187-511-7 新世界出版社

红叶落索的时候 浅浅著 7-80187-554-0 新世界出版社

影·魅：未完成的日记 孤独灵珊著 7-80187-566-4 新世界出版社

考研策略 张澜主编 7-80187-583-4 新世界出版社

老虎帅呆了 (韩) 流浪的青春著 7-80187-642-3 新世界出版社

米兰·昆德拉传:插图珍藏本 高兴著 7-80187-703-9 新世界出版社

私奔的丁香 张佳玮等著 7-80187-712-8 新世界出版社

华音流韶之海之妖 步非烟著 7-80187-721-7 新世界出版社

血色传说 (美) H.P.罗弗克拉夫特著 7-80187-731-4 新世界出版社

吻之印痕 (韩) 金明淑著 7-80187-732-2 新世界出版社

出卖真心的女孩 (韩) 吴贤正著 7-80187-733-0 新世界出版社

百万小富翁 (英) 博伊斯 (Frank Cottrell Boyce) 著 7-80187-756-X 新世界出版社

图说至媚红颜:彩色图文本 花儿花主编 7-80187-757-8 新世界出版社

经声佛火 蘅芷著 7-80187-759-4 新世界出版社

屠龙者梨砂之伊迪斯之战 梅青著 7-80187-761-6 新世界出版社

秘境西域:新疆之悬疑与浪漫 张晖编著 7-80187-768-3 新世界出版社

停云·宗室双歧 小椴著 7-80187-786-1 新世界出版社

传杯·秣陵冬 小椴著 7-80187-787-X 新世界出版社

人性:影响人类100年的人类学性学思想.II(F
卷)

(英) 爱理斯 (Ellis, H. H) 原著 7-80187-800-0 新世界出版社

人性:影响人类100年的人类学性学思想,I(M
卷)

(英) 爱理斯 (Ellis, H. H) 原著 7-80187-801-9 新世界出版社

吻之印痕:终结版 (韩) 金明淑著 7-80187-802-7 新世界出版社

乌鸦嘴 石映照文 7-80187-803-5 新世界出版社

出卖真心的女孩:终结版 (韩) 吴贤正著 7-80187-804-3 新世界出版社

麦克劳林教你应对媒体:与媒体进行有效沟通
的策略及技巧

(加) 巴里·麦克劳林 (Barry Mcloughlin) 
著

7-80187-807-8 新世界出版社

麦克劳林教你公开演讲:如何进行有效演示和
表达自己

(加) 巴里·麦克劳林著 7-80187-808-6 新世界出版社

麦克劳林教你危机沟通:在组织遇到危机时如
何与员工、股东、客户及主要利益相关人沟

(加) 巴里·麦克劳林 (Barry Mcloughlin) 
著

7-80187-809-4 新世界出版社

肝胆 小椴著 7-80187-821-3 新世界出版社

酸酸甜甜就是我:讲述香橙蛋糕般美味的幸福
故事

美错主编 7-80187-846-9 新世界出版社

孤单的人总说无所谓:讲述孤单落寞又令人动
容的伤感故事

美错主编 7-80187-847-7 新世界出版社

野蛮游戏:讲述轻松俏皮又充满阳光的爱情故
事

美错主编 7-80187-848-5 新世界出版社



谁是我的白马王子 恶魔爱神著 7-80187-891-4 新世界出版社

捡到一条龙 侧侧轻寒著 7-80187-893-0 新世界出版社

天龙笑八部 乐乐乐著 7-80187-894-9 新世界出版社

梦神(乔伊·米洛世) 冥灵著 7-80187-899-X 新世界出版社

平常心 美错主编 7-80187-924-4 新世界出版社

大自在 美错主编 7-80187-925-2 新世界出版社

扫心地 美错主编 7-80187-926-0 新世界出版社

又如何 美错主编 7-80187-927-9 新世界出版社

2月14 吴孟樵著 7-80188-007-2 现代出版社

伤感的卡萨布兰卡 贝拉著 7-80188-084-6 现代出版社

青春的场所 苏有朋著 7-80188-085-4 现代出版社

窗边的邂逅 苓菁著 7-80188-122-2 现代出版社

简单生活 李明绘画 7-80188-129-X 现代出版社

恋爱管理学 林谊甄著 7-80188-135-4 现代出版社

八千吨情感:竺子诗选 (美) 竺子著 7-80188-175-3 现代出版社

黑色唱片 (美) 竺子著 7-80188-175-3 现代出版社

中国女性个人奋斗报告:天生白领 蒋淑云主编 7-80188-191-5 现代出版社

姜花那么凉 榛生著 7-80188-195-8 现代出版社

食·色 丛虫著 7-80188-196-6 现代出版社

共醉梅艳芳 白帝主编 7-80188-201-6 现代出版社

失恋日记 吴虹飞著 7-80188-205-9 现代出版社

WWW.真爱.COM 唐汶著 7-80188-209-1 现代出版社

如诗如谜邬倩倩 赵润田编著 7-80188-210-5 现代出版社

我爱:屠洪纲真情告白 屠洪纲著 7-80188-233-4 现代出版社

聊天室奇迹 菜菜 (altr) 著 7-80188-276-8 现代出版社

小提琴之王：克莱斯勒画传 吴维忠著 7-80188-294-6 现代出版社

悲伤情事 梅于一著 7-80188-334-9 中国商务出版社

请让我来帮助你 吴彤等原作 7-80188-337-3 现代出版社

蔡志忠图解桥牌:双龙过江 沈治国, 吴家兴著 7-80188-341-1 现代出版社

修炼老公 白帝著 7-80188-349-7 现代出版社

企业起飞线:莱特兄弟老经验新思维 闫寒编著 7-80188-366-7 现代出版社

引爆行销创意 许长田著 7-80188-381-0 现代出版社



C行销:如何让客户成为企业产品及服务的福
音传播者

(美) 本·麦康奈尔 (Ben McConnell), 
(美) 杰基·休芭 (Jackie Huba) 著

7-80188-393-4 现代出版社

受益百年的工商寓言 憨氏编著 7-80188-398-5 现代出版社

爱情双簧 小哑漫画 7-80188-407-8 现代出版社

好女人辞典 乔小乔, 罗西庄著 7-80188-422-1 现代出版社

指点江山:中国山水自助游 编著 何永年 7-80188-428-0 现代出版社

总统的原则 徐宪江编著 7-80188-429-9 现代出版社

一朝醒来是歌星 陈升著 7-80188-434-5 现代出版社

北极圈失去了地平线 庄羽著 7-80188-443-4 现代出版社

今生相随:杨惠珊、张毅与琉璃工房 符芝瑛著 7-80188-445-0 现代出版社

轻松做个好员工:初涉职场的100个随身帖士 撰文 萧冰 7-80188-448-5 现代出版社

冲动的惩罚 刁郎著 7-80188-470-1 现代出版社

“2把手”的尴尬 宋红超著 7-80188-477-9 现代出版社

跳出瞎忙的迷宫:简捷工作36招 闫寒编著 7-80188-478-7 现代出版社

59美分复制21亿美元:多纳圈连锁经营的12个
秘诀

科克·卡赞晋 (Kirk Kazanjian), 艾美·乔
伊纳 (Amy Joyner) 著

7-80188-481-7 现代出版社

C型蛋糕:孕育千年的市场机遇 宋国良著 7-80188-493-0 现代出版社

会议改变企业就能变:会议改变一步，企业前
进十步

野口吉昭著 7-80188-494-9 现代出版社

长征沿线旅游指南,陕甘宁 主编 段强, 吴江江 7-80188-520-1 现代出版社

包卜豆豆妈交换日记 深水鱼图文 7-80188-564-3 现代出版社

包卜豆恋恋日记 深水鱼图文 7-80188-570-8 现代出版社

青春逆光的伤口 泉浚著 7-80188-624-0 现代出版社

科技游侠——温世仁 明日工作室 [主编] 7-80188-694-1 现代出版社

可以平凡 不可以平庸:员工的自我管理 王大庆著 7-80188-727-1 现代出版社

童话短路.1,东方快车 萧言中漫画 7-80188-780-8 现代出版社

公务人员礼仪知识读本 段展样著 7-80189-006-X 中国人事出版社

工伤保险条例实用指南 陈泰才主编 7-80189-010-8 中国人事出版社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学习读本 主编 金钊, 胡林辉 7-80189-012-4 中国人事出版社

执业医师法律维权200问 金大鹏主编 7-80189-065-5 中国人事出版社

新编医疗保险政策问答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书刊发行中心组织编写 7-80189-099-X 中国人事出版社

新编工龄、休假、退休政策问答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书刊发行中心组织编写 7-80189-100-7 中国人事出版社

新编劳动保障行政争议处理政策问答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书刊发行中心组织编写 7-80189-101-5 中国人事出版社



新编就业与培训政策问答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书刊发行中心组织编写 7-80189-104-X 中国人事出版社

新编工资收入分配政策问答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书刊发行中心组织编写 7-80189-105-8 中国人事出版社

公务员普通话读本 主编 程连昌 7-80189-150-3 中国人事出版社

公务员行政许可法读本 主编 程连昌 7-80189-152-X 中国人事出版社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道德与创新能力教程 主编 柴振群, 剧晓哲, 靳永慧 7-80189-212-7 中国人事出版社

新编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政策问答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书刊发行中心组织编写 7-80189-214-3 中国人事出版社

新编企业年金政策问答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书刊发行中心组织编写 7-80189-237-2 中国人事出版社

3E薪资设计 张守春著 7-80189-245-3 中国人事出版社

社会保险法制研究 余明勤等著 7-80189-251-8 中国人事出版社

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教育成功案例 北京市教育工会, 北京市教育学会编 7-80189-306-9 中国人事出版社

专业技术人员素质读本 李鸥, 王重高编著 7-80189-325-5 中国人事出版社

公共服务 主编 王语哲 7-80189-361-1 中国人事出版社

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吉黑篇
国务院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小组

办公室编
7-80189-400-6 中国人事出版社

基层干部综合知识读本 主编 陈华 7-80189-530-4 中国人事出版社

北京市新交法实施手册 本书编委会编 7-80190-470-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攻心的艺术 高恺杰编著 7-80193-000-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新西兰投资经商必备 顾远编著 7-80193-003-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哈佛：MPA是怎样炼成的 袁岳等著 7-80193-009-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投资北京 点土成金 江绵健编著 7-80193-019-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营销主管新守则 文 张雯, 林临等 7-80193-024-X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怎样保护好你的婚姻 梁萍编著 7-80193-029-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贤达诗人白居易与《白氏长庆集》七二个慧
知

张荣庆, 张海娜著 7-80193-040-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大四向前冲:浓缩全国数十所高校的真实个案 
记录27位大四学子的心路历程

禾禾著 7-80193-102-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知情权：阳光下的觉醒 曲直著 7-80193-153-X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健康我做主,饮食篇 邱胜编著 7-80193-155-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成功八策 赵安庆著 7-80193-157-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培训经理:组织培训操作指南 陈力编著 7-80193-173-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美容美发企业3P+2S成功经营必备法则 梁云清编著 7-80193-192-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美容美发企业促销实战全攻略 梁云清编著 7-80193-192-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美容美发企业表格规范化管理 梁云清编著 7-80193-192-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周一清晨的员工课 西恩著 7-80193-193-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鸭子:一个人与一只鸭子的管理对话 何明敏著 7-80193-195-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中小企业成功融资必读:专家指点技巧与方法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网编著 7-80193-219-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直销员心理与性格训练 博瑞森营销培训讲师组编 7-80193-453-9 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

直销员客户心理与应对策略训练 博瑞森营销培训讲师组编 7-80193-456-3 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

中国魅力女主播:17位中国著名女主播的人生
选择智慧

张亿主编 7-80193-500-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实用医学心理学 周建南主编 7-80194-00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微创妇科学 关铮主编 7-80194-00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内科治疗学:新理论 新观点 新技术 秦凤展等主编 7-80194-00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系肿瘤学:新理论 新观点 新技术 焦兴元，任建林主编 7-80194-00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多器官功能衰竭:新理论 新观点 新技术 李保春等主编 7-80194-01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写作问答 屈顺海等编著 7-80194-01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道息肉诊防治 郭先科编著 7-80194-01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正常心脏组织学图谱 郭志坤编著 7-80194-02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综合医院精神卫生学 肖传实，原天岗主编 7-80194-02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袖珍临床检验手册:读懂化验单 主编 林梅青, 孟庆松 7-80194-030-X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非手术性面型矫治 林培炎著 7-80194-03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性尿失禁诊断与治疗 宋岩峰主编 7-80194-04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关节镜手术彩色图谱 刘玉杰，王岩主编 7-80194-04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视点—生命奇观与奥秘 编著 庄天然 7-80194-04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软伤与骨关节损伤诊断治疗学 范清宇，唐农轩主编 7-80194-04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方药手册 王世民编著 7-80194-04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男科肾脏疾病实验诊断与研究方法 王志平主编 7-80194-04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学分子生物学 谷志远，赵亚力主编 7-80194-04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病鉴别诊断学 王孟薇等主编 7-80194-05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脏病鉴别诊断学 蒋季杰主编 7-80194-05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病鉴别诊断学 李焕章，沈丽英主编 7-80194-05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肾脏生理学 林茂樟主编 7-80194-05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鉴别诊断学 张宁仔，杜日映主编 7-80194-05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胸外科手术学 黎介寿，吴孟超总主编 7-80194-05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杨绍洲等主编 7-80194-05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肩周炎 李平华主编 7-80194-06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学临床实习手册 张玉兰主编 7-80194-06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影像技术分册 燕树林主编 7-80194-06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烧伤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80194-06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2卷,神经系统临床电生理学(上) 王新德总主编 7-80194-06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精神疾病护理学 蔡红霞，王晓慧主编 7-80194-06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实验指导 王同曾主编 7-80194-06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立体定向放疗与介入治疗 李玉主编 7-80194-07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学临床实习手册 姜维广主编 7-80194-07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引导微波凝固治疗肝癌 梁萍，董宝玮主编 7-80194-07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美容医学分册 高景恒，彭庆星分册主编 7-80194-07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核医学分册 7-80194-07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专业综合应试题精解丛书,儿科学 黄正明等总主编 7-80194-07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呵护宝宝365妙计:做好宝宝的家庭医生 主编 张少丹, 尹娜 7-80194-08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科危重症监测治疗学 尤荣开主编 7-80194-08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的诊断与治疗 薛耀明，沈洁主编 7-80194-08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神经外科学:诊断分析与治疗要领 杨国瑞主编 7-80194-08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经络穴位图解 靳士英等编著 7-80194-09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心血管病显像诊断学 纪承寅，姚勇主编 7-80194-09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心脏起搏技术 耿仁义等主编 7-80194-10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脊柱外科学 杨述华主编 7-80194-10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心血管外科手术学 总主编 黎介寿, 吴孟超 7-80194-10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明明白白降血压 屈健, 曹志章编著 7-80194-10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胎儿畸形产前超声诊断学 李胜利主编 7-80194-108-X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疾患药物治疗手册 范清宇，唐农轩编著 7-80194-11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细菌内毒素基础与临床 蒋建新主编 7-80194-11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家庭营养师与百病食疗方 主编 范晓清 7-80194-11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踝足伤病诊治手册 唐农轩，范清宇主编 7-80194-11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学科研程序与方法 王宇明，朱长连主编 7-80194-11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生殖系统影像鉴别诊断指南 叶滨宾主编 7-80194-11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网址大全 罗书练主编 7-80194-12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事故防范200问 曹力，刘玉莹主编 7-80194-125-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胸腔积液诊疗学 李绍修主编 7-80194-12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如何阅读医学论文:使用及评估论文的指南 ( )Trisha Greenhalgh著 7-80194-12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管理学 主编 宋烽, 王建荣 7-80194-13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荧光探针技术 黄晓峰等主编 7-80194-13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面部疼痛治疗学 王保国，王拥军主编 7-80194-13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妇产科手术与技巧 史常旭主编 7-80194-142-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诊疗手册 乐杰主编 7-80194-14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应试指南 孔祥玉主编 7-80194-14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应试指南 孔祥玉主编 7-80194-14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机关工作人员保健手册 李会新，陶云萍主编 7-80194-14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医学论文写作 孟庆仁编著 7-80194-14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儿科学分册 吴希如主编 7-80194-15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家庭常见病自测自疗 主编 范晓清 7-80194-15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专科急危重症抢救护理预案 赵崇梅，胡文彬主编 7-80194-15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家庭健康生活300问 范晓清主编 7-80194-15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美国胃肠内镜外科医师学会手册:腹腔镜和胃
肠内镜基础与操作精要

(美)Carol E.H. Scott-Conner主编 7-80194-16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髋关节置换:置换技术和局部并发症 [瑞士]P. E. Ochsner编著 7-80194-16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告知与维权指南:知情同意权理论与实践 张宝珠，刘鑫主编 7-80194-16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小儿外科学分册 7-80194-16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消化内镜学分册 主编 于中麟 7-80194-16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计划生育学分册 吴明辉主编 7-80194-17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院文化管理 李泽平编著 7-80194-17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多动症 苏林雁主编 7-80194-17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复杂疑难病症诊治精粹 盛迅伦主编 7-80194-17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等医学教育学 苏博，刘鉴汶主编 7-80194-17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甲亢与甲状腺瘤的非手术治疗 卜子英编著 7-80194-18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英汉互译技巧与实践 罗磊编著 7-80194-18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综合科目题库 李亚洁主编 7-80194-18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病诊断新技术 庞保军，付春生主编 7-80194-187-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现代学习基础 汪华侨，初国良主编 7-80194-18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心血管药物与临床 杨新春，李延辉主编 7-80194-18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础医学与临床相关问题 李林，张宇辉主编 7-80194-19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围血管病临床治疗 李令根，赵钢主编 7-80194-19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医学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 胡良平主编 7-80194-19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学 雷新强, 刘道清主编 7-80194-19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 阚全程，乔海灵主编 7-80194-19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心理与精神病学 吕路线，李克勤主编 7-80194-20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伦理学与卫生法学 李中琳主编 7-80194-20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预防医学 崔留欣，刘国华主编 7-80194-20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医学 李树林, 刘保池, 李莉主编 7-80194-20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学概论 吴金良，田庆丰主编 7-80194-20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诊断学与常用护理技术 张庆宪等主编 7-80194-20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因病理学 董子明等主编 7-80194-20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正常人体学 张钦宪等主编 7-80194-20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生殖免疫与内分泌学 罗颂平，梁国珍主编 7-80194-21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鉴别诊断学 茅志成主编 7-80194-22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家庭心理健康小顾问 主编 范晓清 7-80194-22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袖珍胃肠病中西药物手册 张成元，张振熙主编 7-80194-22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事故及纠纷的防范:写给基层医务人员 张天文编著 7-80194-23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学 黄玮等主编 7-80194-23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美容大全 张湖德，马烈光主编 7-80194-23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膜透析手册 汪涛编著 7-80194-23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诊疗手册 廖前德主编 7-80194-237-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学:复习指南和题集 魏克伦，闻德亮主编 7-80194-23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古今糖尿病医论医案选 高彦彬主编 7-80194-24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体检与保健 徐世全等主编 7-80194-24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症急治手册 李秀美，曾岚主编 7-80194-24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学应试3000题 李全德，孙玉荣主编 7-80194-24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垂体瘤 惠国桢主编 7-80194-25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学:复习指南和题集 刘彩霞，刘岿然主编 7-80194-25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腹部综合影像诊断学,肝脏分册 叶慧义等主编 7-80194-25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学 乔玉环等主编 7-80194-25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健康咨询——高血压百问解答 杨文主编 7-80194-25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础护理临床问答 肖爱军主编 7-80194-25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家庭有氧运动指南 主编 范晓清 7-80194-26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分子细胞生物学 陈意生，史景泉主编 7-80194-26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外科与癫癇 孙涛主编 7-80194-26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学 王淑梅等主编 7-80194-27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微生物学、寄生虫学及免疫学实验教程 刘伯阳主编 7-80194-27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治疗指南和建议 高润霖[等]主编 7-80194-27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麻醉治疗手册 郭曲练，程智刚主编 7-80194-28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颈肩腰腿痛诊断与治疗学 张伯勋，王岩主编 7-80194-28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食管外科学 李辉主编 7-80194-285-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诊断学基本技能训练 冯连文等主编 7-80194-28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颅脑综合征的CT、MRI诊断 周辅昔主编 7-80194-28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药生物工程进展 陈惠鹏主编 7-80194-29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农药中毒防治 黄伯俊, 黄毓麟编著 7-80194-29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肿瘤学 蔡郑东，纪方主编 7-80194-29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习医师药物手册 孝建华主编 7-80194-29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习医师内科手册 吴同果主编 7-80194-29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习医师医学检验手册 周丽主编 7-80194-29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麻醉科药物速查手册 李金宝，邓小明主编 7-80194-299-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家庭足浴 主编 胡献国 7-80194-30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综合征诊断治疗学 刘赛欧主编 7-80194-30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复习指南和题集 徐长庆主编 7-80194-30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家庭美容师和养颜食疗药膳 主编 范晓清 7-80194-30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习医师外科手册 鲁玉来主编 7-80194-30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88种时尚保健食物 主编 崔洪斌 7-80194-30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健康咨询,冠心病百问解答 王浩, 杨文主编 7-80194-31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给药系统的理论和实践
[德]Rainer H.Muller，[德]Gesine E 

Hildebrand著
7-80194-31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风湿免疫科诊疗手册 付海香主编 7-80194-31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骨科内置物及实用技术 宁志杰等主编 7-80194-31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习医师影像诊断手册 刘林祥主编 7-80194-318-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册 7-80194-32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感染免疫与优生优育 武延隽主编 7-80194-32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免疫组织化学与肿瘤病理诊断 罗静等主编 7-80194-32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学习指导 席焕久主编 7-80194-32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免疫组织化学新编 纪小龙主编 7-80194-32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血管外科与血管介入治疗学 汪忠镐等主编 7-80194-33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学体液学检验与临床释疑 丛玉隆主编 7-80194-33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新理论新技术 沈卫峰主编 7-80194-33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手外科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7-80194-33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营养组方 陈仁惇主编 7-80194-34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危重病急症与多脏器功能障碍:高原与平原 张世范，吴天一主编 7-80194-34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听觉生理学 高文元等主编 7-80194-35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冻伤诊疗图谱 赵振波，孙景海主编 7-80194-35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国产新药手册 孙定人，贡联兵主编 7-80194-35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现代治疗 侯应龙，卢才义主编 7-80194-35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多导睡眠图学技术与理论 童茂荣等编著 7-80194-36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颈肿瘤外科手术术式与技巧 伍国号主编 7-80194-36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前庭康复:前庭系统疾病诊断与治疗 (美)Susan J.Herdman原著 7-80194-36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颈椎外科学 刘景发，尹庆水主编 7-80194-36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髋臼骨折 毛宾尧主编 7-80194-36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介入血管内治疗学 李宝民主编 7-80194-37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肺部真菌病学 赵蓓蕾等主编 7-80194-37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湿疹的诊断与治疗 欧阳恒等编著 7-80194-37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性激素平衡紊乱与疾病 吴赛珠主编 7-80194-38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口腔科技术新编 王忠义等主编 7-80194-383-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强直性脊柱炎的诊断和治疗 叶应陵，崔仲礼编著 7-80194-38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生殖系疾病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学 陈卫国主编 7-80194-38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疾病护理与康复指导 王新主编 7-80194-39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当代健康护理精要 王春生，曾熙媛主编 7-80194-39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习医师心电图手册 张允恭主编 7-80194-39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诊疗手册 张阳德主编 7-80194-39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歌诀 董明强编著 7-80194-39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红斑狼疮病学 蒋季杰主编 7-80194-39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水针疗法治百病 苗彦霞等编著 7-80194-40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理医生手册 主编 张理义 ... [等] 7-80194-41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医疗保健必备 黄翠瑶，刘泽，刘坚主编 7-80194-41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食管反流病 魏良洲主编 7-80194-41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门诊外科学 蒋耀光主编 7-80194-41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特殊药品手册 张友干主编 7-80194-41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视野检查与解释 钟一声，叶纹主编 7-80194-41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锁骨外科学 侯春林等著 7-80194-41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理学试题 黄正明，杨新波主编 7-80194-41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房警示录:医患沟通案例评析 姜学林主编 7-80194-42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实用超声诊断学 董凤群，赵真主编 7-80194-42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系统影像鉴别诊断指南 李松柏，吴振华主编 7-80194-42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农药毒理学 黄伯俊，黄毓麟编著 7-80194-42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简明中成药手册 戴德银，何恩福主编 7-80194-433-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胰岛素泵治疗糖尿病 马学毅著 7-80194-43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胰岛素泵治疗糖尿病 马学毅著 7-80194-43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胰岛素泵治疗糖尿病 马学毅著 7-80194-43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健康咨询——高脂血症百问解答 杨文主编 7-80194-43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健康咨询——心律失常百问解答 杨文主编 7-80194-43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中医歌赋 欧良杰，欧志科编著 7-80194-43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 胡大一[等]主编 7-80194-44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疑难病症治验录 彭述宪著 7-80194-447-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扫描电镜图谱 孙建和[等]主编 7-80194-45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仪表与风采 迟凤玉, 蔡宝英主编 7-80194-45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外科诊疗手册 张阳德，黄志强，( )David L.主编 7-80194-46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听诊 刘文秀编著 7-80194-46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性病诊疗手册:彩图版 刘巧主编 7-80194-47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脏病临床与进展 郑法雷等主编 7-80194-47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儿科诊断学 王茂贵，王宝西主编 7-80194-47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院整体医疗管理 王庆林等主编 7-80194-47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物疗效增强学 朱继先，朱云河，秦云凤主编 7-80194-48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验光与配镜必读 肖国士，肖坚主编 7-80194-48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小儿外科手术学 黎介寿, 吴孟超总主编 7-80194-48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真菌毒素与人体健康 李群伟主编 7-80194-49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十二指肠疾病外科治疗 韩少良，张启瑜主编 7-80194-50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缩略语速查手册:英汉汉英 郭秀婷，宁志杰主编 7-80194-50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深度创面修复整形手术图谱 沈祖尧编著 7-80194-50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明明白白治肿瘤 主编 程铁 7-80194-51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中毒防与治 黄韶清主编 7-80194-51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学名词速查手册 唐农轩, 范清宇编著 7-80194-51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理学——复习指南和题集 梁强，汤浩主编 7-80194-52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康复护理学 宁宁主编 7-80194-54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心血管外科监护手册 刘喜梅，魏新主编 7-80194-545-X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超声诊断基础与临床 任卫东，唐力主编 7-80194-54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固定义齿修复学精要 ( )Herbert T.Shillingburg等编著 7-80194-55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动脉内膜切除 周定标编著 7-80194-56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师临床医嘱速查 主编 万力生, 杨卓欣 7-80194-56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理疗技术手册 郭新娜, 汪玉萍主编 7-80194-56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根管外科临床图谱
[美]Ralph Bellizzi，[美]Robert 

Loushine编著
7-80194-57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用果蔬防治白血病 主编 黄衍强, 谢英彪 7-80194-57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胸部CT与MRI诊断学 蔡祖龙，高元桂主编 7-80194-57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麻原理及研究新进展 主编 曹云飞, 俞卫锋, 王士雷 7-80194-57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实验指导 王清勇，冯世俊，刘作屏主编 7-80194-61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烧伤并发症处理学 杨晓东，李文军主编 7-80194-62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源性疾病诊治手册 吴笑春主编 7-80194-64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麻醉手册 主编 孙增勤 7-80194-66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癌前病变与肿瘤细胞快速染色图谱 殷学军，殷路主编 7-80194-66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酶免疫测定技术 李金明编著 7-80194-67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减肥·降压·降糖·降脂…:代谢综合征的营
养治疗

于康编著 7-80194-68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血细胞分析技术与临床 丛玉隆，乐家新主编 7-80194-69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代谢综合征病因探索与临床实践 祝之明主编 7-80194-70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师手册 主编 崔天国 7-80194-70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牙体修复学新进展.第一卷,现代临床操作
Jean-Francois Roulet，Nairn HF 

Wilson，Massimo Fuzzi编著
7-80194-71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把握健康 远离“三高”:防治高血压、高血
脂和高血糖

华琦, 陈海翎编著 7-80194-72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口义齿原理与实践:塑造心中的义齿形象 (日)Iwao Hayakawa著 7-80194-73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泌尿外科分册 主编 郭应禄 7-80194-73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结果临床解读 主编 胡成进, 张世国, 王金鹏 7-80194-741-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身超声诊断学 主编 富京山, 左文莉 7-80194-74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椎病的诊断与非手术治疗 张卫华主编 7-80194-75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检验学实用技术与新进展 府伟灵主编 7-80194-75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 张彬, 付春生主编 7-80194-76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神经外科学 主编 章翔 7-80194-772-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疗法律法规与实践 主编 张汝建, 肖爱芹 7-80194-77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软组织磁共振诊断学 韩月东编著 7-80194-79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激光血液辐照治疗手册 主编 朱平 7-80194-80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误诊病理图谱 纪小龙主编 7-80194-80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主诉鉴别诊断手册,妇产科 主编 胡秀媛 7-80194-81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主诉鉴别诊断手册,神经科 主编 马登宏 7-80194-81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主诉鉴别诊断手册,内科 主编 王信琪, 王可道, 张玉山 7-80194-81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主诉鉴别诊断手册,外科 主编 刘生光 7-80194-81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诊断报告书写技巧 吴振华，郭启勇主编 7-80194-81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科用钛理论和技术 郭天文主编 7-80194-82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优化生活习惯减肥法 陈仁惇主编 7-80194-82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鉴别诊断与治疗学 卢尔滨主编 7-80194-82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危重症护理专业规范化培训教程 刘淑媛，陈永强主编 7-80194-83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临床备忘录 华琦, 张建主编 7-80194-83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踝关节外科学 毛宾尧主编 7-80194-86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肛肠疾病诊断与治疗 景湘川, 荣新奇主编 7-80194-87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门诊技术手册 苑继承，许凤琴主编 7-80194-88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病名医秘验绝技 梁亚奇，苏维霞主编 7-80194-884-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不孕症名医秘验绝技 李小晨，陈平主编 7-80194-88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围手术期超声图谱 唐红编著 7-80194-88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机临床应用问答 主编 李庆华, 肖建军 7-80194-90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镜室的现代管理及预防并发症 主编 于中麟 7-80194-917-X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理学基础 主编 纪小龙 7-80194-93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与治疗 刘喜德, 万力生主编 7-80194-93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科临床备忘录 姚尔固, 林凤茹主编 7-80194-93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军人心理健康 主编 武小梅 7-80194-94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浆膜腔积液细胞病理学诊断 马博文编著 7-80194-94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放射肿瘤学分册 主编 殷蔚伯 7-80194-94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月经病名医秘验绝技 梁亚奇，苏维霞主编 7-80194-95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炎名医秘验绝技 秦玮林，陈平主编 7-80194-95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外科速查 主编 付宜鸣 7-80194-96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用医疗护理公文写作 杨海新，郝伟伟主编 7-80194-97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鼻科学基础与临床 董震, 王荣光主编 7-80194-98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口腔局部麻醉学:中英文对照 ( ) John G. Meechan编著 7-80194-982-X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根管治疗学:中英文对照 编著 John M Whitworth 7-80194-98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可摘局部除义齿:中英文对照 编者 ( ) Nicholas J A Jepson 7-80194-98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美容实用诊断学 侯在恩, 吴月兰主编 7-80194-99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实验动物外科技术 主编 江朝光 7-80194-99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感染免疫实验诊断与分析 李艳，张平安，邵华主编 7-80194-996-X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细菌感染实验诊断与分析 彭少华，李艳，李从荣主编 7-80194-99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公共行政学 毛寿龙主编 7-80195-003-8 九州出版社

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 (美) 霍克等著 7-80195-006-2 九州出版社

魔王爸爸的16封信 风聆(Icecream)著 7-80195-009-7 九州出版社

实习医师手记:五十四个生命遭遇难题的故事 王溢嘉著 7-80195-021-6 九州出版社

女人的资本.四,要这样, 吸引别人, 愉快自
己

李占士主编 7-80195-030-5 九州出版社

登上男性健康快车:亚男人性商提高手册 王河等著 7-80195-051-8 九州出版社

幸福TM (加) 威尔·弗格森 (Will Ferguson) 著 7-80195-069-0 九州出版社

策划:新成立公司和快速发展公司的成功企划
方法

(美) 艾尔顿·夏恩二世 (Elton B. 
Sherwin) 著

7-80195-071-2 九州出版社

领导用人36计:管理者统御下属必备的谋略 宋学军编著 7-80195-075-5 九州出版社

燕奔 张宝刚著 7-80195-090-9 九州出版社

狂爱赛车狂爱F1:中国最精彩的F1读本 许仙著 7-80195-112-3 九州出版社

情爱密码:如何选择最理想的伴侣 (美) 史蒂文·萨克 (Steven Sacks) 著 7-80195-130-1 九州出版社

古今格言的另类解说:做人做事新指针 文泉杰, 郑国明著 7-80195-142-5 九州出版社

你绝对不能失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训诫
(美) 弗雷德里克·帕夏 (Frederick 

Pasha), 谭晓珊著
7-80195-152-2 九州出版社

把最胖的扔出去 自由小猪编著 7-80195-164-6 九州出版社

斗大黄金印:文明与财富的阶梯之旅 黄铁鹰著 7-80195-188-3 九州出版社

网恋物语 南南编 7-80195-195-6 九州出版社

暗恋物语 爱东吴编 7-80195-196-4 九洲出版社

把工作落实到位:从正确决策到成功落实 霍德·J, 迟双明编著 7-80195-209-X 九州出版社

走近洪昭光:著名专家透析中国人生问题 杨晓升主编 7-80195-235-9 九州出版社

惹我你就死定了 (韩) 金贤正著 7-80195-263-4 九州出版社

天使之吻 (韩) 池秀贤著 7-80195-264-2 九州出版社



美丽生活:长篇情感小说 李虹著 7-80195-270-7 九州出版社

孕产妇婴幼儿保健按摩完全手册
(澳) 苏茜·娜娜亚卡拉 (Susie 

Nanayakkara), (澳) 露玛·特纳 (Roma 
Turner) 著

7-80195-272-3 九州出版社

惹我你就死定了.2 (韩) 金贤正著 7-80195-285-5 九州出版社

惹我你就死定了.3 (韩) 金贤正著 7-80195-292-8 九州出版社

迷恋 (韩) 金贤正著 7-80195-297-9 九州出版社

迷恋.2 (韩) 金贤正著 7-80195-302-9 九州出版社

迷恋:终结版 (韩) 金贤正著 7-80195-306-1 九州出版社

B型血男友 (韩) 李惠静著 7-80195-307-X 九州出版社

校园·江湖 (韩) 金尚美著 7-80195-309-6 九州出版社

死守初恋的问题男孩 (韩) 金智慧著 7-80195-310-X 九洲出版社

连战与宋楚瑜 刘方志著 7-80195-330-4 九州出版社

如鱼得水:职场成功第一书 崔慈芬著 7-80197-010-1 企业管理出版社

宋词地图:跟着宋词去旅行 姚颖, 彭程著 7-80197-013-6 企业管理出版社

创意智慧
(美) 史蒂夫·里夫金 (Steve Rivkin), 

(美) 弗雷泽·赛特尔 (Fraser Seitel) 著
7-80197-015-2 企业管理出版社

财富女性:美国100位著名女企业家和成功职
业女性访谈录

(美) 多萝西·佩林·穆尔 (Dorothy Perrin 
Moore) 著

7-80197-018-7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商道 陈莞著 7-80197-020-9 企业管理出版社

边走边爱:为了爱一生要去的20个地方 张狂著 7-80197-023-3 企业管理出版社

查账手册 白正军编著 7-80197-025-X 企业管理出版社

塞外地图:在旅行中感受弯弓大雕的雄阔 姚颖, 彭程著 7-80197-030-6 企业管理出版社

大话西游团队:打造高绩效团队的奥秘 谭晓珊著 7-80197-037-3 企业管理出版社

原来如此 赵永进编著 7-80197-053-5 企业管理出版社

永续经营:突破成长中的战略转折点 曹光荣著 7-80197-057-8 企业管理出版社

穷业务 富业务:从优秀到卓越的富业务销售
模式

杨金翰著 7-80197-065-9 企业管理出版社

企业生死书 余明和著 7-80197-068-3 企业管理出版社

思考帽:平行思维应用技巧 (英) 爱德华·德·波诺 (Edward de Bono) 
著

7-80197-078-0 企业管理出版社

以能级为中心的人力资源管理:政府部门及非
营利组织的企业化人力资源管理

苏建新, 李海编著 7-80197-085-3 企业管理出版社

骆驼的兔子化生存:医治“大企业病”的八剂
良药

黄朝椿, 蒋仁开编著 7-80197-096-9 企业管理出版社

我的位置在最高处:首富级企业家给年轻人的
55个忠告

(美) 安德鲁·卡内基著 7-80197-104-3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世界500强数字法则:22条企业和管理者不可
破的数字天规

张俊海编著 7-80197-114-0 企业管理出版社

搜索革命 彭鹏, 梁春晓编著 7-80197-120-5 企业管理出版社

寓言中的经营智慧 禾田编著 7-80197-146-9 企业管理出版社

成长力:企业持续赢利的10大策略 (美) 约翰·拉塞尔著 7-80197-147-7 企业管理出版社

市场三诀:企业市场高效运作必备手册 主编 沃迪市场研究中心 7-80197-152-3 企业管理出版社

生存:6500万年前人类和动物的对话 王义昌编著 7-80197-156-6 企业管理出版社

星巴克攻略:全球第一咖啡连锁店的行业创新
与体验营销

陈广著 7-80197-168-X 企业管理出版社

社会保障:理论、工具、制度、操作 王元月, 游桂云, 李然编著 7-80197-171-X 企业管理出版社

健力宝沉浮 丁秀洪, 林佑刚著 7-80197-209-0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为什么卓越公司需要MBA:精英团队让公司从A
到A+

唐培根主编 7-80197-234-1 企业管理出版社

如何激活经销渠道 熊超群著 7-80197-241-4 企业管理出版社

如何做好区域经理 熊超群著 7-80197-242-2 企业管理出版社

如何挤占市场份额 熊超群著 7-80197-243-0 企业管理出版社

智慧茶坊 曹浩编著 7-80197-245-7 企业管理出版社

突出重围:告诉你投资成功的秘密 李虹著 7-80197-247-3 企业管理出版社

连声喝彩:告诉你营销成功的秘密 李虹著 7-80197-248-1 企业管理出版社

持续成功:告诉你企业成长的秘密 李虹著 7-80197-249-X 企业管理出版社

品牌制胜:告诉你品牌成功的秘密 李虹著 7-80197-250-3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丰田商学院:精细化管理的68个细节 杨涓子编著 7-80197-253-8 企业管理出版社

高技能人才开发探索与实践 毕结礼主编 7-80197-273-2 企业管理出版社

夺冠:不做第二只做第一的竞争方法 (美) 丹尼斯·康奈著 7-80197-274-0 企业管理出版社

石油效应:全球石油危机的背后 浩君编著 7-80197-291-0 企业管理出版社

推销员定律:指导个人成功与组织成长的完美
手册

张宇浩编著 7-80197-299-6 企业管理出版社

十大趣味管理 稻香编著 7-80197-319-4 企业管理出版社

端口:创业起步的29个问题 赵延忱著 7-80197-321-6 企业管理出版社

绝对胜利:告诉你竞争制胜的秘密 李虹[著] 7-80197-323-2 企业管理出版社

反败为胜:告诉你市场发展的秘密 李虹著 7-80197-325-9 企业管理出版社

怎样成为好上司:树立个人权威的20个智慧 云牧心编著 7-80197-361-5 企业管理出版社

宪法知识学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80199-000-5 中共党史出版社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学
习辅导

本书编写组[编] 7-80199-009-9 中共党史出版社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写 7-80199-036-6 中共党史出版社

新时期共产党员党性修养 周善红，侯海滨主编 7-80199-087-0 中共党史出版社

执政新中国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市老干部局
[编]

7-80199-142-7 中共党史出版社

走进怀仁堂.上卷 董保存著 7-80199-145-1 中共党史出版社

走进怀仁堂.下卷 董保存著 7-80199-145-1 中共党史出版社

二战三恶魔:希特勒 墨索里尼 东条英机 杨国学编著 7-80199-264-4 中共党史出版社

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论文集 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论坛组委会编 7-80199-303-9 中共党史出版社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十一
五”规划建议学习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7-80199-324-1 中共党史出版社

学习党章 遵守党章 贯彻党章 维护党章学习
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7-80199-404-3 中共党史出版社

学习党章 遵守党章 贯彻党章 维护党章学习
参考

本书选编组编 7-80199-407-8 中共党史出版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参考 本书选编组[编] 7-80199-408-6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参考 本书选编组编 7-80199-442-6 中共党史出版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解析 本书编写组编 7-80199-579-1 中共党史出版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习参考 本书编选组[编] 7-80199-580-5 中共党史出版社

奥世迷踪 腊八著 7-80201-314-3 中国和平出版社

神魔蚩尤 草玄著 7-80201-314-3 中国和平出版社

紫曈 云水间著 7-80201-314-3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10卷,艺术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11卷,建筑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12卷,考古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13卷,失落的文明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14卷,文化与自然遗产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15卷,文化与自然遗产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16卷,世界之最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1卷,历史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2卷,历史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3卷,地理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4卷,名人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5卷,科学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6卷,文明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7卷,文明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8卷,文学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话说世界.第9卷,文学 翟文明主编 7-80201-373-9 中国和平出版社

现代人性爱与保健 石四维编著 7-80202-012-3 中国人口出版社

婴幼儿特殊营养食谱 编著 张凡 7-80202-042-5 中国人口出版社

父母最关心的100个养护问题 张凡编著 7-80202-052-2 中国人口出版社

孕产期均衡营养 编著 杨静 7-80202-074-3 中国人口出版社

产后饮食调养 杨静编著 7-80202-076-X 中国人口出版社

产前产后宜与忌 编著 朱令轩 7-80202-094-8 中国人口出版社

新编性病防治手册 编著 陈武山 7-80202-096-4 中国人口出版社

实用偏方秘方大全 郭新嵩编写 7-80202-100-6 中国人口出版社

家庭医疗宝典 陈达编写 7-80202-100-6 中国人口出版社

秘传中华药膳宝典 陈根方编写 7-80202-100-6 中国人口出版社

防病治病养生2000例 覃群编著 7-80202-123-5 中国人口出版社

蜜月生活手册 夏正锋主编 7-80202-196-0 中国人口出版社

与中老年朋友说性 张枫主编 7-80202-344-0 中国人口出版社

要读书也要美丽:减肥妙招大公开 (日) 田中荣, 竹田美雪编著 7-80203-000-5 中国妇女出版社

和多余的“肉肉”过招:饮食·运动减肥法 (日) 小田真规子编著 7-80203-001-3 中国妇女出版社

成为轰动大美女的第1步:从头到脚·让你漂
亮一身

(日) 小田真规子编著 7-80203-002-1 中国妇女出版社

怦然心动:名家经典情爱散文选粹 高全军, 吴绍猛等选编 7-80203-036-6 中国妇女出版社

改变就在瞬间:父母和孩子共同成功的法则 傅中国著 7-80203-047-1 中国妇女出版社

每个女人都是护士: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

(英)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 (Florence 
Nightingale) 著

7-80203-050-1 中国妇女出版社

青少年成功方略:成功面对人生的38项必备素
质

孟宪明, 李晓丽编著 7-80203-058-7 中国妇女出版社

爸爸妈妈育儿难题100问:茅教授答疑 茅于燕著 7-80203-064-1 中国妇女出版社

邓肯自传:人类史上最迷人的女性回忆录 (美) 伊莎多拉·邓肯 (Isadora Duncan) 著 7-80203-069-2 中国妇女出版社

养颜瘦身蔬果汁 林恒君著 7-80203-075-7 中国妇女出版社

宝宝营养100问 张徐编著 7-80203-084-6 中国妇女出版社

宝宝培育100分 张徐编著 7-80203-087-0 中国妇女出版社

宝宝护理100分 张徐编著 7-80203-088-9 中国妇女出版社

宝宝哺育100分 张徐编著 7-80203-089-7 中国妇女出版社

蒋经国与章亚若 向旻著 7-80203-093-5 中国妇女出版社

教我如何不想她:中国现代名家爱情诗文精选 李正西评选 7-80203-094-3 中国妇女出版社

机关职业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编

7-80203-096-X 中国妇女出版社



青春期的半岛铁盒,水星女孩卷 风信子著 7-80203-098-6 中国妇女出版社

黑米的动物园 黑米绘著 7-80203-114-1 中国妇女出版社

敬业者生存:流传欧美的36个激动人心的敬业
故事

艾米著 7-80203-123-0 中国妇女出版社

我和我的阎肃爸爸 雨哥著 7-80203-133-8 中国妇女出版社

沙仙活地魔 (英) 伊迪丝·内斯比特 (Edith Nesbit) 著 7-80203-148-6 中国妇女出版社

女人时尚书:美丽身心的六种优雅体验 作者 瑞芙女社 7-80203-158-3 中国妇女出版社

浪花集.上 阎充英著 780204.362 长征出版社

浪花集.下 阎充英著 780204.362 长征出版社

纯真碎片 冷情著 7-80204-011-6 长征出版社

血染的记忆 孙汝春著 7-80204-098-1 长征出版社

疯狂意甲 张吉龙, 付华[著] 7-80206-010-9 光明日报出版社

“暖昧”的邻居 余杰编 7-80206-011-7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红色旅游速查手册 中国红色旅游网编 7-80206-064-8 光明日报出版社

我给超女当评委 黑楠著 7-80206-143-1 光明日报出版社

防控禽流感 赵敏, 张天慧编著 7-80206-171-7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人耕耘太空:神舟六号工程纪实 金振蓉, 朱庆执行主编 7-80206-184-9 光明日报出版社

申五的店 朴圭石著 7-80207-117-8 经济管理出版社

做我生命中的第一:成功心理学 林伟贤, (美) 丹尼斯·魏特利著 7-80207-536-X 经济管理出版社

逃离外企 俞雷著 7-80207-578-5 经济管理出版社

自驱力:唤醒员工心中的巨人 刘力嘉著 7-80207-581-5 经济管理出版社

把职业当事业 王俊杰著 7-80207-583-1 经济管理出版社

协同力:让企业生命体组织常绿 翟耘锋著 7-80207-653-6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严厉的月亮.上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严厉的月亮.下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从地球到月球环月飞行.上 (法) 儒勒·凡尔纳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从地球到月球环月飞行.下 (法) 儒勒·凡尔纳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八十天环绕地球 (法) 儒勒·凡尔纳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复活的神经思维 (德) 卡尔·格隆涅等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太阳帆宇宙比赛 (英) 阿瑟·克拉克等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安德的影子.上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安德的影子.下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安德的游戏.上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安德的游戏.下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战争学徒.上 (美) 洛伊斯·比约德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战争学徒.下 (美) 洛伊斯·比约德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所罗门王的智慧 (美) 马丁·加德纳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斯芬克斯之谜 (美) 马丁·加德纳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星丛 (加) 罗伯特·J·索耶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月亮孩子 (美) 杰克·威廉森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机器岛.上 (法) 儒勒·凡尔纳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机器岛.下 (法) 儒勒·凡尔纳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来自太空的报告 姚海军编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死者代言人.上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死者代言人.下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气球上的五星期 (法) 儒勒·凡尔纳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神秘的小行星 闻渊, 贺年编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贵族们的游戏.上 (美) 洛伊斯·比约德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贵族们的游戏.下 (美) 洛伊斯·比约德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超级计算机的控诉 (俄罗斯) 谢尔盖·沙罗夫等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雄星球上的交际花 (日) 星新一等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飞行路线.上 (美) 肯·沃顿等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飞行路线.下 (美) 肯·沃顿等著 7-80208-00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干部健康手册:疾病预防与健康自测 中华医学会编 7-80208-115-7 人民日报出版社

村官牛文祥 孟宪良著 7-80208-241-2 人民日报出版社

湖畔楼痴话 薛文莆著 7-80208-280-3 人民日报出版社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认真学
习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书编写组[编] 7-80208-298-6 人民日报出版社

任长霞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向秀丽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孔繁森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安珂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宋鱼水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张云泉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张海迪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张秉贵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时传祥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李四光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李素丽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林巧稚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栾茀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欧阳海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焦裕禄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牛玉儒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王进喜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罗健夫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罗盛教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蒋筑英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赵尔春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邱少云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雷锋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雷雨顺的故事 主编 石磊 7-80208-438-5 人民日报出版社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与标准汇编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编 7-80209-062-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影响评价案例分析:2005年版.上册 邢文利主编 7-80209-063-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影响评价案例分析:2005年版.下册 邢文利主编 7-80209-063-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现代环境监测技术 吴邦灿，费龙编著 7-80209-124-1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窒息的繁荣:论现代经济发展和地球温暖化 (日)出云谕明著 7-80209-208-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室内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史德，苏广和编著 7-80209-213-2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环境污染与健康”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工程院环境委员会编 7-80209-220-5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轻松跳过洞穴:提升中国企业创新思维的10个
关键点

主编 中世 7-80210-034-8 西苑出版社

天塌下来谁顶着:一分钟团队管理故事 主编 中世 7-80210-035-6 西苑出版社

绅士与淑女:展示礼貌与教养的礼仪手册 (美) 戴西·艾布赖特著 7-80210-037-2 西苑出版社

嗷嗷郁闷:一个平凡女孩在侏罗纪的喜怒哀乐 香北著 7-80210-087-9 西苑出版社

打工，还是创业 (韩) 金义庆著 7-80211-096-3 中央编译出版社

学海拾零 梁涛著 7-80211-250-8 中央编译出版社

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 (美)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著 7-80211-310-5 中央编译出版社

九种人格的品位 沈文卓编著 7-80213-003-4 海潮出版社

三十而富:30岁前速成百万富翁 李佳东编著 7-80213-007-7 海潮出版社



重塑自我:为了成功而改变 余会军编著 7-80213-024-7 海潮出版社

谁看谁赢:创造企业(个人)奇迹的10堂培训课 杨光编著 7-80213-027-1 海潮出版社

影响女人一生的69个哲理 亦娴编著 7-80213-031-X 海潮出版社

正儿八经的生活:人生修身养性的最佳读本 姜越著 7-80213-032-8 海潮出版社

晋商的智慧 陈凯元著 7-80213-035-2 海潮出版社

节约总动员:帮国家节能 为自己省钱 刘荣奇, 杨振新主编 7-80213-043-3 海潮出版社

大长今食疗宝典 朴春善编著 7-80213-053-0 海潮出版社

如何用80美元周游世界:助你实现人生梦想的
6个闪亮信念

高妍编著 7-80213-079-4 海潮出版社

永恒的伊甸园:正说古代巴比伦文明 白献竞, 高晶编著 7-80213-082-4 海潮出版社

独一无二:快速提升个人竞争优势的成功法则 杨滨编著 7-80213-115-4 海潮出版社

今生要为最爱的人做的66件事:那些爱情里的
温暖瞬间

梅子编著 7-80213-120-0 海潮出版社

心想事成法则:用潜意识和积极心态去成功的
70个智慧

云和天编著 7-80213-159-6 海潮出版社

关心自己, 从抗衰老开始 朴春善编著 7-80213-162-6 海潮出版社

关爱自己, 从排毒开始 朴春善编著 7-80213-163-4 海潮出版社

关注自己, 从瘦身开始 朴春善编著 7-80213-164-2 海潮出版社

食品安全监管法规手册.上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编
著

7-80215-097-3 中国工商出版社

食品安全监管法规手册.下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编
著

7-80215-097-3 中国工商出版社

永葆先进性:胡锦涛“七一”讲话学习辅导 本书编写组 [编写] 7-80216-135-5 中国方正出版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热点面对面 本书编写组 [编写] 7-80216-158-4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新旧条文对照与释解 主编 何永坚 7-80219-085-1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法国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编著 7-80219-110-6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荷兰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编著 7-80219-113-0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葡萄牙 西班牙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编著 7-80219-116-5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你早该知道的10件事 子灏编著 7-80222-001-7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经三事长一智 傅之编著 7-80222-013-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心理健康自测自疗 范晓清, 于俊燕, 李欣编著 7-80222-026-2 中国华侨出版社

阴性之痛:对话女性的身体与情爱 匡文立 ... [等] 著 7-80222-109-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影响女人魅力的31个细节 伊斐著 7-80223-021-7 中国三峡出版社

感谢仇人 若木著 7-80223-174-4 中国三峡出版社

我是谁的灰姑娘 梅子著 7-80225-180-X 新星出版社



祸水女人 梅子著 7-80225-180-X 新星出版社

请别这样爱我 梅子著 7-80225-180-X 新星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释义 主编 任大鹏 7-80226-048-5 中国法制出版社

应急管理工作手册,公共卫生事件类 7-80226-132-5 中国法制出版社

应急管理工作手册·公共卫生事件类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 7-80226-132-5 中国法制出版社

血薇:[绘画本] 沧月原著 7-80228-037-0 新世界出版社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王明珂著 780230043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金程修 著 780230222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和谐社会与系统范式 乌杰著 7-80230-235-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伤寒常变论 何毅编著 7-80231-00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许润三 张文康主编 7-80231-05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解读中医:中医理论关键问题十讲 刘时觉编著 7-80231-06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邵念方 佘靖主编 7-80231-07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 (汉) 张仲景述 7-80231-09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病条辨 (清) 吴瑭著 7-80231-10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灵枢经 刘更生校注 7-80231-10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 何永, 马君, 何敬华整理 7-80231-10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方论 (汉)张仲景述 7-80231-10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乾构 李乾构著 7-80231-10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陈景河 张文康主编 7-80231-13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长城 罗哲文著 7-80501-212-1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北海 白珍珍，李振西著 7-80501-253-9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京水名桥 段天顺, 王同祯著 7-80501-254-7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北京的四合院与胡同 翁立著 7-80501-260-1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北京植物园 张佐双，刁秀云著 7-80501-262-8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故宫 寒布著 7-80501-277-6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八达岭长城:[中英文本] 张民撰文 7-80501-281-4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北京大观园:[中英文本] 周颖撰文 7-80501-281-4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雍和宫:[中英文本] 黄春和撰文 7-80501-281-4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颐和园:[中英文本] 翟小菊撰文 7-80501-281-4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猫债 吴藕汀著 7-80501-297-0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北京自然博物馆 孙永华，王琼编写 7-80501-300-4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桎梏 宋洋等著 7-80501-318-7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毒瘤 (美)杰雷·奥斯特著 7-80505-161-5 花山文艺出版社

奇男怪女 毕然, 张鑫著 7-80505-185-2 花山文艺出版社

迷人的舞魂 (黎)乔治·易卜拉欣·胡里著 7-80505-260-3 花山文艺出版社

辣手观音.上册 楚狂客著 7-80505-444-4 花山文艺出版社d1990.12

辣手观音.下册 楚狂客著 7-80505-444-4 花山文艺出版社d1990.12

边城浪子.上 古 龙著 7-80505-813-X 花山文艺出版社

边城浪子.下 古 龙著 7-80505-813-X 花山文艺出版社

边城浪子.中 古 龙著 7-80505-813-X 花山文艺出版社

8·13阴谋 孝 廉,玉 恒著 7-80505-952-7 花山文艺出版社

甘珠尔庙喇嘛教史 孛•蒙赫达贵 编著 78050651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造就自己:人生成功的七大准则 (美) 汤姆·莫里斯著 7-80506-557-8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我的青春，我作主:中学生健康心理调试 艾华编著 7-80506-593-4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一声叹息 (法) 安娜·菲立浦[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 海明威[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信号员 (英) 狄更斯[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克兰比尔 (法) 法朗士[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外套 (俄) 果戈里[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梅斯默的想法 (德) 马·瓦尔泽[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泄露秘密的是谁 (德) 歌德[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法尼娜·法尼尼 (法) 司汤达[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狂欢节 (德) 霍普特曼[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穿裹尸衣的女人 (智利) 玛·路·邦巴尔[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红色小鬼 (意大利) 维尔加[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花园茶会 (英)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跳来跳去的女人 (俄) 契诃夫[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鄂榭府崩溃记 (美) 爱伦·坡[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鱼鳞帽·艳史 (塞尔维亚) 米洛拉德·帕维奇[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黄色箭头 (俄) 维·佩列文[著] 7-80506-913-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文史知识辞典 林焕文主编 7-80508-066-6 延边人民出版社

男性生理·心理·保健·咨询 张洪恩等主编 7-80508-801-2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校园散文诗选 丁 一,刘 阳选编 7-80510-795-4 学林出版社

里根家庭秘事 (美)戴维斯著 7-80511-005-0 上海文化出版社

性与爱的困惑 贺绍俊,潘凯雄著 7-80511-148-0 上海文化出版社



通向心理健康的7条路 (美)弗兰克丁·布鲁诺著 7-80511-228-2 上海文化出版社

扬州园林品赏录 朱江著 7-80511-238-X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世界幽默艺术博览 李林之，胡洪庆编 7-80511-408-0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中外装饰图案资料 瞿顺发编绘 7-80512-042-0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国外大学图书馆概述 朱祖培等编 7-80513-001-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疑难心律失常心电图:诊断与实例分析 陶清, 彦和昌编著 7-80513-08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颈椎病 赵定麟等编著 7-80513-111-2 上海科技出版社

化学计算 (日)岛原健三著 7-80513-212-7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整容术 王高松编著 7-80513-215-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麻醉学临床疑难解答
(美)姚繁盛(Yao,F),(美)小阿图西奥

(Artusio,J.F.Jr.)著
7-80513-221-6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中医肛肠病学 柏连松等编著 7-80513-240-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实用方剂 邵启惠等编著 7-80513-340-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英汉动物学辞典 陈兼善编 7-80513-359-X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职业性环境性皮肤病临床防治 王侠生主编 7-80513-374-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耳显微外科 王正敏编著 7-80513-413-8 上海科技出版社

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 吴光华主编 7-80513-448-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 吴光华主编 7-80513-448-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糖尿病饮食治疗及食品交换图 俞茂华编著 7-80513-479-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乳腺癌 沈镇宙主编 7-80513-669-6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统考阅读训练 王荣明编 7-80513-718-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肝脏病学进展’90 王宝恩主编 7-80513-729-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临床新药手册 陈秋潮编著 7-80513-785-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小儿麻痹后遗症手术治疗 刘广杰主编 7-80513-802-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女性青春期异常及治疗 程利南,徐晋勋编著 7-80513-840-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历代中医学术论语通解 施 杞,顾 丁主编 7-80513-850-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内镜临床应用进展 林庚金,吴云林主编 7-80513-853-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气血与长寿,人体衰老新解 颜德馨编著 7-80513-936-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骨伤外科解剖学 严振国主编 7-80513-995-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白血病 甘茨等著 7-80514-054-5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心血管病临床手册 (美)钟(Chung,E.K.)著 7-80514-198-3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抗癌中草药的临床效用 钱伯文著 7-80514-201-7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人体的潜力 姚伟民，张雪珍编译 7-80514-208-4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心脏病与其他系统疾病 (美)布朗沃尔德著 7-80514-257-2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骨缺血与坏死 (法)菲卡特,R.P.主编 7-80514-271-8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内科疑难危重病案选 颜和昌主编 7-80514-283-1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泌尿外科诊断学 缪中良编著 7-80514-413-3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性功能失常的临床处理 (美)梅厄(J.K.Meyer)等主编 7-80514-437-0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自然避孕法指导 戴齐章译 7-80514-473-7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妇科病的鉴别诊断与治疗 (美)波尔斯坦(Pauerstelin,C.J.)主编 7-80514-475-3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周易参同契》通析 潘启明著 7-80514-551-2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坎贝尔骨科手术大全.上册 ( )克伦肖(Crenshaw,A.H.)主编 7-80514-576-8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坎贝尔骨科手术大全.下册 ( )克伦肖(Crenshaw,A.H.)主编 7-80514-576-8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肿瘤外科学 (美)科普兰(Copeland Ⅲ,Edward M.)主编 7-80514-583-0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生殖医学 蒋学之等编译 7-80514-604-7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口腔小手术指导 黄培 等编著 7-80514-607-1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妊娠与遗传疾病
(美)舒尔曼(Schulman,Joseph D.),(美)辛

普森(Simpson Joe Leigh)著
7-80514-677-2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临床耳鼻喉科学
(英)马 兰(Maran,A.G.D.),(英)斯蒂尔

(Stell,P.M.)编著
7-80514-716-7 上海远东出版社

常见外科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 陶锦淳等主编 7-80514-764-7 上海远东出版社

爱经:外三种 (古罗马)奥维德(Pubius Ovidius Naso)著 7-80520-109-9 岳麓出版社

百家姓 周艺, 王彬点校 7-80520-175-7 岳麓书社

中国医学大成.(1) 曹炳章编纂 7-80520-219-2 岳麓书社

中国医学大成.(2) 曹炳章编纂 7-80520-219-2 岳麓书社

中国医学大成.(3) 曹炳章编纂 7-80520-219-2 岳麓书社

中国医学大成.(4) 曹炳章编纂 7-80520-219-2 岳麓书社

中国医学大成.(5) 曹炳章编纂 7-80520-219-2 岳麓书社

中国医学大成.(6) 曹炳章编纂 7-80520-219-2 岳麓书社

儿女英雄传 (清) 文康著 7-80520-912-X 岳麓书社

东北之旅 李鸿鹏编著 7-80521-229-5 广东旅游出版社

孙子兵法与现代人 李英豪著 7-80521-294-5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中医按摩入门 主编 庄礼兴 7-80521-564-2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中医病后调养 孔炳耀编著 7-80521-567-7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中老年胃肠保健 邢诒善编著 7-80521-569-3 广东旅游出版社

老年人疾病防治知识 黄文康主编 7-80521-818-8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中医幼儿保健 庄礼兴编著 7-80521-853-6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精神病治疗与护理 王方凌编著 7-80521-876-5 广东旅游出版社

癌症防治与诊断 王方凌编著 7-80521-879-X 广东旅游出版社

性病预防与治疗 王方凌编著 7-80521-881-1 广东旅游出版社

现代饭店经营思想与竞争战略:中外酒店管理
比较研究

邹统钎, 吴正平著 7-80521-912-5 广东旅游出版社

目击世界100年.1,[1900-1919] 成勇编著 7-80521-987-7 广东旅游出版社

目击世界100年.2,[1920-1935] 成勇编著 7-80521-987-7 广东旅游出版社

目击世界100年.3,[1936-1949] 成勇编著 7-80521-987-7 广东旅游出版社

目击世界100年.5,[1967-1983] 成勇编著 7-80521-987-7 广东旅游出版社

目击世界100年.6,[1984-2000] 成勇编著 7-80521-987-7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中国佛教名山 何裕德编著 7-80522-444-7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澳大利亚旅行图册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编制 7-80522-468-4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马来西亚旅游指南 罗斯静主编 7-80522-500-1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埃及旅游指南 罗斯静主编 7-80522-503-6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长江旅游图册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编 7-80522-514-1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香港特别行政区旅游图册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编制 7-80522-517-6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千里冰雪:东北风情 张向东撰文 7-80522-547-8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神奇峡谷——雅鲁藏布 张继民撰文摄影 7-80522-548-6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深圳时尚旅游:[中英文本] 7-80522-552-4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韩国旅游指南 罗斯静主编 7-80522-556-7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东南亚旅行图册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编] 7-80522-582-6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北京景区自助旅游图册 7-80522-594-X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珠江旅游图册:秀丽的珠江之旅 丹丹撰文 7-80522-596-6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名胜精华游,北京 行云帆, 荷月木子编著 7-80522-605-9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名胜精华游,西安 行云帆, 荷月木子编著 7-80522-606-7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名胜精华游,黄山 行云帆, 荷月木子编著 7-80522-607-5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名胜精华游,桂林 行云帆, 荷月木子编著 7-80522-608-3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天涯宝岛——海韵椰风 杨卫平撰文 7-80522-614-8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我的江南 费勇著 7-80522-618-0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走过彩云南 刘东平著 7-80522-630-X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日本 韩国旅行图册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编] 7-80522-659-8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华旅游地图册:中英文对照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编制 7-80522-660-1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新编世界城市地图册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编制 7-80522-677-6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名胜精华游,庐山 行云帆, 荷月木子撰文 7-80522-681-4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名胜精华游,曲阜 张志刚编著 7-80522-682-2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名胜精华游,杭州 伊瑜撰文 7-80522-686-5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莫斯科与圣彼得堡 干红撰文 7-80522-694-6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名胜精华游,张家界 伊瑜撰文 7-80522-695-4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名胜精华游,南京 钟运荣, 刘泰洪撰文 7-80522-709-8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大人物小地方:华夏名人故居游 欧阳德编著 7-80522-728-4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江南古镇——梦里水乡 伊瑜, 陈益, 金梅等撰文 7-80522-729-2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西藏自助游 郑燕玲 ... [等] 撰文/摄影 7-80522-748-9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老挝·柬埔寨之旅 张奋泉编著 7-80522-754-3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高校分布与概况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编制 7-80522-789-6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走进中国国家地质公园:[中英文本] 驰翔, 黄凝撰文 7-80522-843-4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高速公路及各等级公路网地图册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北京天城北斗图书有限

公司编
7-80522-858-2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游遍世界DIY,南非 山抹微云编著 7-80522-876-0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黄金周中外旅游路线精选 邓钰瑜编著 7-80522-877-9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用心服务 用情呵护:打造一支人性丰满、技
术过硬的医护队伍

叶煜荣主编 7-80522-933-3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 吴　红,胡邦炜著 7-80523-026-9 巴蜀书社

气功精华集 李远国编著 7-80523-049-8 巴蜀书社

金屋梦:续《金瓶梅》 (清)梦笔生著 7-80523-147-8 巴蜀书社

冲天花侠杨小邪.上 卧龙生著 7-80525-250-5 德宏民族出版社

冲天花侠杨小邪.下 卧龙生著 7-80525-250-5 德宏民族出版社

冲天花侠杨小邪.中 卧龙生著 7-80525-250-5 德宏民族出版社

名女人美容服饰秘诀 戈平编著 7-80525-440-0 德宏民族出版社

运动伤害急救手册 [日]曾田雄一著 7-80525-736-1 德宏民族出版社

大话宝典:终结版 牛黄文 7-80525-794-9 德宏民族出版社

工笔水墨走兽画法 单文质著 7-80526-049-4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专家学者辞典 陈 虹主编 7-80527-428-2 辽宁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风情 彩 娜,白 云编著 7-80527-572-6 辽宁民族出版社

世纪回眸:中国女作家评传 陈纯洁等编著 7-80527-847-4 辽宁民族出版社

随銮伴驾记:溥仪身边50年.1 周珖著 7-80528-07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随銮伴驾记:溥仪身边50年.1 周珖著 7-80528-07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随銮伴驾记:溥仪身边50年.2 周珖著 7-80528-07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随銮伴驾记:溥仪身边50年.2 周珖著 7-80528-07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随銮伴驾记:溥仪身边50年.3 周珖著 7-80528-07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随銮伴驾记:溥仪身边50年.3 周珖著 7-80528-07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随銮伴驾记:溥仪身边50年.4 周珖著 7-80528-07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随銮伴驾记:溥仪身边50年.4 周珖著 7-80528-07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随銮伴驾记:溥仪身边50年.5 周珖著 7-80528-07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随銮伴驾记:溥仪身边50年.5 周珖著 7-80528-07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日“满”与苏蒙的血腥对决诺门罕战争.下 厉春鹏 ... [等] 编著 7-80528-104-1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日“满”与苏蒙的血腥对决诺门罕战争.下 厉春鹏 ... [等] 编著 7-80528-104-1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日“满”与苏蒙的血腥对决诺门罕战争.上 厉春鹏 ... [等] 编著 7-80528-104-1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日“满”与苏蒙的血腥对决诺门罕战争.上 厉春鹏 ... [等] 编著 7-80528-104-1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日“满”与苏蒙的血腥对决诺门罕战争.中 厉春鹏 ... [等] 编著 7-80528-104-1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日“满”与苏蒙的血腥对决诺门罕战争.中 厉春鹏 ... [等] 编著 7-80528-104-1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实用中国名人辞典 衣兴国编 7-80528-111-4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秘密社会内幕 王恒伟等编著 7-80528-120-3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十八个谋略家.上 商庆夫, 薛贻康著 7-80528-160-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十八个谋略家.下 商庆夫, 薛贻康著 7-80528-160-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十八个谋略家.中 商庆夫, 薛贻康著 7-80528-160-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十一个亡国之君.上 孟昕伯, 刘沙, 蒙子著 7-80528-172-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十一个亡国之君.下 孟昕伯, 刘沙, 蒙子著 7-80528-172-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十一个亡国之君.中 孟昕伯, 刘沙, 蒙子著 7-80528-172-6 吉林文史出版社

赫鲁晓夫传.1 王家福著 7-80528-183-1 吉林文史出版社

赫鲁晓夫传.2 王家福著 7-80528-183-1 吉林文史出版社

赫鲁晓夫传.3 王家福著 7-80528-183-1 吉林文史出版社

赫鲁晓夫传.4 王家福著 7-80528-183-1 吉林文史出版社

赫鲁晓夫传.5 王家福著 7-80528-183-1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十三个后妃.上 孟昕伯, 刘沙著 7-80528-357-5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十三个后妃.下 孟昕伯, 刘沙著 7-80528-357-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枭雄兴亡录.1 贺雄飞主编 7-80528-368-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枭雄兴亡录.10 贺雄飞主编 7-80528-368-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枭雄兴亡录.2 贺雄飞主编 7-80528-368-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枭雄兴亡录.3 贺雄飞主编 7-80528-368-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枭雄兴亡录.4 贺雄飞主编 7-80528-368-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枭雄兴亡录.5 贺雄飞主编 7-80528-368-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枭雄兴亡录.6 贺雄飞主编 7-80528-368-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枭雄兴亡录.7 贺雄飞主编 7-80528-368-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枭雄兴亡录.8 贺雄飞主编 7-80528-368-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枭雄兴亡录.9 贺雄飞主编 7-80528-368-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上 王久荣, 王文锋, 刘晓晖编著 7-80528-385-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下 王久荣, 王文锋, 刘晓晖编著 7-80528-385-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1949～1990 廖盖隆等主编 7-80528-413-X 吉林文史出版社

九·一八事变亲历记.1 孙邦主编 7-80528-46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九·一八事变亲历记.2 孙邦主编 7-80528-46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九·一八事变亲历记.3 孙邦主编 7-80528-46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医绝活,内科卷 乔榛等编著 7-80528-652-3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医绝活,名医验方卷 乔榛等编著 7-80528-652-3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医绝活,外科卷 乔榛等编著 7-80528-652-3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医绝活,妇科 儿科 耳鼻喉科 皮肤科卷 乔榛等编著 7-80528-652-3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医绝活,肿瘤科 男科及疑难杂症卷 乔榛等编著 7-80528-652-3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三十个富商大贾.上 李帆, 黄海燕著 7-80528-664-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三十个富商大贾.下 李帆, 黄海燕著 7-80528-664-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三十个富商大贾.中 李帆, 黄海燕著 7-80528-664-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十五个奸枭.上 杨英杰, 沙宪茹著 7-80528-665-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十五个奸枭.下 杨英杰, 沙宪茹著 7-80528-665-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十五个奸枭.中 杨英杰, 沙宪茹著 7-80528-665-5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七个出家皇帝.上 倪军民, 包瑞峰著 7-80528-666-3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七个出家皇帝.下 倪军民, 包瑞峰著 7-80528-666-3 吉林文史出版社

忧郁人生苦语.上 何其芳, 丽尼等著 7-80528-6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忧郁人生苦语.下 何其芳, 丽尼等著 7-80528-6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忧郁人生苦语.中 何其芳, 丽尼等著 7-80528-6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冤海.1 李无未[等]主编 7-80528-698-1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冤海.1 李无未[等]主编 7-80528-698-1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冤海.2 李无未[等]主编 7-80528-698-1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冤海.2 李无未[等]主编 7-80528-698-1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冤海.3 李无未[等]主编 7-80528-698-1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冤海.3 李无未[等]主编 7-80528-698-1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奸海.1 李无未[等]主编 7-80528-699-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奸海.2 李无未[等]主编 7-80528-699-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奸海.3 李无未[等]主编 7-80528-699-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怪海.1 刘玉瑛主编 7-80528-700-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怪海.1 刘玉瑛主编 7-80528-700-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怪海.2 刘玉瑛主编 7-80528-700-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怪海.2 刘玉瑛主编 7-80528-700-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怪海.3 刘玉瑛主编 7-80528-700-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怪海.3 刘玉瑛主编 7-80528-700-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怪海.4 刘玉瑛主编 7-80528-700-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怪海.4 刘玉瑛主编 7-80528-700-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情海.1 曹绣君[原辑] 7-80528-701-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情海.1 曹绣君[原辑] 7-80528-701-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情海.2 曹绣君[原辑] 7-80528-701-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情海.2 曹绣君[原辑] 7-80528-701-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情海.3 曹绣君[原辑] 7-80528-701-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情海.3 曹绣君[原辑] 7-80528-701-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情海.4 曹绣君[原辑] 7-80528-701-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情海.4 曹绣君[原辑] 7-80528-701-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情海.5 曹绣君[原辑] 7-80528-701-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今情海.5 曹绣君[原辑] 7-80528-701-5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伪满宫廷秘录.1 李茂杰, 张世杰编著 7-80528-843-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伪满宫廷秘录.2 李茂杰, 张世杰编著 7-80528-843-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伪满宫廷秘录.3 李茂杰, 张世杰编著 7-80528-843-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伪满宫廷秘录.4 李茂杰, 张世杰编著 7-80528-843-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曾国藩演义.第一卷 徐哲身著 7-80528-935-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曾国藩演义.第三卷 徐哲身著 7-80528-935-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曾国藩演义.第二卷 徐哲身著 7-80528-935-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曾国藩演义.第五卷 徐哲身著 7-80528-935-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曾国藩演义.第四卷 徐哲身著 7-80528-935-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学良传奇.第一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0-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学良传奇.第三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0-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学良传奇.第二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0-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学良传奇.第四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0-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瑰异总统袁世凯.上 郭剑林, 纪能文著 7-80528-941-7 吉林文史出版社

瑰异总统袁世凯.下 郭剑林, 纪能文著 7-80528-941-7 吉林文史出版社

瑰异总统袁世凯.中 郭剑林, 纪能文著 7-80528-941-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作霖传奇.第一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2-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作霖传奇.第一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2-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作霖传奇.第三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2-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作霖传奇.第三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2-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作霖传奇.第二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2-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作霖传奇.第二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2-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作霖传奇.第五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2-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作霖传奇.第五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2-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作霖传奇.第四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2-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张作霖传奇.第四卷 窦应泰著 7-80528-942-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教头总统冯国璋 潘荣著 7-80528-95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柔暗总统黎元洪.上 潘荣著 7-80528-957-3 吉林文史出版社

柔暗总统黎元洪.下 潘荣著 7-80528-957-3 吉林文史出版社

翰林总统徐世昌.上 郭剑林, 王爱云著 7-80528-958-1 吉林文史出版社

翰林总统徐世昌.下 郭剑林, 王爱云著 7-80528-958-1 吉林文史出版社

布衣总统曹锟.上 张洪祥, 徐兴云, 岳谦厚著 7-80528-959-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布衣总统曹锟.下 张洪祥, 徐兴云, 岳谦厚著 7-80528-959-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溥仪外记.上 杨照远, 刘晓晖编著 7-80528-983-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溥仪外记.下 杨照远, 刘晓晖编著 7-80528-983-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实用大字帖,明董其昌《酒德颂》等二帖选字
本

李志威, 潘修范编著 7-80530-637-0 上海画报出版社

好莱坞红唇丽影 里尔, 何伯雄编著 7-80530-785-7 上海画报出版社

推拿养生 赵善祥著 7-80530-841-1 上海画报出版社

速写 [张培础编著] 7-80530-886-1 上海画报出版社

今晚悄悄话:健康性生活231问 潘顺祺主编 7-80531-630-9 文汇出版社

文汇汉英大众传播词库 柳闻主编 7-80531-690-2 文汇出版社

多媒体舞台 余安敏主编 7-80531-793-3 文汇出版社

实用OFFICE集成 余安敏主编 7-80531-794-1 文汇出版社



GMAT 考试 (美)Suzee Vlk著 7-80531-804-2 文汇出版社

美国大学助学金 (美)Herm Davis, (美)Joyce Lain Kennedy
著

7-80531-805-0 文汇出版社

健康女人 (美) Pamela Maraldo著 7-80531-855-7 文汇出版社

英汉国际会计缩略语速查手册 孙云龙编 7-80531-875-1 文汇出版社

新中国晚报五十年鉴:1949～1999 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编 7-80531-890-5 文汇出版社

袖珍中医男科处方手册 主编 戚广崇 7-80531-963-4 文汇出版社

中国公路与旅游地图册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北京天域北斗图书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 [编]
7-80532-421-2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地理地图册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编] 7-80532-601-0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中国分省行车地图册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编制] 7-80532-603-7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山东省旅游交通图册 吴树岐主编 7-80532-661-4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夏日烟愁 三　毛著 7-80534-014-5 海峡出版社

龙争虎斗.上 古龙著 7-80534-298-2 海峡文艺出版社

龙争虎斗.下 古龙著 7-80534-298-2 海峡文艺出版社

龙争虎斗.中 古龙著 7-80534-298-2 海峡文艺出版社

钱钟书艺术人生妙语录 钱钟书著 7-80534-434-5 海峡文艺出版社

剑侠十一郎.上册 古龙著 7-80535-743-9 黄山书社

剑侠十一郎.下册 古龙著 7-80535-743-9 黄山书社

剑侠十一郎.中册 古龙著 7-80535-743-9 黄山书社

剑侠情.上册 古龙著 7-80535-743-9 黄山书社

剑侠情.下册 古龙著 7-80535-743-9 黄山书社

剑侠情.中册 古龙著 7-80535-743-9 黄山书社

中国古代文学辞典 贾传棠等编 7-80537-018-4 文心出版社

李氏家庭药膳养生方 主编 李荣和 7-80537-687-5 华夏文化出版社

中医名言大辞典 刘道清，周一谋主编 7-80538-197-6 中原农民出版社

皇后之死 柏　杨著 7-80542-025-4 海天出版社

激素封闭疗法 曾纪葵,孙月玲编著 7-80542-160-9 海天出版社

新时期灯谜佳作集 赵首成,邵滨军编注 7-80542-198-6 海天出版社

不留一句话 岑凯伦著 7-80542-223-0 海天出版社

汉语大字典.二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 7-80543-001-2 四川辞书出版社

汉语大字典.三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 7-80543-001-3 四川辞书出版社

汉语大字典.四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 7-80543-054-3 四川辞书出版社

汉语大字典.五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 7-80543-071-3 四川辞书出版社



汉语大字典.六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 7-80543-080-2 四川辞书出版社

汉语大字典.七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 7-80543-129-9 四川辞书出版社

汉语大字典.八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 7-80543-156-6 四川辞书出版社

苯妥英:一种被忽视的良药 (美)德赖富斯(Dreyfus,J.)著 7-80543-162-0 四川辞书出版社

苯妥英的临床广泛应用:生物电调节剂 (美)史密斯(Smith,B.H.)等原著 7-80543-172-8 四川辞书出版社

中国分省地图册 [成都地图出版社编] 7-80544-594-X 成都地图出版社

中国地图册:畅销版 成都出版社编著 7-80544-672-5 成都地图出版社

风云英烈传.上 云中岳著 7-80546-108-2 三秦出版社

风云英烈传.下 云中岳著 7-80546-108-2 三秦出版社

妊娠 胎教 育儿:最新育儿金典 宏博编著 7-80548-827-4 成都时代出版社

杀夫-鹿城故事 李　昂著 7-80549-035-X 华岳文艺出版社

朦胧诗赏析 柳　槐选评 7-80549-072-4 华岳文艺出版社

蒋介石的黄金 (日)伴野朗著 7-80549-127-5 华岳文艺出版社

中国游记散文大系.上,江苏卷 上海卷 张成德等主编 7-80550-307-9 书海出版社

中国游记散文大系.下,江苏卷 上海卷 张成德等主编 7-80550-307-9 书海出版社

中国游记散文大系,福建卷 台湾卷 张成德等主编 7-80550-310-9 书海出版社

都市变态心理解析:都市心理变态的41个经典
案例揭秘

杨君如著 7-80550-729-5 书海出版社

中国公路营运里程地图册 湖南地图出版社编制 7-80552-403-3 湖南地图出版社

自游西安 陈红宇编 7-80552-453-X 湖南地图出版社

逍遥太平洋:太平洋旅游金卡 彭建泽编著 7-80552-454-8 湖南地图出版社

激情巴西与浪漫西欧 朱枝富著 7-80552-498-X 湖南地图出版社

琴法:选修课本 中等师范音乐教材编写组编 7-80553-555-8 上海音乐出版社

车尔尼小钢琴家:作品823 (奥) 车尔尼 (Carl Czerny) 曲 7-80553-564-7 上海音乐出版社

器乐·钢(风)琴.第二册 师范院校音乐教材编委会编 7-80553-831-X 上海音乐出版社

顿特小提琴24首练习曲与随想曲:作品35 [(奥) 雅克布·顿特 (Jakob Dont) 作] 7-80553-907-3 上海音乐出版社

胸部肿瘤学
(美)乔　伊(Choi,N.C.),格里洛

(Grillo,F.C.)主编
7-80554-002-0 文津出版社

骨科新技术 张之虎著 7-80554-021-7 文津出版社

图书馆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第三卷,基础理论
与技术方法卷

金沛霖主编 7-80554-123-X 文津出版社

图书馆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第二卷,服务卷 金沛霖主编 7-80554-124-8 文津出版社

图书馆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第三卷,基础理论
与技术方法卷

金沛霖主编 7-80554-130-2 文津出版社



图书馆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第一卷,管理卷 金沛霖主编 7-80554-131-8 文津出版社

图书馆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第一卷,管理卷 金沛霖主编 7-80554-154-X 文津出版社

图书馆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第二卷,服务卷 金沛霖主编 7-80554-155-8 文津出版社

图书馆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第三卷,基础理论
与技术方法卷

金沛霖主编 7-80554-156-6 文津出版社

图书馆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第一卷,图书馆科
学管理

金沛霖主编 7-80554-179-5 文津出版社

图书馆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第一卷,文献典藏
与保护

金沛霖主编 7-80554-180-9 文津出版社

图书馆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第二卷,服务卷 金沛霖主编 7-80554-195-7 文津出版社

图书馆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第一卷,管理卷 金沛霖主编 7-80554-196-5 文津出版社

语言与文化论集.二 主编 程裕祯 7-80554-392-5 北京出版社

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
(美) 彼得·科利尔 (Peter Collier), 

(美) 戴维·霍洛维茨 (David Horowitz) 著
7-80554-431-X 文津出版社

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 (美) 麦隆·马格尼特 (Myron Magnet) 著 7-80554-432-8 文津出版社

罗斯福王.上册 (美) 埃德蒙·莫里斯 (Edmund Morris) 著 7-80554-433-6 文津出版社

罗斯福王.下册 (美) 埃德蒙·莫里斯 (Edmund Morris) 著 7-80554-433-6 文津出版社

美国同情心的悲剧 (美) 马文·奥拉斯基 (Marvin Olasky) 著 7-80554-437-9 文津出版社

10破天惊2003 邵平东主编 7-80554-440-9 文津出版社

外国人在京居住手册:[中英文本] 杨柳荫主编 7-80554-443-3 北京出版社

见证《焦点访谈》 主编 梁建增, 关海鹰 7-80554-444-1 文津出版社

我们为什么离婚 王汝著 7-80554-452-2 文津出版社

看好你的手机 夏景著 7-80554-474-3 文津出版社

越寂寞越美丽 慕容紫薇著 7-80554-475-1 文津出版社

中将秘录:国民党兵败鄂西、川东纪实 陈立华著 7-80555-267-3 大连出版社

人体之谜 刘 峥编 7-80555-373-4 大连出版社

新版毛泽东选集学习辞典 冯 雷等主编 7-80555-382-3 大连出版社

实用理疗手册 杨兆存主编 7-80555-400-5 大连出版社

中国药膳大辞典 王者悦主编 7-80555-529-X 大连出版社

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卷

,彭瑞骢主编 7-80555-556-7 大连出版社

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教育改革卷 卓晴君主编 7-80555-560-5 大连出版社

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科技体制改革卷 朱丽兰主编 7-80555-561-3 大连出版社

母女情杀 昌　野编写 7-80556-008-0 沈阳出版社

环恋 (日)若樱木虔著 7-80556-055-2 沈阳出版社



女明星婚恋生活 华酩编 7-80556-096-X 沈阳出版社

一个刑警队长的奇遇 翟思猛著 7-80556-243-1 沈阳出版社

中国常用中成药大全 刘树三主编 7-80557-211-9 哈尔滨出版社

中医皮肤美容学 (日)佐藤好司著 7-80557-235-6 哈尔滨出版社

哦，那颗月亮 刘阳著 7-80557-238-3 哈尔滨出版社

萧红全集.上 萧红著 7-80557-402-2 哈尔滨出版社

萧红全集.下 萧红著 7-80557-402-2 哈尔滨出版社

梦迷避尘.上册 张西庭等著 7-80558-010-3 黄河出版社

梦迷避尘.下册 张西庭等著 7-80558-010-3 黄河出版社

医学美学美容新探索 孙少宣等主编 7-80560-766-4 南京出版社

网络幽灵 主编 王逢振 7-80563-854-3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怎样纠正坏习惯:纠正孩子坏习惯99法 王秋虎, 时遂营主编 7-80563-992-2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湖边有棵许愿树:讲述爱情真谛的故事 陈江选编 7-80563-997-3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宋娇娇 谭 谈著 7-80564-007-6 三环出版社

双向式英语.第一册,加强英语 扶忠汉著 7-80564-043-2 三环出版社

双向式英语.第一册,加强英语 扶忠汉著 7-80564-043-2 三环出版社

双向式英语.第三册,加强英语 扶忠汉著 7-80564-043-2 三环出版社

双向式英语.第二册,加强英语 扶忠汉著 7-80564-043-2 三环出版社

双向式英语.第二册,加强英语 扶忠汉著 7-80564-043-2 三环出版社

中医方剂小辞典 段苦寒主编 7-80564-253-2 三环出版社

俏皮话词典 马清文编 7-80564-654-7 三环出版社

克里斯汀·迪奥
(法) 玛丽-法兰西·波希娜 (Marie-France 

Pochna) 著
7-80564-677-5 三环出版社

向上的活力:成功的加速器 (日) 伊吹卓著 7-80564-940-5 海南出版社

着眼力:成功的按钮 (日) 伊吹卓著 7-80564-941-3 三环出版社

巴巴罗萨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部著 7-80564-949-9 三环出版社

挑战股市
(美) 克利福德·毕士多雷斯 (Clifford 

Pistolese) 著
7-80564-952-9 海南出版社

连接宇宙:体验宇宙崇高与神秘的九种方法
(美) 唐纳德·戈德史密斯 (Donald 

Goldsmith) 著
7-80564-958-8 海南出版社

药理学 中山医学院主编 7-80565-205-8 中山医学院

寡妇门前 (法)雷 伊(Rey,P.)著 7-80567-021-8 译林出版社

闻一多全集.一 闻一多著 7-80569-532-6 上海书店



闻一多全集.二 闻一多著 7-80569-532-6 上海书店

闻一多全集.二 闻一多著 7-80569-532-6 上海书店

第三共和国的宠妃 (法)阿拉尔著 7-80570-057-5 南海出版公司

江湖风云录.上 鬼谷子著 7-80570-072-9 南海出版公司

江湖风云录.下 鬼谷子著 7-80570-072-9 南海出版公司

江湖风云录.中 鬼谷子著 7-80570-072-9 南海出版公司

窗口的女人 廖辉英著 7-80570-080-X 南海出版社

风流皇帝 王桂芝,李庆皋著 7-80570-216-0 南海出版公司

《红楼梦》的传说 董晓萍,贺学君编 7-80570-223-3 南海出版公司

《西游记》的传说 贺学君编 7-80570-225-X 南海出版公司

《水浒传》的传说 董晓萍编 7-80570-226-8 南海出版公司

飞越疯人院 (美)凯 西著 7-80570-302-7 南海出版公司

怪异档案 (美)桑德尔著 7-80570-318-3 南海出版公司

恋情与金钱 (美)麦克唐纳著 7-80570-330-2 南海出版公司

世界知识手册 黄建军主编 7-80570-515-1 南海出版公司

唐宋名诗新译.上 袁　运编 7-80570-535-6 南海出版公司

唐宋名诗新译.下 袁　运编 7-80570-535-6 南海出版公司

复仇使者 (英)韦尔登著 7-80570-623-9 南海出版公司

梦中看剑.上册 上官云飞著 7-80570-720-0 南海出版公司

梦中看剑.下册 上官云飞著 7-80570-720-0 南海出版公司

实用内科急症手册 张心中,孙明述主编 7-80572-431-8 济南出版社

激光神经外科学 朱树干主编 7-80572-470-9 济南出版社

神功雕魂.上 诸葛噌勯著 7-80572-483-0 济南出版社

神功雕魂.下 诸葛噌勯著 7-80572-483-0 济南出版社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白话故事:插图本.上 董建文, 曹明海主编 7-80572-665-5 济南出版社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白话故事:插图本.下 董建文, 曹明海主编 7-80572-665-5 济南出版社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白话故事:插图本.上 董建文, 曹明海主编 7-80572-665-5 济南出版社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白话故事:插图本.下 董建文, 曹明海主编 7-80572-665-5 济南出版社

人体医学参数与概念 唐元升等主编 7-80572-909-3 济南出版社

风雨沧桑七十年 刘敬之,徐吉征主编 7-80573-542-5 长春出版社

地方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指导 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干部局编写 7-80573-763-0 长春出版社

吴昌硕 陈传席, 顾平著 7-80574-487-4 古吴轩出版社

吴作人 沈平子著 7-80574-488-2 古吴轩出版社



陈之佛 欧阳宗俊著 7-80574-489-0 古吴轩出版社

林风眠 顾平著 7-80574-490-4 古吴轩出版社

粉墨春秋:苏州名伶故事 徐卓人著 7-80574-514-5 古吴轩出版社

殿甲遗事:苏州状元故事 李嘉球著 7-80574-515-3 古吴轩出版社

闺阁清芬:苏州名媛故事 卢群著 7-80574-516-1 古吴轩出版社

张大千 李永翘著 7-80574-588-9 古吴轩出版社

潘天寿 汪小洋著 7-80574-589-7 古吴轩出版社

太仓:[中英文本] 中共太仓市委办公室编 7-80574-604-4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英日文本],昆山 主编 王竹鸣 7-80574-666-4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英文本],潮州 主编 李清 7-80574-681-8 古吴轩出版社

古保圣寺 王稼句编 7-80574-696-6 古吴轩出版社

摄氏零度的寂寞: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 秦天著 7-80574-790-3 古吴轩出版社

钟山 何萱著 7-80574-828-4 古吴轩出版社

金山 王玉国, 刘昆著 7-80574-837-3 古吴轩出版社

魔宙 金容著 7-80574-843-8 古吴轩出版社

大家文丛,冯亦代 祝勇主编 7-80574-847-0 古吴轩出版社

大家文丛,王充闾 祝勇主编 7-80574-848-9 古吴轩出版社

大家文丛,吴祖光 祝勇主编 7-80574-849-7 古吴轩出版社

大家文丛,刘心武 祝勇主编 7-80574-850-0 古吴轩出版社

大家文丛,黄宗英 祝勇主编 7-80574-851-9 古吴轩出版社

大家文丛,萧乾 祝勇主编 7-80574-852-7 古吴轩出版社

大家文丛,冯骥才 祝勇主编 7-80574-853-5 古吴轩出版社

大家文丛,舒芜 祝勇主编 7-80574-854-3 古吴轩出版社

大家文丛,朱正 祝勇主编 7-80574-855-1 古吴轩出版社

大家文丛,黄永厚 祝勇主编 7-80574-856-X 古吴轩出版社

古国怪遇记 柏杨著 7-80574-859-4 古吴轩出版社

滴泪痣:图文本 李修文著 7-80574-861-6 古吴轩出版社

素食者言 柯平著 7-80574-879-9 古吴轩出版社

猫眼看人 张香华著 7-80574-888-8 古吴轩出版社

纸上的青春 韩寒著 7-80574-891-8 古吴轩出版社

谁与争锋:世纪之交的经典读本,短篇卷 吴俊主编 7-80574-901-9 古吴轩出版社

苏州名胜古迹大全 徐允权编著 7-80574-913-2 古吴轩出版社

训夫手册 郭梅著 7-80574-918-3 古吴轩出版社



人体植物 樊馨蔓著 7-80574-926-4 古吴轩出版社

行走江湖 张纪中著 7-80574-927-2 古吴轩出版社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音乐VS文字 饶雪漫著 7-80574-931-0 古吴轩出版社

少女像 庞培著 7-80574-945-0 古吴轩出版社

燃烧的卡利姆多 飞鹏著 7-80574-966-3 古吴轩出版社

一错再错 范小青著 7-80574-967-1 古吴轩出版社

情爱画廊 张抗抗著 7-80574-967-1 古吴轩出版社

来来往往 池莉著 7-80574-967-1 古吴轩出版社

现代急诊医学治疗手册 (美)卡拉汉主编 7-80575-061-0 成都出版社

中国医学书目大全:1950-1989 侯家玉主编 7-80575-532-X 成都出版社

神经外科基础与临床 张天锡编著 7-80576-207-4 百家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辞典 张静如等主编 7-80577-448-X 山西经济出版社

中国民族师范高等教育 黄启后主编 7-80583-749-X 贵州教育出版社

诊断逻辑学 钟东屏编著 7-80584-053-0 贵州科技出版社

肛门直肠手术图解 彭卫红主编 7-80584-199-3 贵州科技出版社

自然资源短缺的困惑 陈训, 杨龙编著 7-80584-857-2 贵州科技出版社

中国名碑三种:珍藏本 周文林主编 7-80586-793-3 云南美术出版社

简单诱惑 城市边缘著 7-80587-759-9 敦煌文艺出版社

乞丐也能做皇帝:朱元璋得天下的成功心法 孙泉编著 7-80587-801-3 敦煌文艺出版社

果果的夜宴:飘女孩情感笔记 阿琪著 7-80587-828-5 敦煌文艺出版社

别闹了，丘比特 席绢著 7-80588-082-4 敦煌文艺出版社

谜样的情人 席绢著 7-80588-082-4 敦煌文艺出版社

逐爱的日子 席绢著 7-80588-082-4 敦煌文艺出版社

醉在星河里 席绢著 7-80588-082-4 敦煌文艺出版社

优生圆满胎教法 张爱华编著 7-80592-530-5 广州出版社

畅意隐秘卫生间空间设计 (英)苏珊娜·雅德利(Suzanne Ardley)著 7-80592-999-8 广州出版社

企业股份制改革最新法规汇编 国家体改委生产体制司编 7-80593-281-6 同心出版社

最新北京买房宝典 主编 苗乐如 7-80593-413-4 同心出版社

票据法新释与例解 主编 张栋 7-80593-421-5 同心出版社

公司法新释与例解 主编 邓涛 7-80593-422-3 同心出版社

劳动法新释与例解 主编 黄成建 7-80593-425-8 同心出版社

产品质量法新释与例解 主编 谢发友, 李萍 7-80593-461-4 同心出版社

次中音号初级教程 姜永强编著 7-80593-511-4 同心出版社



圆号初级教程 丛煜滋编著 7-80593-518-1 同心出版社

银行法新释与例解.上 主编 李萍 7-80593-532-7 同心出版社

银行法新释与例解.下 主编 李萍 7-80593-532-7 同心出版社

打一巴掌揉三揉:黄燎原专栏文集 黄燎原[著] 7-80593-582-3 同心出版社

招标投标法新释与例解 主编 邓辉 7-80593-623-4 同心出版社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新释与例解 主编 王凯戎 7-80593-671-4 同心出版社

稳步提高学习成绩:学会学习 主编 林格 7-80593-747-8 同心出版社

就医一点通 《就医一点通》编写组编 7-80593-776-1 同心出版社

17米34——邹振先的故事 袁虹衡著 7-80593-889-X 同心出版社

销售商务礼仪:数千万销售人员正在实践的销
售行为准则

李津编著 7-80593-901-2 同心出版社

铁拳浪子 华谊兄弟编剧室编剧 7-80593-929-2 同心出版社

天一生水 黄磊, 韩魏编剧 7-80593-930-6 同心出版社

实用法医DNA检验学 刘开会，李宗亮编著 7-80594-653-1 西安出版社

医院管理论文选 张英等主编 7-80595-007-5 远方出版社

这里的泉水最甜 王宝柱著 7-80595-037-7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医学科学论文选编.上册 云鹤等主编 7-80595-054-7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医学科学论文选编.下册 云鹤等主编 7-80595-054-7 远方出版社

科海星辰 中共包头市委组织部编 7-80595-090-3 远方出版社

学习《邓小平文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研讨会论文集

宁宝才主编 7-80595-133-0 远方出版社

誓言在燃烧:报告文学集 王然彤著 7-80595-158-6 远方出版社

河水集:包头历史研究文集 张贵著 7-80595-181-0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医学院建院四十周年校庆论文集 王之烈主编 7-80595-205-1 远方出版社

可爱的包头 李玉然等主编 7-80595-207-8 远方出版社

儒商时代 贺雄飞主编 7-80595-229-9 远方出版社

交警笔下风采路 张福祥主编 7-80595-230-2 远方出版社

断竹续竹 蓝冰著 7-80595-247-7 远方出版社

涛声与群鸟 蓝冰著 7-80595-247-7 远方出版社

传奇卒头张喜云 高文华著 7-80595-303-1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公路交通史.第2册 内蒙古公路交通史志编审委员会编 7805953198 远方出版社

托起明天的太阳 塞峰著 7-80595-325-2 远方出版社

天才少年 李荣光著 7-80595-433-X 远方出版社



企业文化建设研究 刘香芸主编 7-80595-463-1 远方出版社

政治家做的短讲演 马非编 7-80595-537-9 远方出版社

文学家讲的好故事 王文编 7-80595-537-9 远方出版社

理论家写的小品文 苏心编 7-80595-537-9 远方出版社

五官科自诊自疗 王文安编著 7-80595-605-7 远方出版社

儿科自诊自疗 王文安编著 7-80595-605-7 远方出版社

内科自诊自疗 王文安编著 7-80595-605-7 远方出版社

外科自诊自疗 王文安编著 7-80595-605-7 远方出版社

妇科自诊自疗 王文安编著 7-80595-605-7 远方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青年教育理论学习与研究 王莉萍主编 7-80595-607-3 远方出版社

沃野情怀 刘世远著 7-80595-607-3 远方出版社

话说老包头 中共包头市东河区宣传部编著 7-80595-607-3 远方出版社

沧海云帆 王晓平著 7-80595-637-5 远方出版社

新闻用、写作用优美幽默形容句 祝天媛等编 7-80595-668-5 远方出版社

阴山岩画文化艺术论 斑澜等著 780595674X 远方出版社

精神文明建设金点子 刘香芸主编 7-80595-698-7 远方出版社

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 刘爱华著 7-80595-701-0 远方出版社

走进西部 石健等编著 7-80595-706-1 远方出版社

塞外随笔 尚贵荣著 7-80595-706-1 远方出版社

边地罹忧 刘志成著 7-80595-706-1 远方出版社

世界名人演讲集萃,政治篇 傅源主编 7-80595-717-7 远方出版社

一吐为快 谈歌著 7-80595-753-3 远方出版社

千年醉一回 何申著 7-80595-753-3 远方出版社

真情与梦想 关仁山著 7-80595-753-3 远方出版社

良心:一位县委书记的日记 闫怀定著 7-80595-756-8 远方出版社

风沙运动学 姚王马 ... [等] 著 7-80595-780-0 远方出版社

预防医学新进展 内蒙古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编
著

7-80595-781-9 远方出版社

大鄂尔多斯 杨•道尔吉 7805957843 远方出版社

两世情梦 张岩著 7-80595-785-1 远方出版社

等你一万年 银铂健著 7-80595-785-1 远方出版社

等你一万年 银铂健著 7-80595-785-1 远方出版社

罂粟传奇 郭瑞著 7-80595-785-1 远方出版社

感受高新区 刘伟等主编 7-80595-785-1 远方出版社



激情岁月 刘伟等主编 7-80595-785-1 远方出版社

敕勒川文选 张青法主编 7-80595-785-1 远方出版社

蒙古族传统美德 朋·乌恩主编 7-80595-818-1 远方出版社

辽上京文物撷英 唐彩兰编著 7805958394 远方出版社

中国叩疗 杨占元著 7-80595-844-0 远方出版社

青青原上草 谷丰登等著 7-80595-859-9 远方出版社

龙学:中华科学文化创新体系周易的破译.上
卷

刘树成著 7-80595-859-9 远方出版社

太阳河:康国华抒情诗选 康国华著 7-80595-859-9 远方出版社

野渡 郭增源著 7-80595-859-9 远方出版社

文苑拾零 梁立东著 7-80595-859-91 远方出版社

跨越.发展.强市:乌兰察布市经济社会发展问
题研究

吴玉库等编著 7-80595-869-6 远方出版社

高原杂感集 汪支平著 7-80595-888-2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SARS阻击战 张国民主编 7-80595-900-5 远方出版社

洪亮群众文化文集 高洪亮著 7-80595-911-0 远方出版社

全球化与广播电视 包斯尔著 7-80595-923-4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师大附中志 《内蒙古师大附中志》编纂委员会编 7-80595-931-5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风过无痕:奇幻武侠 张渺著 7-80595-940-4 远方出版社

花蓉芳 张岩著 7-80595-944-7 远方出版社

美丽包头 白涛主编 7-80595-944-7 远方出版社

高等院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辅导
百问

刘振洪主编 7-80595-944-7 远方出版社

鹰的影子 贺志宏著 7-80595-965-X 远方出版社

原上草 张岩著 7-80595-965-X 远方出版社

长忆峰岚万里天 谭博文著 7-80595-974-9 远方出版社

三国两晋南北朝历史辞典 杨阳, 张青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世界戏剧辞典 林茵, 李想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中外戏曲家辞典 林茵, 李想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人文地理学辞典 唐涛, 吴晓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体育史辞典 乔丹, 程成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体育组织辞典 乔丹, 程成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元代历史辞典 杨阳, 张青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先秦历史辞典 杨阳, 张青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公路工程辞典 冯阳, 胡月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化学家辞典 林茵, 李想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古生物学辞典 冯阳, 胡月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地理学家辞典 唐涛, 吴晓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外国建筑艺术辞典 林茵, 李想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大众体育运动辞典 乔丹, 程成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宋代历史辞典 杨阳, 张青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工艺美术辞典 唐涛, 吴晓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常见化学元素辞典 林茵, 李想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建筑物理学辞典 林茵, 李想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建筑艺术辞典 唐涛, 吴晓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建筑设计辞典 林茵, 李想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微生物学辞典 冯阳, 胡月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戏曲艺术理论辞典 林茵, 李想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戏曲音乐辞典 林茵, 李想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无机化学辞典 林茵, 李想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明代历史辞典 杨阳, 张青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有机化学辞典 林茵, 李想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武术运动辞典 乔丹, 程成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气候学辞典 唐涛, 吴晓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水上、水上运动辞典 乔丹, 程成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水路运输辞典 冯阳, 胡月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海洋科学辞典 唐涛, 吴晓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清代历史辞典 杨阳, 张青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物理化学辞典 林茵, 李想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球类运动辞典 乔丹, 程成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生态学辞典 冯阳, 胡月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生物化学辞典 冯阳, 胡月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生物技术辞典 冯阳, 胡月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生物遗传辞典 冯阳, 胡月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田径运动辞典 乔丹, 程成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秦汉历史辞典 杨阳, 张青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管道运输辞典 冯阳, 胡月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绘画艺术辞典 唐涛, 吴晓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美术家辞典 唐涛, 吴晓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美术辞典 唐涛, 吴晓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自然地理学辞典 唐涛, 吴晓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航空运输辞典 冯阳, 胡月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邮政学辞典 冯阳, 胡月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铁路工程辞典 冯阳, 胡月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隋唐五代历史辞典 杨阳, 张青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雕塑艺术辞典 唐涛, 吴晓主编 7-80595-982-X 远方出版社

与爱同行 汪黎明, 单文艺主编 7-80595-988-9 远方出版社

人性如河 汪黎明, 单文艺主编 7-80595-988-9 远方出版社

发现花儿未眠 汪黎明, 单文艺主编 7-80595-988-9 远方出版社

情感树没有季节 汪黎明, 单文艺主编 7-80595-988-9 远方出版社

此岸·彼岸 汪黎明, 单文艺主编 7-80595-988-9 远方出版社

每一天的决战 汪黎明, 单文艺主编 7-80595-988-9 远方出版社

独自存在的自我 汪黎明, 单文艺主编 7-80595-988-9 远方出版社

用生命表达一切 汪黎明, 单文艺主编 7-80595-988-9 远方出版社

美在你心中 汪黎明, 单文艺主编 7-80595-988-9 远方出版社

鉴别人品的能力 汪黎明, 单文艺主编 7-80595-988-9 远方出版社

北京 这个冬天风不大 王雨著 7-80595-996-X 远方出版社

花月痕 (清)魏子安[著] 7-80598-134-5 山西古籍出版社

傻小子闯花丛.上 云中子著 7-80599-415-3 延边人民出版社

傻小子闯花丛.下 云中子著 7-80599-415-3 延边人民出版社

傻小子闯花丛.中 云中子著 7-80599-415-3 延边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冰鉴.卷一 [(清) 曾国藩著] 7-80600-226-X 京华出版社

曾国藩冰鉴.卷三 [(清) 曾国藩著] 7-80600-226-X 京华出版社

曾国藩冰鉴.卷二 [(清) 曾国藩著] 7-80600-226-X 京华出版社

曾国藩冰鉴.卷四 [(清) 曾国藩著] 7-80600-226-X 京华出版社

走近《太平天国》 王伟国, 曾庆瑞主编 7-80600-512-9 京华出版社

解读格列佛游记 (英)斯威夫特著 7-80600-547-1 京华出版社

解读格列佛游记 [英]斯威夫特著 7-80600-547-1 京华出版社

解读匹克威克外传 (英) 狄更斯著 7-80600-548-X 京华出版社

一代商圣:胡雪岩经商方略 樵子编著 7-80600-653-2 京华出版社

乱世奸雄:曹操造势方略 樵子编著 7-80600-653-2 京华出版社



内圣外王:曾国藩用世方略 樵子编著 7-80600-653-2 京华出版社

外柔内刚:雍正隐忍方略 樵子编著 7-80600-653-2 京华出版社

弱世赢家:刘邦用人方略 樵子编著 7-80600-653-2 京华出版社

文驭天下:李世民守成方略 樵子编著 7-80600-653-2 京华出版社

权商合壁:吕不韦投机方略 樵子编著 7-80600-653-2 京华出版社

武霸天下:秦始皇创业方略 樵子编著 7-80600-653-2 京华出版社

石破天惊:武则天统驭方略 樵子编著 7-80600-653-2 京华出版社

铁血建功:朱元璋成事方略 樵子编著 7-80600-653-2 京华出版社

幸福不怀好意 老猫著 7-80600-724-5 京华出版社

你像什么动物？ (美) 杰里米·布朗森 (Jeremy Bronson) 著 7-80600-800-4 京华出版社

讲述当年的故事:北京解放前老妇救会主任访
谈录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编] 7-80600-801-2 京华出版社

巴顿:热血豪胆的冰火战将.上册 原著 ( ) 格利德尔·梅德罗 7-80600-829-2 京华出版社

巴顿:热血豪胆的冰火战将.下册 原著 ( ) 格利德尔·梅德罗 7-80600-829-2 京华出版社

渠道诊断 张鹤编著 7-80600-861-6 京华出版社

战略大逆转:世界500强的百年成长之道 (美) 阿莫·哈特曼 (Amir Hartman) 著 7-80600-932-9 京华出版社

谁主宰你的命运:明智的决策可以彻底改变你
的人生

(美) 斯蒂芬·P.罗宾斯 (Stephen 
P.Robbins) 著

7-80600-934-5 京华出版社

中国梦:五里河经典 [张锦桥等编著] 7-80601-476-4 辽宁画报出版社

恋爱语言 雪秋著 7-80602-622-3 宁波出版社

笑春风 梁凤仪著 7-80605-028-0 太白文艺出版社

魔刀.上 (台)古龙著 7-80605-075-2 太白文艺出版社

魔刀.下 (台)古龙著 7-80605-075-2 太白文艺出版社

魔刀.中 (台)古龙著 7-80605-075-2 太白文艺出版社

雁翎秋霜.上 卧龙生著 7-80605-151-1 太白文艺出版社

雁翎秋霜.下 卧龙生著 7-80605-151-1 太白文艺出版社

幽灵元帅 乔奇著 7-80605-223-2 太白文艺出版社

屠龙手.上 柳残阳著 7-80605-227-5 太白文艺出版社

屠龙手.下 柳残阳著 7-80605-227-5 太白文艺出版社

屠龙手.中 柳残阳著 7-80605-227-5 太白文艺出版社

玄鸟 亦夫著 7-80605-263-1 太白文艺出版社

伟大的婆罗多:印度 赵日红主编 7-80606-319-6 吉林摄影出版社

决战特洛亚:希腊 赵日红主编 7-80606-319-6 吉林摄影出版社

奥德赛海上蒙难记:希腊 赵日红主编 7-80606-319-6 吉林摄影出版社



尼伯龙根的惨剧:德国 赵日红主编 7-80606-319-6 吉林摄影出版社

征服者埃涅阿斯:罗马 赵日红主编 7-80606-319-6 吉林摄影出版社

民族英雄魂玛纳斯:中国 赵日红主编 7-80606-319-6 吉林摄影出版社

罗摩的险遇:印度 赵日红主编 7-80606-319-6 吉林摄影出版社

贝奥武甫降妖记:英国 赵日红主编 7-80606-319-6 吉林摄影出版社

雄师格萨尔王:中国 赵日红主编 7-80606-319-6 吉林摄影出版社

马背英王江格尔:中国 赵日红主编 7-80606-319-6 吉林摄影出版社

黑白摄影 邵大浪, 寿冰青编著 7-80606-497-4 吉林摄影出版社

静物摄影 邵大浪, 寿冰青编著 7-80606-521-0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01-1906.一,物理
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01-1919.一,生理
学医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01-1925.一,化学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05-1926.一,文学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05-1952.一,和平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06-1922.二,物理
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20-1936.二,生理
学医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23-1932.三,物理
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26-1952.二,化学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27-1938.二,文学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33-1953.四,物理
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37-1950.三,生理
学医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45-1958.三,文学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50-1961.四,生理
学医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54-1965.五,物理
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54-1976.三,化学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61-1971.四,文学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62-1969.五,生理
学医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70-1977.六,生理
学医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70-1979.一,经济
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70-1988.六,物理
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70-1992.二,和平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72-1991.五,文学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77-1982.七,生理
学医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77-1985.四,化学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80-1987.二,经济
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82-1989.八,生理
学医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85-1991.五,化学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88-2004.七,物理
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88-2004.三,经济
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89-2004.九,生理
学医学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92-2004.六,文学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93-2004.三,和平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诺贝尔—获奖人物全传:1993-2004.六,化学
卷

主编 岑宇飞, 刘利生 7-80606-522-9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人体摄影 邵大浪, 寿冰青编著 7-80606-542-3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华帝王.第一卷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80606-595-4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华帝王.第三卷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80606-595-4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华帝王.第二卷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80606-595-4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华帝王.第四卷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7-80606-595-4 吉林摄影出版社

瘦身美容一本通 李建华主编 7-80607-874-6 珠海出版社

科学胎教一本通 李建华主编 7-80607-874-6 珠海出版社

自诊自疗一本通 李建华主媥 7-80607-874-6 珠海出版社

桃色嘴唇 崔子恩著 7-80607-992-0 珠海出版社

男与女 张永峰著 7-80608-775-3 甘肃文化出版社

海蒂 (瑞士) 乔娜·施皮里著 7-80608-934-9 甘肃文化出版社

小公主 (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著 7-80608-936-5 甘肃文化出版社

秘密花园 (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著 7-80608-937-3 甘肃文化出版社

波丽·安娜 (美) 埃莉诺·霍奇曼·波特著 7-80608-943-8 甘肃文化出版社

成都 爱情只有八个月 江树著 7-80608-944-6 甘肃文化出版社



妊娠手册 陈帼眉主编 7-80609-006-1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一剑雄风.上 古龙著 7-80611-063-1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剑雄风.下 古龙著 7-80611-063-1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剑雄风.中 古龙著 7-80611-063-1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小子不败.上 卧龙生著 7-80611-106-9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小子不败.下 卧龙生著 7-80611-106-9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小子不败.中 卧龙生著 7-80611-106-9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小子无敌.上 卧龙生著 7-80611-107-7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小子无敌.下 卧龙生著 7-80611-107-7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小子无敌.中 卧龙生著 7-80611-107-7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解放区作家论 张永泉主编 7-80611-788-1 花山文艺出版社

你说开始吧 海男著 7-80611-929-9 花山文艺出版社

血液病确诊化验诊断 王永才主编 7-80612-033-5 大连出版社

蔬菜水果雕刻与盘饰精选 双牛编著 7-80612-075-0 大连出版社

挥剑满江红.上 独孤残红著 7-80612-198-6 大连出版社

挥剑满江红.下 独孤残红著 7-80612-198-6 大连出版社

挥剑满江红.中 独孤残红著 7-80612-198-6 大连出版社

掷剑踏莎行.上 独孤残红著 7-80612-198-6 大连出版社

掷剑踏莎行.下 独孤残红著 7-80612-198-6 大连出版社

掷剑踏莎行.中 独孤残红著 7-80612-198-6 大连出版社

肛肠疾病专家专诊 吕连祥主编 7-80612-730-5 大连出版社

胃病专家专诊 王海, 赵京宁主编 7-80612-758-5 大连出版社

五官科病自我按摩 王承明，王红主编 7-80612-794-1 大连出版社

五官科病自我按摩 王承明等主编 7-80612-794-1 大连出版社

现代腰椎外科学 贾连顺,李家顺主编 7-80613-106-X 上海远东出版社

浮尘小记:柯灵散文 柯灵著 7-80613-272-4 上海远东出版社

煮字人语 柯灵著 7-80613-275-9 上海远东出版社

党旗下的徐汇人 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组织部编 7-80613-492-1 上海远东出版社

好人兰阿姨 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组织部等编 7-80613-796-3 上海远东出版社

日光浴室 (美) 杰西卡·埃琳·赫希曼著 7-80613-816-1 上海远东出版社

名人的背后:金日心源素现象透视 蓝哥海编著 7-80614-633-4 南京出版社

冥约 林燕妮著 7-80615-137-0 海天出版社

浪 林燕妮著 7-80615-137-0 海天出版社



痴 林燕妮著 7-80615-137-0 海天出版社

盟 林燕妮著 7-80615-137-0 海天出版社

粉红色的枕头 林燕妮著 7-80615-137-0 海天出版社

送君何处 林燕妮著 7-80615-137-0 海天出版社

都忘记得起 林燕妮著 7-80615-137-0 海天出版社

野雾 林燕妮著 7-80615-137-0 海天出版社

青春之葬 林燕妮著 7-80615-137-0 海天出版社

花季雨季 郁秀著 7-80615-489-2 海天出版社

丘吉尔:1874～1965 魏相彬编著 7-80615-647-X 海天出版社

俾斯麦:1815～1898 张晓校编著 7-80615-647-X 海天出版社

列宁:1870～1924 刘波编著 7-80615-647-X 海天出版社

华盛顿:1732～1799 王巾中编著 7-80615-647-X 海天出版社

彼得大帝:1672～1725 王士俊编著 7-80615-647-X 海天出版社

戴高乐:1890～1970 李新吾编著 7-80615-647-X 海天出版社

杰斐逊:1743～1826 张昱琨, 马树岩编著 7-80615-647-X 海天出版社

林肯:1809～1865 韩健鹏, 王晓春编著 7-80615-647-X 海天出版社

甘地:1869～1948 孟昭慧编著 7-80615-647-X 海天出版社

罗斯福:1882～1945 赵玉贵编著 7-80615-647-X 海天出版社

亚历山大:前356～前323 莫小培编著 7-80615-648-8 海天出版社

克劳塞维茨:1780～1831 伍思, 飞雁编著 7-80615-648-8 海天出版社

巴顿:1885～1945 高陶编著 7-80615-648-8 海天出版社

恺撒:前102～前44 踏青编著 7-80615-648-8 海天出版社

拿破仑:1769～1821 莫小培编著 7-80615-648-8 海天出版社

斯巴达克思:?～前71 孟昭臣编著 7-80615-648-8 海天出版社

朱可夫:1896～1974 孙维韬, 孙蕾编著 7-80615-648-8 海天出版社

汉尼拔:前247～前183 陈小雅编著 7-80615-648-8 海天出版社

艾森豪威尔:1890～1969 致雨, 飞雪编著 7-80615-648-8 海天出版社

苏沃洛夫:1729～1800 炜漪, 古草编著 7-80615-648-8 海天出版社

凡·高:荷兰艺术家 康志刚编著 7-80615-650-X 海天出版社

列宾:德国艺术家 陈伟南编著 7-80615-650-X 海天出版社

卓别林:英国电影艺术家 罗永年, 袁仁庆编著 7-80615-650-X 海天出版社

柴可夫斯基:俄国艺术家 李怀东编著 7-80615-650-X 海天出版社

毕加索:西班牙艺术家 许渊明编著 7-80615-650-X 海天出版社



米开朗琪罗:意大利艺术家 丁言模编著 7-80615-650-X 海天出版社

肖邦:波兰音乐家 丁言模编著 7-80615-650-X 海天出版社

莫扎特:奥地利音乐家 周忠麟编著 7-80615-650-X 海天出版社

贝多芬:德国音乐家 汤定编著 7-80615-650-X 海天出版社

达·芬奇:意大利艺术家 丁言模编著 7-80615-650-X 海天出版社

安徒生:1805-1875 易乐湘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巴尔扎克:1799-1850 熊玉鹏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托尔斯泰:1828-1910 刘文荣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拜伦:1788-1824 王捷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普希金:1799-1837 朱宪生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歌德:1749-1832 赵乾龙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泰戈尔:1861-1941 郎芳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海明威:1899-1961 郁青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莎士比亚:1564-1616 陈伯通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高尔基:1868-1936 汪介之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1860-1904 郑伟平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屠格涅夫:1818-1883 汉人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川端康成:1899-1972 杨国华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狄更斯:1812-1870 童炜钢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莫泊桑:1850-1893 程稀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余页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雨果:1802-1885 方坪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雪莱:1792-1822 文融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马克·吐温:1835-1910 王青松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马尔克斯:1928- 任芳萍编著 7-80615-651-8 海天出版社

史泰龙:1946～ 熊忠编著 7-80615-652-6 海天出版社

嘉宝:1905～1990 龙夫, 袁仁庆编著 7-80615-652-6 海天出版社

山口百惠:1959～ 谢尊修编著 7-80615-652-6 海天出版社

梦露:1926～1962 黄先荣编著 7-80615-652-6 海天出版社

泰勒:1932～ 王刚编著 7-80615-652-6 海天出版社

盖博:1901～1960 莫小培编著 7-80615-652-6 海天出版社

褒曼:1915～1982 邓红梅编著 7-80615-652-6 海天出版社

费雯·丽:1913～1967 沐文编著 7-80615-652-6 海天出版社



邓肯:1877～1927 艾振民编著 7-80615-652-6 海天出版社

鲁宾斯坦:1887～1982 肖燕编著 7-80615-652-6 海天出版社

卡耐基:美国企业家 吴兴勇编著 7-80615-653-4 海天出版社

哈默:美国企业家 李未余编著 7-80615-653-4 海天出版社

希尔顿:美国企业家 杨崧编著 7-80615-653-4 海天出版社

杜邦:美国企业家 赵佩瑜编著 7-80615-653-4 海天出版社

松下幸之助:日本企业家 宇讷编著 7-80615-653-4 海天出版社

比尔·盖茨:美国企业家 宇讷编著 7-80615-653-4 海天出版社

盛田昭夫:日本企业家家 宇讷编著 7-80615-653-4 海天出版社

福特:美国企业家 克武编著 7-80615-653-4 海天出版社

艾柯卡:美国企业家 陈素编著 7-80615-653-4 海天出版社

迪斯尼:美国企业家 亦鸣编著 7-80615-653-4 海天出版社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 罗焱编著 7-80615-751-4 海天出版社

卢梭:1712～1778 古本昆编著 7-80615-751-4 海天出版社

培根:1561～1626 张磊编著 7-80615-751-4 海天出版社

恩格斯:1820～1895 罗龙, 田王编著 7-80615-751-4 海天出版社

毕达哥拉斯:前569～前480 陶永灿编著 7-80615-751-4 海天出版社

耶稣:[前6～30] 李随安编著 7-80615-751-4 海天出版社

苏格拉底:前470～前399 王凤贤编著 7-80615-751-4 海天出版社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雷新平编著 7-80615-751-4 海天出版社

马克思:1818～1883 张润萍编著 7-80615-751-4 海天出版社

黑格尔:1770～1831 陈也奔编著 7-80615-751-4 海天出版社

商业银行专家管理 万建华, 陈正中著 7-80615-898-7 海天出版社

寻求战略优势 陈建, 甘少浩著 7-80615-900-2 海天出版社

成本控制与决策 雷纯雄, 彭勇著 7-80615-902-9 海天出版社

公司财务报表分析技巧 孟军, 张志宏, 张人豪著 7-80615-903-7 海天出版社

关汉卿:元·戏剧家 涂元济, 江五生编著 7-80615-943-6 海天出版社

司马迁:西汉·传记文学家 叶全君编著 7-80615-943-6 海天出版社

屈原:战国·诗人 汤化编著 7-80615-943-6 海天出版社

曹雪芹:清·文学家 欧阳健编著 7-80615-943-6 海天出版社

李白:盛唐·浪漫主义诗人 陈定玉编著 7-80615-943-6 海天出版社

杜甫:盛唐·现实主义诗人 吴雄编著 7-80615-943-6 海天出版社

白居易:中唐·现实主义诗人 杨志贤编著 7-80615-943-6 海天出版社



苏轼:北宋·文学家 陈节编著 7-80615-943-6 海天出版社

陶渊明:东晋·田园诗人 叶枫宇, 肖成编著 7-80615-943-6 海天出版社

韩愈:中唐·古文家 谢季祥编著 7-80615-943-6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一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七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三十一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三十二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三十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三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九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二十一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二十七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二十三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二十九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二十二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二十五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二十八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二十六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二十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二十四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二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五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八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六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十一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十七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十三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十九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十二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十五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十八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十六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十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十四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第四卷 (俄) 契诃夫[著] 7-80615-953-3 海天出版社

孔子:春秋·思想家教育家 刘慧宇编著 7-80615-978-9 海天出版社

孟子:战国·思想家 刘慧宇编著 7-80615-978-9 海天出版社

庄子:战国·思想家 周勇军编著 7-80615-978-9 海天出版社

朱熹:南宋·思想家 江承华编著 7-80615-978-9 海天出版社

李世民:唐·思想家政治家 林怡编著 7-80615-978-9 海天出版社

王夫之:清·思想家 余秋芳编著 7-80615-978-9 海天出版社

王阳明:明·思想家 李金松编著 7-80615-978-9 海天出版社

董仲舒:西汉·思想家 李金松编著 7-80615-978-9 海天出版社

顾炎武:清·思想家 张民权编著 7-80615-978-9 海天出版社

黄宗羲:清·思想家 林志强编著 7-80615-978-9 海天出版社

智慧之光:重大科技事件纪实 黄甫生等编著 7-80615-989-4 海天出版社

赢家通吃的社会
(美) 罗伯特·法兰克 (Robert Frank), 
(美) 菲力普·库克 (Philip Cook) 著

7-80617-992-5 海南出版社

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理论探索与实证研
究

郁鸿胜著 7-80618-715-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黏合剂: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中的服务贸易 陈宪, 程大中著 7-80618-800-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国际监管:跨国银行的金融规范 严骏伟著 7-80618-802-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风雨洗礼:开放冲击下的金融深化 傅钧文著 7-80618-803-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走出摇篮 庞之浩编著 7-80619-456-8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学有问题 熊丙奇 [著] 7-80624-841-2 天地出版社

前天 淳子著 7-80624-849-8 天地出版社

西厢记:评话本 [元]王实甫著 7-80626-104-4 吉林文史出版社

北伐壮举.上 张庆军, 刘冰著 7-80626-126-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北伐壮举.下 张庆军, 刘冰著 7-80626-126-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北伐壮举.中 张庆军, 刘冰著 7-80626-126-5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科学演义:最新图文版.1 刘以林, 丁晓禾编著 7-80626-151-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科学演义:最新图文版.10 刘以林, 丁晓禾编著 7-80626-151-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科学演义:最新图文版.2 刘以林, 丁晓禾编著 7-80626-151-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科学演义:最新图文版.3 刘以林, 丁晓禾编著 7-80626-151-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科学演义:最新图文版.4 刘以林, 丁晓禾编著 7-80626-151-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科学演义:最新图文版.5 刘以林, 丁晓禾编著 7-80626-151-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科学演义:最新图文版.6 刘以林, 丁晓禾编著 7-80626-151-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科学演义:最新图文版.7 刘以林, 丁晓禾编著 7-80626-151-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科学演义:最新图文版.8 刘以林, 丁晓禾编著 7-80626-151-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科学演义:最新图文版.9 刘以林, 丁晓禾编著 7-80626-151-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怀旧人生忆语.上 老舍, 章衣萍等著 7-80626-158-3 吉林文史出版社

怀旧人生忆语.下 老舍, 章衣萍等著 7-80626-158-3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无奈人生寂语.上 川岛, 萧红等著 7-80626-16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无奈人生寂语.下 川岛, 萧红等著 7-80626-16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警醒人生诲语.上 高长虹, 许地山等著 7-80626-161-3 吉林文史出版社

警醒人生诲语.下 高长虹, 许地山等著 7-80626-161-3 吉林文史出版社

桃花扇:评话本 江荫香编著 7-80626-169-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牡丹亭:小说本 赵清阁编著 7-80626-170-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琵琶记:小说本 吕树坤编著 7-80626-171-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十五贯:小说本 满汝毅编著 7-80626-235-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窦娥冤:小说本 张中莉编写 7-80626-23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生殿:小说本 常万生编著 7-80626-23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赵氏孤儿:小说本 王彩云编写 7-80626-23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荆钗记:小说本 吕树坤编写 7-80626-247-4 吉林文史出版社

拜月亭:小说本 任光伟, 赵崇辉编写 7-80626-249-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东北史.全六卷.第1卷 佟冬主编 780626321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东北史.全六卷.第2卷 佟冬主编 780626321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东北史.全六卷.第3卷 佟冬主编 780626321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东北史.全六卷.第4卷 佟冬主编 780626321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东北史.全六卷.第5卷 佟冬主编 780626321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东北史.全六卷.第6卷 佟冬主编 780626321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思训碑 (唐) 李邕书 7-80626-432-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娄寿碑 7-80626-500-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天发神谶碑:魏 7-80626-512-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伪满洲国军简史.上 傅大中著 7-80626-514-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伪满洲国军简史.下 傅大中著 7-80626-514-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伪满洲国军简史.中 傅大中著 7-80626-514-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不让须眉De女杰.上 李长林, 李一兵等著 7-80626-63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不让须眉De女杰.下 李长林, 李一兵等著 7-80626-63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乾纲独断De女皇.上 杨俊明等著 7-80626-63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乾纲独断De女皇.下 杨俊明等著 7-80626-63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武功赫赫De将帅.上 陈志强等著 7-80626-63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武功赫赫De将帅.下 陈志强等著 7-80626-63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纵横捭阖De政客.上 杨俊明等著 7-80626-63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纵横捭阖De政客.下 杨俊明等著 7-80626-63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雄才大略De帝王.上 江立华等著 7-80626-63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雄才大略De帝王.下 江立华等著 7-80626-63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风流迷人De后妃.上 杨俊明, 兰奇光等著 7-80626-63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风流迷人De后妃.下 杨俊明, 兰奇光等著 7-80626-63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钦定八旗通志.第一册 李洵等校点 78062681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钦定八旗通志.第七册 李洵等校点 78062681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钦定八旗通志.第三册 李洵等校点 78062681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钦定八旗通志.第九册 李洵等校点 78062681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钦定八旗通志.第二册 李洵等校点 78062681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钦定八旗通志.第五册 李洵等校点 78062681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钦定八旗通志.第八册 李洵等校点 78062681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钦定八旗通志.第六册 李洵等校点 78062681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钦定八旗通志.第十一册 李洵等校点 78062681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钦定八旗通志.第十二册 李洵等校点 78062681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钦定八旗通志.第十册 李洵等校点 78062681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钦定八旗通志.第四册 李洵等校点 78062681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西班牙风情录:英汉对照 俞耀生编著 7-80627-102-3 东方出版中心

新编实用公务文书写作 郑斯雄编著 7-80627-659-9 东方出版中心

文化苦旅 余秋雨著 7-80627-698-X 东方出版中心

新漫画英语幽默故事.2 主编 苑春鸣 7-80627-829-X 东方出版中心

新漫画英语幽默故事.3 主编 苑春鸣 7-80627-8303 东方出版中心

产后美丽手册 编著 秦云峰, 毕星秀 7-80627-848-6 东方出版中心

管理夜话:问题管理的模式与案例 孙继伟著 7-80627-881-8 东方出版中心

因明学研究 沈剑英著 7-80627-967-9 东方出版中心

王稼祥:家世 情感 品格 沈葵著 7-80629-304-3 济南出版社

辉煌二十年.上,农村篇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7-80629-433-3 济南出版社

辉煌二十年.下,农村篇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7-80629-433-3 济南出版社

笔墨余话.上 李常存著 7-80629-493-7 济南出版社



笔墨余话.下 李常存著 7-80629-493-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一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七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三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九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二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五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八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六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十一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十三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十二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十五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十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十四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红色记忆.第四卷 鲁林 ... [等]主编 7-80629-509-7 济南出版社

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上 杨薇著 7-80629-534-8 济南出版社

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下 杨薇著 7-80629-534-8 济南出版社

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上 田涛著 7-80629-535-6 济南出版社

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下 田涛著 7-80629-535-6 济南出版社

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上 龙秀清著 7-80629-537-2 济南出版社

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下 龙秀清著 7-80629-537-2 济南出版社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上 侯建新著 7-80629-594-1 济南出版社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下 侯建新著 7-80629-594-1 济南出版社

中国古钱币 陈彦民主编 7-80629-599-2 济南出版社

重读昨天.上 李金陵著 7-80629-679-4 济南出版社

重读昨天.下 李金陵著 7-80629-679-4 济南出版社

重读昨天.中 李金陵著 7-80629-679-4 济南出版社

中国经济地理.上 徐加明主编 7-80629-748-0 济南出版社

中国经济地理.下 徐加明主编 7-80629-748-0 济南出版社

道德经新解 诚虚子编著 7-80629-859-2 济南出版社

攀上心中的颠峰 刘墉著 7-80631-311-7 接力出版社

我不是教你诈.3 刘墉著 7-80631-313-3 接力出版社



现代症候群:刘墉浪漫期杂文选集 刘墉著 7-80631-849-6 接力出版社

刘姥姥回家:刘墉浪漫期短篇小说选集 刘墉著 7-80631-851-8 接力出版社

夜之族:刘墉浪漫期抒情散文选集 刘墉著 7-80631-960-3 接力出版社

拈花惹草:刘墉浪漫期田园散文选集 刘墉著 7-80631-961-1 接力出版社

中国经济“大裂变”:京城“四才子”指点社
会转型的新财路

魏杰 ... [等] 演讲 7-80632-024-5 广东经济出版社

智能型炒股66招 卢辛编著 7-80632-193-4 广东经济出版社

掌握股市:经验谈 杨基鸿著 7-80632-311-2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东生滚靓粥 荣坤, 瑞桓编著 7-80632-335-X 广东经济出版社

21世纪中国银行业风险与防范 主编 李晓西 7-80632-366-X 广东经济出版社

辉煌的背后: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发展个
案剖析

左章健编著 7-80632-397-X 广东经济出版社

庄家实战操盘释密,善战者 钟麟著 7-80632-409-7 广东经济出版社

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一场涉及生老病死的变革 尹力, 任明辉著 7-80632-492-5 广东经济出版社

投融资体制改革:再造经济扩张的持久良方 李秉祥等著 7-80632-493-3 广东经济出版社

跨国银行经营管理 主编 邓瑞林 7-80632-503-4 广东经济出版社

市场定位方略 张多中著 7-80632-504-2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营销战略 刘莉著 7-80632-507-7 广东经济出版社

财税体制改革:国家理财的再次创新 梁明著 7-80632-515-8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风险管理 张善轩编著 7-80632-524-7 广东经济出版社

知识经济与企业管理 杜莹芬编著 7-80632-540-9 广东经济出版社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解决中国粮食难题的一剂
良方

马九杰, 孔祥智著 7-80632-543-3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市革命：破解庄家:一个操盘手的深度解析 方文全著 7-80632-572-7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市解套攻战 彭麟编著 7-80632-574-3 广东经济出版社

走入股市 傅穗文, 王晖, 陈孔军编著 7-80632-575-1 广东经济出版社

庄家实战操盘释密,胜战者 钟麟主编 7-80632-589-1 广东经济出版社

走向战略调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抉择 赵红亮, 钱津主编 7-80632-599-9 广东经济出版社

道破K线天机 王学武, 潘联斌编著 7-80632-603-0 广东经济出版社

看盘高手 鲁正轩著 7-80632-607-3 广东经济出版社

炒股不求人 袁立春, 袁鸿儒编著 7-80632-621-9 广东经济出版社

跨世纪的中国金融业 华南金融研究所著 7-80632-625-1 广东经济出版社

老字号商法 陈志平编著 7-80632-630-8 广东经济出版社

新编夫妻病治 张嘉俊编著 7-80632-631-6 广东经济出版社



金融创新 杨星著 7-80632-639-1 广东经济出版社

投机智慧:世界股坛大师现身说法 程峰编著 7-80632-643-X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海寻庄 陈蔚武著 7-80632-646-4 广东经济出版社

波段秘笈 杨基鸿著 7-80632-651-0 广东经济出版社

炒股实战技巧 哲一, 翀翔, 金铎编著 7-80632-675-8 广东经济出版社

看图炒股要诀:股市变幻莫测 看图有迹可寻 刘志鸿, 王献锋编著 7-80632-679-0 广东经济出版社

寻庄与跟庄 张绍德, 任珏, 张宏群编著 7-80632-680-4 广东经济出版社

大智慧:技术分析诀窍 陈立辉著 7-80632-681-2 广东经济出版社

画说生意经.4,西方商人智谋 杨楚民编著 7-80632-704-5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市高手十日养成计划 周晓虎, 张晓菲著 7-80632-718-5 广东经济出版社

第一次投资就上手 陈桃生 ... [等]编著 7-80632-720-7 广东经济出版社

炒股就看这一招:把握买卖时机 洪方, 端舟, 喆一编著 7-80632-723-1 广东经济出版社

庄家实战操盘释密,智战者 钟麟主编 7-80632-733-9 广东经济出版社

一网打尽天下:超越微软的数字霸主思科 黄宇健, 曾驭然, 黄宇航编著 7-80632-734-7 广东经济出版社

选股高手 编著 王震宇, 张国江, 延龄 7-80632-736-3 广东经济出版社

选股绝招 徐之, 端尔, 闻沨编著 7-80632-751-7 广东经济出版社

稳操胜券:寻访黑马长庄的来影去踪 程峰, 程晓阳著 7-80632-757-6 广东经济出版社

高速成长88家上市公司 林文俏主编 7-80632-759-2 广东经济出版社

假日生意经,文化消费篇 主编 徐印州, 肖怡 7-80632-765-7 广东经济出版社

决胜股市58招 程永红著 7-80632-778-9 广东经济出版社

跟庄高手 文沨, 端哲, 余干人编著 7-80632-794-0 广东经济出版社

轻松做出纳 肖建琳, 吴少平编著 7-80632-798-3 广东经济出版社

解盘高手 徐昭国 ... [等] 编著 7-80632-799-1 广东经济出版社

技术赢家 高飞著 7-80632-806-8 广东经济出版社

赢家就这样炒股,实战操作篇 杨帆, 杨志鸿, 吴斯蓓编著 7-80632-810-6 广东经济出版社

赢家就这样炒股,技术解读篇 杨帆, 杨志鸿, 吴斯蓓编著 7-80632-810-6 广东经济出版社

登峰之路:青木股票投资技术实战课程 青木著 7-80632-829-7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市胜经:纵横股市全胜秘笈 王义田著 7-80632-875-0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市智慧小百科 王义田著 7-80632-876-9 广东经济出版社

看报纸做股票 王义田著 7-80632-877-7 广东经济出版社

洞悉主力的操盘手法 胡清照, 晶莹编著 7-80632-881-5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市用兵 刘国强编著 7-80632-893-9 广东经济出版社

选股与选时:股票操作基本技巧终结版 王学武编著 7-80632-903-X 广东经济出版社



阴阳烛:传统技术分析精华 李家耀著 7-80632-904-8 广东经济出版社

乾坤烛:颠覆技术分析游戏规则 李家耀著 7-80632-905-6 广东经济出版社

营销法眼:顾客关系管理 周运锦, 黄桂红著 7-80632-908-0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市技术分析完全操作手册 陈进忠著 7-80632-924-2 广东经济出版社

无招胜有招:如何步入炒股的最高境界 巩云婷编著 7-80632-932-3 广东经济出版社

菇类美食三百种 周范林主编 7-80632-944-7 广东经济出版社

蔬菜雕切 陈忠良主编 7-80632-952-8 广东经济出版社

成长是金:重点行业与潜力公司深度调研 胡天存编著 7-80632-963-3 广东经济出版社

各有妙炒:不同市态的操盘技法 张文伏著 7-80632-966-8 广东经济出版社

庄股盘面分析与投资技法 王学武编著 7-80632-968-4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市菜鸟看招:36计与72变的灵活运用 邓玢著 7-80632-969-2 广东经济出版社

看量炒股 顾清明主编 7-80632-983-8 广东经济出版社

唐诗三百首译注评.上 朱炯远[等]著 7-80638-327-1 辽海出版社

唐诗三百首译注评.下 朱炯远[等]著 7-80638-327-1 辽海出版社

唐诗三百首译注评.中 朱炯远[等]著 7-80638-327-1 辽海出版社

复旦逸事.上 齐全胜主编 7-80638-815-X 辽海出版社

复旦逸事.下 齐全胜主编 7-80638-815-X 辽海出版社

北师大逸事.上 王淑芳, 王晓明主编 7-80638-816-8 辽海出版社

北师大逸事.下 王淑芳, 王晓明主编 7-80638-816-8 辽海出版社

清华逸事.上 黄延复著 7-80638-817-6 辽海出版社

清华逸事.下 黄延复著 7-80638-817-6 辽海出版社

南开逸事.上 梁吉生主编 7-80638-818-4 辽海出版社

南开逸事.下 梁吉生主编 7-80638-818-4 辽海出版社

浙大逸事.上 胡建雄主编 7-80638-819-2 辽海出版社

浙大逸事.下 胡建雄主编 7-80638-819-2 辽海出版社

字词辨误.上 武玉梅[等]著 7-80638-838-9 辽海出版社

字词辨误.下 武玉梅[等]著 7-80638-838-9 辽海出版社

元曲 俞为民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充溢文苑的爱国精神 周群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先秦散文 朱孔阳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六朝骈文 于景祥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唐诗 于汉唐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宋词 莫砺锋, 童强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宋诗.上 莫砺锋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宋诗.下 莫砺锋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文心雕龙 左健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明清小说 于景祥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楚辞 郭维森, 包景诚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汉赋 骆冬青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诗经 朱崇才著 7-80638-853-2 辽海出版社

维特根斯坦:走出语言囚笼 张学广编著 7-80638-967-9 辽海出版社

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 王威海编著 7-80638-968-7 辽海出版社

弗洛伊德:文明的代价 何仲生, 余凤高编著 7-80638-969-5 辽海出版社

罗尔斯:正义与自由的求索 顾肃编著 7-80638-970-9 辽海出版社

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 何林编著 7-80638-971-7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民俗卷 李家巍, 曲德来主编 7-80638-980-6 辽海出版社

民俗知识问答.上 刘雪坚主编 7-80638-980-6 辽海出版社

民俗知识问答.下 刘雪坚主编 7-80638-980-6 辽海出版社

民俗知识问答.中 刘雪坚主编 7-80638-980-6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法律卷 李家巍, 曲德来主编 7-80638-981-4 辽海出版社

法律知识问答.上 张永芳主编 7-80638-981-4 辽海出版社

法律知识问答.下 张永芳主编 7-80638-981-4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音乐卷 李家巍, 曲德来主编 7-80638-982-2 辽海出版社

音乐知识问答.上 凌瑞兰主编 7-80638-982-2 辽海出版社

音乐知识问答.下 凌瑞兰主编 7-80638-982-2 辽海出版社

音乐知识问答.中 凌瑞兰主编 7-80638-982-2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美术卷 李家巍, 曲德来主编 7-80638-984-9 辽海出版社

美术知识问答.上 刘墨主编 7-80638-984-9 辽海出版社

美术知识问答.下 刘墨主编 7-80638-984-9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教育卷 李家巍, 曲德来主编 7-80638-989-X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书法卷 李家巍, 曲德来主编 7-80638-992-X 辽海出版社

书法知识问答.上 杨抱朴主编 7-80638-992-X 辽海出版社

书法知识问答.下 杨抱朴主编 7-80638-992-X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伦理卷 李家巍, 曲德来主编 7-80638-994-6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宗教卷 李家巍, 曲德来主编 7-80638-996-2 辽海出版社

宗教知识问答.上 初旭主编 7-80638-996-2 辽海出版社



宗教知识问答.下 初旭主编 7-80638-996-2 辽海出版社

宗教知识问答.中 初旭主编 7-80638-996-2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历史卷 李家巍, 曲德来主编 7-80638-998-9 辽海出版社

历史知识问答.上 柳海松主编 7-80638-998-9 辽海出版社

历史知识问答.下 柳海松主编 7-80638-998-9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文学卷 李家巍, 曲德来主编 7-80638-999-7 辽海出版社

文学知识问答.上 王祥主编 7-80638-999-7 辽海出版社

文学知识问答.下 王祥主编 7-80638-999-7 辽海出版社

富中之富:致马索的信
(新西兰) 理查德·韦伯斯特 (Richard 

Webster) 著
7-80639-758-2 哈尔滨出版社

少年维特之烦恼 (德) 歌德著 7-80639-839-2 哈尔滨出版社

小气财神 (英)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著

7-80639-846-5 哈尔滨出版社

老曼商业课:中国第一商务撰稿人 老曼著 7-80639-876-7 哈尔滨出版社

长腿叔叔 (美) 简·韦伯斯特著 7-80639-913-5 哈尔滨出版社

天堂张雨生:和商业互有攻守的音乐人生 张峰, 崔恕编著 7-80640-777-4 海峡文艺出版社

态度决定一切！:如何开创幸福、富有、健康
的人生

(美) 罗曼·W·皮尔著 7-80640-801-0 海峡文艺出版社

职业成功的十条黄金法则 (美) 史蒂文 R. 韦伯 (Steven R. Webber) 
著

7-80640-847-9 海峡文艺出版社

积极就是力量:一堂永恒的职业课 (美) 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 著 7-80640-996-3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东方笑神赵本山 李东旭, 马兰著 7-80642-631-0 山东友谊出版社

宋本 张丽娟等著 7806437843 江苏古籍出版社

明本 赵前著 780643786X 江苏古籍出版社

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 黄润华等著 7806437886 江苏古籍出版社

新文学版本 姜德明著 7806437894 江苏古籍出版社

坊刻本 黄镇伟著 7806437940 江苏古籍出版社

活字本 徐忆农著 7806437959 江苏古籍出版社

插图本 薛冰著 7806437967 江苏古籍出版社

家刻本 王桂平著 7806437975 江苏古籍出版社

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 田广金等著 7806439137 凤凰出版社

《蒙古源流》研究 乌兰 著 7806443630 辽宁民族出版社

蒙古族经济思想史研究 陈献国 著 7806447423 辽宁民族出版社

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录 杨丰陌等主编 7806449159 辽宁民族出版社

蒙古族通史.第一册 泰亦赤兀惕•满昌主编 7806449302 辽宁民族出版社



蒙古族通史.第三册 泰亦赤兀惕•满昌主编 7806449302 辽宁民族出版社

蒙古族通史.第二册 泰亦赤兀惕•满昌主编 7806449302 辽宁民族出版社

蒙古族通史.第四册 泰亦赤兀惕•满昌主编 7806449302 辽宁民族出版社

投资商资本主义:一个颠覆经理职位的时代 (美) 迈克尔·尤辛 (Michael Useem) 著 7-80645-335-0 海南出版社

高技术的创新与环境支持 马名驹编著 7-80645-563-9 海南出版社

寻找黄金船 (美) 盖瑞·金德著 7-80645-621-X 海南出版社

猎户座之谜
(美) 罗伯特·包维尔, (美) 埃德里安·吉

尔伯特著
7-80645-819-0 海南出版社

铁拳 [美]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部著 7-80645-843-3 海南出版社

WTO再造生活:解疑释惑110 罗晓军著 7-80645-923-5 海南出版社

我推销 我生存:一个中国推销员的真情自白 邰勇夫著 7-80645-941-3 海南出版社

一个想法1000万:NETSCAPE如何利用风险投资 (美) 迈克尔·刘易斯 (Michael Lewis) 著 7-80645-951-0 海南出版社

权力风云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部著 7-80645-963-4 海南出版社

奶酪够了！:终结版 林展贤 (Benson Lam) 著 7-80646-439-5 上海文化出版社

情困 (日) 唯川惠著 7-80646-469-7 上海文化出版社

心经济33条铁律 曹世潮著 7-80646-512-X 上海文化出版社

新制新味豆腐菜 策划 宋宴全 7-80646-548-0 上海文化出版社

我的世界多了你:《Honey (哈妮) 深呼吸》
精选集

陶海著 7-80646-560-X 上海文化出版社

WWW.上海玫瑰.com:何从版 何从, 花过雨著 7-80646-611-8 上海文化出版社

富翁情史 张晶编著 7-80646-624-X 上海文化出版社

DIY素肌美人 田恬 [著] 7-80646-704-1 上海文化出版社

DIY元气美人 作者 林婧 7-80646-705-X 上海文化出版社

DIY嫩肤美人 陆莹 [著] 7-80646-706-8 上海文化出版社

华商全球制胜方略:李嘉诚VS李兆基 张蕾著 7-80646-722-X 上海文化出版社

移猎蛮荒.10 莫仁著 7-80646-738-6 上海文化出版社

移猎蛮荒.6 莫仁著 7-80646-738-6 上海文化出版社

移猎蛮荒.7 莫仁著 7-80646-738-6 上海文化出版社

移猎蛮荒.8 莫仁著 7-80646-738-6 上海文化出版社

移猎蛮荒.9 莫仁著 7-80646-738-6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五彩缤纷玻璃画 吴轶洁著 7-80646-752-1 上海文化出版社

美颜新鲜力 沈轶主编 7-80646-761-0 上海文化出版社

无障碍句型 张宇婷著 7-80646-817-X 上海文化出版社



肌肤爱上水 徐俊编著 7-80646-822-6 上海文化出版社

超轻松写作 陶怡静著 7-80646-828-5 上海文化出版社

远离过敏体质的自然疗法 黄舫编著 7-80646-901-X 上海文化出版社

美少女不能不买的101件美容单品 卓绫著 7-80646-927-3 上海文化出版社

盐之美肌 翟赟编著 7-80646-979-6 上海文化出版社

红色季风:一个红卫兵领袖的传奇经历 咏慷著 7-80647-205-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 乐小天著 7-80647-575-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枪后有眼 蓝玛著 7-80647-637-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穷家富路 傻丫著 7-80647-650-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谋杀方程式 郑炳南著 7-80647-670-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政界乾坤 楚荆著 7-80647-714-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爱在雨季纷飞 向轩著 7-80647-837-X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爱情食谱 蔺启著 7-80647-909-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紫川.第3集,蓝河泣血 老猪著 7-80647-923-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紫川.第4集,光明之王 老猪著 7-80647-924-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紫川.第5集,雾锁流风 老猪著 7-80647-944-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一册,第一卷
至第十五卷 周威烈王至汉景帝(前403～前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七册,第九十
二卷至第一百零六卷 晋元帝至晋孝武帝(公

元322～386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三册,第三十
卷至第四十六卷 汉成帝至汉章帝(前32～公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九册,第一百
二十一卷至第一百三十八卷 宋文帝至齐武帝

(公元428～493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二册,第十六
卷至第二十九卷 汉景帝至汉元帝(前154～前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二十册,第二
百八十一卷至第二百九十四卷 后晋高祖宗至

后周世宗(公元937～959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五册,第六十
一卷至第七十五卷 汉献帝至魏邵陵厉公(公

元194～252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八册,第一百
零七卷至第一百二十卷 晋孝武帝至宋文帝

(公元387～427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六册,第七十
六卷至第九十一卷 魏邵陵厉公至晋元帝(公

元253-321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十一册,第一
百五十三卷至第一百六十八卷 梁武帝至陈文

帝(公元529～562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十七册,第二
百三十八卷至第二百五十一卷 唐宪宗至唐懿

宗(公元809～869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十三册,第一
百八十二卷至第一百九十六卷 隋炀帝至唐太

宗(公元613～643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十九册,第二
百六十六卷至第二百八十卷 后梁太祖至后晋

高祖宗(公元907～936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十二册,第一
百六十九卷至第一百八十一卷 陈文帝至隋炀

帝(公元563～612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十五册,第二
百一十卷至第二百二十三卷 唐睿宗至唐代宗

(公元710～765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十八册,第二
百五十二卷至第二百六十五卷 唐懿宗至唐昭

宗(公元870～906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十六册,第二
百二十四卷至第二百三十七卷 唐代宗至唐宪

宗(公元765～809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十册,第一百
三十九卷至第一百五十二卷 齐明帝至梁武帝

(公元494～528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十四册,第一
百九十七卷至第二百零九卷 唐太宗至唐中宗

(公元643～710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四册,第四十
七卷至第六十卷 汉章帝至汉献帝(公元85～

公元193年)

[(宋)司马光著] 7-80648-425-6 延边人民出版社

肺结核的诊断与防治 邹志艳等主编 7-80648-469-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最新医药法规文件汇编.上 励东主编 7-80648-570-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最新医药法规文件汇编.上册 励东主编 7-80648-570-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最新医药法规文件汇编.下 励东主编 7-80648-570-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最新医药法规文件汇编.下册 励东主编 7-80648-570-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最新医药法规文件汇编.中 励东主编 7-80648-570-8 延边人民出版社

珍贵的礼物 (美) 斯宾塞·约翰逊著 7-80648-75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一分钟的你自己:斯宾塞·约翰逊经典作品
集.Ⅱ

(美) 斯宾塞·约翰逊著 7-80648-881-2 延边人民出版社

男人的十五大罪状:解读两性关系手册 安琪著 7-80648-882-0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一分钟领导课 (英) 约翰·阿代尔著 7-80648-936-3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国旗 国徽 国歌 周克玉主编 7-80649-034-5 辽海出版社

军旗 军徽 军歌 周克玉主编 7-80649-035-3 辽海出版社

北大逸事.上 李宏主编 7-80649-143-0 辽海出版社

北大逸事.下 李宏主编 7-80649-143-0 辽海出版社

中国科大逸事.上 丁毅信主编 7-80649-144-9 辽海出版社

中国科大逸事.下 丁毅信主编 7-80649-144-9 辽海出版社

南大逸事.上 龚放, 王运来, 袁李来著 7-80649-145-7 辽海出版社

南大逸事.下 龚放, 王运来, 袁李来著 7-80649-145-7 辽海出版社

武大逸事.上 徐正榜主编 7-80649-146-5 辽海出版社

武大逸事.下 徐正榜主编 7-80649-146-5 辽海出版社

山大逸事.上 孙长俊主编 7-80649-147-3 辽海出版社

山大逸事.下 孙长俊主编 7-80649-147-3 辽海出版社

英国文化与现代化 王章辉著 7-80649-204-6 辽海出版社

法国文化与现代化 张丽, 冯棠著 7-80649-205-4 辽海出版社

美国文化与现代化 顾宁著 7-80649-206-2 辽海出版社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 汤重南等著 7-80649-207-0 辽海出版社

德国文化与现代化 陆世澄著 7-80649-208-9 辽海出版社

意大利文化与现代化 黄昌瑞著 7-80649-209-7 辽海出版社

拉美文化与现代化 钱明德, 金计初著 7-80649-210-0 辽海出版社

瑞士文化与现代化 端木美著 7-80649-211-9 辽海出版社



加拿大文化与现代化 高鉴国著 7-80649-212-7 辽海出版社

大学精神.上 杨东平编 7-80649-242-9 辽海出版社

大学精神.下 杨东平编 7-80649-242-9 辽海出版社

元曲三百首译注评.上 钟林斌著 7-80649-245-3 辽海出版社

元曲三百首译注评.下 钟林斌著 7-80649-245-3 辽海出版社

古诗文背诵范本 水之松主编 7-80649-287-9 辽海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导读 周明, 英彤编著 7-80649-302-6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经济卷 孟凌君, 孟金山, 于景祥主编 7-80649-324-7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地理卷 孟凌君, 孟金山, 于景祥主编 7-80649-325-5 辽海出版社

地理知识问答.上 徐荻编 7-80649-325-5 辽海出版社

地理知识问答.下 徐荻编 7-80649-325-5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体育卷 孟凌君, 孟金山, 于景祥主编 7-80649-326-3 辽海出版社

体育知识问答.上 范寸生编著 7-80649-326-3 辽海出版社

体育知识问答.下 范寸生编著 7-80649-326-3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饮食卷 孟凌君, 孟金山, 于景祥主编 7-80649-327-1 辽海出版社

饮食知识问答.上 初国卿主编 7-80649-327-1 辽海出版社

饮食知识问答.下 初国卿主编 7-80649-327-1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医药卷 孟凌君, 孟金山, 于景祥主编 7-80649-328-X 辽海出版社

医药知识问答.上 陆秀兰主编 7-80649-328-X 辽海出版社

医药知识问答.下 陆秀兰主编 7-80649-328-X 辽海出版社

百年中国 主编 蔡洪波 7-80651-026-5 羊城晚报出版社

陈懵吉与荒唐镜:方唐漫画精选,天堂地狱篇 [方唐绘] 7-80651-031-1 羊城晚报出版社

酒店诊断:全面提升竞争力的金钥匙 彭建军著 7-80651-049-4 羊城晚报出版社

简方妙治呼吸系统病和心脏病 王昌源编 7-80651-080-X 羊城晚报出版社

高龄妈妈健康怀孕私房书 杜小飞编著 7-80651-145-8 羊城晚报出版社

准父母与保姆育婴读本 丁雪编著 7-80651-152-0 羊城晚报出版社

怀胎十月:健康怀孕细细谈 徐红丽编著 7-80651-170-9 羊城晚报出版社

胎内育儿:优生宝宝胎教十月 叶莉编著 7-80651-173-3 羊城晚报出版社

常见病自我诊查与调养指南,慢性肝炎、慢性
肠炎、消化性溃疡

主编 李南夷 7-80651-192-X 羊城晚报出版社

常见病自我诊查与调养指南,中风、神经衰弱
、癫痫

主编 李南夷 7-80651-193-8 羊城晚报出版社



常见病自我诊查与调养指南,冠心病、高血压
病、糖尿病

主编 李南夷 7-80651-194-6 羊城晚报出版社

孩童疾病症状与护理 李伟良编著 7-80651-199-7 羊城晚报出版社

家庭医疗护理急救 李蓉, 罗贻乐编著 7-80651-203-9 羊城晚报出版社

饮食美容装扮 孙洁编著 7-80651-205-5 羊城晚报出版社

肝胆疾病预防与治疗 宋祖德, 叶国华主编 7-80651-214-4 羊城晚报出版社

成功家教手册 林丽慧编著 7-80651-280-2 羊城晚报出版社

成人病食疗汤水 编著 梁佩仪 7-80651-324-8 羊城晚报出版社

风一样的少年.二 韦炫羽著 7-80651-468-6 羊城晚报出版社

我的笨熊女友.2 (韩) 金恩更著 7-80651-472-4 羊城晚报出版社

捕捉狼的清纯.1 (韩) 朱晓仙著 7-80651-479-1 羊城晚报出版社

本报今日出击,呼唤公平 卢跃刚, 罗强烈主编 7-80652-019-8 南方日报出版社

本报今日出击,拷问良知 卢跃刚, 罗强烈主编 7-80652-019-8 南方日报出版社

本报今日出击,追寻正义 卢跃刚, 罗强烈主编 7-80652-019-8 南方日报出版社

爱人出差:出差症候群的心理分析 程超泽著 7-80652-038-4 南方日报出版社

游戏宝典:经典电脑游戏全攻略 付昱著 7-80652-104-6 南方日报出版社

法律为女性说话 《中国妇女》杂志社编著 7-80652-158-5 南方日报出版社

应对医药欺诈 余幼鸣著 7-80652-161-5 南方日报出版社

健康大智慧:健商HQ康复保健自我管理 张昊著 7-80652-266-2 南方日报出版社

刚刚过去的历史:修私人之观史 看千年如一
日

王安著 7-80652-356-1 南方日报出版社

当创意工业改变世界 林平编著 7-80652-446-0 南方日报出版社

中医美容健身 主编 庄礼兴 7-80653-001-0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东方蒙地卡罗:澳门之旅 凌子编著 7-80653-020-7 广东旅游出版社

山西之旅 李彬编著 7-80653-084-3 广东旅游出版社

四川之旅 伍诚, 黄昕编著 7-80653-091-6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中老年神经系统保健 编著 邢诒刚 7-80653-133-5 广东旅游出版社

睡眠障碍诊断与治疗 潘集阳编著 7-80653-158-0 广东旅游出版社

旅行社人力资源管理 宋耘, 傅慧, 李美云编著 7-80653-164-5 广东旅游出版社

头痛预防与治疗 潘乘龙编著 7-80653-165-3 广东旅游出版社

西北之旅 伍诚编著 7-80653-175-0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国观光旅游英语900句 文术编 7-80653-18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桂林·漓江旅游实用图册 凌子, 廖天敏编著 7-80653-248-X 广东旅游出版社

a-do阿杜：情歌也可以很有力 于星编著 7-80653-263-3 广东旅游出版社



FD饭店战略管理:理论前沿与中国的实践 邹统钎等著 7-80653-267-6 广东旅游出版社

千寻之旅 熊召政著 7-80653-271-4 广东旅游出版社

肇庆七星岩·鼎湖山旅游实用图册 洪专, 凯旋编著 7-80653-278-1 广东旅游出版社

张家界旅游实用图册 田波, 文龙著 7-80653-284-6 广东旅游出版社

泰山旅游实用图册 李平 .... [等]编著 7-80653-285-4 广东旅游出版社

庐山旅游实用图册 曹国新, 安平编著 7-80653-294-3 广东旅游出版社

峨眉山旅游实用图册 肖稻, 吴志文编著 7-80653-298-6 广东旅游出版社

印度之旅 李存修, 吴荣水编著 7-80653-330-3 广东旅游出版社

全知贤：野蛮女友全接触 李亮编著 7-80653-360-5 广东旅游出版社

哺儿育女医学手册 李晓琳, 王毅, 李达维主编 7-80653-393-1 广东旅游出版社

创业成功学.上册,创业怎么办 蔡敬聪著 7-80653-398-2 广东旅游出版社

创业成功学.下册,创业不败 蔡敬聪著 7-80653-398-2 广东旅游出版社

呼吸道疾病食疗菜谱 梁俊雄，潘志恒编著 7-80653-432-6 广东旅游出版社

呼吸道疾病食疗汤水 潘志恒编著 7-80653-433-4 广东旅游出版社

心脑血管疾病中医食疗 李林编著 7-80653-458-X 广东旅游出版社

儿科疾病中医食疗 刘小玲，粱怡君编著 7-80653-459-8 广东旅游出版社

肝胆道疾病中医食疗 潘志恒编著 7-80653-461-X 广东旅游出版社

都市休闲运动 安康, 吴志刚, 吴颀编著 7-80653-462-8 广东旅游出版社

男性ED医学手册:男性ED、三高、四大病 李晓琳, 左彦文主编 7-80653-478-4 广东旅游出版社

裸模风波:舒勇行为艺术事件全纪录 刘水著 7-80653-503-9 广东旅游出版社

策划师的八宗罪 李艺林著 7-80653-509-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天生爱女人 邵江天著 7-80653-533-0 广东旅游出版社

法学导论 王学沛主编 7-80653-572-1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与老板共舞:做个勇敢的部属 [美]伊拉·夏勒夫 (Ira Chaleff) 著 7-80654-007-5 海天出版社

企业质量管理及实施ISO9000族标准实务 杨永华, 张进编著 7-80654-012-1 海天出版社

获取成功的精神因素 (美) W. 克莱门特·斯通著 7-80654-013-X 海天出版社

你好, 忧愁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Francoise Sagan) 

著
7-80654-023-7 海天出版社

战云纪事 常任侠著 7-80654-034-2 海天出版社

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莫言中短篇小说选 莫言著 7-80654-047-4 海天出版社

购房陷阱 周志刚编著 7-80654-078-4 海天出版社

飞翔的梦 王翔著 7-80654-095-4 海天出版社

重大疾病的早期信号 易敬林主编 7-80654-107-1 海天出版社



我，奴隶与情人: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 (法) 雅恩·安德烈亚 (Yann Andrea) 著 7-80654-124-1 海天出版社

自我防治高血压 杨益编著 7-80654-125-X 海天出版社

商业银行战略管理 (英) 希拉·郝弗南著 7-80654-142-X 海天出版社

任仲夷点评于光远超短文 任仲夷, 于光远著 7-80654-150-0 海天出版社

幻灭的天才梦 (新加坡) 方桂香著 7-80654-168-3 海天出版社

期待的男孩 7-80654-169-1 海天出版社

一网赢天下:论网络股发展前景 陈绍胜, 刘军著 7-80654-177-2 海天出版社

桥上的卓艾 (加) 玛里兹·佩尔蒂埃著 7-80654-184-5 海天出版社

男性·父亲
(法) 西尔万·米穆 (Sylvain Mimoun), 

(法) 伊丽莎白·肖森 (Elisabeth 
7-80654-188-8 海天出版社

生命科学集 吴巍等著 7-80654-211-6 海天出版社

商业银行问题贷款管理 李强, 夏样芳著 7-80654-221-3 海天出版社

“性”灾乐祸:美国社会性现象透视 麦子著 7-80654-229-9 海天出版社

产后美丽手册 (日) 池下育子著 7-80654-230-2 海天出版社

前妻
(法) 弗朗索瓦丝·尚德纳戈尔 (Francoise 

Chandernagor) 著
7-80654-250-7 海天出版社

现场简易急救100法 主编 罗兴中 7-80654-257-4 海天出版社

桑榆琐话:张中行散文精选 [张中行著] 7-80654-273-6 海天出版社

营销策划训练营 冯建民著 7-80654-291-4 海天出版社

爱情这逃犯 潘小平著 7-80654-299-X 海天出版社

商业银行管理精要 李晓欣, 钱文宝编译 7-80654-322-8 海天出版社

商业银行会计实务 张维新编著 7-80654-345-7 海天出版社

企业资本运营.上 顾凯主编 7-80654-349-X 海天出版社

企业资本运营.下 顾凯主编 7-80654-349-X 海天出版社

如何为孩子补充微量元素 翁坤荣主编 7-80654-352-X 海天出版社

逃不脱的恶梦 (美) 玛丽莲·威卢斯 (Marilyn Reynolds) 
著

7-80654-362-7 海天出版社

我们不是素食主义者 蔡崇达主编 7-80654-390-2 海天出版社

喜新厌旧 黄啸著 7-80654-402-X 海天出版社

自我防治内分泌疾病 沈稚舟编著 7-80654-406-2 海天出版社

历代寓理短文新选.上 范文主编 7-80654-409-7 海天出版社

历代寓理短文新选.下 范文主编 7-80654-409-7 海天出版社

演艺麦克风 彭长征漫画 7-80654-418-6 海天出版社

炒赢B股 主编 牛冠兴 7-80654-444-5 海天出版社



PhotoImpact炫炫影像处理、酷酷的网页运用 卢孜婷编著 7-80654-458-5 海天出版社

破镜重“缘”:美国社会婚姻现象分析
(美) 安德鲁·切尔林 (Andrew J. 

Cherlin) 著
7-80654-462-3 海天出版社

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法律规则 王千华, 林晖著 7-80654-469-0 海天出版社

公司筹资策略:巧妙安排筹资结构提高公司价
值

熊楚熊著 7-80654-500-X 海天出版社

处女猎 王晓莉著 7-80654-501-8 海天出版社

公司投资策略:精心策划投资组合增加公司价
值

熊楚熊著 7-80654-507-7 海天出版社

行者·云南 作者 张允平 7-80654-521-2 海天出版社

妇女疾病中医治防要诀 单志群编著 7-80654-536-0 海天出版社

家破人“惘”:美国社会家庭问题分析
(美) 小弗兰克·F.福斯汀伯格 (Frank 

F.Furstenberg, Jr.), (美) 安德鲁·切尔
林 (Andrew J.Cherlin) 著

7-80654-540-9 海天出版社

营销模式100 赖丹声著 7-80654-567-0 海天出版社

孕产妇如何补充微量元素 翁坤荣主编 7-80654-573-5 海天出版社

自我防治性病 范敏, 苏敬泽, 席丽艳编著 7-80654-609-X 海天出版社

深圳时尚家具,卧室、书房 主编 裴长辉 7-80654-635-9 海天出版社

一生爱好是天然.上 王充闾著 7-80654-648-0 海天出版社

一生爱好是天然.下 王充闾著 7-80654-648-0 海天出版社

春的祝愿.上 林非著 7-80654-649-9 海天出版社

春的祝愿.下 林非著 7-80654-649-9 海天出版社

秋天的感觉.上 李国文著 7-80654-650-2 海天出版社

秋天的感觉.上 李国文著 7-80654-650-2 海天出版社

秋天的感觉.下 李国文著 7-80654-650-2 海天出版社

秋天的感觉.下 李国文著 7-80654-650-2 海天出版社

无奈的告白.上 柳萌著 7-80654-651-0 海天出版社

无奈的告白.下 柳萌著 7-80654-651-0 海天出版社

无奈的告白.下 柳萌著 7-80654-651-0 海天出版社

水流云在.上 崔道怡著 7-80654-652-9 海天出版社

水流云在.下 崔道怡著 7-80654-652-9 海天出版社

水流云在.中 崔道怡著 7-80654-652-9 海天出版社

李自健传奇 李红, 郑贱德著 7-80654-658-8 海天出版社

男性统治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著 7-80654-666-9 海天出版社

生存的悖论.上 梅洁著 7-80654-680-4 海天出版社



生存的悖论.下 梅洁著 7-80654-680-4 海天出版社

追寻遥远的美丽.上 梁衡著 7-80654-681-2 海天出版社

追寻遥远的美丽.下 梁衡著 7-80654-681-2 海天出版社

追寻遥远的美丽.中 梁衡著 7-80654-681-2 海天出版社

心灵的解读.上 韩小蕙著 7-80654-682-0 海天出版社

心灵的解读.下 韩小蕙著 7-80654-682-0 海天出版社

哀驴.上 赵丽宏著 7-80654-683-9 海天出版社

哀驴.下 赵丽宏著 7-80654-683-9 海天出版社

哀驴.中 赵丽宏著 7-80654-683-9 海天出版社

友谊比爱更长久.上 肖复兴著 7-80654-684-7 海天出版社

友谊比爱更长久.下 肖复兴著 7-80654-684-7 海天出版社

供应链下的物流管理 (日) 汤浅和夫著 7-80654-703-7 海天出版社

深圳时尚家具,厨卫、儿童房 裴长辉主编 7-80654-725-8 海天出版社

长翅膀的绵羊:一个16岁女孩留学英国的故事 妞妞著 7-80654-726-6 海天出版社

鸟王翎翎 朱新望著 7-80654-750-9 海天出版社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十大片区 赵川著 7-80654-800-9 海天出版社

品位·品味,沙发 比格出版有限公司编著 7-80654-821-1 海天出版社

猪未央 陈佳妮著 7-80654-847-5 海天出版社

秘书训练课程 廖金泽著 7-80654-887-4 海天出版社

活出精彩:平凡生活创造不平凡业绩的七个步
骤

(美) 丹尼·卡克斯 (Danny Cox), (美)约翰
·胡佛 (John Hoover) 著

7-80654-909-9 海天出版社

秘书培训教程 廖金泽著 7-80654-920-X 海天出版社

在哪里 在这里 谭比岸著 7-80654-932-3 海天出版社

胎儿脑力开发必读 罗红娟编 7-80655-313-4 广州出版社

新女性美容保健口袋丛书-再造女人的媚丽 罗红娟 编 7-80655-316-9 广州出版社

安心坐月子小百科 罗红娟编 7-80655-342-8 广州出版社

火候 伍福生著 7-80655-368-1 广州出版社

中小投资者创业实案全录.上 李帝扶, 陈国华编 7-80655-591-9 广州出版社

中小投资者创业实案全录.下 李帝扶, 陈国华编 7-80655-591-9 广州出版社

现代商务文书写作:文案与范本 徐寒主编 7-80655-662-1 广州出版社

职业定位DIY:指向成功的方法利器 洪壤, 陈宜编著 7-80655-759-8 广州出版社

杨臣刚“老鼠爱大米”纪实 伍福生著 7-80655-855-1 广州出版社

党旗在社区飘扬 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组织部编 7-80656-025-4 百家出版社



这么吃，你可以变更瘦 本书编写组编 7-80656-965-0 百家出版社

这么吃, 你可以白白嫩嫩:塑造由内而外“白
里透红”健康好肤质

本书编写组编 7-80656-966-9 百家出版社

这么吃，就能养出资优生:让你的孩子变高变
聪明变健康的37种吃法

郑衍基, 黄建荣编著 7-80656-967-7 百家出版社

爱情是最后一座桥 (奥) 约·马·西默尔著 7-80657-394-1 译林出版社

葡萄疗法 周帆编著 7-80660-044-2 南方出版社

理科教育论文写作引论 陈华乐编著 7-80660-282-8 南方出版社

化学原理选讲:基础化学知识规律揭示 严宣申著 7-80660-283-6 南方出版社

化学教学论与案例研究 唐力主编 7-80660-300-X 南方出版社

化学创造性思维培养方略 主编 吴国庆 7-80660-301-8 南方出版社

办公室女性生活百科 以汀编著 7-80660-410-3 南方出版社

舍得幸福 懒得离婚 寒冰著 7-80660-443-X 南方出版社

教坛思絮:骨干教师论教学(续集) 主编 刘湘溶, 白解红 7-80660-756-0 南方出版社

学校会计 雷建龙, 段贤明编著 7-80660-780-3 南方出版社

世界情色电影精品鉴赏.第二辑 蓝春雨, 王佳泉主编 7-80660-832-X 南方出版社

世界情色电影精品鉴赏.第二辑 蓝春雨, 王佳泉主编 7-80660-832-X 南方出版社

活力素食 吴国嘉, 李为民编著 7-80661-364-1 上海远东出版社

骑在扫帚上听歌的巫婆 张秋生著 7-80661-365-X 上海远东出版社

重塑亚洲:从泡沫经济到可持续经济
(美) 菲利普·科特勒, (印尼) 赫马万·卡

塔查亚著
7-80661-375-7 上海远东出版社

重塑亚洲:从泡沫经济到可持续经济
(美) 菲利普·科特勒, (印尼) 赫马万·卡

塔查亚著
7-80661-375-7 上海远东出版社

自主美容 谢玉艳, 朱鸣烨, 李雯岚编著 7-80661-394-3 上海远东出版社

巧手当家:生活小窍门集锦 梅枝编著 7-80661-397-8 上海远东出版社

美国秀:一个中国知识青年的边看边想 秦朔著 7-80661-467-2 上海远东出版社

高处相逢:凤凰周刊精品集 [邓康延主编] 7-80661-491-5 上海远东出版社

善待打拼的本钱:“亚健康”自我诊疗 止戈编著 7-80661-493-1 上海远东出版社

家庭常见病护理手册 袁秀玲, 翁素贞主编 7-80661-504-0 上海远东出版社

轻松减肥100招 赖秀珍著 7-80661-561-X 上海远东出版社

穷理查年鉴:财富之路
(美) 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著
7-80661-667-5 上海远东出版社

笑富人， 笑穷人:财富幽默
(加) 斯·李柯克, (美) 马克·吐温, (美) 

欧·亨利著
7-80661-670-5 上海远东出版社



智慧之光:英汉人生名言菁华 朱万宝编著 7-80661-701-9 上海远东出版社

你的心事我猜!猜!猜! 邹珉著 7-80661-716-7 上海远东出版社

星际战争 (英) 威尔斯著 7-80661-773-6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与电影共舞 颜纯钧著 7-80661-797-3 上海远东出版社

金色晚霞.一,老年心理保健卷 熊华堂编著 7-80661-813-9 上海远东出版社

金色晚霞.三,老年饮食保健卷 金必辉, 钟栗等编著 7-80661-813-9 上海远东出版社

金色晚霞.二,老年医疗保健卷 冯亚平主编 7-80661-813-9 上海远东出版社

金色晚霞.四,老年运动保健卷 袁琼嘉等编著 7-80661-813-9 上海远东出版社

飞地 唐继无, 于醒民著 7-80661-824-4 上海远东出版社

顾客是老板 (美) 约翰·舍尔 (John Tschohl) 著 7-80661-826-0 上海远东出版社

现代汉语谚语规范词典 李行健主编 7-80664-131-9 长春出版社

现代汉语惯用语规范词典 李行健主编 7-80664-133-5 长春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进展 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主编 7-80664-157-2 长春出版社

球场不平:我的足球生涯 苏永舜著 7-80664-220-X 长春出版社

球场不平：我的足球生涯 苏永舜 7-80664-220-x 长春出版社

音乐小童Do Re Mi 作者/绘图 倪端 7-80664-274-9 长春出版社

真正的老板不说“谢谢” 原著 (美) Ellen Nevins 7-80664-625-6 长春出版社

美食最乡思 古清生著 7-80665-614-6 岳麓书社

肿瘤中草药原色图谱 黄燮才主编 7-80666-165-4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二胡重奏练习曲 乐曲20首.3 张飞龙, 张建国编著 7-80667-106-4 上海音乐出版社

大管练习曲 陈建华主编 7-80667-200-1 上海音乐出版社

吉他之友.总第57期,触摸摇滚 主编 费维耀, 黑杭林 7-80667-217-6 上海音乐出版社

小提琴考级练习教程.第三册 张培萍编著 7-80667-259-1 上海音乐出版社

钢琴手指热身运动.上 卡洛琳·米勒 (Carolyn Miller) [著] 7-80667-316-4 上海音乐出版社

钢琴手指热身运动.下 卡洛琳·米勒 (Carolyn Miller) [著] 7-80667-316-4 上海音乐出版社

流行雨吉他通俗小品.1 周成龙主编 7-80667-339-3 上海音乐出版社

通俗吉他小品集.2,情人相遇 蒋梵, 陈革编注 7-80667-403-9 上海音乐出版社

钢琴通俗小品.7 唐磊主编 7-80667-516-7 上海音乐出版社

医坛一千零一夜:百病诊治小故事 王慧芬主编 7-80668-358-5 学林出版社

国家错误反思录 桑玉成主编 7-80668-523-5 学林出版社

食物改变你的一生 陈怡魁讲述 7-80668-545-6 上海文化出版社

食物改变你的一生 陈怡魁讲述；张茗阳编著 7-80668-545-6 学林出版社

夏娃的初吻:当代女大学生情恋启示录 瑞江编著 7-80668-644-4 学林出版社



世纪大疫情 李建中编著 7-80668-694-0 学林出版社

生存风水学 陈怡魁讲述 7-80668-967-2 学林出版社

胡适 鲁迅 王国维解读《红楼梦》 张国星编 7-80669-012-3 辽海出版社

朱自清 胡适 闻一多解读唐诗 于唐编 7-80669-013-1 辽海出版社

胡适 鲁迅解读《水浒传》 张庆善编 7-80669-014-X 辽海出版社

胡适 鲁迅解读《水浒传》 张庆善编 7-80669-014-X 辽海出版社

唐诗多功能多用途辞典.上 靖宇主编 7-80669-033-6 辽海出版社

唐诗多功能多用途辞典.下 靖宇主编 7-80669-033-6 辽海出版社

唐诗多功能多用途辞典.中 靖宇主编 7-80669-033-6 辽海出版社

古代文学辞典.上 唐风, 艳波主编 7-80669-181-2 辽海出版社

古代文学辞典.下 唐风, 艳波主编 7-80669-181-2 辽海出版社

古代文学辞典.中 唐风, 艳波主编 7-80669-181-2 辽海出版社

必读文学名著.上 景德, 金迪主编 7-80669-186-3 辽海出版社

必读文学名著.下 景德, 金迪主编 7-80669-186-3 辽海出版社

警世大案:辽宁省典型案例剖析教育读本
中共辽宁省纪委宣传教育室, 辽宁省监察厅

宣传教育室编
7-80669-257-6 辽海出版社

胡适 王国维等解读宋词 汉唐, 于明编 7-80669-348-3 辽海出版社

胡适 王国维等解读宋词 汉唐, 于明编 7-80669-348-3 辽海出版社

鲁迅 胡适等解读《金瓶梅》 张国星编 7-80669-349-1 辽海出版社

胡适 鲁迅等解读《三国志演义》 唐风, 冬梅编 7-80669-350-5 辽海出版社

胡适 鲁迅等解读《三国志演义》 唐风, 冬梅编 7-80669-350-5 辽海出版社

鲁迅 胡适等解读《西游记》 张庆善, 唐风编 7-80669-351-3 辽海出版社

鲁迅 胡适等解读《西游记》 张庆善, 唐风编 7-80669-351-3 辽海出版社

梁启超 章太炎解读中华文化经典.上 庆善, 于唐编 7-80669-361-0 辽海出版社

梁启超 章太炎解读中华文化经典.下 庆善, 于唐编 7-80669-361-0 辽海出版社

学生实用《水浒传》辞典.上 许振东主编 7-80669-429-3 辽海出版社

学生实用《水浒传》辞典.下 许振东主编 7-80669-429-3 辽海出版社

从ABC到英语会话100天 编著 杨莉 7-80671-168-6 鹭江出版社

英语听力100天 编著 杨莉 7-80671-170-8 鹭江出版社

A计划之60动词 编著 许莉 7-80671-177-5 鹭江出版社

C计划之我爱词族 编著 许莉, 程孝桂 7-80671-182-1 鹭江出版社

在爆笑中回忆:偶的大学日记,春季篇 应达磊文字 7-80671-261-5 鹭江出版社

在爆笑中回忆:偶的大学日记,夏季篇 应达磊文字 7-80671-262-3 鹭江出版社



在爆笑中回忆:偶的大学日记,秋季篇 应达磊文字 7-80671-263-1 鹭江出版社

在爆笑中回忆:偶的大学日记,冬季篇 应达磊文字 7-80671-264-X 鹭江出版社

绯闻 朱文颖著 7-80673-034-6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夏日残梦 周瑄璞著 7-80673-136-9 花山文艺出版社

你离我很远 王丽丽著 7-80673-138-5 花山文艺出版社

闲情偶寄.第五辑,飘飘欲仙 (清) 李渔著 7-80673-466-X 花山文艺出版社

闲情偶寄.第四辑,吉时行乐 (清) 李渔著 7-80673-467-8 花山文艺出版社

诛仙.7 萧鼎著 7-80673-858-4 花山文艺出版社

新海上花:细节中的上海女人 瘦马著 7-80674-147-X 广西美术出版社

家居设计与格调,孩童天地 冯先锋主编 7-80674-478-9 广西美术出版社

不体贴的父亲
(美) 李文斯登·劳奈德 (Lewensden 

Laoned) 著
7-80675-082-7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特种服务行业依法经营手册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研究会,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编
7-80675-093-2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万路文集.4,怪王外传 万路著 7-80675-111-4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麦加菲读本.1
(美) 威廉·H·麦加菲 (Willinam Holmes 

McGuffey) 著
7-80675-149-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健康新概念 乐洋编著 7-80675-152-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爱情箴言 陆中飞编著 7-80675-170-X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一生的性保健书 憨氏主编 7-80675-187-4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智慧比萨 伊凡编译 7-80675-200-5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产前产后每月必读 主编 张家林 7-80675-202-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新婚孕育及妇婴保健大全 主编 张家林 7-80675-204-8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自私者的红宝书 憨氏主编 7-80675-229-3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职场生存智慧:求职、交际与创业技巧 张小小编著 7-80675-235-8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不要打孩子的屁股 憨氏编著 7-80675-256-0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男人的黄金时代:点“时”成“金”的三大秘
方

憨氏编著 7-80675-257-9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美梦成真 彬彬主编 7-80675-266-8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美妙的胎话 秦长清编 7-80675-281-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女人的格言 袁野主编 7-80675-283-8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生儿育女必知必读 主编 吴少平 7-80675-285-4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快乐怀孕安全分娩 赵佳荣编 7-80675-297-8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商界钻石法则:中国商人的220条商规 憨氏编著 7-80675-326-5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幸福女人 羽茜编著 7-80675-328-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千万不要入错行:职场：找到你要爬的桅杆 憨氏编著 7-80675-329-X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职场新人全攻略 职业规划编委会编著 7-80675-334-6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让爱留在心底 朱星辰编译 7-80675-352-4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爱, 让我们在一起 朱星辰编译 7-80675-353-2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给我幸福 刘彩云著 7-80675-354-0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中国银行 再造有多险？ 王德培主编 7-80676-000-8 文汇出版社

大学生活规划 (美)Pat Ordovensky著 7-80676-004-0 文汇出版社

静听回声 李辉著 7-80676-057-1 文汇出版社

敬宜笔记 范敬宜著 7-80676-058-X 文汇出版社

散漫守望 伊人著 7-80676-187-X 文汇出版社

陌生人过去现在时 周佩红著 7-80676-304-X 文汇出版社

神鞭 冯骥才著 7-80676-315-5 文汇出版社

钥匙在窗栏的阳光下 阿冢著 7-80676-317-1 文汇出版社

百合长出翅膀飞了 水陶陶著 7-80676-346-5 文汇出版社

太阳底下的混子 阿聊著 7-80676-352-X 文汇出版社

人间聚散 管志华著 7-80676-380-5 文汇出版社

我母亲/我自己:女性独立与性意识 (美) 南希·弗莱迪 (Nancy Friday) 著 7-80676-590-5 文汇出版社

日以作夜 江红著 7-80676-629-4 文汇出版社

女人的东京 杜海玲著 7-80676-630-8 文汇出版社

情感素材 陈蔚文著 7-80676-631-6 文汇出版社

爱情其实并无别事 洁尘著 7-80676-632-4 文汇出版社

醉态 刘索拉著 7-80676-637-5 文汇出版社

烟花烫 秦惑著 7-80676-755-X 文汇出版社

黑金道:一个贫穷落魄的蛊惑仔如何成长为一
代巨商

雾满拦江著 7-80676-761-4 文汇出版社

脏 黑天才著 7-80676-770-3 文汇出版社

人事测评技术:建立人力资产采购的质检体系 王继承编著 7-80677-012-7 广东经济出版社

小老板能力培养 编著 包昆荣, 张涛, 李学渊 7-80677-017-8 广东经济出版社

莲藕美食100种 周范林主编 7-80677-018-6 广东经济出版社

莴笋美食100种 周范林主编 7-80677-019-4 广东经济出版社

冲出股市迷宫 古仕仁著 7-80677-023-2 广东经济出版社

减肥健美营养食谱 赖淑华等编著 7-80677-026-7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市反败制胜术 利可求著 7-80677-027-5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市十大战略 钱可通著 7-80677-045-3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市十大理论 钱可通著 7-80677-058-5 广东经济出版社

邮币卡投资指南 万瑞嘉华经济研究部编著 7-80677-059-3 广东经济出版社

拍卖收藏品投资指南 万瑞嘉华经济研究部编著 7-80677-060-7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票投资管理 雷永恒著 7-80677-069-0 广东经济出版社

全方位秘书实务图解手册 杜骁编著 7-80677-072-0 广东经济出版社

谁是百万富翁知识问答 编著 罗斌, 黄一霜 7-80677-085-2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股市EQ 王义田著 7-80677-087-9 广东经济出版社

小民谈市场 梁小民著 7-80677-096-8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文书格式与范本 主编 庆德, 米开 7-80677-111-5 广东经济出版社

贩卖奥运:运动营销攻略守则 李世丁, 周运锦著 7-80677-113-1 广东经济出版社

新国际贸易基础知识一本通:日汉对照 刘丽, 莫少民编著 7-80677-121-2 广东经济出版社

营销绩效评估实操 李青, 陈丕积, 秦彩虹著 7-80677-127-1 广东经济出版社

关系营销实战操典 熊和平著 7-80677-128-X 广东经济出版社

芦荟芦笋类食谱 曹亚黎主编 7-80677-134-4 广东经济出版社

网络心理行为公开报告 程乐华编著 7-80677-138-7 广东经济出版社

创意行销 林学益编著 7-80677-139-5 广东经济出版社

成功企业品质管理制度范例 主编 邹秀明 7-80677-140-9 广东经济出版社

客户服务圣经:客户服务满意不值一文，客户
忠诚才是无价之宝

[美] 杰佛瑞·基特玛 (Jeffrey H. 
Gitomer) 著

7-80677-148-4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物资编码指南 陈义仁编著 7-80677-149-2 广东经济出版社

竹笋美食三百种 周范林主编 7-80677-157-3 广东经济出版社

非常对话.3,财经名人访谈录 熊晓杰, 龙雪晴, 杨艳萍等著 7-80677-161-1 广东经济出版社

新编家庭律师 欧卫安编著 7-80677-162-X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培训设计与管理 李春苗, 林泽炎, 裴丽芳编著 7-80677-177-8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内部会计控制 柳絮, 刘小清编著 7-80677-181-6 广东经济出版社

产品创新实务 丘磐著 7-80677-184-0 广东经济出版社

千虑一得 汤敏著 7-80677-195-6 广东经济出版社

知识产权诉讼实务 叶永禄, 陈方, 孙玉编著 7-80677-201-4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生产·质量·采购作业与管理实操方法
、文案、表单:企业生产管理的标准借鉴与实

主编 范兰德 7-80677-215-4 广东经济出版社

高效库存管理技法:库存“创造”利润的秘笈 邓世祯编著 7-80677-218-9 广东经济出版社



员工潜能激励 谌新民, 武志鸿编著 7-80677-219-7 广东经济出版社

职业生涯规划 谌新民, 唐东方编著 7-80677-219-7 广东经济出版社

中国企业管理经典模式:著名管理学家评论 商界杂志社主编 7-80677-222-7 广东经济出版社

刘吉妙语.1 文 刘吉 7-80677-233-2 广东经济出版社

刘吉妙语.3 文 刘吉 7-80677-233-2 广东经济出版社

商务文书格式与范例大全 王磊, 刘明达主编 7-80677-251-0 广东经济出版社

生命如歌 王建伟主编 7-80677-255-3 广东经济出版社

崛起的山脊 王建伟主编 7-80677-256-1 广东经济出版社

谁找到了宝藏:发现全脑学习与全脑思维的宝
藏

郑永生著 7-80677-265-0 广东经济出版社

西式海鲜特餐 主编 陈忠良 7-80677-267-7 广州经济出版社

创业成功的36条铁律:陈安之创业法则 (美) 陈安之著 7-80677-269-3 广东经济出版社

美容护肤革命:基因美容 谢统鹏, 李校堃主编 7-80677-290-1 广东经济出版社

秘书文案格式范例与处理规范 范兰德编著 7-80677-293-6 广东经济出版社

物业管理作业文案与表格 永和盛置业管理顾问公司编 7-80677-294-4 广东经济出版社

客户资信调研 宋智勇编著 7-80677-301-0 广东经济出版社

能动管理:3×3管理体系,方法篇 王慧奇著 7-80677-302-9 广东经济出版社

世界500强在华经营战略 王忠明主编 7-80677-306-1 广东经济出版社

真没想到:中国当代广告精英沉思录 朱海松编 7-80677-309-6 广东经济出版社

经销商管理手册:企业构建最佳营销渠道的解
决方案

张国寿编著 7-80677-310-X 广东经济出版社

六西格玛实战 张驰, 文放怀, 王绍印编著 7-80677-312-6 广东经济出版社

学校管理文案、表格、制度精选 黄芳主编 7-80677-314-2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财务管理作业文案与表单:企业财务人员
作业的工具与管理的标准借鉴

主编 方磊 7-80677-316-9 广东经济出版社

科学的工作方法 众行管理资讯研发中心编著 7-80677-320-7 广东经济出版社

职业化技能训练,技能篇 众行管理资讯研发中心编著 7-80677-321-5 广东经济出版社

中国家电巨子访谈录 陈春花, 段传敏著 7-80677-324-X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绩效整合:将绩效考核有效运用于企业管
理的解决方案

朱瑜编著 7-80677-325-8 广东经济出版社

客户服务技巧 任彩维编著 7-80677-335-5 广东经济出版社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 吴少平主编 7-80677-343-6 广东经济出版社

如何成为融资赢家:中小企业融资实务 吴启埙, 王孙欣著 7-80677-354-1 广东经济出版社

全面客户体验(TCE):持续盈利的增长引擎 王成著 7-80677-361-4 广东经济出版社



基层干部管理实务 营云川编著 7-80677-363-0 广东经济出版社

氛围营造:组织气氛建设方案 康善村著 7-80677-368-1 广东经济出版社

卖场管理实务 白继洲主编 7-80677-371-1 广东经济出版社

轻松纳税与避税:新税法和新会计制度下的纳
税方法与避税技巧

杨劲编著 7-80677-378-9 广东经济出版社

职场，商场，人生成功三书 夏德元, 孙昭, 鲁茜编著 7-80677-383-5 广东经济出版社

G管理模式·理论篇:决定企业成功的七种管
理模式研究

郭咸纲著 7-80677-386-X 广东经济出版社

零售管理运作实务 谢爱丽著 7-80677-391-6 广东经济出版社

中国推销人的一千零一夜 邰勇夫著 7-80677-399-1 广东经济出版社

小老板日常管理实务与问答 何庆林主编 7-80677-402-5 广东经济出版社

全效健脑 葛闻华著 7-80677-403-3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成本控制实务 王伟, 麦强盛著 7-80677-405-X 广东经济出版社

瘟疫：文明的代价:Expense of 
Civilization

桑林等著 7-80677-408-4 广东经济出版社

公关策划实务 熊超群, 潘其俊编著 7-80677-411-4 广东经济出版社

漏斗中的爱情:你是红颜吗？你可愿薄命？ 心平气和, 文鑫著 7-80677-414-9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业务运作与管理 范兰德, 傅云新著 7-80677-419-X 广东经济出版社

物流作业方法 李培亮著 7-80677-420-3 广东经济出版社

货物买卖合同诉讼实务 陈方, 王国新, 周琦编著 7-80677-422-X 广东经济出版社

婚姻家庭与继承诉讼实务 李琴 ... [等]编著 7-80677-423-8 广东经济出版社

票据诉讼实务 叶永禄编著 7-80677-424-6 广东经济出版社

房地产诉讼实务 罗建荣, 叶永禄, 史建三编著 7-80677-425-4 广东经济出版社

成功人士职业生涯完全手册:职场冒险家生存
指南

(英) 斯蒂芬·库姆博, (英) 斯徒亚特·克
雷纳, (英) 德斯·第尔腊夫著

7-80677-427-0 广东经济出版社

财务管理问答与实例 黄丽霞, 杨伟东编著 7-80677-434-3 广东经济出版社

物业管理投诉案例分析 罗小钢, 方中东, 王一翌著 7-80677-435-1 广东经济出版社

财务会计报告审读 主编 孙建国, 吴少平 7-80677-442-4 广东经济出版社

你为什么挣不到钱 徐端海著 7-80677-444-0 广东经济出版社

知彼制胜的推销技巧:成功销售的模式与程序 张柱著 7-80677-445-9 广东经济出版社

多维博弈人性假设:理论管理学前沿课题研究 郭咸纲著 7-80677-448-3 广东经济出版社

胆商:成功的第一资本 缪晨著 7-80677-452-1 广东经济出版社

商场营业员培训手册 何潺主编 7-80677-477-7 广东经济出版社

生产系统建造与操控 陈新, 费龙民编著 7-80677-480-7 广东经济出版社



手机风云:国产手机成功大揭秘 谭贻国, 乌林奇著 7-80677-481-5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管理世界名著解读 郭克莎主编 7-80677-496-3 广东经济出版社

营销经理七大核心管理技术 黎少华编著 7-80677-499-8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成本控制技术 赵权主编 7-80677-506-4 广东经济出版社

人性教父卡耐基传奇 温键键, 梁建华著 7-80677-507-2 广东经济出版社

冷抽象:功能诉求的文案创意思维 朱海松编著 7-80677-516-1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薪资福利设计指引:学习型组织赢得竞争
优势的行动方案

朱瑜编著 7-80677-528-5 广东经济出版社

轻松做秘书 范兰德编著 7-80677-540-4 广东经济出版社

热抽象:五大宇宙定律及实用艺术的时空观 朱伟勇, 朱海松著 7-80677-544-7 广东经济出版社

营业经理行动手册 黄宪仁著 7-80677-599-4 广东经济出版社

林肯寻找格兰特:如何创造性地完成任务 (美) 秋剑著 7-80677-622-2 广东经济出版社

合同范本与实例大全.上卷 方华主编 7-80677-623-0 广东经济出版社

合同范本与实例大全.下卷 方华主编 7-80677-623-0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家的管理哲学 陈少峰著 7-80677-624-9 广东经济出版社

企业人的成长 李文君著 7-80677-636-2 广东经济出版社

轻松做会计核算 吴少平编著 7-80677-700-8 广东经济出版社

美女经济时代 邱昶著 7-80677-800-4 广东经济出版社

双重角色:婚外情心理调适个案实录 玺璺主编 7-80677-914-0 广东经济出版社

邮差弗雷德:从平凡到杰出 (美) 马克·桑布恩 (Mark Sanbom) 著 7-80679-187-6 接力出版社

再见小王子
(加) 尚皮耶·达维德 (Jean-Pierre 

Davidts) 著
7-80679-327-5 接力出版社

冷山 (美) 查尔斯·弗雷泽 (Charles Frazier) 
著

7-80679-410-X 接力出版社

永乐英雄儿女.上册 吴玉中著 7-80679-460-3 接力出版社

永乐英雄儿女.下册 吴玉中著 7-80679-460-3 接力出版社

单挑谁怕谁 周桥著 7-80679-461-1 接力出版社

花彩少女的事儿 秦文君著 7-80679-579-0 接力出版社

关于爱，关于药 朱婧著 7-80679-647-9 接力出版社

当鱼爱上猫 周荆军著 7-80679-697-5 接力出版社

爱情, 两好三坏 九把刀著 7-80679-833-1 接力出版社

男孩别哭 蓝狐著 7-80679-847-1 接力出版社

幽灵旗 那多 [著] 7-80679-865-X 接力出版社

我的爱俘获了英国王子.1 (韩) 李光莲著 7-80679-887-0 接力出版社



我的爱俘获了英国王子.2 (韩) 李光莲著 7-80679-888-9 接力出版社

头文字D:电影写真书 刘伟强, 麦兆辉作品 7-80679-893-5 接力出版社

我的秀秀姐 马中才著 7-80679-941-9 接力出版社

我在梦里见过你.1 (韩) 银戒指著 7-80679-953-2 接力出版社

兔儿岭 贺绪林著 7-80680-235-5 太白文艺出版社

疑似爱情 周瑄璞著 7-80680-277-0 太白文艺出版社

让爱慢慢永恒 格央著 7-80680-279-7 太白文艺出版社

梅花弄:一个中学男教师的情事 罗望子著 7-80680-288-6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四世一生的心魔 盛棠著 7-80680-330-0 太白文艺出版社

花落金戈.壹 方晓然著 7-80680-331-9 太白文艺出版社

花落金戈.贰 方晓然著 7-80680-331-9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交易活动与经济关系演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再探索

袁恩桢, 张道根主编 7-80681-013-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网络流行风:网上聊天词语妙用 主编 李康, 张阳 7-80681-023-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应聘顶级公司 彭波主编 7-80681-036-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丁永康钢笔楷书技法 丁永康编著 7-80681-064-1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经理智商:测试和提升你的领导才能
(德) 费利克斯·R. 明特 (Felix R. 

Mindt) 著
7-80681-131-1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好莱坞的妻子们 (美) 杰姬·科林斯 (Jackie Collins) 著 7-80681-258-X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极度驾驭:日产的“文艺复兴” (法) 卡洛斯·戈恩 (Carlos Ghosn) 著 7-80681-320-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谁是刀郎 迪化著 7-80681-475-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个人走:都市女子背包独行手记 鞠庆著 7-80681-525-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画说俏皮话.3 编著 李阳 7-80682-029-9 四川辞书出版社

画说俏皮话.3 编著 李阳 7-80682-029-9 四川辞书出版社

名医大会诊:50余位著名的医学专家为您解答
疑难问题

主编 林罗华 ... [等] 7-80685-067-8 上海画报出版社

爱的百样心情:一个婚恋咨询顾问的全记录 冷丽编著 7-80685-074-0 上海画报出版社

小资影碟:非好莱坞 里尔著 7-80685-108-9 上海画报出版社

成功人生9个圈:职务晋升人际关系要点 艾岩著 7-80685-109-7 上海画报出版社

21世纪电影匣子 里尔编著 7-80685-161-5 上海画报出版社

人体之美 何学林编著 7-80685-162-3 上海画报出版社

图说小康社会 卢汉龙, 李宗克撰稿 7-80685-191-7 上海画报出版社

星光伴我行 蔡慧芳著 7-80685-204-2 上海画报出版社



走过流行音乐的四分之一世纪 王澄翔编著 7-80685-205-0 上海画报出版社

都市“十尚榜”:Cool时代的十类风尚标识 主编 胡绳梁 7-80685-230-1 上海画报出版社

都市“情流感”:ln男女的情绪体温K线 胡绳梁主编 7-80685-231-X 上海画报出版社

边上班边塑身 马雨默, 邵蕾编著 7-80685-232-8 上海画报出版社

《家庭演播室》:家有明星 主编 滕俊杰, 蒋剑平, 方彬 7-80685-244-1 上海画报出版社

《相约星期六》:荧缘逸闻 滕俊杰等主编 7-80685-246-8 上海画报出版社

离婚 王裕如著 7-80685-258-1 上海画报出版社

孙甘露文学片段自选 孙甘露撰文/摄影 7-80685-283-2 上海画报出版社

分手万万岁:掰掰！Mr.Wrong 爱林著 7-80685-287-5 上海画报出版社

行走美国:讲述ABC和CBA的真实故事 聂崇彬著 7-80685-319-7 上海画报出版社

爱心故事 张韧主编 7-80685-336-7 上海画报出版社

教你如何“混饭吃” 陈旭光著 7-80685-425-8 上海画报出版社

28个经典培训活动 江宇, 张轶编著 7-80685-432-0 上海画报出版社

女孩紫宝书:爱情宝典职场宝典魅力宝典 新侬编著 7-80688-018-6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非典让我们相爱 张国龙选编 7-80688-036-4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突然有点爱你:爱情速蚀时代的同居告白 张国龙选编 7-80688-046-1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孩子逆反怎么办,少年版儿童版 朱维良编写 7-80688-058-5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好习惯 坏习惯 杨冰, 王秋虎, 时隧营主编 7-80688-091-7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影响孩子一生的5类生活习惯 杨洁, 时遂营编写 7-80688-100-X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爱我就来悼念我 昕昊选编 7-80688-101-8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爱到三十九度半:讲述一场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故事

刘凡选编 7-80688-126-3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 李默, 刘肖主编 7-80688-127-1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水蓝色眼泪 晓莉选编 7-80688-128-X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自私自利 石映照编著 7-80688-130-1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爱上你是我的错:一次伤害痛一生 刘凡选编 7-80688-145-X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想你在多年以后 刘凡选编 7-80688-146-8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记得当时年纪小:有种温热叫初恋 方莹编著 7-80688-149-2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路上有你:讲述行走天涯的恋情故事 刘凡选编 7-80688-158-1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爱是一朵脆弱的花 汪丹编著 7-80688-159-X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自造女人味 何跃青编著 7-80688-160-3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爱情原来就在身边 熊世萍选编 7-80688-161-1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成就一生好习惯:培养孩子好习惯100法.2 杨冰, 王秋虎编著 7-80688-176-X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怎样和孩子谈敏感话题:青春期不能回避的15
个棘手问题

王泉根主编 7-80688-194-8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感悟母爱:震撼心灵的99次生命感悟 何跃青主编 7-80688-198-0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湖边有棵许愿树:怀旧版 张国龙选编 7-80688-242-1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男人使用手册:女人都应该知道的男人的秘密 雨薇编著 7-80688-284-7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时间机器 (英) 乔治·威尔斯著 7-80688-291-X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巨人的花园 (英) 奥斯卡·王尔德著 7-80688-293-6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把病猫激励成老虎:成就人生的大法则 憨氏编著 7-80689-361-X 珠海出版社

天使的法则.2 朵拉著 7-80689-561-2 珠海出版社

天津的城市发展 来新夏主编 7-80696-032-5 天津古籍出版社

雅玩掇英 周继烈著 7-80696-092-9 天津古籍出版社

做人的镜子 刘秀英，邱之乃著 7-80696-141-0 天津古籍出版社

秘书怎么办 廖金泽著 7-80697-035-5 海天出版社

如何在大学里脱颖而出 (美) 卡尔·纽坡特 (Cal Newport) 著 7-80697-493-8 海天出版社

心如动雀 城市边缘著 7-80697-524-1 海天出版社

一生中的山和水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一生的智慧 堵军主编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一生的智慧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一百个文学形象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与外星人同行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与大师一起读人生经典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世界百位作家谈写作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人性的优点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人生探幽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人生的阶梯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何时方知万事空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典籍与人生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名人论人才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向你挑战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圣者人生路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外国诗人成名作选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幽默的艺术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开发人的右半脑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怎样挖掘你的潜在能力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指引人生的伟大格言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走过花季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跨越人生中的障碍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重新发现世界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风云际会话人生 主编 堵军 7-80698-345-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世界自然遗产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在大自然中感悟神奇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在大自然中探险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在大自然中趣谈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与民俗民风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万物生长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保护区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古朴民居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古迹文明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名亭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名园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名城古镇,世界卷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名城古镇,中国卷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名寺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名山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名桥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名湖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名窟石洞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建筑文化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森林公园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自然中的趣味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对酒当歌话自然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沉浸在大自然中的永恒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赏析大自然中的闲情 主编 堵军 7-80698-467-4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人类史前文明之谜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伟人智慧的故事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军事天才的故事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前沿科技之谜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动植物之谜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地球地域之谜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奇闻趣事之谜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宇宙外星人之谜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思想巨匠的故事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探索之星的故事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政坛斗士的故事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文坛泰斗的故事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科学巨人的故事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科技发明的故事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艺术大师的故事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远古生物之谜 7-80698-503-4 延边人民出版社

优雅与完美的统一:意大利画坛巨人拉斐尔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和莎翁有个约会:戏剧艺术的典范莎士比亚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咖啡店里的邂逅:与哲学一生为伍的萨特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带你到莱茵河畔赏读心灵:德语艺术灵魂的猎
手茨威格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是谁在维也纳激情演奏:音乐史上的稀世之才
莫扎特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泰晤士河畔飞翔的天使:与浪漫为伍的诗人雪
莱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爱上巴黎圣母院:品读雨果的庭院深深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脚步横扫世界的流浪汉:喜剧大师卓别林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自由女神的召唤:美国诗史上的万钧雷霆惠特
曼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莫斯科清晨的曙光: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蒙娜丽莎的微笑:欧洲艺术的拱顶之石达·芬
奇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让灵魂在维也纳闪光:命运之神贝多芬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走在印度与世界的连接线上:东方诗哲泰戈尔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连接两个世界的奇迹:用画感悟生命的梵高和
毕加索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钢琴上的舞者:钢琴诗人肖邦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魂断圣彼德堡:浪漫主义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 主编 王志艳 7-80698-612-X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人机争霸:电脑时代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伟大创造:生物工程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四通八达:通信技术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复制生命:克隆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奇特光束:激光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微观缩影:纳米世界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揭开奥秘:生命遗传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攀越巅峰:现代体育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改变命运:知识经济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星际探秘:宇宙探索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智慧光芒:人工智能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未来家园:海洋开发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未来希望:新能源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梦幻视野:影视技术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流光铁甲:现代武器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珍爱家园:环境保护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生命之光:现代医学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终端发现:超导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绚丽多彩:现代生活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绿色狂想:农业科技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跨越时空:现代交通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铸造辉煌:现代建筑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飞越太空:航天科技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鬼斧神工:新材料 主编 邸成光 7-80698-613-8 延边人民出版社

肯定是你:雀巢缔造者的经营理念
(德) 弗里德海姆·施瓦茨 (Friedhelm 

Schwarz) 著
7-80699-003-8 哈尔滨出版社

怎样给猎狗分骨头:有效解决团队的活力与效
率问题

(美) 彼得·F.德鲁克著 7-80699-149-2 哈尔滨出版社

足球潜规则 (英) 克雷格·麦盖尔著 (Craig·McGill) 7-80699-182-4 哈尔滨出版社

轻松考试一点通:成为优等生的超有效考试秘
诀

王擎天著 7-80699-407-6 哈尔滨出版社

拯救爱情 (台) 廖辉英著 7-80699-420-3 哈尔滨出版社

地下铁的故事 肖明, 默墨主编 7-80699-431-9 哈尔滨出版社

黑色大丽花 (美) 詹姆斯·艾尔洛伊 (James Ellroy) 著 7-80699-474-2 哈尔滨出版社



在上帝的荒野中 (美) 约翰·缪尔 (John Muir) 著 7-80699-491-2 哈尔滨出版社

致曾孙的一封信:对未来的爱、忠告和殷切的
期望

(美) 休·唐斯 (Hugh Downs) 著 7-80699-530-7 哈尔滨出版社

七步打造完备的培训管理体系 苗海荣编著 7-80699-698-2 哈尔滨出版社

七步打造完备的薪酬管理体系 乐笠莲编著 7-80699-700-8 哈尔滨出版社

动物记.一,动物英雄 (加) 塞顿 (Ernest Thompson Seton) 著 7-80700-011-2 海南出版社

科学音乐会 (韩) 郑载承著 7-80700-015-5 海南出版社

妈妈诊所:全家人的安全保健室 (美) 沙伦·法埃尔坦著 7-80700-027-9 海南出版社

勃朗特姐妹的世界:她们的生平、时代与作品 (英) 简·奥尼尔 (Jane O`Neill) 著 7-80700-030-9 海南出版社

勃朗特姐妹的世界:她们的生平、时代与作品 (英) 简·奥尼尔 (Jane O`Neill) 著 7-80700-030-9 海南出版社

万亩钻石 (美) 鲁塞·康维尔著 7-80700-042-2 海南出版社

走路法全书:走路与健康 [美] 马吉·斯皮尔娜著 7-80700-081-3 海南出版社

赴加拿大读研究生全程指导手册 吕晓琦编 7-80701-204-8 南方出版社

准备赢得一切 周续庚著 7-80701-501-2 南方出版社

一路情话 张锐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李相状, 金丹丹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两头燃烧的红蜡烛 李相状, 张锐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乡村旧事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似曾相识 李相状, 魏莹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信箱和丰盛的早宴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坚定的眼神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奇特人生 李相状, 吕维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寂静的前奏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小镇探险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幸福的家庭 李相状, 田成林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心存一泓清泉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心灵的呼唤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旅游见闻 李相状, 魏莹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星月恋人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最后一次旅行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月亮代表我的心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有缘千里来相会 李相状, 田成林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流水似年长 李相状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生命感慨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考古者的发现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花儿睡在窗上 李相状, 张锐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西德华的礼物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近距离接触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那年花开 (一) 李相状, 魏莹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那年花开 (三) 李相状, 魏莹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那年花开 (二) 李相状, 魏莹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那年花开 (四) 李相状, 魏莹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门里面是什么 李相状, 张锐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静静的河水 李相状, 张锐等著 7-80702-11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0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1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2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3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4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5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6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7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8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19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2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20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21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22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23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24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3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4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5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6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7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8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9 李乡状总编 7-80702-112-8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人启示录.上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人启示录.下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理学习法 成功记忆学习法 各科复习法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成功策略学习法.上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成功策略学习法.下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成功考试攻略.上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成功考试攻略.下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成功阅读法.上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成功阅读法.下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政治学习法 历史学习法 生物学习法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数学学习法.上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数学学习法.下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英语学习法.上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英语学习法.下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语文学习法.上 金鸣, 福建主编 7-80702-11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海殇:郑和航海六百年祭 刘登阁, 李正鑫著 7-80702-17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一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一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七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七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三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三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九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九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二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二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五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五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八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八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六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六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十一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十一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十二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十二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十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十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四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百年中国:1900-2005.第四卷 主编 丁惠永 7-80702-194-2 吉林文史出版社

老鼠和大米的故事 一声叹息著 7-80702-204-3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成功经典.第一卷,卡耐基形象礼仪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12-4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成功经典.第三卷,卡耐基人性的优点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12-4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成功经典.第二卷,卡耐基当众说话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12-4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成功经典.第五卷,卡耐基优效销售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12-4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成功经典.第六卷,卡耐基人际交往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12-4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成功经典.第四卷,卡耐基人性的弱点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12-4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外文化交流史 张明, 于井尧编著 7-80702-214-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三月三寻刘三姐歌声游广西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上海浙江游湖探海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伴日升月落游俊川险岳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古风盈怀畅游陕西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四川重庆览险川湍河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四月八看苗族舞侗歌游贵州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娱乐休闲畅游港澳台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游云南看蝴蝶花开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游山西金秋十月会关公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游江西安徽情怡烟波松风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游西藏览天下第一峰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游青海新疆享民族风情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游革命名胜看世界遗产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看名楼访仙道神怡湖南湖北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赏名园娱江陵畅游江苏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踏清秋畅游北京天津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上,河南河北山东探胜迹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上,畅游蒙甘宁逍遥黄沙绿草间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上,福建广东海南寻夏韵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上,霜天游东北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下,河南河北山东探胜迹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下,畅游蒙甘宁逍遥黄沙绿草间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下,福建广东海南寻夏韵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旅行家.下,霜天游东北 李相状主编 7-80702-216-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军政巨头,丘吉尔 戴高乐 戈林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军政巨头,俾斯麦 库图佐夫 墨索里尼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军政巨头,基辛格 贝利亚 庇隆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军政巨头,巴顿 艾森豪威尔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军政巨头,纳尔逊 斯大林 朱可夫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军政巨头,隆美尔 麦克阿瑟 尼赫鲁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将名相,姜尚 管仲 晏子 白起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将名相,岳飞 耶律楚材 刘基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将名相,杜如晦 郭子仪 李存勖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将名相,林则徐 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将名相,范雎 王翦 蒙恬 李斯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商界骄子,丰田喜一郎 阿曼德·哈默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商界骄子,彼得·林奇 阿马迪·贾尼尼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商界骄子,本田宗一郎 松下幸之助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商界骄子,杜邦 摩根 洛克菲勒 福特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商界骄子,比尔·盖茨 索罗斯 格林斯潘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奸臣贼子,吕不韦 赵高 梁冀 董卓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娱乐体育,萨马兰奇 费雯·丽 玛丽莲·梦露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当代首脑,克林顿 科尔 卡斯特罗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当代首脑,撒切尔夫人 叶利钦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当代首脑,李光耀 普京 小布什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思想大家,朱熹 李贽 黄宗羲 顾炎武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思想大家,梁启超 耶稣 释迦牟尼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思想大家,老子 孔子 孙子 孟子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思想大家,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尼采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学巨匠,屈原 司马迁 司马相如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学巨匠,巴尔扎克 歌德 普希金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学巨匠,柳宗元 欧阳修 苏轼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学巨匠,龚自珍 鲁迅 金庸 但丁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民族领袖,华盛顿 林肯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民族领袖,甘地 西哈努克 曼德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帝皇后,五帝 大禹 周武王 勾践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帝皇后,光武帝 王莽 曹操 刘备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帝皇后,叶卡特琳娜二世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帝皇后,彼得大帝 麦特拉 克娄巴特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帝皇后,忽必烈 萧绰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帝皇后,恺撒 屋大维 尼禄 查理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帝皇后,慈禧 亚历山大 汉尼拔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帝皇后,拿破仑 约瑟芬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帝皇后,朱元璋 康熙 雍正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帝皇后,杨坚 隋炀帝 唐太宗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帝皇后,耶律德光 完颜亮 宋太祖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帝皇后,项羽 刘邦 汉文帝 汉武帝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科学技术,哥伦布 欧拉 高斯 卢瑟福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科学技术,奥本海默 萨哈罗夫 卡皮查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科学技术,密立根 朗道 普朗克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科学技术,李政道 丁肇中 杨振宁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科学技术,蔡伦 祖冲之 张衡 华佗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科学技术,诺贝尔 爱因斯坦 爱迪生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艺术巨擘,毕加索 莫扎特 贝多芬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艺术巨擘,王羲之 徐悲鸿 张大千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革命大家,陈胜 黄巢 李自成 洪秀全等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10卷,杜甫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11卷,白居易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12卷,韩愈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13卷,柳宗元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14卷,王安石 曾巩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15卷,欧阳修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16卷,苏洵 苏辙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17卷,范仲淹 柳永 周邦彦 陆游 
李清照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18卷,苏轼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19卷,辛弃疾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1卷,老子 庄子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20卷,关汉卿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21卷,李渔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22卷,曹雪芹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23卷,鲁迅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24卷,伊索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25卷,莎士比亚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26卷,塞万提斯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27卷,丹尼尔·笛福 查尔斯·狄
更斯 托马斯·哈代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28卷,乔纳森·斯威夫特 华盛顿
·欧文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29卷,歌德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2卷,孔子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30卷,安徒生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31卷,小仲马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32卷,屠格涅夫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33卷,高尔基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34卷,杰克·伦敦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35卷,外国文学名著快读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36卷,中国文学名著快读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3卷,韩非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4卷,孟子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5卷,屈原 司马相如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6卷,刘向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7卷,司马迁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8卷,王勃 李贺 杜牧 李商隐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豪书系.第9卷,李白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7-80702-24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地方剧种 李月萍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手工艺术 李乡文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象棋 李楠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交际舞 唐小莉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健康 付华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健美 付华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健美操 王嫣嫣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单簧管·双簧管 赵雪峰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代建筑 李楠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筝 李楠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唢呐 李月萍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园林艺术 刘小锋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国际象棋 刘小锋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家居 李乡文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小品 赵雪峰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小提琴 陈志伟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川剧 陈志伟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年画 毛亚萍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指挥 陈志伟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插花 王嫣嫣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旅游 王嫣嫣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服饰 赵雪峰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板胡 李乡文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柔道 耿伟平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根艺 毛亚萍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楹联 刘小锋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武术 郭晓奇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民族舞 刘莉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民歌 郭影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油画 毛亚萍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版画 李楠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现代舞 刘炼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电子琴 毛亚萍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相声 李乡文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稀有乐器 陈志伟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笙 刘小锋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艺术体操 付华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芭蕾 刘炼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花样滑冰 赵雪峰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茶艺 王嫣嫣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萨克斯 刘小锋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西洋画 张闯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豫剧 徐梦鸽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越剧 徐萌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钢琴 韩彬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雕塑 刘小锋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风筝 李乡文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魔术 王黎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黄梅戏 韩彬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鼓 李月萍主编 7-80702-248-5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典故.1,言志篇 情感篇 形貌篇 人伦篇 丁华民主编 7-80702-262-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典故.2,经济篇 言语篇 丁华民主编 7-80702-262-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典故.3,世态篇 技艺篇 丁华民主编 7-80702-262-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典故.4,闲趣篇 司法篇 品行篇 学问篇 
谋略篇

丁华民主编 7-80702-262-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典故.5,勤政篇 暴政篇 景物篇 时令篇 丁华民主编 7-80702-262-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典故.6,国家篇 功业篇 哲理篇 军事篇 丁华民主编 7-80702-262-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典故.7,境遇篇 失策篇 丁华民主编 7-80702-262-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典故.8,罪戾篇 交往篇 丁华民主编 7-80702-262-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中外旅游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仪表仪礼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休闲棋牌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传统文化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健美健身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军事科学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器乐欣赏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家庭生活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文学历史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文教体育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时尚运动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现代舞蹈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生活技艺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生物医学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画艺书法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经济文化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风俗地理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课堂以外的素质教育丛书,饮食健康卷 主编 李乡文 7-80702-272-8 吉林音像出版社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至卷一百二十一.11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02-2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至卷一百三十.12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02-2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史记:卷一百至卷一百一十.10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02-2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史记:卷一至卷六.1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02-2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史记:卷七十五至卷八十六.8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02-2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史记:卷七至卷二十三.2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02-2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史记: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九.4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02-2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史记:卷二十四至卷三十.3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02-2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史记:卷八十七至卷九十九.9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02-2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史记:卷六十一至卷七十四.7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02-2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史记:卷四十七至卷六十.6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02-2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史记:卷四十至卷四十六.5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02-273-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教育智慧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85-X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教育智慧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85-X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外教育名家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85-X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传世名著选读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85-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口才训练宝典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85-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人演讲精华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85-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思想先驱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85-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最佳学习方法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85-X 吉林文史出版社

素质训练指南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85-X 吉林文史出版社

致加西亚的信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85-X 吉林文史出版社

青春期人生与理想教育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85-X 吉林文史出版社



青春期自我咨询与疑难解答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285-X 吉林文史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上海·浙江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云南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北京·天津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北京·天津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四川·重庆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山东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山西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广东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广西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新疆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江苏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江西·安徽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河南·河北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河南·河北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海南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湖北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湖南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福建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西藏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贵州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陕西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青海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上,东北三省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上,内蒙甘肃宁夏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下,东北三省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读行红色圣地.下,内蒙甘肃宁夏 主编 李相状 7-80702-293-0 吉林音像出版社

年轻的翅.上 丁华敏, 志敏主编 7-80702-29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年轻的翅.下 丁华敏, 志敏主编 7-80702-29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漏中的沙.上 丁华敏, 志敏主编 7-80702-29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漏中的沙.下 丁华敏, 志敏主编 7-80702-29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漫步的鱼.上 丁华敏, 志敏主编 7-80702-29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漫步的鱼.下 丁华敏, 志敏主编 7-80702-29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禅解人意.上 丁华敏, 志敏主编 7-80702-29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禅解人意.下 丁华敏, 志敏主编 7-80702-29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笑话中的人生顿悟.上 丁华敏, 志敏主编 7-80702-29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笑话中的人生顿悟.下 丁华敏, 志敏主编 7-80702-29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借宿荒山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停尸房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北疆危旅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午夜惊魂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和鬼聊天的人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土著人的礼物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坟墓中奇特的植物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幽灵海域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恶魔军人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愚昧的山里人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森林遇险记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灵异事件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炼狱岛历险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生物科学家的报告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白莲的九生九世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索命呼唤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美人计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血嫁衣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被诅咒的写字楼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黑色的瞬间 李乡状, 王嫣嫣主编 7-80702-321-X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一生的智慧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与青少年谈管理.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与青少年谈管理.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与青少年谈经营.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与青少年谈经营.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与青少年谈营销.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与青少年谈营销.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历史之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民族之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东方莎士比亚：关汉卿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传世经典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教育名家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华教育智慧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历史之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名人快读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文学名著快读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人类自身之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企业家成才宝典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体育明星成才宝典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信息广场.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兵器知识.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军事家成才宝典.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军事家成才宝典.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动物之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谈人性的优点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谈人性的弱点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谈人际交往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谈形象礼仪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口才训练宝典.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口才训练宝典.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文运动先驱：韩愈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司马迁与《史记》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人成才金点子.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人成才金点子.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圣经的故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域奇观之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外交家演讲辞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外国名人快读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外国名家散文.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外国名家散文.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家名著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外国教育思想与方法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快读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外星文明之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奇妙的生灵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运动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娱乐明星成才宝典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孔子与《诗经》、《论语》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孙中山与《建国方略》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宇宙地球之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宋词双峰：苏轼 辛弃疾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寓言经典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小故事大智慧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屈原与《楚辞》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希腊英雄传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微生物猎人传.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思想家演讲辞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思想巨人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战国策：谋略与雄辩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政治家成才宝典.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政治家成才宝典.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政治家演讲辞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教育家成才宝典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学家成才宝典.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文学家成才宝典.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昆虫记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最佳学习方法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最佳应考策略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杰克·伦敦作品选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格林童话经典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植物之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欧文作品选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歌德与《少年维特的烦恼》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比尔·盖茨给青少年的忠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海外留学之路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神秘宝藏之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神话经典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禅解人意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科学大师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科学家成才宝典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科学探索先驱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科学的故事.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笑话中的人生顿悟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素质训练指南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罗素论人生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美术天地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自动自发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自然科学之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致加西亚的信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艺术家成才宝典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艺术家演讲辞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莎士比亚与《威尼斯商人》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语文大观园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财富的第二落点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青春期人生与理想教育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青春期自我咨询与疑难解答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非常言论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音乐百花苑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鲁迅与《呐喊》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42-2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三弦演奏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代建筑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园林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地方戏曲赏析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手工艺术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茶文化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象棋秘技指南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外诗词鉴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人转艺术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胡演奏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五子棋技法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交际舞学习指南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京剧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传世楹联赏析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体育运动观赛指南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健康养生指南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健美操学习与竞技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健美方法指南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写意画技法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行旅游指南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单·双簧管演奏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口琴演奏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古筝弹奏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台球技法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他弹奏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唢呐吹奏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围棋技艺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国画技法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国际象棋技法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家居安置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小号·圆号演奏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小品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小提琴演奏技法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山水画技法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川剧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工笔画技法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年画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手风琴演奏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扑克·桥牌技法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扬琴演奏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指挥技法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插花技法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摄像技法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摄影技法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旅游胜地面面观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服饰搭配艺术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杂技艺术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板胡演奏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柔道技法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根艺技法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楷书技法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歌剧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武术指导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民族舞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民歌艺术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水粉画技法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油画技法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游泳技法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漫画·连环画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版画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现代舞学习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琵琶弹奏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电子琴弹奏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电影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相声艺术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硬笔书法指南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稀有乐器演奏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笙的演奏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笛子吹奏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箫的演奏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篆书技法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素描技法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艺术体操学习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芭蕾舞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花样滑冰技法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花鸟画技法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草书技法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萨克斯演奏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行书技法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装帧设计艺术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装裱技艺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西洋画技法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评书艺术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话剧表演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豫剧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越剧艺术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速写技法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邮票收集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鉴宝技法指南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钢琴技艺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陶艺技法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隶书技法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雕刻技法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雕塑艺术与欣赏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风筝制作技法与赏玩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饮食制作与窍门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魔术技法与指导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麻将技艺与指导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黄梅戏艺术与欣赏 李乡状主编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鼓的演奏与赏析 主编 李乡状 7-80702-34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跟大师学管理.上 丁华民, 志敏编著 7-80702-34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跟大师学管理.下 丁华民, 志敏编著 7-80702-34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跟大师学经营.上 丁华民, 志敏编著 7-80702-34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跟大师学经营.下 丁华民, 志敏编著 7-80702-34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跟大师学营销.上 丁华民, 志敏编著 7-80702-34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跟大师学营销.下 丁华民, 志敏编著 7-80702-344-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一卷,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历程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七卷,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三卷,奥林匹克运动体系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九卷,奥运会主办城市风采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二卷,奥林匹克运动与现代
社会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五卷,国家和地区奥运概况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八卷,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六卷,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十一卷,奥林匹克运动名人
聚焦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十三卷,奥林匹克运动焦点
关注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十二卷,奥林匹克运动焦点
关注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十五卷,历届奥运会冠军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十六卷,奥林匹克运动竞赛
项目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十卷,历届奥运会剪影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十四卷,历届奥运会冠军榜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奥林匹克全书.第四卷,奥林匹克运动体系 丁华民, 志敏主编 7-80702-358-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一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七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三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九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二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二十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二十一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二十三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二十二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二十四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五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八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六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十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十一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十七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十三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十九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十二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十五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十八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十六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十四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文献.四 主编 堵军 7-80702-359-7 吉林文史出版社

钻石就在你家后院:中英对照 (美) 鲁塞·康威尔 (Russell H.Conwell) 
著

7-80703-030-5 百家出版社

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卷之一,入唐 (日) 梦枕獏著 7-80703-439-4 百家出版社

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卷之二,咒俑 (日) 梦枕獏著 7-80703-457-2 百家出版社

人生以快乐为目的 爱情以互惠为原则:双学
位版

吴淡如著 7-80703-547-1 百家出版社

苍生大医郭春园 深圳特区报编 7-80709-008-1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马鼎盛：与香港名人谈读书 马鼎盛著 7-80709-012-X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眼泪的性别
(法) 帕特里克·勒莫瓦纳 (Patrick 

Lemoine) 著
7-80709-023-5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我们是诱鸟, 宝贝！
(奥)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Elfriede 

Jelinek) 著
7-80709-025-1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人文素质基础教程.上 徐兆东[等]编著 7-80711-429-0 辽海出版社

人文素质基础教程.下 徐兆东[等]编著 7-80711-429-0 辽海出版社

艺术美概论.上 于永顺主编 7-80711-430-4 辽海出版社

艺术美概论.下 于永顺主编 7-80711-430-4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元史纪事本末.全一册 原著 (明) 陈邦瞻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宋史纪事本末.一 原著 (明) 陈邦瞻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宋史纪事本末.七 原著 (明) 陈邦瞻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宋史纪事本末.三 原著 (明) 陈邦瞻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宋史纪事本末.二 原著 (明) 陈邦瞻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宋史纪事本末.五 原著 (明) 陈邦瞻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宋史纪事本末.六 原著 (明) 陈邦瞻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宋史纪事本末.四 原著 (明) 陈邦瞻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左传纪事本末.一 原著 (清) 高士奇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左传纪事本末.三 原著 (清) 高士奇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左传纪事本末.二 原著 (清) 高士奇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左传纪事本末.四 原著 (清) 高士奇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一 原著 (清) 谷应泰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七 原著 (清) 谷应泰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三 原著 (清) 谷应泰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九 原著 (清) 谷应泰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二 原著 (清) 谷应泰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五 原著 (清) 谷应泰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八 原著 (清) 谷应泰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六 原著 (清) 谷应泰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十 原著 (清) 谷应泰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四 原著 (清) 谷应泰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清史纪事本末.一 原著 (清) 黄鸿寿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清史纪事本末.三 原著 (清) 黄鸿寿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清史纪事本末.二 原著 (清) 黄鸿寿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清史纪事本末.四 原著 (清) 黄鸿寿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西夏纪事本末.一 原著 (清) 张鉴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西夏纪事本末.二 原著 (清) 张鉴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辽史纪事本末.全一册 原著 (清) 李有棠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一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七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三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九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二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二十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二十一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二十三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二十二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二十五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二十四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五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八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六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十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十一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十七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十三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十九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十二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十五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十八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十六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十四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通鉴纪事本末.四 (宋) 原著 袁枢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金史纪事本末.一 原著 (清) 李有棠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白话精评金史纪事本末.二 原著 (清) 李有棠 7-80711-491-6 辽海出版社

对联妙语.上 于汉唐[等]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对联妙语.下 于汉唐[等]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对联妙语.中 于汉唐[等]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演讲妙语.上 汉唐[等]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演讲妙语.下 汉唐[等]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演讲妙语.中 汉唐[等]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爱情妙语.上 于唐[等]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爱情妙语.下 于唐[等]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爱情妙语.中 于唐[等]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解说妙语.上 张文琦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解说妙语.下 张文琦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解说妙语.中 张文琦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辩论妙语.上 落虹[等]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辩论妙语.下 落虹[等]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辩论妙语.中 落虹[等]编著 7-80711-492-4 辽海出版社

交友处事珍言:交友卷 处事卷.上 汉唐, 刘汉成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交友处事珍言:交友卷 处事卷.下 汉唐, 刘汉成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人生时运珍言:人生卷 时运卷.上 王翠华, 刘菊芬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人生时运珍言:人生卷 时运卷.下 王翠华, 刘菊芬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健身养生珍言:健身卷 养生卷.上 刘雪坚, 于唐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健身养生珍言:健身卷 养生卷.下 刘雪坚, 于唐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夫妻家庭珍言:夫妻卷 家庭卷.上 孙凤文, 谢晴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夫妻家庭珍言:夫妻卷 家庭卷.下 孙凤文, 谢晴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婚姻爱情珍言:婚姻卷 爱情卷.上 谢晴, 杨冰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婚姻爱情珍言:婚姻卷 爱情卷.下 谢晴, 杨冰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持家经商珍言:持家卷 经商卷.上 张香芝, 赵敬丹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持家经商珍言:持家卷 经商卷.下 张香芝, 赵敬丹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读书治学珍言:读书卷 治学卷.上 崔凤琦, 于唐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读书治学珍言:读书卷 治学卷.下 崔凤琦, 于唐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道德修养珍言:道德卷 修养卷.上 崔凤琦, 刘菊芬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道德修养珍言:道德卷 修养卷.下 崔凤琦, 刘菊芬编著 7-80711-493-2 辽海出版社

兔文化与人生 刘黎明, 李鉴踪著 7-80711-494-0 辽海出版社

牛文化与人生 郑土有著 7-80711-494-0 辽海出版社

狗文化与人生 尹权宇著 7-80711-494-0 辽海出版社

猪文化与人生 余云华著 7-80711-494-0 辽海出版社

猴文化与人生 马一新, 张立范, 曲彦斌著 7-80711-494-0 辽海出版社

羊文化与人生 尹利欣著 7-80711-494-0 辽海出版社

虎文化与人生 曲彦斌著 7-80711-494-0 辽海出版社

蛇文化与人生 王新著 7-80711-494-0 辽海出版社

马文化与人生 李景光著 7-80711-494-0 辽海出版社

鸡文化与人生 张国庆著 7-80711-494-0 辽海出版社

鼠文化与人生 山曼著 7-80711-494-0 辽海出版社

龙文化与人生 李忠昌, 金世福著 7-80711-494-0 辽海出版社

心动季节 谢博文著 7-80714-029-1 甘肃文化出版社

爱上twins YUKKE著 7-80714-029-1 甘肃文化出版社

向日葵，需要阳光的宝贝 和婧著 7-80714-175-1 甘肃文化出版社

黑豹男孩李理 李国琴编著 7-80716-037-3 同心出版社

情感心理拉链 罗西著 7-80716-114-0 同心出版社

我不懂味 王跃文著 7-80716-118-3 同心出版社

影像冲动:对话中国新锐导演 朱日坤, 万小刚主编 7-80719-050-7 海峡文艺出版社

蒙古族正骨学 旺钦扎布著 7807220473 辽宁民族出版社

驾驭论 金绍选著 7-80722-088-0 辽宁民族出版社

蒙古族传统疗法 郭•道布清等编 7807221062 辽宁民族出版社

蒙古族治疗骨伤的创新 慕精阿等著 7807221283 辽宁民族出版社

八旗艺文编目 恩华纂辑 7807221798 辽宁民族出版社

蒙古兽医研究 巴音木仁 著 7807221992 辽宁民族出版社



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与蒙古文文书档案研究 希都日古著 7807222379 辽宁民族出版社

蒙古族古代交通史 德山等著 7807222514 辽宁民族出版社

中古蒙古语研究 嘎日迪著 7807223146 辽宁民族出版社

书法荟萃.上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书法荟萃.下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交通大观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人体密码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军事常识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动物世界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发明之旅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古今中外礼仪趣谈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地理大发现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地理风光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基因解码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外星探秘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大脑探秘.上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大脑探秘.下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天文现象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奇趣宇宙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奇趣物理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妙趣射线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妙趣植物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妙趣水体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导弹大观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影视文化.上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影视文化.下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搏击长空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新兴能源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星空闪烁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服饰通览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核能史话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气象万千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海上之王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海军之谜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海洋遨游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激光技术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现代武器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生存环境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生物工程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电磁探秘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神奇纳米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空中武器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美术面面观.上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美术面面观.下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考古与发现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茶史文化.上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茶史文化.下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走进地球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走进微生物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追寻文明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陆战霸王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音乐杂谈.上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音乐杂谈.下 主编 龙飞等 7-80723-007-X 远方出版社

世说新语.上 (南朝宋) 刘义庆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世说新语.下 (南朝宋) 刘义庆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中庸 (战国) 子思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二刻拍案惊奇.上 (明) 凌濛初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二刻拍案惊奇.下 (明) 凌濛初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仪礼.上 (春秋) 孔子修撰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仪礼.下 (春秋) 孔子修撰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元史·人物传记选编 李艳编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公羊谷梁传 (战国) 公羊高, (战国) 谷梁赤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初刻拍案惊奇.上 (明) 凌濛初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初刻拍案惊奇.下 (明) 凌濛初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史记.上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史记.下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史记.中 (西汉) 司马迁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唐宋传奇 李子明编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喻世明言.上 (明) 冯梦龙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喻世明言.下 (明) 冯梦龙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大学 (战国) 曾参等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孔子家语 周琼编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孝经 (春秋) 孔丘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孽海花 (清) 曾朴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宋词精选.上 李艳编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宋词精选.下 李艳编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左传.上 (春秋) 左丘明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左传.下 (春秋) 左丘明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廿载繁华梦 (清) 黄世仲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文心雕龙.上 (南朝梁) 刘勰撰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文心雕龙.下 (南朝梁) 刘勰撰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新五代史 (宋) 欧阳修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明史·人物传记选编 周琼编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春秋繁露 (西汉) 董仲舒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晏子春秋 (战国) 晏婴撰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清史·人物传记选编 周琼编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聊斋志异.上 (清) 蒲松龄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聊斋志异.下 (清) 蒲松龄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花间集 (后蜀) 赵崇祚编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警世通言.上 (明) 冯梦龙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警世通言.下 (明) 冯梦龙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醒世恒言.上 (明) 冯梦龙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醒世恒言.下 (明) 冯梦龙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镜花缘.上 (清) 李汝珍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镜花缘.下 (清) 李汝珍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隋唐演义.上 (清) 褚人获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隋唐演义.下 (清) 褚人获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齐民要术 (北魏) 贾思勰著 7-80723-009-6 远方出版社

拉萨酒吧 马崧著 7-80723-016-9 远方出版社



绿色之路:治沙英雄宝日勒岱 巴拉吉尼玛，安超，张继霞编著 7-80723-025-8 远方出版社

寂寞水中鱼 昕岚著 7-80723-031-2 远方出版社

幸福小镇 寄秋著 7-80723-031-2 远方出版社

竹林归晚 斐燕著 7-80723-031-2 远方出版社

醉卧清风 昕岚著 7-80723-031-2 远方出版社

三国志 (晋) 陈寿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东坡词 (宋) 苏东坡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传习录 (明) 王阳明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六韬 (西周) 吕望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六韬 (西周) 吕望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刘禹锡诗集 (唐) 刘禹锡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呻吟语 (明) 吕坤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国语 (春秋) 左丘明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墨子.上 (战国) 墨翟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墨子.下 (战国) 墨翟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孙子兵法 (春秋) 孙武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孙膑兵法 (战国) 孙膑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孟郊诗集 (唐) 孟郊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宋书 (梁) 沈约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尚书 (春秋) 孔丘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庄子 (战国) 庄周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战国策 (西汉) 刘向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新唐书 (宋) 欧阳修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旧唐书 (后晋) 刘昫等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易经 (商) 姬昌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晋书 (唐) 房玄龄等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李商隐诗集 (唐) 李商隐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李白诗集 (唐) 李白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杜牧诗集 (唐) 杜牧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梦溪笔谈.上 (北宋) 沈括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梦溪笔谈.下 (北宋) 沈括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楚辞 (战国) 屈原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汉魏六朝文 [佚名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汉魏六朝诗 [佚名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温公家范 (宋) 司马光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白居易诗集 (唐) 白居易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百战奇略 (明) 刘基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盐铁论 (汉) 桓宽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管子.上 (春秋) 管仲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管子.下 (春秋) 管仲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荀子.上 (战国) 荀况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荀子.下 (战国) 荀况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袁氏世范 (南宋) 袁采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论语 (春秋) 孔子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诗经 (春秋) 孔丘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贺铸词 (宋) 贺铸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贾岛诗集 (唐) 贾岛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资治通鉴 (宋) 司马光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辛稼轩词集 (南宋) 辛弃疾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陶渊明诗集 (东晋) 陶渊明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隋书 (唐) 魏徵等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韩非子.上 (战国) 韩非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韩非子.下 (战国) 韩非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高适诗集 (唐) 高适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魏书 (北齐) 魏收 [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黄帝内经 [(上古) 太古真人著] 7-80723-040-1 远方出版社

一世纪---------丝绸之路 孙晓静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七世纪---------翰海唐风 蔡平亮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三世纪---------纷争岁月 谭俊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九世纪-----------文化热潮 蔡平亮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二世纪-----------两极文明 孙晓静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二十世纪-----------变革年代 张广亮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五世纪-----------蛮族文明 孙晓静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八世纪---------三极世纪 谭俊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六世纪---------封建时代 蔡平亮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前一世纪----------汉与罗马 蔡平亮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前七世纪---------辉煌岁月 段晓蕾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前三世纪---------统一旋律 许俊霞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前九世纪--------黑铁文明 孙晓静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前二世纪----------帝国时代 周梅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前五世纪---------黄金时代 丁贤华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前八世纪--------王国争雄 蔡平亮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前六世纪---------先知世纪 段晓蕾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前四世纪---------扩张步伐 丁贤华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十一世纪----------世界都市 孙晓静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十七世纪---------西洋崛起 蔡平亮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十三世纪----------大漠烈风 蔡平亮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十世纪-----------千年帝国 蔡平亮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十九世纪------------欧洲中心 鲁礼容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十二世纪----------英雄世纪 蔡平亮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十五世纪----------走向海洋 谭俊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十八世纪---------觉醒世纪 孙晓静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十六世纪-----------航海时代 谭俊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十四世纪---------暗夜黎明 张广亮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四世纪----------列国争霸 谭俊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远古时期--------文明起源 谭俊编 7-80723-063-0 远方出版社

世界科技历程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人体的奥秘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人类生存之能源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人类生存的危机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保卫绿色的生命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动物部落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化学之光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医学界的先驱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华夏之子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发明大家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地理中的攀登勇士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地理知识大博览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天文探索精神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太阳与照明秋色平分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微不足道的生命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数学中的探奇者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新时代的海洋工程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新材料技术的应用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植物世界的春天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植物的“情感世界”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植物部落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气象科学与观测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流动的湖光树影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源来源去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濒危的绿色生命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物理学的领路人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环境保护科学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生命的秘密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生命诚可贵 主编 邵鹏军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生活中的生物学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生物与生态系统 主编 邵鹏军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生物世界七彩光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生物学的开拓者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生物工程的发展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生物生态拾趣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电子能及动力发展史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科学的革命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绿色的诱惑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能源世界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能源技术全接触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能源略说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能源的形势与现状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能源解密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航天科技博览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蓝天上的巨人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趣味仿生学 邵鹏军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高新科技展望 李波主编 7-80723-078-9 远方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评荐的外国名人 张弘, 刘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评荐的著名战役 张弘, 刘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美国大百科全书》评荐的中国名人 张弘, 刘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一百位哈佛大学教授推荐的经典图书 张弘, 杨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傅雷评荐的世界经典名曲 张弘, 杨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启功评荐的历代书法名作 张弘, 杨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四十位国学大师推荐的读书方法 张弘, 杨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奥斯卡金像奖百部获奖影片 张弘, 俞伽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徐悲鸿评荐的世界绘画名作 张弘, 刘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梁思成评点的中国著名建筑 张弘, 刘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毛泽东评点的历代名臣 张弘, 刘东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毛泽东评点的历代帝王 张弘, 刘东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法国《读书》杂志评荐的理想藏书 张弘, 杨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清华北大教授推荐的大学生必读书 张弘, 杨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王国维评点的百首中国古代诗词 张弘, 俞伽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著名作家评荐 张弘, 刘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诺贝尔经济学奖著名经济学家评荐 张弘, 刘超编著 7-80723-084-3 远方出版社

从小学科学.一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从小学科学.三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从小学科学.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农业科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动物乐园.一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动物乐园.三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动物乐园.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动物乐园.五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动物乐园.四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化学天地.一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化学天地.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卫生保健.一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卫生保健.三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卫生保健.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卫生保健.五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卫生保健.六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卫生保健.四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历史趣闻.一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历史趣闻.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地理世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少年楷模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植物之谜.一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植物之谜.三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植物之谜.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海洋与天空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物理城堡.一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物理城堡.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生活小窍门.一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生活小窍门.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祖国在我心中.一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祖国在我心中.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童话形象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美术沙龙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艺术天地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计算机王国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语文大观.一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语文大观.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走遍天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音乐之声.一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音乐之声.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7-80723-097-5 远方出版社

“好孩子”是怎样“教”出来的 王洪淼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上 杨永龙, 汪海主编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下 杨永龙, 汪海主编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中学生语文学习方法指导 刘生龙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中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发展与培养 袁驷编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为每一个儿童设计课程.上 许光新, 王备主编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为每一个儿童设计课程.下 许光新, 王备主编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作文——用材解密新版 雷贤平, 林剑英主编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化学教学实践中的智慧 徐立俊编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地理教学中的探索 雷捷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学会读书·走向成功 黄余良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我想我述——素质教育点滴 屈文妍编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我那幸福的教师生活 武力行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把书教出点滋味来 杨云桥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教海逆舢——语文教学散论 郭永涤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汉语口语技能训练手册 王芳智, 王铮编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班主任工作艺术 李健主编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特教与天使——教育随笔录 许佩荣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班级文化与管理 牛洪国编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话题作文应试指南 黄勤泽著 7-80723-098-3 远方出版社

公关·礼仪:聚敛人脉的法宝 郑路平, 黄茂林编著 7-80723-113-0 远方出版社

创业DIY:实现你的人生理想 郑路平, 黄茂林编著 7-80723-113-0 远方出版社

意识历练:决定你的成败 郑路平, 黄茂林编著 7-80723-113-0 远方出版社

成功典范:感受成功的历程 郑路平, 黄茂林编著 7-80723-113-0 远方出版社

法律法规:成才的保障 郑路平, 黄茂林编著 7-80723-113-0 远方出版社

简历宝典:教你如何推销自己 郑路平, 黄茂林编著 7-80723-113-0 远方出版社

职业生涯规划:改变你的一生 郑路平, 黄茂林编著 7-80723-113-0 远方出版社

能力测试:正确地评估自己 郑路平, 黄茂林编著 7-80723-113-0 远方出版社

试用期手册:展示你的才能 郑路平, 黄茂林编著 7-80723-113-0 远方出版社

面试全攻略:轻松应对面试 郑路平, 黄茂林编著 7-80723-113-0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与教师沟通 刘文丽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管理 刘文丽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创建学习型组织 刘翠娟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制定工作计划 刘登福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掌握校园礼仪 刘文丽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提升教师的满意度和敬业精神 刘文丽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欧阳秀娟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韩乐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提高执行力 韩乐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提高讲话水平 毛定娟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正确决策 刘翠娟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用人 韩乐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留住骨干教师 欧阳秀娟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管理有“缺点”的教师 毛定娟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进行会议管理 毛定娟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进行创新管理 刘文丽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进行团队建设 刘登福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校长如何进行时间管理 毛定娟编 7-80723-117-3 远方出版社

和谐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篇 陈寿朋主编 7-80723-191-2 远方出版社

2006营养健康指南 东方营养研究会编 7-80724-022-9 京华出版社

实战在中国:刘永炬谈营销 刘永炬著 7-80724-098-9 京华出版社

说你喜欢我！ (韩) 吴炫贞著 7-80724-118-7 京华出版社

这样求职最有效:2006毕业生成功求职最佳读
本

孙曲曲著 7-80724-123-3 京华出版社

采纳:实现战略的卓越流程
(英) 伊恩·格慈 (lan Gotts), (英) 理查

德·帕克 (Richard Parker) 著
7-80726-089-0 天地出版社

中国直销前景 王万军著 7-80728-211-8 广东经济出版社

灵鹫飞龙 刘建良著 7-80731-125-8 广州出版社

小眼睛 陶晶莹著 7-80732-028-1 接力出版社

魔山 史航, 廖一梅, 张其翼著 7-80732-124-5 接力出版社

我可以爱你吗 文 (韩) 金太光 7-80732-143-1 接力出版社

80中国：转型中的影视文化 简雄著 7-80733-003-1 古吴轩出版社

全身舒缓地图 林艺璋编著 7-80740-010-2 上海文化出版社

醋之美肌 何韵编著 7-80740-016-1 上海文化出版社

老板其实不难懂 (德) 马丁·维尔勒著 7-80740-048-X 上海文化出版社

紫川.第7集,灿若星河 老猪著 7-80742-002-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唯我独仙.5 唐家三少著 7-80742-007-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唯我独仙.3 唐家三少著 7-80742-036-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唯我独仙.4 唐家三少著 7-80742-101-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你是天使我是谁 刘按著 7-80742-113-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唯我独仙.7 唐家三少著 7-80742-137-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访英伦:外贸英语谈判 张冰姿编著 7-81000-352-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商法:新编本 冯大同主编 7-81000-462-X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线性代数 赵秉瑛等编著 7-81000-486-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世界市场行情 康有枢, 林桂军, 杨逢华主编 7-81000-505-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贸易实务 黎孝先主编 7-81000-680-0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世贸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 薛荣久著 7-81000-829-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贸易 陈同仇, 张锡嘏编著 7-81000-854-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王绍熙, 王寿椿主编 7-81000-855-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知识,助理国际商务师 安民主编 7-81000-870-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争端解决 蒋德恩编著 7-81000-914-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 杨长春著 7-81000-971-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世纪的抉择:邓小平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贾怀勤主编 7-81000-98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欧元解析 赵秀臣, 汤传锋主编 7-81000-987-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 王福明主编 7-81000-988-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最新信用证操作指南 顾民著 7-81000-991-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集萃.上 向燕南,匡长福主编 7-81001-351-3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集萃.下 向燕南,匡长福主编 7-81001-351-3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集萃.中 向燕南,匡长福主编 7-81001-351-3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艺术家族与微观美学 郭振华著 7-81001-568-0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成功酒店的经营管理
(美) 艾伦·T.斯塔茨 (Alan T.Stutts), 

邹雅莉著
7-81001-609-1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新编经济法 李仁玉主编 7-81001-898-1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桥牌爱好者训练手册 乙　凡,高　利主编 7-81003-017-5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中国针灸大辞典 张大千主编 7-81003-104-X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中华气功学 林中鹏主编 7-81003-135-X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少林武艺精华-擒拿绝技 德　虔编著 7-81003-150-3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钢笔楷行书标准教材 王厚祥主编 7-81003-298-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钢笔楷行书标准教材（修订版） 北京硬笔书法学会编 7-81003-298-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早期肿瘤病态研究 (苏)别捷利申等著 7-81003-395-6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医学桥梁:外科诊疗和手术设计原理 张善华编译 7-81004-063-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华古文化大图典 曾 胡,王鲁豫编 7-81004-237-8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全书 郭齐家,雷 铣主编 7-81004-569-5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学生英汉分类词汇手册 童之侠主编 7-81004-827-9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优秀论文集:首届专业论文评选获
奖作品集

主编 刘宝顺 7-81004-833-3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电视采访 赵淑萍著 7-81004-848-1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国际关系中的传媒透视 张桂珍主编 7-81004-880-5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非线性编辑系统 余胜泉, 杨可主编 7-81004-905-4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文化启示与艺术灵犀 林薇著 7-81004-938-0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影视录音 姚国强著 7-81004-977-1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广播学院艺术类专业应试必备:2002年.
下

北京广播学院编 7-81004-980-1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馆统计学 李景春编著 7-81005-022-2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英语口语辞典 陈鑫源编 7-81009-261-8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中医脏象学 钱承辉, 王庆其主编 7-81010-017-3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学导论 何裕民主编 7-81010-018-1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软组织损伤治疗学 孙呈祥主编 7-81010-019-X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中医病因病机学 吴敦序主编 7-81010-026-2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辨证学 柯雪帆主编 7-81010-038-6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年知识分子养生指南 许士凯编 7-81010-042-4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祖国医学之最 周克振编 7-81010-043-2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诊法图谱 顾亦棣,费兆馥主编 7-81010-044-0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仲景内科学 张谷才编著 7-81010-045-9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药学.上册 叶显纯主编 7-81010-051-1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药学.下册 叶显纯主编 7-81010-052-1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防治学总论 顾瑞生主编 7-81010-062-9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急症研究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局,中华全国中医学会

内科学会编
7-81010-069-6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性药学 许士凯著 7-81010-070-X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养生学 刘占文主编 7-81010-073-4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现代日本汉方处方手册 日本厚生省药务局监修 7-81010-077-6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实用针灸推拿治疗学 夏治平主编 7-81010-078-5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方剂学 陈 伟,路一平主编 7-81010-080-7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上册 张恩勤编译 7-81010-089-0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国医学史 傅维康主编 7-81010-093-9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英汉对照 .下册 史兰华等编著 7-81010-105-6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实用针灸解剖挂图 严振国主编 7-81010-106-5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养生康复名著选读,医经分册 张湖德主编 7-81010-110-3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药学 曲京峰等编著 7-81010-111-X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英汉对照实用中医文库,方剂学 张恩勤主编 7810101129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方剂学 李敦清等编著 7-81010-112-9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实用中医肾病学 张 天,陈以平主编 7-81010-115-3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国推拿练功学 金宏柱主编 7-81010-118-8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实用医学科研方法学 管遵信编著 7-81010-121-8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实用医学科研方法学 管遵信编著 7-81010-121-8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养生康复学 孙广仁等编著 7-81010-122-6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国名贵药材:英汉对照 张恩勤主编 7-81010-123-4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国药膳 张文高等编著 7-81010-124-2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 刘家义等编著 7-81010-125-0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英汉对照实用中医文库,中国气功 张恩勤主编 7810101269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国气功 毕永升等编著 7-81010-126-9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国名优中成药:英汉对照 张恩勤主编 7-81010-127-9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国针灸 吕建平等编著 7-81010-128-5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临床各科.上册 张恩勤等著译 7-81010-129-2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医临床各科.下册 赵纯修等编著 7-81010-138-2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国推拿 王国才等编著 7-81010-139-0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国脉诊研究 费兆馥主编 7-81010-140-4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古今不育症验方精选 陆 平,唐仲伟编著 7-81010-146-3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人体体质学:理论、应用和发展 匡调元著 7-81010-149-8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实用中医口腔病学 夏 涵,张玉萍主编 7-81010-155-2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敷脐疗法 江克明等编著 7-81010-163-3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景岳八阵新解 陈学勤等编写 7-81010-164-1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温病名著选读 沈庆法,赵章忠主编 7-81010-166-8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医古文自学应考必读 段逸山主编 7-81010-171-4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概要:[日文版] 北京中医学院等编 7-81010-219-2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口腔病的自我诊疗 柯晓宽编著 7-81010-257-5 上海中医药大学社出版社

实用中医皮肤病学 马绍尧主编 7-81010-294-X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奇病奇治 洪广祥主编 7-81010-295-8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局部层次解剖学图谱 严振国主编 7-81010-664-3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19～20世纪西方要案侦破纪实.上 (德)托瓦尔德(Thorwald,J.)著 7-81011-002-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20世纪西方要案侦破纪实.下 (德)托瓦尔德(Thorwald,J.)著 7-81011-034-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编 7-81011-178-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政治理论教程 张竹, 田全华主编 7-81011-759-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保安实用知识手册 主编 吕荫 7-81011-791-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GRE(General Test)应试指南 鲁骏等编著 7-81012-112-X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新编微机使用教程 王永生，刘静华主编 7-81012-944-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模拟测试2000题集注 杨茂宗主编 7-81013-142-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电子技术常用器件应用手册 陈汝全主编 7-81013-408-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全卷模拟试题集 曹元寿主编 7-81013-460-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老年体育保健 杨天乐等著 7-81014-111-2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西方美学简史 刘鹤龄编著 7-81014-162-7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高等数学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数学教研室编 7-81014-167-8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内蒙古草场资源遥感应用研究.1 内蒙古草场资源遥感考察队编著 7-81015-001-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草场资源遥感应用研究.2 内蒙古草场资原遥感考察队编著 7-81015-002-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民法学教程 金平主编 7-81015-004-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概论,社会主义部分 许柏年,沈树声主编 7-81015-008-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程 高峰，朱企泰主编 7-81015-009-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遗传学 李贵忠等主编 7-81015-010-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草场资源遥感应用研究文集 内蒙古草场资源遥感考察队编著 7-81015-021-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法律基础教程 孙忠霖,孙先方主编 7-81015-027-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法律基础教程 孙忠霖,孙先方主编 7-81015-027-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 戴正南,黄光远编著 7-81015-029-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投资学 吴建等主编 7-81015-031-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英语.第六册,教师手册 俞大絪主编 7-81015-033-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及其在内蒙古的实践 王勋铭主编 7-81015-037-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工业会计 罗四维,孙廷云主编 7-81015-041-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新闻事业概况 贾来宽等编 7-81015-050-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蚧害考察 汤睙德,李 杰主编 7-81015-052-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世界史研究文集 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室编 7-81015-055-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 杨祖培,郝志模主编 7-81015-056-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Pascal 软件工具 (美) Brian W.Kernighan P.J.Plauger著 7-81015-057-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 徐金城, 侯宪林主编 7-81015-06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著作选读介绍 图拉古尔主编 7-81015-062-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草地经营 内蒙古农牧学院草原管理教研室编著 7-81015-06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论文选集
中共包头市委宣传部,包头市纪念十一届三中

全会十周年征文委员会编
7-81015-065-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农村牧区财政问题研究 刘清宇等主编 7-81015-068-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深化财政改革振兴国民经济 云志平著 7-81015-071-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法学求索集 内蒙古大学法律系编 7-81015-072-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实用森林草原灭火战术技术 邹国立，王立伟编著 7-81015-075-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横向经济联合的法律调整 施文正主编 7-81015-077-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消防技术数据手册 云江等编 7-81015-078-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法学教程 韩振义主编 7-81015-079-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法学教程 韩振义主编 7-81015-079-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普通高等学校简介 内蒙古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内蒙古高等教育学
会编

7-81015-080-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目录索引:1959-1989 内蒙古大学学报编辑部编 7-81015-085-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目录索
引,1959-1989年

种曼漪编 7-81015-086-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花卉病害 王东升编 7-81015-088-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冬天的杨树 苏力亚著 7-81015-089-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旗县财政经济统计分析资
料:1978-1988

内蒙古财政科学研究所编 7-81015-093-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改革:民族地区的特点与选择 潘照东主编 7-81015-095-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包头市昆都仑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朱企泰等主编 7-81015-096-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草地生态研究 郭书田主编 7-81015-09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 李国霞编著 7-81015-104-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普通生态学 李 博主编 7-81015-105-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民族教育研究 刘世海主编 7-81015-106-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城市爱国卫生运动的科学管理 顾鸿德等著 7-81015-108-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思想修养 高峰主编 7-81015-112-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 高 峰主编 7-81015-112-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职业道德 主编包赛音 7-81015-11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人生哲理 谷景华等编撰 7-81015-11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人生哲理 谷景华等编撰 7-81015-11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0年的呼和浩特 肖枫主编 7-81015-120-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植物数量性状的遗传与育种 张先炼著 7-81015-122-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地学概论 史培军, 王静爱编著 7-81015-124-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法学教程 张云庭,李正德,魏荣主编 7-81015-128-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 钱林豹著 7-81015-129-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发声 语音 朗诵 播音:朗诵播音艺术实用教
程

卓燕生著 7-81015-13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朗诵·播音·节目主持人:艺术语言发声与表
达实用教程

卓燕生著 7-81015-13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自然辩证法概论 满 达主编 7-81015-132-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教育与心理评价 陈中永,刘文霞编著 7-81015-133-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论生态意识与农业环境:长江中上游生态环境
与农业后劲问题

主编郭书田,张文庆 7-81015-139-8

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解答 周天中,王继多主编 7-81015-140-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信念与抉择: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简明读本 孙寿山,任亚平主编 7-81015-141-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宪法学 松花穆林主编 7-81015-143-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走向二十一世纪:内蒙古经济开发战略研究 曹征海著 7-81015-151-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工商行政管理统计 段国胜等编 7-81015-152-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经营与市场 孟 斌主编 7-81015-153-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工业企业管理 王超物主编 7-81015-154-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管理心理学 苏奎章主编 7-81015-155-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企业经济法 郝继良,施文正主编 7-81015-156-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孔维江,窦 征主编 7-81015-157-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天光云影:延安之路 朱云社著 7-81015-163-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学报三十周年论文选.1959-1989,
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

刘成等编 7-81015-164-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草原之春:扎木苏荣校长日记摘抄.第一部 振杨著 7-81015-169-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史 郝维民主编 781015177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原始叙事性艺术的结晶:原始性史诗研究 刘亚湖著 7-81015-178-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时期党的建设概论 启东明主编 7-81015-179-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方针政策 刘蕴智,嘎比亚图主编 7-81015-18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企业领导学 张忠谊主编 7-81015-181-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科研论 岳玉禄著 7-81015-182-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科研论 岳玉禄著 7-81015-182-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空想社会主义比较论 王兰垣,余金成主编 7-81015-183-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喇嘛教 额尔敦昌编译 7-81015-190-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银行思想政治工作指导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编 7-81015-191-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辽金史研究论著索引 丛禹编 7-81015-191-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四辑
内蒙古大学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

现代史研究所编
7-81015-193-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学习参
考资料

董兴华,乌尔希叶夫主编 7-81015-195-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妇女问题研究参考书目提要 李宏等编 7-81015-197-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七十年历史经验的昭示:内蒙古自治区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集

主编韩茂华 7-81015-199-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资本主义国家宪法 姚登魁,松花穆林主编 7-81015-202-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简明教程 娜仁，孙晓梅主编 7-81015-208-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植被恢复技术指南 (日)山寺喜成等著 7-81015-209-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玛纳斯》论析 郎　樱著 7-81015-21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尔基晚节及其他 陈寿朋著 7-81015-218-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图拉古尔主编 7-81015-219-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立国之本:澄清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搞乱的
理论是非

谷景华主编 7-81015-222-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数学分析
(苏) А. П. 卡尔塔谢夫, (苏) Б. Л. 

罗吉斯特维斯基著
7-81015-225-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药用植物名录 高秀娟编 7-81015-226-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光照鹿城:中国共产党包头市党史党情 袁明铎主编 7-81015-233-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爱国统一战线综论 徐金城,黄选能主编 7-81015-236-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水土保持原理与规划 席 有编著 7-81015-243-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股票债券的秘密和投资技巧 云齐久编 7-81015-244-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加拿大的文学 (加)麦格拉思(Mcgrath,Robin)等著 7-81015-245-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企业法 施文正主编 7-81015-247-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毛乌素沙地开发整治研究中心研究文集.第1
集

王家祥主编 7-81015-254-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铁钴簇合物 刘树堂等著 7-81015-262-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法律基础课学习指南 韩 竞主编 7-81015-263-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认识论与现代化 王思浚著 7-81015-272-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微分算子文集 曹之江,孙 炯主编 7-81015-286-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河套灌区总干渠志 巴盟总干渠管理局编志办公室编 7-81015-292-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三带啄库蚊生态学及其控制 张淑媛主编 7-81015-294-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组
织史资料:1956～1991

中共昆都仑区委组织部等编 7-81015-295-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悠悠银河情 郝桂林等著 7-81015-300-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的满族 佟靖仁著 7-81015-302-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成吉思汗陵史话 杨·道尔吉著 7-81015-307-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怎样离婚 远望霖等著 7-81015-313-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 (苏)谢.尤.涅克留多夫著 7-81015-32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电子计算机应用基础 段禅伦等编著 7-81015-326-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新教程 涂继武主编 7-81015-328-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政治经济学.上 张丰兰主编 7-81015-336-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证据学 王红岩,周宝峰主编 7-81015-338-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司法制度学 张凤鸣,周宝峰主编 7-81015-339-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正月里来是新春 马沛然著 7-81015-340-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管理基础与现场管理 主编周建民,郝继良 7-81015-358-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黑格尔哲学新探 何毓德主编 7-81015-361-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政治经济学.下 郭希哲主编 7-81015-37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经济法教程 施文正主编 7-81015-379-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包头分
册

张贵主编 7-81015-380-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时间与经济 张占化主编 7-81015-392-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对普林尼的迷信:疯狂的氟争论 （日）村上彻编著 7-81015-393-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天驹的嘶鸣:蒙古族青年记者那森宝音报告文
学通讯选

那森宝音著 7-81015-396-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边界单元法的原理.方法及应用 赵忠生，杨德全编著 7-81015-40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包头青年运动四十年 文民主编 7-81015-410-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包头青年运动四十年 文民主编 7-81015-410-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诗词精华类编,山水田园卷 高建新评注 7-81015-419-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包头史稿.上卷 张贵 7-81015-421-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破释周易.上册 韩永贤著 7-81015-424-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稀土冶金 石 富编著 7-81015-433-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基础会计学 王维晓等 7-81015-436-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青山创业人:献给呼和浩特炼油厂投产两周
年

钱浩主编 7-81015-453-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古籍数学化研究论文集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编 7-81015-454-0 内蒙古大学社

内蒙古：世纪之交的重大经济选择 乌日途等主编 7-81015-458-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江格尔》论 (蒙)仁钦道尔吉著 7-81015-460-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研究 主编刘世海 7-81015-467-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管理会计 主编吴大军,牛彦秀,张树宏 7-81015-471-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涉外基础知识 孙现璋主编 7-81015-487-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研究 内蒙古大学科技处编 7-81015-48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黑河畔耕耘者:呼和浩特炼油厂思想政治工
作论文集

主编钱浩 7-81015-490-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二茂铁衍生物 李逢泽主编 7-81015-492-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公务员电脑 严实等编著 7-81015-496-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公务员电脑 严实等编著 7-81015-496-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税务会计 张利源等主编 7-81015-500-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校体育基础理论 主编李时均 7-81015-504-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商业经济学 主编李丰威 7-81015-507-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从政方略精萃 王成功编著 7-81015-513-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档案保护原理与技术 司伟编著 7-81015-514-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基础仪器分析 邹淑仙等编 7-81015-532-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等数学基础教程.上册 刘元骏编 7-81015-53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大专本) 布赫主编 78101553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大专本 布赫主编 7-81015-53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布赫主编 7-81015-53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布赫主编 7-81015-535-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电磁实验 梁运章等编 7-81015-537-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基础 王建国主编 7-81015-543-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教育史志.第一辑 《内蒙古教育史志》编委会编 7-81015-545-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教育史志.第一辑 《内蒙古教育史志》编委会编 7-81015-545-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教育史志.第二辑 《内蒙古教育史志》编委会编 7-81015-546-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风骚论集 周秉高著 7-81015-550-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理论生物物理学论文集 罗辽夏著 7-81015-552-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超穷数理论基础文稿 格奥尔格·康托著 7-81015-556-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 李继儒主编 7-81015-558-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审美意识 阎诚 7-81015-567-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急症心脏病抢救 主编冀金良 7-81015-576-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贺兰山东坡植被 田连恕主编 7-81015-577-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 王美萃,石颖编著 7-81015-585-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美术 鲍凤林主编 7-81015-587-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刘爱华,刘丽华主编 7-81015-592-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国际贸易理论与制度 邱济洲主编 7-81015-594-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国际贸易实务 张平,张舟主编 7-81015-595-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乡镇财政基础新编 史生荣主编 7-81015-599-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乡镇财务会计综编.上册 陈度,丁安勇主编 7-81015-600-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乡镇财务会计综编.下册 陈度,丁安勇主编 7-81015-600-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孟斌编著 7-81015-607-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孟斌编著 7-81015-607-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电子计算机应用基础 段禅伦等编著 7-81015-608-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生物统计学 杨持编著 7-81015-617-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生物统计学 杨持编著 7-81015-617-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逻辑学 郭新洁,孙化娟主编 7-81015-61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 李永芳著 7-81015-628-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 肖东波主编 7-81015-631-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法学概论 富强主编 7-81015-632-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乌梁素海鸟类志 邢莲莲主编 7-81015-633-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金融资产论 杜金富著 7-81015-634-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爱国主义教育读本.初中版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编 7-81015-63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电工学实验 刘晓玲等编著 7-81015-638-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职称英语等级考试模拟试题祥解 张洁,马占祥主编 7-81015-643-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测试.上册 赵世英主编 7-81015-644-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所有制结构与产权制度研究 徐桂华主编 7-81015-645-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宋秀峰等主编 7-81015-646-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江出山 赵淑芳著 7-81015-647-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医学院40年:1956-1996 王铁锤,寇永昌主编 7-81015-65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经济法教程 施文正主编 7-81015-651-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法学概论 张凤鸣主编 7-81015-655-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露珠晶莹原上草 钱浩主编 7-81015-657-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语文》考核点解答 东方晨云[编著] 7-81015-664-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汉字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FoxBASE+V2.10 原
理与应用

刘实,高光来编著 7-81015-665-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草原与草业的法制建设研究 施文正主编 7-81015-667-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超越美国:美国神话的终结 席永君，马再淮编著 7-81015-671-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天然草地的矿物质元素 内蒙古草原勘测设计院编著 7-81015-681-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东亚文明系统论:历史阶段论、东亚未来出路
哲学思考

张敬秀,田建平著 7-81015-683-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数据库基础及FoxBASE+应用 赵俊岚主编 7-81015-685-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数据库基础及FoxBASE+应用 赵俊岚等编著 7-81015-685-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西厢记注析 韩登庸著 7-81015-688-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筑工程测量 王根虎主编 7-81015-690-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筑工程测量 王根虎主编 7-81015-690-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筑工程测量 王根虎主编 7-81015-690-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筑工程测量 王根虎主编 7-81015-690-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筑工程测量 王根虎主编 7-81015-690-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合同法通论 施文正主编 7-81015-69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离散数学 段禅伦...[等]编著 7-81015-692-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型问题研究 苏全有...[等]著 7-81015-69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无机合成 苏海全等编 7-81015-69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校论坛.上 白万柱,罗慧英主编 7-81015-695-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校论坛.下 白万柱,罗慧英主编 7-81015-695-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校论坛.中 白万柱,罗慧英主编 7-81015-695-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电工学基本教程 杨宏业主编 7-81015-696-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五幅肖像:五位俄罗斯音乐家的故事 (苏)洁·奥尔热霍夫斯卡娅著 7-81015-698-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化工工艺设计 张颖，郝东升编著 7-81015-69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化工设计 张颖，郝东升主编 7-81015-69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化工设计习题集 王正德，乔子荣主编 7-81015-69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包头史稿.下卷 张贵 7-81015-705-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国际市场营销学 张舟等编著 7-81015-706-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苔藓植物志 白学良主编 7-81015-708-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思想走过的路 任亚平 7-81015-714-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世界中世纪史新探 刘明翰主编 7-81015-715-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跨文化探秘:北美印地安文化与东北亚少数民
族文化比较研究

何一兵等著 7-81015-716-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上市公司设立与运作 于生文等编著 7-81015-717-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寸草集 朱成德著 7-81015-718-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微波技术 刘桂珍主编 7-81015-721-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李长域著 7-81015-723-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科技成果选集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编 7-81015-725-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货币银行学概论 张功平主编 7-81015-726-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当代欧美高教结构改革研究 徐小洲著 7-81015-732-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的内蒙古 特木尔等主编 7-81015-733-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理性的思索:谷景华学术论文集 谷景华著 7-81015-734-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价格管理 周建民主编 7-81015-735-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鼠疫防治光辉的五十年:1947～1997 内蒙古自治区流行病防治研究所编 7-81015-737-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峰岩行书联句三百首 冯继荣著 7-81015-739-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方寒冷地区农村能源暨新能源研究与
应用进展

季秉厚主编 7-81015-740-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1957-2001 赵东主编 7-81015-74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96组织工作调研文选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研究室编 7-81015-74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蒙古族人口 王镇等主编 7-81015-747-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哲学原理》自学考试指南 侯相林，贾贵生编 7-81015-748-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哲学原理》自学考试指南 侯相林等编 7-81015-748-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自学考试强化训练题编:修订
本

力克编 7-81015-74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自学考试强化训练题编 力克编 7-81015-74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巴尔扎克研究 王艳凤编著 7-81015-750-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简明教程 王刚等编 7-81015-751-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ternet简明教程 贾波等编著 7-81015-752-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ternet简明教程 贾波等编著 7-81015-752-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电子计机算应用基础 刘实等编著 7-81015-753-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四十年 校史编写组编 7-81015-756-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于北辰从教60周年纪念文集 于北辰著 7-81015-757-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珠光湖韵:内蒙古大学建校40周年纪念文集 岳志东，李玉林主编 7-81015-758-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革命史 郝维民主编 781015767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史苑新论 7-81015-769-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论文集 刘成主编 7-81015-770-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党校教育研究与探索 张庆日等主编 7-81015-771-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公路职工教育十年 周杰主编 7-81015-776-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史选举志笺正 郭培贵著 7-81015-780-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预算管理体制:1947—1995 范游恺主编 7-81015-781-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钢铁脊梁时代号角:纪念《包钢日报》创刊40
周年

主编冯贵章 ... [等] 7-81015-785-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抗旱种草与种草养畜综合配套技术 杨德，杨珍主编 7-81015-788-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配位化学 张文韬主编 7-81015-789-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史话 佟靖礼，张德祥编著 7-81015-790-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企业理财政策 理论 实践 孙肇琨,郭惠云主编 7-81015-791-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不朽的辩护 胡杨编著 7-81015-794-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草原文化与草原文学 奎曾著 7-81015-79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数学史研究文集.第六辑 李迪主编 7-81015-797-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刘高 ... [等] 主编 7-81015-802-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政策策略思想研究 刘会强... [等] 著 7-81015-803-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旗帜问题与精神文明 叶广文等主编 7-81015-805-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程 主编周福顺 7-81015-809-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外汇会计与统计 主编赵志华 7-81015-812-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个性教育论 刘文霞著 7-81015-816-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潮冲击波 李玉然,布仁巴雅尔主编 7-81015-824-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应试题解 刘爱华,石斌主编 7-81015-828-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地方铁路 中国地方铁路协会，人民铁道报社编 7-81015-82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施文正主编 7-81015-831-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史论 李永芳等主编 7-81015-832-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语言文化与外语教学 李卡宁等主编 7-81015-833-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孙景峰，苏全有主编 7-81015-835-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沿边开放与内蒙古经济发展 赖师劻等著 7-81015-837-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语言艺术探微 郭振华著 7-81015-839-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说话演讲技能训练 金失根编著 7-81015-840-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成功之本:人才 钱浩著 7-81015-841-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肖东君,董建平编著 7-81015-844-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 周福顺著 7-81015-845-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象棋中局实战谱 张志勇著 7-81015-84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名校规章制度典范 郑福田，李博主编 7-81015-847-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金融市场教程 主编张功平 7-81015-849-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三北地区经济林栽培 孙洪祥主编 7-81015-852-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校学术研究论文选.上册 刘东海主编 7-81015-858-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校学术研究论文选.下册 刘东海主编 7-81015-858-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校学术研究论文选.中册 刘东海主编 7-81015-858-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校学术研究论文选.上册 刘东海主编 7-81015-858-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木轮悠悠 阿凤著 7-81015-859-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金融市场 (美)奥斯丁(Oltheten,E)著 7-81015-863-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农村实用化学生物技术 曹宝亮主编 7-81015-864-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达斡尔族文学史略 赛音塔娜,托娅著 7-81015-865-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校德育概论 郑怀庆等主编 7-81015-866-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临床常用新药手册 殷振勇等主编 7-81015-867-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育人新典 丁克明主编 7-81015-868-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富国之魂 张逸忠主编 7-81015-870-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形势下治军特点规律初探 刘志全主编 7-81015-871-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无机及分析化学 张秀英等主编 7-81015-872-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经济金融法概论 莫淑坤,赖广蒙主编 7-81015-873-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经济思想中的辩证法 张信, 夏连仲主编 7-81015-874-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志:1950-1990 刘怀北，李彦主编 7-81015-875-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日出日落看人生 乌热尔图编选 7-81015-878-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国前内蒙古方志考述 忒莫勒撰 7-81015-879-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鄂温克族的起源 乌云达赉著 7-81015-881-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包钢党校四十年:1958-1998 包钢党校四十年编写组 7-81015-883-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 李国钧,程峰主编 7-81015-885-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学汉文古籍书目提要 陈乃雄主编 7-81015-886-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元上都研究 叶新民著 7-81015-888-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成人 成才 成功:赠大学生一束带刺的玫瑰 邢雁林著 7-81015-889-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奋进之路 占布拉主编 7-81015-890-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概论 张逸忠，刘荣主编 7-81015-891-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概论 张逸忠，刘荣主编 7-81015-891-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荒漠化防治理论与实践 郭连生主编 7-81015-893-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金属切削技术 白胜主编 7-81015-894-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共青团支部工作实用指南 邢健康主编 7-81015-895-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共青团支部工作实用指南 邢健康主编 7-81015-895-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FoxBASE/FoxPro原理与应用 刘实，高光来编著 7-81015-897-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达斡尔族人口 沈斌华，高建纲著 7-81015-898-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 吴彤编著 7-81015-899-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基础教程 刘建朋等主编 7-81015-900-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经济应用数学 主编杨绥民 7-81015-901-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教程:新编本 施文正主编 7-81015-902-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拓荒者的足迹:内蒙古教育战线英模人物报告
文学集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主编 7-81015-903-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证券市场教程 张功平主编 7-81015-904-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跨世纪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杨耀等著 7-81015-905-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农牧业实用技术丛书,农业分册 农牧业实用技术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7-81015-908-9 内 蒙古大学出版社

农牧业实用技术丛书,园艺分册 农牧业实用技术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7-81015-908-9 内 蒙古大学出版社

农牧业实用技术丛书,畜牧分册 农牧业实用技术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7-81015-908-9 内 蒙古大学出版社

农牧业实用技术丛书,草原分册 农牧业实用技术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7-81015-908-9 内 蒙古大学出版社

’99版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实例
点析,文史财经类

郑伟辰主编 7-81015-910-0 北京大学出版社

’99版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实例
点析,理工农医类

郑伟辰主编 7-81015-910-0 北京大学出版社

哲学耕耘录 姚鸿起著 7-81015-911-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语言文化与翻译 (美)尤金 A.奈达(Eugene A.Nida)著 7-81015-912-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宇宙能源新概念:负能 董长军著 7-81015-913-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研究.实践 张树逊主编 7-81015-921-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德伯希夫音乐作品选集 德伯希夫 7-81015-923-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教育理论与实践.2,“振兴杯”获奖论文选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学会编 7-81015-926-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脊椎动物名录及分布 杨贵生,邢莲莲主编 7-81015-928-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货币供应控制论 魏永芳著 7-81015-929-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纳西族人物简志 彭建华，李近春主编 7-81015-933-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金沙万里走波澜:20世纪纳西族文学创作讨论
会论文集

白庚胜主编 7-81015-934-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鼠疫多选题题集 许怀远等主编 7-81015-936-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代蒙古族人物传记资料索引 云广英总编著 7-81015-937-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情愫集 于占海著 7-81015-938-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金融机构管理 张功平主编 7-81015-940-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金流量表操作指南 王冀民等主编 7-81015-946-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主编张逸忠, 沈树声 7-81015-947-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室内设计原理 谷彦彬，张守江主编 7-81015-949-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室内设计表现 谷彦彬编著 7-81015-950-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基础物理学.上册 王旭主编 7-81015-95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基础物理学.下册 王旭主编 7-81015-95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日本社会 刘银良著 7-81015-95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上册 色音巴雅尔等主编 7-81015-955-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下册 色音巴雅尔等主编 7-81015-955-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楚辞索引 周秉高著 7-81015-957-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可持续发展论:内蒙古人口·资源·环
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马林主编 7-81015-962-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学术论文集:1957-1998 乌林西拉, 莎日娜主编 7-81015-963-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旗帜在我心中:当代大学生谈邓小平理论学习 特木尔主编 7-81015-964-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宪法学 松花穆林，刘景欣主编 7-81015-965-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语际交流中的社会语言学:[汉英双语版] (美)尤金 A.奈达(Eugene A.Nida)著 7-81015-974-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挑战自我 路万海主编 7-81015-976-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依法治国论:内蒙古中青年法学文集 周宝峰主编 7-81015-978-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逻辑学概论 陈江主编 7-81015-982-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概论 张树逊，陈锡增主编 7-81015-984-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概论 张逸忠，陈锡增主编 7-81015-984-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概论 张逸忠，陈锡增主编 7-81015-984-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概论 张逸忠等主编 7-81015-984-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简明公关礼仪原理 朱建编著 7-81015-987-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英文版] 徐炳勋, 王松涛编 7-81015-994-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化学专业英语教程 郭岚芬编著 7-81015-997-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合同法教程 周宝峰主编 7-81015-998-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法律基础案例评析 王秀莲，吴淑汴主编 7-81015-999-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英语语法游戏 刘平章编译 7-81016-052-4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电磁射线理论基础 阮颖铮编著 7-81016-056-7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内科便览 李小清, 于泓珍编著 7-81016-072-9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类型影片鉴赏 左孝本著 7-81016-091-5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程 王生良 ... [等]编 7-81016-131-8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东夷古国史论 逢振镐著 7-81016-138-5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自由电子激光在生物医学与材料科学中的应
用

杨中海 ... [等]主审 7-81016-341-8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初等数论 晏能中主编 7-81016-361-2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降低不良品损失工作指南 银路, 刘卫编著 7-81016-379-5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曹金城, 苗维亚编著 7-81016-420-1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路，从这里延伸:“百千万”活动论文集 余昌福, 温远达主编 7-81016-441-4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第三产业发展导引 银路, 韩轶, 许宣伟编著 7-81016-454-6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简明审计学原理 毛洪涛, 沈建中主编 7-81016-569-0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用医学英语手册 陆文民, 姜新猷主编 7-81016-590-9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形势与政策简明读本 主编 江强安, 谢应成 7-81016-682-4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医学院校临床实习指导 主编 刘志刚, 赵洪勋 7-81016-716-2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美学原理教程 曾永成, 董志强[主编] 7-81016-795-2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理论力学 郑文虎编 7-81016-841-X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现代西方哲学主潮 陈俊明著 7-81016-854-1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对外经济贸易的法律障碍及对策 郭明瑞, 钟建华, 唐广良著 7-81016-866-5 电子科技大学社

交通实用文书 贾玉铭主编 7-81016-960-2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管理学原理 主编 王钊, 季辉 7-81016-967-X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学:专科本.上册 甘承泰[等]编 7-81016-993-9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新时期领导干部素质研究 主编 郑国玺, 侯德邻 7-81016-997-1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青年社会学 甘永祥著 7-81017-009-0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万民同乐说休闲 吕庆丰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万民同乐说休闲 吕庆丰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万物有灵显巫术 汤健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万物有灵显巫术 汤健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五彩滨纷说服饰 曹云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五彩滨纷说服饰 曹云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传统节日天下庆 左岸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传统节日天下庆 左岸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伦理教化多禁忌 岳菲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伦理教化多禁忌 岳菲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八面玲珑话媒人 任清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八面玲珑话媒人 任清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千年演变话服装 梁红雪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千年演变话服装 梁红雪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博大精深说武术 赵文佳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博大精深说武术 赵文佳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名人丧葬逸事多 秦虹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名人丧葬逸事多 秦虹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多神崇拜说信仰 李鹃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多神崇拜说信仰 李鹃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家长里短话市井 丁显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家长里短话市井 丁显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寻幽探险风俗园 马成龙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庭院深深访村居 袁光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庭院深深访村居 袁光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强身健体武术魂 钱远山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强身健体武术魂 钱远山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旅游风俗探胜景 武文利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旅游风俗探胜景 武文利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易术变化论风水 齐旭明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民族节日俱欢颜 石兵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民族节日俱欢颜 石兵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民族风俗说风情 张杨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民族风俗说风情 张杨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烹茗煮酒话饮食 周光辉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烹茗煮酒话饮食 周光辉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男尊女卑血泪史 赵大文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男尊女卑血泪史 赵大文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百姓争先竞赛巧 徐乐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百姓争先竞赛巧 徐乐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礼仪之邦话文明 彭云枫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礼仪之邦话文明 彭云枫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神秘文化数生肖 李时佳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神秘文化数生肖 李时佳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神秘舞蹈说傩俗 潘月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神秘舞蹈说傩俗 潘月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美味佳肴久承传 王海波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街头巷尾闹声闻 李欣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街头巷尾闹声闻 李欣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追根溯源话民俗 葛峰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追根溯源话民俗 葛峰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重生重死古今同 时新生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重生重死古今同 时新生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风俗简史说分明 钱涛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风俗简史说分明 钱涛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龙凤呈祥论婚育 赵斌编著 7-81018-75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道德心理学 曾钊新著 7-81020-068-2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道德心理学 曾钊新著 7-81020-068-2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写作技巧 吴润星主编 7-81020-259-6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编 7-81023-418-8 东南大学出版社

应用生物力学 刘振田主编 7-81023-680-6 东南大学出版社

高压氧疗法的基础与临床 ( )费希尔(Faischer,B.)等主编 7-81026-242-4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人体要害暴力损伤与救治 王爱博著 7-81027-011-7 警官教育出版社

医疗纠纷法医学鉴定及案例分析 徐榴园编著 7-81027-059-1 警官教育出版社

管理心理学 主编 刘英陶, 陈晓平, 赵中利 7-81027-523-2 警官教育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刑法实务全书 滕炜，黄太云主编 7-81027-678-6 警官教育出版社

新编公安档案管理学 陈少波, 姬世芳著 7-81027-692-1 警官教育出版社

劳动教养研究 云山城著 7-81027-781-2 警官教育出版社

生活方式:刘兵教授的叙述及其他 黄艾禾[著] 7-81028-775-3 河北大学出版社

漂移:北大学者刘华杰的故事 黄艾禾著 7-81028-776-1 河北大学出版社

交界:江晓原的思想轨迹 穆小文[著] 7-81028-789-3 河北大学出版社

漫游:卞毓麟的科学文化之旅 尹传红 [著] 7-81028-797-4 河北大学出版社

初刻拍案惊奇 (明) 凌濛初编著 7-81028-976-4 河北大学出版社

警世通言 (明) 冯梦龙编纂 7-81028-977-2 河北大学出版社

二刻拍案惊奇 (明) 凌濛初编著 7-81028-979-9 河北大学出版社

喻世明言 (明) 冯梦龙编纂 7-81028-995-0 河北大学出版社

性传播疾病文献索引:1979-1988 赵德昌等编著 7-81029-111-4 暨南大学出版社

性传播疾病文献索引:1979～1988 赵德昌等编著 7-81029-111-4 暨南大学出版社

领导干部必备知识讲座 刘普生主编 7-81031-731-8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医院分级管理实用大全 王敬弘主编 7-81032-393-8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 毛泽东著 7-81032-944-8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生理学实验 孙庆伟等主编 7-81033-374-7 江西高校出版社

心钠素:心脏分泌的一种循环激素 汤 健,谢翠微编著 7-81034-001-8
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妇幼保健流行病学基础 李 竹主编 7-81034-002-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新中国医学教育史 朱 潮,张慰丰编著 7-81034-003-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分子细胞生物学 郭 仁等主编 7-81034-004-2
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生物技术的现状与未来 顾方舟,卢圣栋主编 7-81034-005-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内科疑难病百例 王爱霞,纪宝华主编 7-81034-006-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第一分册,食管

癌和贲门癌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中国抗癌协会编 7-81034-007-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第二分册,原发
性肝癌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中国抗癌协会编 7-81034-008-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第三分册,大肠

癌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中国抗癌协会编 7-81034-009-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第四分册,胃癌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中国抗癌协会编 7-81034-010-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第五分册,鼻咽

癌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中国抗癌协会编 7-81034-011-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第六分册,原发
性支气管肺癌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中国抗癌协会编 7-81034-012-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第七分册,宫颈

癌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中国抗癌协会编 7-81034-013-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第八分册,乳腺
癌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中国抗癌协会编 7-81034-014-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第九分册,肿瘤

诊治工作常用统计指标和统计方法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中国抗癌协会编 7-81034-015-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细胞形态立体计量学 郑富盛著 7-81034-017-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微积分初步与生物医学应用 方积乾主编 7-81034-020-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原癌基因与心血管疾病 汤 健,周爱儒编著 7-81034-022-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研究方法与技术 刘鼎新,吕证宝主编 7-81034-023-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细胞化学与细胞生物技术 杨景山主编 7-81034-024-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涎腺疾病影像学诊断 邹兆菊主编 7-81034-025-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简明核医学 潘中允主编 7-81034-026-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血液循环力学 王鸿儒,文宗曜编著 7-81034-028-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精神药理学 王祖诉等主编 7-81034-029-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新护理诊断手册 邹 恂主编译 7-81034-033-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呼吸放射诊断学 李铁一等编写 7-81034-035-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验诊断学 王淑娟等编 7-81034-036-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多变量统计方法与计算程序 孙尚洪编著 7-81034-037-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多变量统计方法与计算程序 孙尚洪编著 7-81034-037-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体液因素和血液循环病理生理学 吴其夏主编 7-81034-041-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介入性心脏病学 陈明哲,胡旭东主编 7-81034-045-x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胚胎发育与肿瘤 章静波编著 7-81034-046-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人胚胎发生发育实例图谱 薛社普等著 7-81034-047-6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药鉴定学 沈联德编著 7-81034-049-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出版社

有机化学 蔡孟深主编 7-81034-052-2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物理学 王鸿儒主编 7-81034-053-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基础、临床 汤 健等编 7-81034-054-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基础、临床 汤 健等编 7-81034-054-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X线解剖学 崔志潭，严加和主编 7-81034-055-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急性心肌梗塞治疗指南 谢道银编 7-81034-056-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传统预防医学,中医预防学 蒋红玉，刘安国主编 7-81034-057-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皮肤病的组织病理诊断:A.B.阿克曼结构型式

分析的诊断方法
朱学骏编 7-81034-058-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卫生毒理学基础 徐厚恩，张　铣主编 7-81034-061-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 苏静怡主编 7-81034-062-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 苏静怡主编 7-81034-062-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自我指压术 李学文等编译 7-81034-064-6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PCR技术:DNA扩增的原理与应用 (美)艾利希(Erlich,H.A.)主编 7-81034-065-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CT诊断学基础 谢敬霞等主编 7-81034-068-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肾脏病咨询 王海燕,张鸣和主编 7-81034-069-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皮肤病的免疫荧光技术与模式 (美)瓦伦苏埃拉(Valenzuela,R.)等著 7-81034-070-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院大学联合出版社

肿瘤化学预防及药物治疗 韩锐主编 7-81034-071-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脑电图图谱.上册 冯应琨编著 7-81034-073-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脑电图图谱.下册 冯应琨编著 7-81034-073-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模式 冀 中等编著 7-81034-074-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出版社
国际疾病分类肿瘤学专辑汉语拼音字母顺序

索引
崔梅芳主编 7-81034-075-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放射科管理和技术规程:试行本 刘玉清主编 7-81034-076-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肿瘤学手册 (德)霍斯费尔德(Hossfeld,D.K.)等编 7-81034-077-8
北京医科大学、医科大学

联合出版社

肿瘤学基础及实验 高 进主编 7-81034-078-6
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肿瘤学:基础部分 张友会主编 7-81034-079-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老年疾病的自我诊断和防治 周道启，杨如兰主编 7-81034-081-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护理药理学 肖顺贞主编 7-81034-085-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胆红素
（比）海　韦(Heirwegh,Karel P.M.)，
（英）布　朗(Brown,Stanley B.)主编

7-81034-086-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出生缺陷诊断图谱 李松，(美)艾希编 7-81034-087-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今日内科,呼吸疾病分册 汪丽蕙,穆魁津主编 7-81034-088-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今日内科,血液疾病、内分泌疾病分册 汪丽蕙,谢光潞主编 7-81034-089-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生理学应试指南 张景祥等主编 7-81034-090-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生理学应试指南 张景祥等主编 7-81034-090-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医骨伤针灸推拿治疗常见软组织损伤 陈 健主编 7-81034-094-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美学与口腔医学美学 孙　廉主编 7-81034-100-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骨科诊查手册 冯传汉等编著 7-81034-102-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细胞生物学 谭曾鲁,周柔丽主编 7-81034-105-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医院感染管理手册 刘胜文主编 7-81034-107-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纲要 丁桂风等编译 7-81034-108-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肿瘤与病毒 (苏)帕尔涅斯(Парнес,В.А.)著 7-81034-110-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分子细胞生物学基础 翟朝阳,傅继梁编译 7-81034-112-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口腔粘膜病彩色图谱 张文清等编著 7-81034-113-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系统性疾病和肺 林耀广著 7-81034-118-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眼辐射损伤 郭振举主编 7-81034-120-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皮肤病性病治疗学 朱学骏等主编 7-81034-123-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与病人交谈的技巧 (英)迈拉考修著 7-81034-125-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动物与人行为探秘 库宝善编著 7-81034-126-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江伟 ,刘 毅主编 7-81034-129-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艾滋病 王镜等编著 7-81034-131-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物理药学 殷恭宽主编 7-81034-135-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医学实验设计 蒋知俭主编 7-81034-136-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肺功能测定原理与临床应用 穆魁津,林友华主编 7-81034-137-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消化系危重急症的诊断与治疗 李仲孝主编 7-81034-142-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实用营养学 江伟 编 7-81034-144-8

神经科学纲要 韩济生主编 7-81034-149-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骨放射诊断学 王云钊,曹来宾主编 7-81034-161-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体质学 陈明达主编 7-81034-162-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的咨询和进展 斯崇文,田庚善编著 7-81034-163-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文献检索 朱允尧等主编 7-81034-175-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文献检索 朱允尧等主编 7-81034-175-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 冯树异等主编 7-81034-182-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血管活性物质与临床 石湘芸等主编 7-81034-183-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第2册,北方

编
楼之岑,秦 波主编 7-81034-184-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今日内科,心血管疾病分册 汪丽蕙等主编 7-81034-185-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出版社

失眠与睡眠 库宝善,庄鸿娟编著 7-81034-186-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产科急症 张光澋等编 7-81034-192-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中
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

肺血管疾病学:Pulmonary vascular 
diseases

程显声主编 7-81034-198-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眼微循环及其相关疾病 张惠蓉编著 7-81034-202-9
北京医科大学、协和医科

大学联合出版社

新生儿复苏 李 松主编 7-81034-203-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活血化瘀研究与临床 陈可冀主编 7-81034-204-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第1册,北方

编
楼之岑,秦 波主编 7-81034-205-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腹部超声诊断学 焦明德等编著 7-81034-211-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心电图的立体向量环:图谱 赵林蓉,姜治忠编译 7-81034-213-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药质量检验常规 李永吉主编 7-81034-216-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肝病与全身性疾病 黄 齐 7-81034-217-7
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麻醉 孙新民主编 7-81034-223-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血液动力学监测 容 凯,凌启柏编著 7-81034-230-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血液动力学监测 容 凯,凌启柏编著 7-81034-230-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常见疾病诊疗标准 陶天遵主编 7-81034-237-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下颌骨骨折治疗 张益编著 7-81034-242-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出版社

乳腺癌临床病理学 阚 秀编著 7-81034-246-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灾难医学 张鸿祺等主编 7-81034-259-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皮肤病性病治疗学 顾伟程主编 7-81034-276-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腹部CT图谱 范家栋,谢敬霞编著 7-81034-281-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男性健康 (美)梁葆山著 7-81034-284-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生物物理化学 鲁纯素,侯新朴编著 7-81034-289-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社

腹部CT图谱 范家栋,谢敬霞编著 7-81034-290-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肿瘤学,临床部分 谷铣之主编 7-81034-291-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社

医用局部解剖学 董运厚，董德正主编 7-81034-292-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有毒化学物质毒性手册 张尤恩等编 7-81034-300-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腹部外科围手术期监测及处理 肖乾虎主编 7-81034-306-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口腔微生物学及实用技术 肖晓蓉编著 7-81034-307-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简明核医学 潘中允主编 7-81034-310-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涎腺疾病 俞光岩编著 7-81034-312-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妇产科诊疗常规 钱和年主编 7-81034-315-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院大学联合出版社

管理心理学及其应用:为医院管理服务 徐联仓主编 7-81034-322-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口腔粘接学 陈治清,管利民编著 7-81034-323-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内科医嘱手册 刘宪冬等主编 7-81034-340-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内科疾病诊疗标准及处理要点 包兴才主编 7-81034-341-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妊娠期病毒性肝炎 马广慈等编著 7-81034-349-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少见皮肤病彩色图谱 靳培英主编 7-81034-350-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内科诊疗手册 汪丽蕙,许广润,张树基主编 7-81034-351-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内科诊疗手册 汪丽蕙,许广润,张树基主编 7-81034-351-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外科诊疗手册 才文彦,严仲瑜,徐文怀主编 7-81034-353-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妇产科诊疗手册 董悦,赵瑞琳主编 7-81034-355-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社

现代儿科诊疗手册 李齐岳主编 7-81034-357-2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中
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

现代传染病学诊疗手册 田庚善,傅希贤主编 7-81034-359-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社

现代神经病学诊疗手册 余宗颐,陈清棠主编 7-81034-361-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社

现代眼科诊疗手册 李美玉主编 7-81034-363-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社

现代耳鼻咽喉科诊疗手册 郭 敏主编 7-81034-365-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社

现代皮肤性病学诊疗手册 朱学骏主编 7-81034-367-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社区医学 张枢贤主编 7-81034-373-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雄(男)性生殖毒理学:理论与方法 江泉观,于永强主编 7-81034-374-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小儿癫痫:现代概念与临床治疗 王 丽编著 7-81034-375-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流行病学方法 杨建伯编著 7-81034-381-5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新编实用医学词典 张俊武主编 7-81034-383-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新编实用医学词典 张俊武主编 7-81034-383-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耳聋与眩晕 王庆然主编 7-81034-385-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口腔设备学 张志君，沈春主编 7-81034-386-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简明急症外科手册 刘儒森等主编 7-81034-387-4 北京医科大学



当代药理学 宋振玉,刘耕陶主编 7-81034-389-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当代大肠癌手术学 王正康，徐文怀编著 7-81034-390-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骨关节创伤X线诊断学 王云钊,李果珍[编] 7-81034-399-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白血病前期 杨崇礼主编 7-81034-402-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判断学:临床行为的科学选择与评价 (日)久繁哲德主编 7-81034-403-x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化疗药理学进展:基础与临床 王浴生主编 7-81034-405-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当代呼吸疗法 俞森洋,张进川主编 7-81034-406-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心血管遗传病学 李广镰等主编 7-81034-411-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电向量图图谱 高秉新编著 7-81034-418-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抗菌药物治疗指南 张德昌，管远志编著 7-81034-422-6 北京医科大学

常见皮肤病的防治 王家璧主编 7-81034-423-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流行病学方法与应用 曾 光主编 7-81034-425-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人类孟德尔遗传:第十一版.第一册,人基因与

遗传病目录
(美)[A.M.,M.D.维克托]Victor 

A.McKusick,M.D.编著
7-81034-430-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人类孟德尔遗传:第十一版.第二册,人基因与
遗传病目录

(美)[A.M.,M.D.维克托]Victor 
A.McKusick,M.D.编著

7-81034-430-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小儿呼吸病学 冯益真等主编 7-81034-439-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法医学 吴家馼主编 7-81034-440-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肺部感染 穆魁津,何权瀛主编 7-81034-444-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常见恶性肿瘤的中西医治疗 杨新中等主编 7-81034-445-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口腔生物力学 赵云凤主编 7-81034-446-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小儿脑瘫 历矞华,水泉祥主编 7-81034-448-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吴希如,陈清棠主编 7-81034-453-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吴希如,陈清棠主编 7-81034-453-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普通外科诊疗常规 黄莚庭等主编 7-81034-456-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药理学 主编 张远, 傅定一 7-81034-462-5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口腔科诊疗手册 俞光岩，王嘉德主编 7-81034-464-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精神病学诊疗手册 侯 沂,舒 良主编 7-81034-466-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肿瘤学诊疗手册 黄信孚,林本耀主编 7-81034-468-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临床实用药物手册 贾博琦，鲁云兰主编 7-81034-470-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放射学诊疗手册 李松年,高玉洁,王仪生主编 7-81034-472-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实验诊断学手册 王淑娟等主编 7-81034-476-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诊断病理学手册 廖松林主编 7-81034-478-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诊断病理学手册 主编 廖松林 7-81034-479-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核医学诊疗手册 潘中允主编 7-81034-480-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康复医学诊疗手册 殷秀珍,黄永禧主编 7-81034-484-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 主编 胡梦娟, 周双俊 7-81034-487-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 主编 郭燕燕, 杨秀芳 7-81034-488-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 郭燕燕,杨秀芳主编 7-81034-488-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斜视新概念 牛兰俊编著 7-81034-496-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预防医学 张枢贤,李庆友主编 7-81034-500-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预防医学 张枢贤,李庆友主编 7-81034-500-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胸膜疾病 穆魁津,何权瀛主编 7-81034-503-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医学实验技巧全书.上册 方福德等主编 7-81034-504-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医学实验技巧全书.下册 方福德等主编 7-81034-504-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变态反应学手册 顾瑞金编著 7-81034-508-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毒急诊手册 杨汉勤,黑毅主编 7-81034-509-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实用方法与技术 章静波主编 7-81034-511-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支气管哮喘的现代治疗 李明华等主编 7-81034-513-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肌电图学 汤晓芙编著 7-81034-515-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经颅多普勒超声学 焦明德主编 7-81034-516-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高血压诊断与治疗 常润英主编 7-81034-517-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常见眼部肿瘤与眼眶病 庞友钁,李佩莲编著 7-81034-518-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 吴英恺编 7-81034-525-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卵巢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朗景和主编 7-81034-530-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诊断学教程:中英对照
(美)波拉·史蒂曼(Paula L.Stillman)[主

编]
7-81034-531-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诊断学基础 张树基,王巨德主编 7-81034-532-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寄生虫学 主编 高兴政, 张进顺 7-81034-534-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寄生虫学 高兴政,张进顺主编 7-81034-534-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胸部CT图谱 杜湘珂等主编 7-81034-535-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实用超声心动图学 张树彬主编 7-81034-537-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免疫毒理学实验技术 薛 彬主编 7-81034-539-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学校卫生儿童保健新进展 胡虞志,俞善雨主编 7-81034-541-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传染病学 王勤环,郭雁宾主编 7-81034-543-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第3册,北方

编
楼之岑,秦 波主编 7-81034-544-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儿科学 李齐岳,苏景学主编 7-81034-546-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心功能测定与超声心动图负荷试

验
华 琦著 7-81034-548-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习医师手册 何玉军等主编 7-81034-549-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科目试题

选编与分析:1990～1995
国家教委考试中心编 7-81034-550-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科目试题
选编与分析:1990～1995

国家教委考试中心编 7-81034-550-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前列腺疾病 谷现恩,潘柏年主编 7-81034-551-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应试指南 主编 丁桂凤, 邓鸿业 7-81034-553-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标准护理计划,内科分册 曲维香主编 7-81034-554-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今日内科,消化疾病分册 汪丽蕙等主编 7-81034-555-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造血系统疾病临床病理学:附病理组织学彩色

图谱
陈文杰，陈辉树编著 7-81034-556-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人体生理学 范少光等主编 7-81034-558-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伦理学 李本富等编著 7-81034-559-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大学生保健指南 柳斯品主编 7-81034-560-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自然(医学)辩证法概论 杜慧群主编 7-81034-561-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肿瘤病理学电镜图谱 刘复生主编 7-81034-563-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癌的侵袭与转移:基础研究与临床 高 进主编 7-81034-564-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肾脏病学 陈香美主编 7-81034-565-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干扰素的临床应用 范中善,杜 平主编 7-81034-566-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胃肠内营养 张思源等主编 7-81034-567-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手术中的疑难问题及紧急处理 解国琦等主编 7-81034-568-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英汉)医学分子生物学词典 方福德编著 7-81034-571-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氧化还原理论与现代肝脏外科 (日)Kazue Ozawa著 7-81034-574-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脑的老化和痴呆 马 春,王爱民主编 7-81034-575-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当代实用口腔正畸技术与理论 罗颂椒主编 7-81034-579-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法医学与案例分析 张秦初主编 7-81034-580-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临床多选题集,妇产科学分册 翁梨驹主编 7-81034-591-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急诊内科学 杨菊平主编 7-81034-592-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小儿眼科学 李俊洙主编 7-81034-595-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临床多选题集,内科学分册 赵相印主编 7-81034-596-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临床多选题集,外科学分册 龚家镇主编 7-81034-597-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临床多选题集,儿科学分册 吴凤仪主编 7-81034-598-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危重病监护治疗学 俞森洋主编 7-81034-601-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β阻滞剂的临床应用 李丽君，高进东编著 7-81034-603-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临床检验与检查手册 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主编 7-81034-609-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张梓荆主编 7-81034-615-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运动医学诊疗手册 曲绵域,高云秋主编 7-81034-619-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职业病诊疗手册 刘镜愉,赵金垣,史志澄主编 7-81034-621-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老年病学诊疗手册 王新德等主编 7-81034-623-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临床麻醉和重症监测治疗手册 谢荣,杨拔贤主编 7-81034-627-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骨科诊疗手册 冯传汉,吕厚山主编 7-81034-629-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消化内科诊疗手册 张树基,刘新光主编 7-81034-631-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心血管疾病诊疗手册 汪丽蕙,吴树燕主编 7-81034-633-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内分泌疾病诊疗手册 高妍等主编 7-81034-635-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呼吸疾病诊疗手册 许广润主编 7-81034-639-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普通外科诊疗手册 才文彦等编著 7-81034-641-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胸心外科诊疗手册 陈鸿义主编 7-81034-643-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血液病诊疗手册 武淑兰主编 7-81034-645-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血液病诊疗手册 武淑兰主编 7-81034-645-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泌尿外科诊疗手册 郭应禄,沈绍基主编 7-81034-647-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整形外科诊疗手册 王大玫，李健宁主编 7-81034-649-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心理治疗手册 许又新,吕秋云主编 7-81034-651-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小儿胃肠病学 王继山，陈俭红主编 7-81034-655-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医学文献检索 陈荔子等主编 7-81034-660-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医学文献检索 陈荔子等主编 7-81034-660-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计算机药学应用基础 戴宗基,张敬宝主编 7-81034-66-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小儿体液学 秦振庭编著 7-81034-671-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标准护理计划,妇产科、儿科分册 曲维香主编 7-81034-673-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标准护理计划,外科分册 曲维香主编 7-81034-674-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黄斑疾病诊断治疗学 聂爱光主编 7-81034-678-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真菌病诊断治疗学 吴绍熙等主编 7-81034-680-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新编皮肤科用药手册 顾伟程，刘彤主编 7-81034-682-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心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手册 周北凡，吴锡桂主编 7-81034-683-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风121个怎么办? 杨荫昌主编 7-81034-690-3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急诊医学.上册 邵孝〓主编 7-81034-692-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急诊医学.下册 邵孝〓主编 7-81034-692-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普通外科手术学 严律南，姚榛祥编著 7-81034-694-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心脏病学.上册 陈明哲主编 7-81034-696-2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脏病学.下册 陈明哲主编 7-81034-696-2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血液流变学 王鸿儒主编 7-81034-698-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血液流变学 王鸿儒主编 7-81034-698-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皮肤病性病治疗学 朱学骏等主编 7-81034-700-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生理学应试指南 朱文玉，于英心主编 7-81034-701-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生物化学 主编 周爱儒, 黄如彬 7-81034-705-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的中医治疗 蒋红玉，刘安国编著 7-81034-707-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血管生物学 韩启德，文允镒主编 7-81034-708-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古典经络学与现代经络学 刘里远编著 7-81034-709-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药用真菌学 徐锦堂主编 781034710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国药用真菌学 徐锦堂主编 7-81034-710-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毒理学 张铣，刘毓谷主编 7-81034-713-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外科操作技术 姜洪池等主编 7-81034-715-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治疗学 王忠植，张小伯主编 7-81034-716-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国际医学规范术语全集:精选本 [法][R.A.科特]Roger A.Cote原著主编 7-81034-718-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性病490个怎么办? 主编 袁兆庄 7-81034-726-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肿瘤病理学 刘复生,刘彤华主编 7-81034-727-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 俞瑾主编 7-81034-734-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当代免疫学技术与应用 巴德年主编 7-81034-736-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陈可冀主编 7-81034-738-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心血管活性物质与心血管疾病:基础·临床 汤健，魏英杰编著 7-81034-742-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 尚天裕,董福慧主编 7-81034-751-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用基础化学 主编 张法浩, 吕以仙 7-81034-766-7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前沿技术 方福德等主编 7-81034-779-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生物医学英语写作教程 董哲编著 7-81034-787-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蛋白质与核酸 王琳芳，杨克恭主编 7-81034-791-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医学真菌检验手册 吴绍熙主编 7-81034-800-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实用腹部超声诊断图谱:二维超声显像及彩色
多普勒血流显像

富京山编著 7-81034-801-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中华古今药膳荟萃 刘炎主编 7-81034-829-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疑难手术学 解国琦等主编 7-81034-838-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心血管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惠汝太，周宪梁主编 7-81034-839-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 主编 白惠卿, 陈育民, 安云庆 7-81034-844-2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学习指导 白惠卿等主编 7-81034-845-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生物化学学习指导 主编 黄如彬, 周爱儒 7-81034-846-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学基础 主编 郑修霞 7-81034-847-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理治疗:原则与方法 曾文星，徐静著 7-81034-870-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统计分析方法 (美)蒋庆琅原著 7-81034-873-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风湿免疫病300个怎么办? 唐福林主编 7-81034-882-5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变态反应病诊断治疗学 顾瑞金等著 7-81034-886-8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神经生物学 万选才等主编 7-81034-889-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实验血液学研究方法与技术 郑德先等主编 7-81034-893-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实验血液学研究方法与技术 郑德先,吴克夏等主编 7-81034-893-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高血压病诊断治疗学 刘治全,牟建军主编 7-81034-903-1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临床多选题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
册

谷京城等主编 7-81034-904-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现代血液肿瘤诊断治疗学 朱平主编 7-81034-912-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 主编 吴立玲 7-81034-918-X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理学 主编 宫恩聪 7-81034-920-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血管介入放射诊疗 申文江,霍勇主编 7-81034-921-X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前列腺增生症 张德元主编 7-81034-923-6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护理程序在基础护理操作中的应用 焦吉芝等编写 7-81034-925-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药理学应试指南 陶成，金有豫主编 7-81034-93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疾病症状鉴别诊断学 张梓荆主编 7-81034-938-4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内科学应试指南 郭继鸿主编 7-81034-941-4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科学应试指南 郭继鸿主编 7-81034-941-4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五官科学 主编 周亮, 沈志明, 姬爱平 7-81034-943-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分子生物学 张迺蘅主编 7-81034-944-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外科学应试指南 姜保国主编 7-81034-946-5
北京医科大学 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手册 秦文瀚，甘代全主编 7-81034-947-3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应试指南 廖秦平主编 7-81034-949-X 北京医科大学版社

临床听力学 姜泗长，顾瑞主编 7-81034-956-2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产科急症:第二版 张光玗主编 7-81034-957-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细胞外基质的分子生物学与临床疾病 成军编著 7-81034-965-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变应性鼻炎 郑鸿祥主编 7-81034-979-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呼吸内科疾病鉴别诊断 穆魁津，何权瀛编著 7-81034-992-9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应试指南 朱万孚主编 7-81034-994-5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疾病诊断治疗常规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编 7-81036-062-0 汕头大学出版社

新编大学语文 《新编大学语文》编委会编著 7-81036-234-8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告文案传真:广告文案写作指南 杨梨鹤著 7-81036-495-2 汕头大学出版社

精油全书:芳香疗法使用小百科 Melissa Studio编著 7-81036-504-5 汕头大学出版社

十二条顾客忠诚金律:How to Earn it, How 
to Keep it

(美) 吉尔·格里芬 (Jill Griffin) 著 7-81036-505-3 汕头大学出版社

宝宝摄影:用傻瓜相机留下孩子美好的回忆 李宜洁摄影 / 撰文 7-81036-512-6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一定瘦得成:321三低懒人速瘦法 杨名权著 7-81036-537-1 汕头大学出版社

项目管理与运行 (英) 大卫·厄温编 7-81036-555-X 汕头大学出版社

注意力!:行销的核心 [美] 肯·萨可瑞 (Ken Sacharin) 著 7-81036-556-8 汕头大学出版社

有个女孩叫Feeling 藤井树著 7-81036-564-9 汕头大学出版社

关掉你的脂肪制造机:完全控制胰岛素饮食计
划

绮丽儿·哈特 (Cheryle R.Hart), 玛丽·葛
罗斯曼 (Mary K.Grossman) 著

7-81036-581-9 汕头大学出版社

健康育婴魔法书 (美) 威廉·西尔斯, (美) 玛莎·西尔斯著 7-81036-586-X 汕头大学出版社

拯救沉重的生命:十个震撼人心的自杀案例探
讨

马浚伟著 7-81036-597-5 汕头大学出版社

失窃的灵魂:中老年痴呆症的致病基因解码
(美) 鲁道夫·谭兹 (Rudolph E.Tanzi), 
(美)安妮·帕尔森 (Ann B.Parson) 著

7-81036-599-1 汕头大学出版社

体内小访客:性、怀孕、分娩的生命奥秘 [英] 大卫·班布里基 (David Bainbridge) 
著

7-81036-601-7 汕头大学出版社

电通鬼十则:广告之鬼吉田秀雄名言录 植田正也著 7-81036-606-8 汕头大学出版社

生态经济大未来 (美) 艾瑞克·戴维森 (Eric A.Davidson) 
著

7-81036-611-4 汕头大学出版社

如何大做广告:海峡两岸及香港特区广告圈生
态大预言

梁庭嘉著 7-81036-622-X 汕头大学出版社

多动儿养育完全指南 克琳·亚历山大-罗伯兹著 7-81036-650-5 汕头大学出版社

如何喂养挑食孩子
(美) 威廉·西尔斯 (William Sears) , 玛

莎·西尔斯 (Martha Sears) 著
7-81036-660-2 汕头大学出版社

新商机的赢家 (英) 克罗夫特 (Susan Groft) 著 7-81036-662-9 汕头大学出版社

母乳哺养完全指南
(美) 玛莎·西尔斯 (Martha Sears) , 
(美) 威廉·西尔斯 (William Sears) 著

7-81036-687-4 汕头大学出版社

数字专家最抢手:如何打造一个数学头脑 (日) 和田秀树 (Hideki Wada) 著 7-81036-765-X 汕头大学出版社

蜘蛛之寻 庄轲著 7-81036-804-4 汕头大学出版社

先知 (黎) 纪伯伦著 7-81036-814-1 汕头大学出版社



春夜开始, 夏夜结束 那多著 7-81036-838-9 汕头大学出版社

黄了青梅 马中才著 7-81036-839-7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不穿裙子的女生 布丁著 7-81036-870-2 汕头大学出版社

卿须怜我我怜卿:千古情诗精选Ⅱ (唐) 李商隐著 7-81036-890-7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一开始就做对事情 赖孝义著 7-81036-896-6 汕头大学出版社

银色猎户座 薄荷雨 (Peppermint) 著 7-81036-904-0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中国兄弟连 杨昭仁著 7-81036-911-3 汕头大学出版社

就爱周星驰 周星星的粉丝著 7-81036-928-8 汕头大学出版社

编辑学 潘树广编著 7-81037-307-2 苏州大学出版社

探索·开拓·创新:上海市委党校第十六期中
青班学员论文汇编

孙路一主编 7-81038-244-6 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

性伦理学新论 安云凤主编 7-81039-673-0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走向新世界:资本营运·投融资体制改革 梁华萍主编 7-81040-960-3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传媒高等教育论 雷跃捷, 金梦玉著 7-81041-078-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代佛教大师传奇故事.第一卷 王燕主编 7-81041-725-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代佛教大师传奇故事.第七卷 王燕主编 7-81041-725-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代佛教大师传奇故事.第三卷 王燕主编 7-81041-725-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代佛教大师传奇故事.第九卷 王燕主编 7-81041-725-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代佛教大师传奇故事.第二卷 王燕主编 7-81041-725-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代佛教大师传奇故事.第五卷 王燕主编 7-81041-725-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代佛教大师传奇故事.第八卷 王燕主编 7-81041-725-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代佛教大师传奇故事.第六卷 王燕主编 7-81041-725-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代佛教大师传奇故事.第十卷 王燕主编 7-81041-725-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代佛教大师传奇故事.第四卷 王燕主编 7-81041-725-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一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七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三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九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二十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二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五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八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六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十一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十七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十三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十九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十二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十五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十八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十六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十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十四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通史.第四卷 主编 李楠 7-81041-76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清朝宫廷秘方:帝王后妃保健养护御病秘法、
秘术、秘药实录

胡曼云, 胡曼平编著 7-81041-932-3 河南大学出版社

证券理论与实务 陆利华, 牟德胜等编 7-81043-006-8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形式逻辑 主编 莫曾萌, 黄孟洲 7-81043-055-6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管理心理学 岳先毅编著 7-81043-190-0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应用写作学 李永立, 朱全庆著 7-81043-193-5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上 管文虎, 杨继瑞, 卿成主编 7-81043-329-6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下 管文虎, 杨继瑞, 卿成主编 7-81043-329-6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大专教材 杨静, 熊惠明编 7-81043-496-9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基础会计 吴永和主编 7-81043-588-4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阅读教程 主编 金桂林, 潘雪, 王志 7-81043-671-6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多元微积分与无穷级数 电子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编 7-81043-922-7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交通事故处理与车辆保险 傅以诺主编 7-81045-807-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汽车维修竣工标准汇编 北京市交通局编 7-81045-922-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第一册,泛读 张砚秋主编 7-81046-161-3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大学英语.第二册,泛读 张砚秋主编 7-81046-249-0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大学英语.第三册,泛读 张砚秋主编 7-81046-275-X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大学英语.第四册,泛读 张砚秋主编 7-81046-289-X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十年创业:高校图书代办站建站十周年 王益康主编 7-81046-384-5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医用分子细胞生物学 牛富文主编 7-81048-004-9 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生物化学实验诊断 王培昌，钱书虹主编 7-81048-112-6 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

肾上腺外科学 张卫星等主编 7-81048-119-3 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



肿瘤免疫研究进展 王建六等主编 7-81048-148-7 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急症诊断与处理 主编 乔玉环, 李留霞 7-81048-332-3 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

疼痛诊断治疗图解 宋文阁，傅志俭主编 7-81048-376-5 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主编 张钦宪, 全宏勋 7-81048-439-7 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 主编 刘世国 7-81048-445-1 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 主编 李晓文 7-81048-446-X 郑州大学出版社

实用小儿肿瘤学 主编 张金哲, 杨启政 7-81048-463-X 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

李树新教授论著集 李彦豪主编 7-81048-464-8 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

消化管疾病比较诊断学 刘宾主编 7-81048-510-5 郑州大学出版社

消化病学教学答疑 徐芸等主编 7-81048-511-3 郑州大学出版社

消化病学理论与实践 徐芸等主编 7-81048-533-4 郑州大学出版社

医学伦理学辞典 杜治政，许志伟主编 7-81048-560-1 郑州大学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比较诊断学 张沪生，陆吉贤主编 7-81048-561-X 郑州大学出版社

肌肉骨骼系统磁共振成像 (美)Thomas H.Berquist著 7-81048-574-1 郑州大学出版社

魂系山河 主编 齐大卫, 罗炳良 7-81048-581-4 郑州大学出版社

周围神经阻滞彩色图谱 (美)Jacques E.Chelly[著] 7-81048-736-1 郑州大学出版社

膝关节磁共振成像与关节镜图谱 董启榕，汪益编著 7-81048-752-3 郑州大学出版社

蒋方舟的作文革命 尚爱兰著 7-81048-806-6 郑州大学出版社

现代项目管理 主编 刘荔娟 7-81049-350-7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无机化学 谢吉民，李笑英主编 7-81050-237-9 东南大学出版社

实用呼吸系病诊疗指南 黄茂主编 7-81050-840-7 东南大学出版社

42式太极拳竞赛套路:教与学 阚桂香著 7-81051-087-8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警械制暴技术 杜振高, 康恩君编著 7-81051-093-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兵炮布局新招 尚威编著 7-81051-170-X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孟繁禧楷书前后出师表 孟繁禧 [书] 7-81051-252-8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康雍魏楷桃花源记 康雍 [书] 7-81051-258-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跟冠军学推手 黄康辉编著 7-81051-352-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八卦掌:幽身飘袭的变幻技法 黄鑫编著 7-81051-440-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32式太极剑 吕韶钧撰文、示范 7-81051-465-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32式太极剑及其防身应用 陈占奎等编著 7-81051-497-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48式太极拳 吕韶钧撰文 7-81051-506-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儿童排球训练 李赵来, 杨烔, 朱桦编著 7-81051-533-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三十二式太极剑挂图 范雪萍动作示范 7-81051-539-X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乒乓球技巧图解 唐建军编著 7-81051-550-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42式太极剑及其防身应用 何瑞虹等编著 7-81051-564-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程淳一章草原道 [程茂全书] 7-81051-599-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运动生物力学测量方法 主编 卢德明 7-81051-612-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武术散打裁判必读 李士英编著 7-81051-629-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科学晨练 纪仲秋 ... [等]编著 7-81051-681-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打开通往职业镖手之门:飞镖教练员、运动员
手册

钱卫编著 7-81051-689-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杨式太极拳竞赛套路 吕韶钧撰文 7-81051-709-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吴式太极拳竞赛套路 撰文 吕韶钧 7-81051-710-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吉他自学宝典.1 刘天礼编著 7-81051-726-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足球裁判法图解 刘浩 ... [等] 编著 7-81051-751-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田径裁判法图解 主编 李铁录 7-81051-752-X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拉力器上的铁人:强壮肌肉训练法 舒培华, 董凤翠编著 7-81051-754-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孙鸿啸行楷书白居易《长恨歌》 [孙鸿啸书] 7-81051-761-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贾诚隽楷书《文心雕龙》 [贾诚隽书] 7-81051-763-5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体育与健康实践教程 《体育与健康实践教程》编委会 7-81051-772-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小夜曲——浪漫的旋律 野村, 黄矜编 7-81051-793-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象棋运马巧杀180着 方长勤, 温满江编著 7-81051-814-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杨式太极扇:36式 杨丽著 7-81051-830-5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6式太极拳剑 崔仲三编著 7-81051-831-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乒乓长盛的训练学探索 国家体育总局《乒乓长盛考》研究课题组编 7-81051-850-X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篮球竞赛规则问答 郭洪宝编著 7-81051-853-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画说李小龙:珍藏本.S,比武实录 廖锦华, 郭红, 廖明心编著 7-81051-865-8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游泳竞赛规则问答 许琦编著 7-81051-911-5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乒乓球竞赛规则问答 蔡继玲编著 7-81051-940-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晋级、入段、黑带:刚劲有力的跆拳道品势组
合

刘卫军编著 7-81051-972-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经络瑜伽1周锻炼法 范京广著 7-81051-976-X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F1宝典:风靡全球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全接触 张秦编著 7-81051-980-8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羽毛球竞赛规则: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羽毛球协会审定 7-81051-987-5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现代大学体育教程 陈智勇总主编 7-81051-988-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动作学习与控制 张英波著 7-81051-989-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分形理论与分形的计算机模拟 曾文曲等编著 7-81054-648-1 东北大学出版社

简明著编译审校指南 李毓兴编著 7-81054-657-0 东北大学出版社



商战与营销 孙在国, 冯鹏义, 袁野著 7-81055-560-X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观念大裂变:西部大开发纵横谈 鲁稚主编 7-81055-633-9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做一个职业经理 (美) 大卫·美斯特 (David H.Maister) 著 7-81055-651-7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五分钟健康疗法 (日) 佐佐木邦男监修 7-81055-710-6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把握商机:创业新理念 欧阳锋编著 7-81055-790-4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大盛魁:零到亿万的奇迹 曹凯风著 7-81055-906-0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轮船招商局:官办民营企业的发端 曹凯风著 7-81055-908-7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热爱生命:新闻文学作品选 王云田著 7-81056-479-X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通典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 国家民委政

法司编
7-81056-612-1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健康人生 罗坤生著 7-81056-659-8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梦溪笔谈.上卷 (北宋) 沈括著 7-81056-661-X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梦溪笔谈.下卷 (北宋) 沈括著 7-81056-661-X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合同法概论 刘克安, 刘杰书著 7-81056-711-X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逆转人生的败局:让你轻松实现人生路上的撑
杆跳

连峰, 甘泉井, 史永涛编著 7-81056-742-X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上 叶新民等编著 7810568043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下 叶新民等编著 7810568043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耿世民著 7810569759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最后的传说-乐成族文化研究 吴雅芝 著 781056990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英文修辞.上 丁显文著 7-81057-386-1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英文修辞.下 丁显文著 7-81057-386-1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打造优质企业:Perfect管理定律 (日) QS研究会编著 7-81057-387-X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赢家管理守则:公司异常情况与顾客怨言处理 (日) 名古屋QS研究会编著 7-81057-388-8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一目了然的管理 (日) QS研究会编著 7-81057-389-6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公安行政诉讼教程 主编 徐秀义, 孟昭阳 7-81059-004-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释义 主编 扈纪华, 李春丽 7-81059-346-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证据法学案例教程 谢玉童编著 7-81059-580-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安全技术防范.上 司同军主编 7-81059-611-X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安全技术防范.下 司同军主编 7-81059-611-X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中国反偷渡与美国移民管理 张春编著 7-81059-629-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 樊崇义 ... [等] 著 7-81059-650-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新婚姻法实用问答 楚双志主编 7-81059-665-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最新刑事司法手册:严打整治斗争法律、司法
解释专辑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 7-81059-675-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今日说法.2001 尹力主编 7-81059-722-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今日说法.2001 尹力主编 7-81059-724-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金融票证犯罪研究 曾月英著 7-81059-789-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法医摄影技术 杨玉柱著 7-81059-812-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现代办公自动化系统与设备 李民强, 龚忠友编著 7-81059-821-X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今日说法.5 尹力主编 7-81059-833-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官员道德建设 李世英等著 7-81059-855-4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应急制敌一点通 刘书元著 7-81059-866-X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龙卷风魔 本社编 7-81059-895-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死刑案件证据调查与运用 李文燕主编 7-81059-905-4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过失犯罪证据调查与运用 主编 李文燕 7-81059-906-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盗窃犯罪证据调查与运用 主编 李文燕 7-81059-909-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稳操胜券:诉讼成功策略 雪仁等著 7-81059-917-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 锁正杰著 7-81059-919-4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国际融资租赁交易中的法律问题 刘敬东著 7-81059-924-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刑事司法体制原理 张建伟著 7-81059-944-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WTO与行政法治:行政法的世界眼光 江必新编著 7-81059-971-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国有股权法律制度研究 肖海军著 7-81059-976-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刑事证人证言论 王进喜著 7-81059-982-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险中求胜:诉讼成功策略 雪仁编著 7-81059-988-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法律帮助热线:中国人的法律晚餐.1 熊文平, 王新中主编 7-81059-992-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成功育儿的十五个原则 冯国强著 7-81060-014-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骨折康复指南:骨折病人必读 李树贞主编 7-81060-015-X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现代肠内和肠外营养的临床实践 陈大伟主编 7-81060-018-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简明颈椎疾病学 主编 贾连顺, 李家顺 7-81060-036-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英汉神经病学词典 编著 蒋建明 7-81060-069-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现代大肠癌治疗学 主编 崔龙, 喻德洪 7-81060-111-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安全孕产方案 丁辉主编 7-81060-115-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孕前准备方案 丁辉主编 7-81060-117-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临床科研概论 主编 苏均平 7-81060-123-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颧骨外科学 主编 孙弘, 孙坚 7-81060-126-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抗炎免疫药理学进展 主编 吴曙光 ... [等] 7-81060-128-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张教授谈糖尿病和保健 张家庆编著 7-81060-134-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肿瘤转移机制及诊疗进展 主编 王杰军, 高勇, 许青 7-81060-147-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基础物理与临床麻醉 吴树瑚, 王景阳编著 7-81060-155-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常见风湿病诊断标准指南 蔡青，韩星海编著 7-81060-159-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的自我维护 傅鹏, 袁伟杰主编 7-81060-164-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血液净化基本知识问答 主编 嵇爱琴, 叶朝阳 7-81060-168-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核酸探针与原位杂交技术 主编 向正华, 刘厚奇 7-81060-173-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肾囊肿性疾病 主编 梅长林, 叶朝阳 7-81060-191-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小儿常见病的医护和家庭指导 主编 蒋瑾瑾 7-81060-193-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实用胸心外科手术彩色图谱 主编 胡国强, 王启松, 刘京峰 7-81060-216-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实用神经外科手术彩色图谱 主编 姜廷印, 李新钢, 相寿长 7-81060-218-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指导手册 沈洁 ... [等] 主编 7-81060-252-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督导评估手册 程峰等主编 7-81060-253-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实用眼科手术彩色图谱 主编 高富军, 林会儒, 姜中铭 7-81060-269-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新妈妈育儿宝典:让宝宝更聪明更健康 高振敏主编 7-81060-291-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0～3岁早期发展的八个关键时期 冯国强著 7-81060-318-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临床睡眠障碍学 赵忠新主编 7-81060-329-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眼眶手术彩色图谱 肖利华著 7-81060-330-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0～3岁育儿特快:常见育儿问题专家方略 刘文编著 7-81060-334-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2002～2003 彭司勋主编 7-81060-335-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孕产妇同步营养方案 荫士安编著 7-81060-336-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婴幼儿同步营养方案 荫士安编著 7-81060-337-X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实用流式细胞术彩色图谱 王书奎，周振英主编 7-81060-346-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胰腺疾病内镜诊断与治疗学 李兆申，许国铭主编 7-81060-350-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心脏的临床应用解剖学图谱 纪荣明主编 7-81060-352-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英汉 汉英药品商品名手册 邹栩主编 7-81060-355-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外科年鉴.2003 仲剑平主编 7-81060-365-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性传播疾病病征处理手册 王千秋等主编 7-81060-387-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成功育儿的15个原则:创造孩子一生幸福的忠
告

冯国强著 7-81060-395-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小儿腹腔镜手术图解 李龙, 李索林主编 7-81060-438-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婴儿居家精心照料:新妈咪学手大课堂 欧阳鹏程主编 7-81060-442-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孕妈咪健康胎教DIY 欧阳鹏程主编 7-81060-443-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腔内泌尿外科彩色图谱 主编 谷现恩, 刘瑞强, 闫治安 7-81060-528-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药理学学习指南 刘吉成主编 7-81060-630-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学习指南 贾彦, 金莉, 李光伟主编 7-81060-663-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检验医学习题集.上册 李登清主编 7-81061-853-9 中南大学出版社

检验医学习题集.下册 李登清主编 7-81061-853-9 中南大学出版社

人质解救术 郝宏奎主编 7-81062-031-2 警官教育出版社

盘查术 冯锁柱主编 7-81062-056-8 警官教育出版社

车辆查控术 王军建主编 7-81062-058-4 警官教育出版社

财务管理学新编 主编 尹子民, 陈守中, 陈娟 7-81062-106-8 警官教育出版社

经济法学 主编 王茂华, 阎明, 刑志国 7-81062-118-1 警官教育出版社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 主编 阎明, 王茂华 7-81062-172-6 警官教育出版社

商业银行违法犯罪预防 张杰, 亓立刚, 刘维山编著 7-81062-259-5 警官教育出版社

公安执法与行政复议:公安行政复议的原理与
操作

主编 邢捷 7-81062-293-5 警官教育出版社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评介 吴来苏, 安云凤著 7-81064-359-2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热带植物 翁咏梅著 7-81064-647-5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学成果奖励的理论与实践 朱传礼主编 7-81065-092-0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石油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实践 张世德 ... [等]编著 7-81065-106-4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应试指南 陈杰华主编 7-81065-121-8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四/六级英语统考语法结构要点攻关 孔繁津, 王惠舟编著 7-81065-169-2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审计学基础.上册 主编 王利 7-81065-172-2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审计学基础:习题集.下册 王利主编 7-81065-172-2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文科应用数学方法导引 王勇主编 7-81065-211-7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文Excel 97实用教程 李捍东编著 7-81065-244-3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财会电算化培训教程 李卫主编 7-81065-517-5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电脑游戏设计开发指南 (美) John Scott Lewinski著 7-81065-561-2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数据结构:C语言版 于训全主编 7-81065-628-7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科技知识读本 李世兰编 7-81065-738-0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论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 主编 邓淑华 7-81065-743-7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保安工作实务 成都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编 7-81065-844-1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墨西哥米邦塔食用仙人掌栽培与应用 周立刚, 彭云程主编 7-81066-462-X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农业技术推广案例选编 王涛, 程序主编 7-81066-550-2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旅游食品营养与卫生 于干千主编 7-81068-084-6 云南大学出版社

法律文书写作 王楠编著 7-81068-436-1 云南大学出版社



经济文书写作 刘媛编著 7-81068-437-X 云南大学出版社

走近成功 李春霞著 7-81070-878-3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临床药学各论 严宝霞主编 7-81071-005-2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血管分子生物学:第二届全国心血管分子生
物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汤健等编 7-81071-007-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第4册,北方
编

蔡少青，李胜华主编 7-81071-009-5 北京医学大学出版社

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第5册,北方
编

蔡少青，李军主编 7-81071-009-5 北京医学大学出版社

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第6册,北方
编

蔡少青，王璇主编 7-81071-009-5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 主编 郑修霞 7-81071-015-X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急诊护理学 主编 刘均娥 7-81071-019-2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护理管理学 编著 张培珺 7-81071-021-4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风病人的运动再学习方案
(澳)J.H.卡尔(Janet H.Carr)，(澳)R.B.谢

泼德(Roberta B.Shepherd)著
7-81071-028-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风病人的运动再学习方案 (澳)卡尔(Carr,J.H.)等著 7-81071-028-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理卫生和精神疾病护理 主编 胡佩诚, 宋燕华 7-81071-030-3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实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王仁安编著 7-81071-033-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小儿脑性瘫痪 林庆，李松主编 7-81071-034-6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存质量测定方法及应用 方积乾主编 7-81071-037-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急诊医学 主编 乔义超 7-81071-071-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内科诊疗手册 汪丽蕙等主编 7-81071-083-4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临床实用药物手册 贾博琦，鲁云兰主编 7-81071-091-5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注册护士考试指南:国外护士注册考试试题分
析及应试技巧

刘玲主编 7-81071-107-5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妊娠期用药掌中宝 董悦，张渺编 7-81071-110-5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妊娠期用药掌中宝 懂悦等主编 7-81071-110-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分子生药学 黄璐琦主编 7-81071-111-3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药理学 主编 肖顺贞, 孙颂三 7-81071-117-2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应试指南 周爱儒，贾弘〓主编 7-81071-119-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新生儿掌中宝 戴淑凤，彭国忱编 7-81071-128-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CT诊断学基础 范家栋，谢敬霞主编 7-81071-153-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风湿病诊疗手册 孙瑛主编 7-81071-156-3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结构生物学概论 杨铭主编 7-81071-159-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应试指南 胡梦娟，于恩华主编 7-81071-161-X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抗体工程 董志伟，王琰主编 7-81071-162-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新概念心电图 郭继鸿主编 7-81071-163-6 北京大学医科出版社

肝病理论与防治技术 周卫平，郑怀竞主编 7-81071-165-2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电子内镜图谱 林三仁主编 7-81071-16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出生缺陷诊断图谱 李松主编 7-81071-170-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运动营养学 陈吉棣主编 7-81071-173-3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运动营养学 陈吉棣主编 7-81071-173-3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应试指南 唐军民主编 7-81071-176-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食物成分表2002 杨月欣等主编 7-81071-180-6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葡萄膜病学 孙世珉主编 7-81071-184-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应试指南 吴立玲主编 7-81071-188-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儿科药理学与药物治疗学 王丽主编 7-81071-202-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新编护士用药手册 王静芬，苏利群编著 7-81071-203-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社会学概论 王雯，刘新芝主编 7-81071-210-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主编 唐军民, 高俊玲, 苏安英 7-81071-220-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儿科学应试指南 陈永红主编 7-81071-221-7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关节炎诊断治疗学 孙瑛主编 7-81071-224-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骨肿瘤临床影像和病理 方志伟，刘洪洪编著 7-81071-226-8 北京大学医科出版社

骨科运动医学的最新观点与争论 K.M.Chan等著 7-81071-230-6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流行病学进展.第10卷 李立明主编 7-81071-242-X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网上医学信息检索技巧与医学相关网站介绍 汪晶主编 7-81071-243-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应试指南 安云庆等主编 7-81071-245-4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缩略语词典 郑芝田，段丽萍主编 7-81071-246-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预防医学 袁聚祥[等]主编 7-81071-247-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微机应用基础实习指导 戴宗基等主编 7-81071-252-7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男子生殖医学 郭应禄，辛钟成主编 7-81071-253-5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骨和软组织肉瘤手术图谱:原理和方法
(美)Paul H.Sugarbaker，(美)Martin M. 

Malawer主编
7-81071-255-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诊断外科病理学.上卷 [美]Stephen S. Sternberg主编 7-81071-256-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诊断外科病理学.下卷 [美]Stephen S. Sternberg主编 7-81071-256-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放射性粒子种植治疗前列腺癌 王俊杰等主编 7-81071-257-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感染性疾病掌中宝 董悦，樊尚荣，刘朝晖编著 7-81071-27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生理学 主编 朱文玉 7-81071-278-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护心理学 主编 胡佩诚 7-81071-28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分子遗传学 朱平主编 7-81071-293-4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艾滋病青年同伴教育:[中英文本] 高源，吕姿之主编 7-81071-294-2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围产保健与出生缺陷监测年度报告.1994 郑俊池，李松主编 7-81071-295-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围产保健与出生缺陷监测年度报告.1995 李松，叶荣伟主编 7-81071-295-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围产保健与出生缺陷监测年度报告.1996 郑俊池，李松主编 7-81071-295-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科内分泌掌中宝 李克敏主编 7-81071-296-9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口腔助理医师复习试
题集

刘宏伟主编 7-81071-298-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眼解剖与临床 李美玉，王宁利主编 7-81071-30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实施手册 吴袁剑云，英立平主编 7-81071-304-3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电学进展 郭继鸿主编 7-81071-305-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教育学概论 郑修霞主编 7-81071-306-X 北京大学医科出版社

护理伦理学 主编 丛亚丽 7-81071-310-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循证医学和循证保健 詹思延主编 7-81071-312-4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胎儿超声心动图学 吕国荣，姜立新主编 7-81071-31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肾移植进展 郭应禄主编 7-81071-317-5 北京大学医科出版社

临床泌尿外科病理学 郭应禄，曾荔主编 7-81071-31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颌骨坚固内固定 张益，孙勇刚主编 7-81071-31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心电图图谱 陈凤荣主编 7-81071-325-6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科学 韩德民主编 7-81071-33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陈力主编 7-81071-335-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生理学 朱文玉主编 7-81071-340-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学 樊寻梅主编 7-81071-35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医学影像物理学 包尚联编著 7-81071-37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新概念心电图图解 郭继鸿，许原主编 7-81071-391-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术治疗:基本概念及临床
应用

()Shoei K.Stephen Huang，()David 
J.Wilber著

7-81071-392-2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心脏起搏学
( )Fred M.Kusumoto，( )Nora 

F.Goldschlager[编]
7-81071-39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消化道肿瘤外科学 严仲瑜，万远廉主编 7-81071-40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纤维支气管镜诊断治疗学 刘长庭主编 7-81071-40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寄生虫学学习指导 高兴政，张进顺主编 7-81071-418-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鼻咽癌放射治疗学 夏云飞等主编 7-81071-42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药学和中药药剂学全能强化题集 叶加, 王弘主编 7-81071-42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全能强化题集,药理学
与药物分析分册

主编 李长龄, 马广慈 7-81071-42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常用医学生物信息学数据库 尚彤等主编 7-81071-43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剂学和药物化学全能强化题集 武凤兰, 仉文升主编 7-81071-44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应试指南 吴白燕主编 7-81071-445-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全能强化题集 主编 谢晓慧 7-81071-448-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全能强化题集 杨毅恒主编 7-81071-45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预防药学 彭师奇著 7-81071-452-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运动医学 曲绵域，于长隆主编 7-81071-454-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运动创伤学进展 于长隆主编 7-81071-456-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事管理与法规全能强化题集 编 史录文, 江滨 7-81071-45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物临床试验与GCP 田少雷编著 7-81071-460-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胸外科基础 秦文瀚，毕建立主编 7-81071-466-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护理诊断手册 邹恂主编 7-81071-467-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神经科学前沿 盛树力主编 7-81071-47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低视力学 王思慧，谢培英主编 7-81071-47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生理学要点与自测 朱文玉主编 7-81071-474-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实习医生强化训练指南 杨嘉伟，云长海主编 7-81071-47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律失常:机制、诊断与治疗 ( )Philip J.Podrid，( )Peter R.Kowey原
著

7-81071-483-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诊断学基础 张树基，王巨德主编 7-81071-484-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浆细胞病:基础与临床 武淑兰，孙士斌主编 7-81071-496-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综合征 廖秦平主编 7-81071-497-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周氏实用心电图学
()Borys Surawicz，()Timothy K.Knilans

原著
7-81071-49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健康教育五十年 朱庆生等主编 7-81071-501-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磁共振成像序列设计与应用 韩鸿宾主编 7-81071-505-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病理学应试指南 宫恩聪主编 7-81071-506-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胎儿心脏超声诊断学 接连利等主编 7-81071-50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受体研究技术 贺师鹏等主编 7-81071-50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突发性传染病防治教程 杜金香, 梁万年主编 7-81071-511-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创伤骨科手术学 姜保国主编 7-81071-518-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疗机构信息管理
( )理查德·D.马里奥(Richard 

D.Marreel)，( )珍妮特·M.麦克莱伦(Janet 
7-81071-52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学习指南 周爱儒主编 7-81071-523-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卫生管理经济学 [美]沙拉姆·赫斯马特(Shahram Heshmat)著 7-81071-52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外科手术精要与并发症 赵继宗主编 7-81071-52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5年护理学专业(执业护士含护士)资格考
试习题集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 7-81071-530-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下消化道肿瘤学:临床肿瘤学图解 [美]Christopher G.Willett[著] 7-81071-534-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心电图 (美)汉普顿(Hampton,J.R.)著； 7-81071-539-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解读心电图 (英)John R.Hampton原著 7-81071-54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应用心电图 [英]John R.Hampton原著 7-81071-54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卫生服务导论
[美]斯蒂芬·J.威廉斯(Stephen 

J.Williams)，[美]保罗·R.托伦斯(Paul 
R.Torrens)著

7-81071-55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内镜手术技术 张亚卓主编 7-81071-554-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接触镜学 谢培英，齐备编著 7-81071-55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5年护理学专业(执业护士含护士)资格考
试全真模拟及精解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 7-81071-558-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膝关节镜手术学 敖英芳主编 7-81071-561-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骨骼肌肉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
( )David W Stoller，( )Phillip F J 

Tirman，( )Miriam A Bredella著
7-81071-563-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腹部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 ()Federle等著 7-81071-565-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化洁净手术部护理工作指南 王方主编 7-81071-568-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张惠蓉教授论文集:从医执教50周年纪念 张惠蓉著 7-81071-570-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5年护理学专业(执业护士含护士)资格考
试应试指导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 7-81071-57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电图精要10日教程 ( )Dayid R.Ferry著 7-81071-577-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介入技术百例精粹 ()Rogers等著 7-81071-58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在皮肤科的应用 李林峰主编 7-81071-587-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在皮肤科的应用 李林峰主编 7-81071-587-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放射性粒子组织间近距离治疗肿瘤 王俊杰，修典荣，冉维强主编 7-81071-59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Sobotta人体解剖学图谱.上卷 [奥]R.Putz，[德]R.Pabst主编 7-81071-59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Sobotta人体解剖学图谱.下卷 [奥]R.Putz，[德]R.Pabst主编 7-81071-59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下丘脑错构瘤 罗世祺，李春德主编 7-81071-599-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当代肿瘤内科治疗方案评价 储大同主编 7-81071-60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神经系统检查 (英)Geraint Fuller原著 7-81071-606-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泌尿外科内镜诊断治疗学 郭应禄主编 7-81071-607-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脊柱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 ()Michael Brant-Zawadzki等著 7-81071-609-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毒理学教程 周宗灿编著 7-81071-614-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眼睑及眼周美容外科手术图谱 Henry M.Spinelli原著 7-81071-657-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卫生保健伦理学:临床实践指南
雷蒙德·埃居(Raymond S. Edge)，约翰·兰
德尔·格罗夫斯(John Randall Groves)著

7-81071-658-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腰痛的生物力学 ( )Michael A. Adams[等]原著 7-81071-663-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头颈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 H Ric Harnsberger[等]原著 7-81071-664-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 Thomas J Brady[等]原著 7-81071-665-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科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
(美)Hedvig Hricak, (美)Caroline 
Reinhold, (美)Susan M.Ascher原著

7-81071-666-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产科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
Paula J Woodward，Anne Kennedy，Roya 

Sohaey原著
7-81071-66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血管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 ()William G Bradley等著 7-81071-66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乳腺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 ( )Birdwell等原著 7-81071-66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脑部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
Anne G. Osborn，Susan I. Blaser，Karen 

L. Salzman原著
7-81071-670-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解剖与临床 凌凤东，林奇，赵根然主编 7-81071-673-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食物成分表.200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编
著

7-81071-678-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医药服务英语 曾达鲁主编 7-81071-681-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卫生管理学
[美]斯蒂芬·M.肖特尔(Stephen 

M.Shortell)，[美]阿诺德·D.卡罗兹尼
(Arnold D.Kaluzny)著

7-81071-68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欧洲食物安全：食物和膳食中化学物的危险
性评估

肖颖, 李勇主译 7-81071-685-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应试指南 吴立玲主编 7-81071-69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 《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编写组主编 7-81071-713-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疗机构人力资源管理
(美)沃尔特·J·弗林(Walter J. Flynn)

[等]著
7-81071-71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卫生经济学:理论、案例和产业研究
雷克斯福特·E. 桑特勒(Rexford E. 

Santerre)，史蒂芬·P. 纽恩(Stephen P. 
Neun)著

7-81071-71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领导与管理
帕特里夏·凯利-海登莎尔(Patricia Kelly-

Heidenthal)著
7-81071-71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卫生服务研究方法 [美]石雷雨著 7-81071-720-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儿科临床检查 ( )Denis Gill，( )Niall O`Brien原著 7-81071-731-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新编诊断学习题集 陈垦，汤之明主编 7-81071-740-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缺氧预适应:一种缺氧防治的新理念与新策略 吕国蔚主编 7-81071-741-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草药与民族药药材图谱 黄璐琦主编 7-81071-74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汉英双语神经科学提要 主编吕国蔚 7-81071-757-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循证医学循证医疗卫生决策 [英]Muir Gray，唐金陵著 7-81071-763-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口腔颌面骨疾病临床影像诊断学 吴运堂主编 7-81071-76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骨折固定图谱 姜保国主编 7-81071-766-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胃肠病学图谱 Alastair Forbes[等]著 7-81071-772-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诊断学应试指南 马明信主编 7-81071-782-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院感染管理实用指南 主编秦小平 7-8107-1783-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英语医学术语的特征 洪班信主编 7-81071-785-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应试指南 胡梦娟，陈小迅主编 7-81071-79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理治疗：学说与研究 曾文星，徐静著 7-81071-79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英语汉译英1500句 洪班信主编 7-81071-80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医药流通电子商务 汪星明主编 7-81071-80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重大传染病预防健康教育指导手册 任学锋, 林琳主编 7-81071-804-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不孕症及生殖内分泌学 张明扬[等]编著 7-81071-805-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诊断学基本技能训练指导 陈垦，汤之明，钟夏冰主编 7-81071-80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骨盆与髋臼骨折 (意)G. F. Zinghi著 7-81071-809-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药剂学和药物化学考
点精解

主编 李仁利, 王学清 7-81071-810-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物化学应试指南 雷小平，仉文升主编 7-81071-823-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高血压病例精粹
Daniel W. Jones，Deborah S. King，

Marion R. Wofford主编
7-81071-83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老年抑郁症的诊断及治疗:让老人欢乐地度过
晚年生活

赵友文编著 7-81071-84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教学案例选编 陈永红主编 7-81071-841-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病与性病学教学案例选编 涂平主编 7-81071-842-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乳腺癌 徐兵河主编 7-81071-844-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精神药理学 库宝善主编 7-81071-85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物理化学应试指南 刘艳主编 7-81071-85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动态心电图最新进展 郭继鸿，张海澄主编 7-81071-859-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走进神奇医学 主编 甄橙 7-81071-861-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结直肠肛管癌 蔡三军主编 7-81071-86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真题精解,病理生理学 吴立玲主编 7-81071-866-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健康促进
詹尼斯·A. 马维尔(Janice A. Maville)，

卡罗莱娜·G. 韦尔塔(Carolina G. 
7-81071-889-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英语中的多义词、同义词和反义词 洪班信主编 7-81071-891-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真题精解,人体解剖学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7-81071-89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真题精解,生理学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7-81071-89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食管癌 张熙曾主编 7-81071-897-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传染病学应试指南 主编王勤环 7-81071-89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真题精解,诊断学 马明信主编 7-81071-90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结局分类
Sue Moorhead，Marion Johnson，Meridean 

Maas主编
7-81071-90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科研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方法 陈大方，陈常中主编 7-81071-90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冠心病 邵耕，胡大一主编 7-81071-92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图谱及纲要:[中英对照] 林奇主编/绘图 7-81071-92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失语症 高素荣主编 7-81071-92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促进农村校外青少年健康教育的传播战略研
究

卜卫，刘晓红主编 7-81071-94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苯丙酮尿症的特殊饮食治疗 何德阳莉，王丽德，徐筠主编 7-81071-94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诊创伤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ER-trauma 
top 100 diagnoses

Novelline[等]原著 7-81071-95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胰腺癌 赵平主编 7-81071-973-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科会诊病例精粹 Donna L. Mercardo，Gerald W. Smetana主
编

7-81071-983-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科学聚焦:中英文对照 Rowan W. Parks原著 7-81071-984-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产科学聚焦 原著David K James, Alec McEwan 7-81071-98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眼科学聚焦:中英文对照 Jack J. Kanski，Brad Bowling原著 7-81071-98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与新生儿学聚焦:[中英文本] Roslyn Thomas，David Harvey原著 7-81071-988-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病学聚焦:[中英文对照]
John Wilkinson，Stephanie Shaw，David 

Orton原著
7-81071-989-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小儿外科原则 (美)James A. O`Neill, Jr.[等]主编 7-81071-997-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鉴别诊断指南
David J Field，David Isaacs， John 

Stroobant主编
7-81071-999-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卢圣栋主编 7-81072-006-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血液内科主治医生450问 钱林生，邵宗鸿主编 7-81072-011-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常见恶性肿瘤预防与控制手册 董志伟,高翠巧主译 7-81072-016-3 科学出版社

护理研究与论文写作 主编 刘苏君, 谢贞 7-81072-036-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风湿性疾病诊疗手册 于孟学主编 7-81072-050-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眼科检查方法与进展 陈松主编 7-81072-061-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眼科主治医生400问 关航主编 7-81072-068-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超声科主治医生400问 田家玮，任卫东主编 7-81072-076-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律失常中医诊治 魏执真主编 7-81072-088-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新手术 李孟达，刘映磷主编 7-81072-089-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人健康教育指南 主编 沈宁 7-81072-091-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检验与检查手册 主编 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 7-81072-093-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骨质疏松症300个怎么办 孟迅吾主编 7-81072-138-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常见眼科疾病用药专柜 曾平，钱爱华主编 7-81072-147-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孕产妇营养132个怎么办 陈伟编写 7-81072-166-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饮食精萃,冬篇 董泽宏编 7-81072-200-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饮食精萃,夏篇 董泽宏编 7-81072-200-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饮食精萃,春篇 董泽宏编 7-81072-200-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饮食精萃,秋篇 董泽宏编 7-81072-200-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医学综合科目应试
习题集

于学忠等编写 7-81072-203-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医学综合科目应试
习题集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医学综合科目应试习
题集》专家编写组编

7-81072-203-4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肥胖200个怎么办 向红丁主编 7-81072-208-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区护士岗位培训教材 卫生部科技教育司编 7-81072-212-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名贵药材规范化栽培与产业化开发新技
术:中国GAP药材与中药现代化开发指南

徐良主编 7-81072-213-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不育症300个怎么办 曹坚主编 7-81072-215-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眼科学 张世元主编 7-81072-224-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区护理学:“21世纪护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研究实践”课题系列教材

刘建芬主编 7-81072-225-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贫血210个怎么办 李蓉生主编 7-81072-231-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学：氧合 主编 梁涛, 郭爱敏 7-81072-247-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精要
( )Chris E. Kaufman，( )Patrick A. 

Mckee著
7-81072-262-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史和查体:英文影印版 ( )Diane L.Elliot，( )Linn Goldberg著 7-81072-263-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学：认知/感知 李峥，王志英主编 7-81072-269-7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医学信息检索 赵玲秀主编 7-81072-270-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学：营养/排泄 主编 梁晓坤 7-81072-272-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新发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 主编 郭积勇 7-81072-281-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临床禁忌手册 谢利民，李瑞主编 7-81072-290-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针灸科临床禁忌手册 李瑞，嵇波主编 7-81072-291-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胸外科治疗方法
(美)肯尼思·L.弗兰科(Kenneth 

L.Franco)，(美)乔·B.布特南(Joe 
7-81072-294-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学：活动/休息 主编 李杨 7-81072-295-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超声诊断 刘映粦等主编 7-81072-298-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健康评估 姜亚芳，余丽君主编 7-81072-313-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护理教育 刘义兰, 王桂兰, 赵光红主编 7-81072-316-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老龄化中国: 问题与对策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专题咨询组编著 7-81072-317-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与临终关怀 主编 李向东 7-81072-323-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学：生殖 主编 何仲 7-81072-324-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重点、难点分析和经典习题 刘映粦，李奕主编 7-81072-327-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侯金才，高音主编 7-81072-329-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院校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模拟试题:细胞
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

学、病理生理学、医学遗传学、免疫学

本书专家编写组编写 7-81072-330-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孙丽慧等主编 7-81072-332-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吴艳敏，官杰主编 7-81072-333-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药理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许莉，翟伟宇主编 7-81072-335-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眼科、耳鼻咽喉科临床禁忌手册 张亚力等主编 7-81072-339-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李静平，王岩主编 7-81072-340-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理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王滨等主编 7-81072-343-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姚淑娟，刘伯阳主编 7-81072-345-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细胞生物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张淑玲，郑立红主编 7-81072-347-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重点、难点分析和经典习题 陈瑞主编 7-81072-349-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王国中，金莉主编 7-81072-351-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颅脑显微外科学 刘恩重编著 7-81072-352-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理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张晓杰等主编 7-81072-354-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侯红瑛，李小毛主编 7-81072-357-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干细胞 章静波等主编 7-81072-358-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传染病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江元森主编 7-81072-360-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药品的解剖学 治疗学 化学分类索引及规定
日剂量

世界卫生组织药物统计方法学合作中心编制 7-81072-363-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化妆品的危害性与防治 封绍奎等主编 7-81072-364-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情感与婚姻 陈一筠主编 7-81072-369-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肌无力:临床与基础 许贤豪主编 7-81072-378-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防治与理论基础 毕增祺主编 7-81072-380-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外科临床禁忌手册 张耀圣，李瑞主编 7-81072-386-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儿科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杜敏联主编 7-81072-390-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曹军等主编 7-81072-391-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麻醉信息学 薛张纲，朱彪主编 7-81072-392-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卫生统计学 主编 刘桂芬 7-81072-394-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肥胖病人的营养调理 陈伟，于康编 7-81072-396-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营养医生话补钙 刘燕萍，陈伟编 7-81072-397-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诊断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汤美安主编 7-81072-399-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流行病学 王素萍主编 7-81072-408-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医学综合科目(西
医)复习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7-81072-410-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命伦理学概论 邱仁宗，翟晓梅主编 7-81072-412-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基础胸外科学 戈烽等主编 7-81072-417-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学导论：人与社会 绳宇，沈宁主编 7-81072-418-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毒理学基础 祝寿芬，裴秋玲主编 7-81072-419-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理学实验与科研训练 樊继云等编 7-81072-420-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 陈元方，邱仁宗著 7-81072-421-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基础外科病例分析与经验教训 解国琦等主编 7-81072-424-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免疫药理学 李应全主编 7-81072-426-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学基础 白继荣主编 7-81072-428-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脑部疾病诊断治疗学 陈彦方，李舜伟主编 7-81072-433-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梁国光，张浩主编 7-81072-438-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卫生监督执法培训教材 马晓伟主编 7-81072-439-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婴幼儿营养方案 李宁编 7-81072-444-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儿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 彭国忱主编 7-81072-450-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呼吸疾病诊断治疗指南 何权瀛主编 7-81072-454-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脏内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 张泽灵主编 7-81072-455-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SARS防治手册 北京协和医院编 7-81072-457-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新药药理学 陈晓光主编 7-81072-459-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细胞信息与调控 刘景生主编 7-81072-460-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脑血管疾病 (美)James F Toole著 7-81072-464-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孕产妇营养方案 马方，李宁编 7-81072-467-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血液病学 张之南等主编 7-81072-469-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神经病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王维治，金永华主编 7-81072-471-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分子生物学实验教程 覃扬主编 7-81072-473-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人际沟通 主编 李峥 7-81072-477-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伦理学 主编 杜慧群, 刘奇 7-81072-479-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心理学 张俐主编 7-81072-480-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分子核医学 王世真主编 7-81072-483-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艾滋病与我们的生活:基层社区艾滋病防治读
本

(美)Reuben Granich，(美)Jonathan 
Mermin编著

7-81072-486-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药学菌种目录:2004版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委员会药学微生物菌种

保藏中心编
7-81072-488-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沟通的艺术 马丽编著 7-81072-489-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验药理学 杜冠华主编 7-81072-490-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急诊科临床禁忌手册 楼滨城，朱继红主编 7-81072-491-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营养治疗学 于康主编 7-81072-499-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 王明明主编 7-81072-502-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急救护理学 张波主编 7-81072-503-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 朱学良主编 7-81072-510-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 范秀珍主编 7-81072-512-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组织培养技术及其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鄂征主编 7-81072-513-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外科学考试常见错误与对策 梁力建主编 7-81072-515-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哮喘病学 林耀广主编 7-81072-517-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关节疾病怎么办 邱贵兴主编 7-81072-521-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分泌科临床禁忌手册 郭立新主编 7-81072-522-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内科医嘱手册 胡品津，任明主编 7-81072-529-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内科医嘱手册 胡品津，任明主编 7-81072-529-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消化科临床禁忌手册 厉有名主编 7-81072-532-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肿瘤登记工作指导手册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等编 7-81072-533-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灾害急救与管理 李春玉主编 7-81072-545-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灾害急救与管理 李春玉主编 7-81072-545-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灾害急救与管理 李春玉主编 7-81072-545-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 杨志纯主编 7-81072-546-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食管贲门外科学 张效公主编 7-81072-550-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营养与疾病防治241个怎么办？ 于康主编 7-81072-551-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病原学与防治 侯云德编著 7-81072-552-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医学实验动物学概论 王钜，陈振文主编 7-81072-553-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手册:中英文对照 吕秋兰，盖铭英主编 7-81072-556-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院临床护理质量安全评审指南 吴欣娟主编 7-81072-557-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糖尿病300个怎么办？ 向红丁编著 7-81072-558-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药理学 王玲主编 7-81072-560-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眼科临床禁忌手册 戴虹主编 7-81072-562-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各国专科医师培训与准入制度 孟群主编 7-81072-565-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 刘纯艳主编 7-81072-566-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妊娠特发及相关性疾病诊治 刘映粦，牛秀敏，陈叙主编 7-81072-567-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呼吸病学 蔡柏蔷，李龙芸主编 7-81072-568-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体外循环热点聚焦 于军，邵金霞主编 7-81072-569-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1世纪新健康指南:立足于最新科研成果的饮
食与生活方式

何燕生著 7-81072-575-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经颅多普勒超声(TCD)的诊断技术与临床应用 高山，黄家星著 7-81072-580-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胸外科临床禁忌手册 林滔，任华主编 7-81072-584-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组合化学原理、技术及应用 王德心主编 7-81072-588-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贫血症的饮食解决方案 于康等编著 7-81072-597-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检验316个怎么办 张时民主编 7-81072-603-X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肿瘤病理诊断指南 刘复生，孙耘田主编 7-81072-612-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老年营养解决方案 李冉等编著 7-81072-615-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肝”苦自知:病毒性肝炎防护知识 陈新月主编 7-81072-623-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殖健康 王临虹主编 7-81072-636-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方案 项艾等编著 7-81072-639-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营养方案 项艾等编著 7-81072-639-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急性肺损伤:基础与临床 王祥瑞，杭燕南主编 7-81072-640-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疗防疫机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 金大鹏主编 7-81072-642-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学检验专业技师(医师)系列资格考试
习题集

鄢盛恺主编 7-81072-643-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检验基础学习与考试指导 陈宏础，汪洪杰主编 7-81072-655-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用分子药理学 王晓良主编 7-81072-657-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和生物化学检验学习与考试指
导

鄢盛恺，李萍，李霞主编 7-81072-661-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血液学和血液学检验学习与考试指导 许文荣主编 7-81072-667-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学习与考试指导 王治国，王清涛，邹伟民主编 7-81072-668-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学习与考试指导 郑芳，徐克前，张纯洁主编 7-81072-669-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和免疫学检验学习与考试指导 刘辉，季育华，张逢春主编 7-81072-672-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学和微生物学检验学习与考试指
导

洪秀华，苏建荣主编 7-81072-673-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院品牌营销实战解码:现状·问题·决策·
执行

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 《医药经济报》
医院周刊主编

7-81072-684-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分子生物学 刘秉文，陈俊杰主编 7-81072-687-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卫生统计学学习指导 余红梅主编 7-81072-688-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养生美容法:痤疮及黄褐斑人群必读 孟宏，林磊编著 7-81072-695-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养生护肝法:脂肪肝人群必读 王京京编著 7-81072-700-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糖尿病家庭食谱 刘存英主编 7-81072-710-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糖尿病家庭食谱 刘存英主编 7-81072-710-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 金征宇主编 7-81072-718-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携手更年期:更年期保健问答 向阳，宋亦军，谭先杰编著 7-81072-731-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区护理学概论 黄惟清主编 7-81072-769-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区人群保健 赵禾欣主编 7-81072-770-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区常见疾病、传染病及急症的护理、管理
与救护

刘建芬主编 7-81072-771-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区老年护理 李玉玲主编 7-81072-772-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区精神障碍病人的护理 程艮主编 7-81072-773-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区医生健康教育指导手册 梁万年主编 7-81072-820-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SPECT/PET/CT图谱 朱家瑞主编 7-81072-824-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SPECT/PET/CT图谱 朱家瑞主编 7-81072-824-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蒙汉词典:增订本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编]

7-81074-000-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问题和出路 苏文清著 7-81074-002-4 内蒙古大学出版

中华文明简史 王炜民主编 7-81074-003-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师美育学 李公健主编 7-81074-004-0 内蒙古大学出版

现代市场营销学 宋之苓等编著 7-81074-007-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江格尔》论 仁钦道尔基著 781074010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江格尔论 仁钦道尔吉著 7-81074-010-5 内蒙古大学出版

格萨尔论 降边嘉措著 7-81074-011-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玛纳斯论 郎樱 781074012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玛纳斯论 郎樱著 7-81074-012-1 内蒙古大学出版

南方史诗论 刘亚虎主编 7-81074-013-X 内蒙古大学出版

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 斯钦巴图[著] 7-81074-014-8 内蒙古大学出版

物理学 聂东山等主编 7-81074-015-6 内蒙古大学出版

呼和浩特革命史 郝维民主编 7-81074-018-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版画作品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等[编] 7-81074-019-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的抗争 戴学稷，徐如著 7-81074-020-2 内蒙古大学出版

竞争上岗指南 内蒙古党委组织部研究室编 7-81074-021-0 内蒙古大学出版

党章研究与实践:“三讲”教育党课教材 蔺伟，郝世秀编著 7-81074-023-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李庚全主编 7-81074-026-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策划全书.上册 安景文，高向军主编 7-81074-027-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策划全书.下册 安景文，高向军主编 7-81074-027-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小学教师课堂教学设计实用手册:思路·方法
·艺术·技巧

本书编委会编 7-81074-03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环境保护知识 马宏树主编 7-81074-037-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牧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潘建伟主编 7-81074-039-3 内蒙古大学出版

古方揭秘:鸿茅药酒中药成份与药理研究 杜毅主编 7-81074-044-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物理学:原理及生物应用 胡玉才，汪静主编 7-81074-046-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研究 思考 探索:全区人大工作理论研究论文
选

邢宝玉主编 7-81074-047-4 内 蒙古大学出版社

刑事诉讼法论 周宝峰，张树军著 7-81074-05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基础会计学 斯钦等主编 7-81074-054-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普通物理学 肖蜀樨主编 7-81074-055-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等统计力学导论 梁希侠著 7-81074-062-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语言文化与教育 主编张洁, 贾浩泉, 马占祥 7-81074-063-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外藩蒙古回部西藏王公传记索引 宝音图,宝日吉根编著 7-81074-066-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理论力学 韩克平,白英主编 7-81074-067-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美洲印第安人自述史试编 [加拿大]乔治 e·西维著 7-81074-074-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公共类 力克主编 7-81074-081-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原理,财经类 力克主编 7-81074-082-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应用哲学争鸣观 徐厚德, 蒋在哲著 7-81074-083-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主编 侯相林 7-81074-084-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概论 苏利娅, 刘长梅主编 7-81074-085-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概论 任维德主编 7-81074-08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语文:本科 高建新, 刘晓平主编 7-81074-087-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语文:专科 托娅, 彩娜主编 7-81074-088-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何高娃,李晶主编 7-81074-089-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环境经济探索:机制与政策 滕有正等编著 7-81074-093-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众健美操 王健珍等主编 7-81074-094-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文编码 确精扎布著 7-81074-096-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辅助教学 孙沛 7-81074-099-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机算辅助教学 孙沛编著 7-81074-099-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交叉地带:我们这样比喻加拿大 (加)纽（ New.Willam.H. ）著 7-81074-10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污染生态学 张辉编著 7-81074-112-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生活 人生 感悟 马沛然著 7-81074-113-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文化基础 高光来，巩政主编 7-81074-115-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文化基础 高光来等主编 7-81074-115-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外国宪法学.第二册 赵珺瑛，松花穆林主编 7-81074-116-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外国宪法学 赵珺瑛，松花穆林主编 7-81074-116-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统计热力学 梁希侠，班士良编著 7-81074-117-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在校学生管理当用图式表格全集 冯克诚主编 7-81074-13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校办学与内部管理当用图式表格全集 冯克诚主编 7-81074-13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校后勤总务与卫生体育管理当用图式表格
全集

冯克诚主编 7-81074-13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校德育工作管理当用图式表格全集 冯克诚主编 7-81074-13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校教务管理当用图式表格全集 冯克诚主编 7-81074-13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校教学管理当用图式表格全集 冯克诚主编 7-81074-13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校教师管理当用图式表格全集 冯克诚主编 7-81074-13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校班主任工作与班级管理当用图式表格全
集

冯克诚主编 7-81074-13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课堂教学设计当用图式表格全集 冯克诚主编 7-81074-13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动物学 主编武晓东 7-81074-144-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汉文文选 赵文工主编 7-81074-146-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 袁桦主编 7-81074-146-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等数学 主编袁德正著 7-81074-147-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骈字类编》词目索引 张利等主编 7-81074-149-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学思想政治解题思路与技巧训练.10,思想
政治卷

本书编委会编 7-81074-15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学思想政治课业学法指导与学习能力培
养.9,思想政治卷

本书编委会编 7-81074-15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学思想政治课堂教学过程与设计.上,思想
政治卷

本书编委会编 7-81074-15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学思想政治课堂组织调控方法与技巧.8,思
想政治卷

本书编委会编 7-81074-15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学思想政治课复习考试及活动教学.11,思
想政治卷

本书编委会编 7-81074-15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学物理教学心理基础运用.2,物理卷 本书编委会编 7-81074-15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学物理教学结构模式与课堂组织技巧.上,
物理卷

本书编委会编 7-81074-15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学物理教学结构模式与课堂组织技巧.下,
物理卷

本书编委会编 7-81074-15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学物理教学结构模式与课堂组织技巧.中,
物理卷

本书编委会编 7-81074-15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学英语课业学习方法及其指导训练.11,英
语卷

本书编委会编 7-81074-15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学英语课文阅读教学设计.7,英语卷 本书编委会编 7-81074-15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获奖成果简介:1987-
1999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 7-81074-152-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干部理论教育概论 主编张光, 乔德福 7-81074-154-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货币运行与财政、货币政策 周福顺著 7-81074-155-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教学论与教学改革 刘纪元主编 7-81074-156-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习与教学心理学 主编冯惠昌 7-81074-156-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听说读写教学研究 韩树培,张伯昌编著 7-81074-158-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 薄音湖等编辑、点校 781074159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 薄音胡，王雄编辑点校 7-81074-159-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 薄音胡，王雄编辑点校 7-81074-159-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包头市获奖科技论文集 主编李俊杰 7-81074-160-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两代人的沟通:孩子与教育 (日)吉田章宏著 7-81074-161-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九十年代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 朱企泰等主编 7-81074-162-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杨景贤作品校注 马冀编集校注 7-81074-163-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理论物理概论.上册 主编萧景林 7-81074-164-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理论物理概论.下册 主编萧景林 7-81074-164-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党建新理念 晨雨著 7-81074-165-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线性代数 主编苏金梅 7-81074-177-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主编吕雄 7-81074-178-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吕雄主编 7-81074-178-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名人漫画 张晓冬等绘、选编 7-81074-179-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国际经济简明教程 主编梁鲜桃 7-81074-182-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共产党员与西部大开发 蔺伟, 郝世秀编著 7-81074-1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英雄史诗源流 仁钦道尔吉 78107419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英雄史诗源流:中国史诗研究 仁钦道尔吉著 7-81074-19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WTO基本知识读本 白音德力海, 邱济洲编著 7-81074-19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干部理论学习读本 主编周福顺 7-81074-195-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动物志.第二卷,第一部 陆栖脊椎动物
总论

旭日干主编 7-81074-196-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荆贵生语言文字论文集 荆贵生著 7-81074-198-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古代汉语教程.下册 周国瑞主编 7-81074-20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党建研究与实践:内蒙古电力国有企业党建课
题

乌尔希叶夫等主编 7-81074-206-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生常用成语词典 本书编写组 7-81074-207-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生组词造句词典 本书编写组 7-81074-207-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同义词反义词近义词手册 本书编写组 7-81074-207-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歇后语小词典 本书编写组 7-81074-207-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审美与教育 鲁献慧著 7-81074-209-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基层领导者素质论 陈国治著 7-81074-209-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信息技术.第一册 7-81074-216-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外科急症学 主编张永清, 刘晓帆, 金忠民 7-81074-218-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秋霄落雁女儿情 尼扬尼雅·那丹珠 7-81074-221-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 刘钟龄, 额尔敦布和主编 7-81074-224-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漠南名人伊锦文 佟靖仁, 伊莉, 特木其勤主编 7-81074-225-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鄂尔多斯民歌经典 杜梓主编 7-81074-228-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昭君文化 侯广峰著 781074231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心曲集 于占海著 7-81074-242-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WTO基本知识 余邱萱编著 7-81074-24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手册 内蒙古高教学会学生工作专业委员会编写 7-81074-248-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C语言程序设计 杨国林主编 7-81074-24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创新与创新教育 朝伦巴根主编 7-81074-250-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五十年文萃 总编陶长坤 7-81074-254-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文化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主编云福俊, 董方成 7-81074-255-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上下五千年:图文版.第一卷,中国卷 泰森主编 7-81074-257-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悔龛词笺注 夏志蘭，夏武康[编著] 7-81074-26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网络与学校德育 张豪锋，陈明银主编 7-81074-262-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薄永清编著 7-81074-263-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道德概论 吕西忠编著 7-81074-264-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汉语口语训练 主编杜勍妹 7-81074-273-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普通物理实验 主编林新源 7-81074-27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校体育 于志海等主编 7-81074-281-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教程 张明科等主编 7-81074-281-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教程 张晓静, 刘圣广主编 7-81074-281-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基础,Visual Basic 6.0程序设计
教程

高光来, 李平主编 7-81074-299-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筑工程质量事故分析与处理 杨维新…[等]编写 7-81074-310-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闯荡世界杯 主编 梁希仪 7-81074-31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辅助设计基础:AutoCAD 2000命令与实
例指导

胡志勇，张志毅主编 7-81074-312-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 齐木德道尔吉编 781074313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
本康熙本比较

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编 7-81074-313-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语言与交际 李树新主编 7-81074-314-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1`语言文化与教育 主编张洁,李卡宁,任利刚 7-81074-315-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与时俱进:高校学习“三个代表”导读 云福俊主编 7-81074-317-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反思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如何成为可能？ 徐琴著 7-81074-319-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蛮汉调研究:鄂尔多斯地方歌种 赵星著 7-81074-326-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防空志 刘鹤林主编 7-81074-34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电子计算机操作技术 高志伟,春玲编著 7-81074-347-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古代汉语练习与测评 荆贵生编著 7-81074-353-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师颂:王亚楚抒情诗集 王亚楚著 7-81074-361-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布赫主编 7-81074-362-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教程 裴喜春等主编 7-81074-364-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理性与非理性 刘世铨，和平著 7-81074-365-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当代荷马《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
玛玛依评传

阿地力·朱玛吐尔地，托汗·依莎克著 7-81074-366-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离散数学 包那主编 7-81074-368-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微机系统维护教程 刘洪，陈连锁主编 7-81074-370-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债转股理论研究与实践 主编刘中文,韩沚清,朗秀勇 7-81074-371-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生物学专业英语 李青丰等编著 7-81074-373-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述要 黄宏伟编著 7-81074-374-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专业英语 叶新铭主编 7-81074-382-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视唱教程.第一册,单声部视唱 晨炜编著 7-81074-390-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视唱教程.第三册,视唱教程 张好音，王宇燕编著 7-81074-390-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视唱教程.第二册,近现代网络 李坤编著 7-81074-390-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视唱教程.单声部视唱 晨炜编著 7-81074-390-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乾坤杖 白朝蓉著 7-81074-392-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等数学学习指南 主编艾立新 ... [等] 7-81074-393-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文明消失的现代启悟 盖山林，盖志毅著 7-81074-394-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化工原理 高俊主编 7-81074-395-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与实践 任一峰主编 7-81074-406-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筑施工指导 午建民，侯丽萍主编 7-81074-407-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筑施工内业管理 侯丽萍，胡玉玲主编 7-81074-408-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程 李慧主编 7-81074-415-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美洲印第安人与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对比研究 徐炳勋主编 7-81074-416-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校园思考 主编杨淑芳, 陈勇利 7-81074-423-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篆刻集 高延青主编 7-81074-428-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摄影集 高延青主编 7-81074-428-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 内蒙古工业大学物理系编 7-81074-429-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远程教育研究 张振林著 7-81074-434-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文论三种 [加]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著 7-81074-436-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少水浒 王中文著 7-81074-440-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QBasic/Visual Basic 6.0程序设计语言教
程

田智编著 7-81074-441-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一卷 义都合西格主编 7-81074-442-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二卷 义都合西格主编 7-81074-443-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 义都合西格主编 7-81074-444-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 义都合西格主编 7-81074-445-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 义都合西格主编 7-81074-446-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 义都合西格主编 7-81074-446-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道德论 主编吴群 7-81074-448-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经济聚焦 和志蓉，胡祖余主编 7-81074-449-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西方文明进程 甄修钰编著 7-81074-452-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现代教育.第一辑 白万柱等主编 7-81074-456-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现代教育.第三辑 白万柱等主编 7-81074-456-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现代教育.第二辑 白万柱等主编 7-81074-456-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供水水文地质学及地下水资源评价 宝成主编 7-81074-458-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初级阅读 主编王建华, 阎金霞 7-81074-465-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淘金人生 马沛然著 7-81074-469-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2,精读 张洁，张有总主编 7-81074-477-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1,泛读 张洁，张有总主编 7-81074-478-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语法与练习 张洁，张有总主编 7-81074-479-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1,精读教师用书 张洁，张有总主编 7-81074-480-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小康之路:党的十六大报告专题研究 内蒙古党委高校工委, 内蒙古教育厅编 7-81074-481-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概念英语课课练.2,实践与进步 单小艳主编 7-81074-482-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概念英语课课练:新版.1,英语初阶 单小艳主编 7-81074-482-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浑善达克沙地植被快速恢复 吴新宏主编 7-81074-486-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实用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科研测量 刘彦泽编著 7-81074-48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工程制图习题集,基础篇 张志毅主编 7-81074-492-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画法几何学 孙靖立, 吕梅主编 7-81074-495-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军事课简明教程 霍如涛主编 7-81074-499-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军事课简明教程 霍如涛主编 7-81074-499-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交通工程与环境保护 编写张志国, 赵卫平 7-81074-500-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布和，刘荣主编 7-81074-506-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党课教程 布和主编 7-81074-507-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工程制图新编教程 胡志勇，于文妍主编 7-81074-50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书法艺术 霍如涛，张树天主编 7-81074-512-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教程 叶新铭，贾波主编 7-81074-515-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企业战略管理 李丽编著 7-81074-516-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行政复议理论与实践 主编布小林 7-81074-517-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论坛.第一辑 白万柱，何礼果主编 7-81074-519-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论坛.第三辑 白万柱，何礼果主编 7-81074-519-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论坛.第二辑 白万柱，何礼果主编 7-81074-519-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文明论纲 吴楚克著 7-81074-522-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写作学指要 徐新民主编 7-81074-524-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寻梦草原 盖山林等著 781074527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二茂铁衍生物的合成 李保国 … [等] 编著 7-81074-529-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单片机系统综合设计与实践 裴岩等主编 7-81074-532-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爱的前沿:解读人类与性 画说生殖科学 池明编绘 7-81074-533-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发现之旅:[最新图文版].第2辑 高山主编 7-81074-535-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发现之旅:最新图文版.第1辑 高山主编 7-81074-535-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发现之旅:最新图文版.第3辑 高山主编 7-81074-535-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自然之子陶渊明 高建新著 7-81074-537-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上） 齐木德道尓吉等 著 781074538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下） 齐木德道尓吉等 著 781074538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上册 齐木德道尔吉等编 7-81074-538-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下册 齐木德道尔吉等编 7-81074-538-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 张继如著 7-81074-53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统考辅导丛
书,综合教程

罗立胜主编 7-81074-542-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统考辅导丛
书,模拟试题集

宋丽丽主编 7-81074-543-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统考辅导丛
书,词汇分册

王长喜主编 7-81074-544-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统考辅导丛
书,语法分册

王长喜主编 7-81074-545-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统考辅导丛
书,阅读理解与综合填空分册

王长喜主编 7-81074-546-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统考辅导丛
书,历年试题解析

罗立胜主编 7-81074-547-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统考辅导丛
书,听力分册

罗立胜主编 7-81074-548-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统考辅导丛
书,写译分册

罗立胜主编 7-81074-549-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世纪末内蒙古自治区学生身体素质发展水
平研究

何成保, 金寅淳, 杨文举编 7-81074-550-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西夏军事制度研究 胡若飞著 7-81074-551-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社会新论 贺瑞著 7-81074-553-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女太监 (英)杰美茵·格雷尔著 7-81074-554-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品牌资产管理 (美)大卫·爱格著 7-81074-55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科学·探索:最新图片版,地理篇 东方主编 7-81074-560-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科学·探索:最新图片版,宇宙篇 东方主编 7-81074-560-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禅来缠去 丹明编著 7-81074-571-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3,精读 张洁, 张有总主编 7-81074-581-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4,精读 张洁, 张有总主编 7-81074-582-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2,精读教师用书 张洁，张有总主编 7-81074-584-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物理学 吴蓓…[等]编著 7-81074-594-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奇异微分方程有限元方法 李德茂，王刚著 7-81074-595-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鲁日记 理红，理京整理 7-81074-616-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数学分析基础原理 曹之江编著 7-81074-618-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园平生:女儿眼中的父亲 胡月龙著 7-81074-623-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河套特色菜肴268例 郭首江主编 7-81074-624-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河套特色菜肴268例 郭首江主编 7-81074-624-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千古之谜,古文明篇 雪枫主编 7-81074-628-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千古之谜,地理篇 雪枫主编 7-81074-628-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千古之谜,生物篇 雪枫主编 7-81074-628-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电工学 白雪峰, 孙志诚编著 7-81074-632-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大事
记:1981~2003

胡格吉勒图主编 7-81074-634-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一分钟口才:没有人能拒绝你 (美)约翰·丹尼斯著 7-81074-641-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有机化学选论 李进民，赵明根编著 7-81074-676-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编译原理教程 寿永熙主编 7-81074-687-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党务工作管理研究 刘建，谢冰松编著 7-81074-694-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王骥德《曲律》探微 索俊才著 7-81074-696-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论 主编张亚民,刘冬梅 7-81074-697-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 主编哈森 7-81074-698-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体育教程 季中荣，高俊梅等主编 7-81074-71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林业科学技术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内蒙古林
业科学研究院五十年研究文集

杨俊平主编 7-81074-71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绿色产业论 主编马林, 平建恒 7-81074-71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旭日干院士研究文集:内蒙古大学实验动物研
究中心学术论文汇编(1984~2004)

旭日干等编 7-81074-715-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公共基础教程 斯日古楞, 海泉主编 7-81074-718-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辽代政权机构史稿 何天明著 7-81074-720-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皮里黑黄 马沛然著 7-81074-723-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常用应用文写作指要 苏娅主编 7-81074-724-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法律文书写作指要 赵可新主编 7-81074-725-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英语阅读理解策略 李佐文, 叶慧君编著 7-81074-726-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医用物理实验 杨颖主编 7-81074-729-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物理实验 刘官元主编 7-81074-729-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英汉双解词典:世纪版 《新英汉双解词典》 编写组[编] 7-81074-750-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智趣学生多功能字典 《智趣学生多功能字典》编写组编 7-81074-751-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英汉·汉英词典:世纪版 《新英汉·汉英词典》 编写组[编] 7-81074-752-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英汉词典:世纪版 《新英汉词典》 编写组[编] 7-81074-755-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校学术研究.第一辑 白万柱，潘成鑫主编 7-81074-761-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校学术研究.第三辑 白万柱，潘成鑫主编 7-81074-761-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校学术研究.第二辑 白万柱，潘成鑫主编 7-81074-761-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术论坛.第一辑 主编白万柱 7-81074-762-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学术论坛.第二辑 主编白万柱 7-81074-762-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当代国际问题探微 乔志忠著 7-81074-764-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可持续发展论 包广才主编 7-81074-76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古代汉语文选 主编赵文工 7-81074-767-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条码技术 徐桂云，朱隗明，赫利编著 7-81074-782-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筑施工内业管理 胡玉玲，雷建平主编 7-81074-783-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 李仙兰，张兰柱主编 7-81074-784-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管理会计学:理论 实务 习题 案例 颉茂华编著 7-81074-791-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科技写作指要 格日勒主编 7-81074-794-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 马利清著 781074796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 马利清著 7-81074-796-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指导 吴岩主编 7-81074-797-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实用现代汉语 扬清主编 7-81074-799-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工程图学.上册 孙靖立，吕梅主编 7-81074-807-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文学名篇赏析 刘蕴璇主编 7-81074-808-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文学接受研究 王金山，王青山著 7-81074-808-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营销新思维 候淑霞主编 7-81074-808-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长期土地承租合约下农业产业化及其绩效的
经济学研究

沈雅琴著 7-81074-808-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服务营销 苏日娜编著 7-81074-808-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植物学学习指南 燕玲，贺晓主编 7-81074-810-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华文明概论 王炜民，郝建平著 7-81074-813-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企业培训,理念 设计 方法 案例 解祥华,宋长江 7-81074-81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库布齐沙漠自然环境与综合治理 杨文斌等主编 7-81074-825-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无公害水果生产技术 陈培民，王建平主编 7-81074-826-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军事教程 庞民主编 7-81074-827-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礼仪文书写作指要 万奇著 7-81074-829-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内蒙古教育厅保持共产党
先进性教育学习文集

内蒙古教育厅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领导小
组编

7-81074-83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行政公文写作指要 董义连主编 7-81074-833-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史研究.第8辑 齐木德道尔吉主编 781074838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族图案 阿木尔巴图编著 7-81074-840-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文化传播论丛 霍唤民主编 7-81074-845-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读本 内蒙古自治区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编写

7-81074-855-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利用外资效率分析 张启智主编 7-81074-858-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方略 柴国君等主编 7-81074-858-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绿色品牌营销方略 张智荣，柴国君编著 7-81074-858-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资源开发产业布局与环境保护 张亚民著 7-81074-858-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生物医学信息检索 杨艳平主编 7-81074-859-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化学化工信息检索 包和平, 蒋本国, 宛文红主编 7-81074-859-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土木建筑信息检索 勾学海编著 7-81074-859-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文史信息检索 陈新颜编著 7-81074-859-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期刊管理与信息检索 崔亚虹, 包爱梅编著 7-81074-859-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机电工程信息检索 董丕彦编著 7-81074-859-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经济文献信息检索 郭军, 闫海新编著 7-81074-859-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网络信息检索原理与应用 张英福，包和平，宛文红编著 7-81074-859-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文献信息检索 金玲, 郭军主编 7-81074-859-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岁月屐痕 陈平著 7-81074-862-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UFO大揭秘 邱枫主编 7-81074-863-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就业指导实务 赵东主编 7-81074-866-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转型 任维德主编 7-81074-867-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环境政策报告:生态移民 新吉乐图主编 7-81074-869-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 曹霞，高凤祯主编 7-81074-870-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艺术概论 李树榕，葛丽英著 7-81074-87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遭遇外星人 程永福编 7-81074-87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汉语文 主编包双喜 7-81074-87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人体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历史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地理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失踪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宇宙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宝藏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巧合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恐龙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文化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海洋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生物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百慕大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野人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金字塔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飞碟未解之谜.迷你袖珍版 张小英主编 7-81074-879-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草原宝藏-内蒙古重大文物考古发现纪实 刘兆和 主编 781074881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论语》与现实教育 杨富有著 7-81074-883-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当代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选择 白贵编著 7-81074-886-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鼠类种群数量动态及持续控制研究 董维惠[等]主编 7-81074-890-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学金石文编题录 莎日娜主编 781074893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译集注《蒙古秘史》 阿尔达扎布译注 7-81074-894-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结晶化学 包玉敏编著 7-81074-903-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走进元上都 张文芳等著 781074906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走进元上都 张文芳，王大方编著 7-81074-906-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普通话语音 主编图雅 7-81074-907-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韓銘揚書法作品選 7-81074-908-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C语言程序设计 郝长胜主编 7-81074-910-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C语言程序设计 郝长胜主编 7-81074-910-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3辑 王雄编辑、点校 781074911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三辑,方孔炤·全
边略记

王雄编辑点校 7-81074-911-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工程图学.下册 孙靖立主编 7-81074-912-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模式、理论与
评价

张志忠著 7-81074-915-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生态与经济 《生态与经济》编写组编 7-81074-917-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 任月海编译 78107492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 任月海编译 7-81074-92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走近经济强市:包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与思
考

苏青著 7-81074-922-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族风格创作歌曲选 崔逢春编著 7-81074-92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族风格民族器乐重奏曲集 陈凤兰编著 7-81074-92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族风格管弦乐独奏重奏曲集 桑健良,王慧君编著 7-81074-92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长调教学曲目选 巴音满达，格日勒图编著 7-81074-92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头琴独奏曲选.上册 李世相,额尔敦布和编著 7-81074-92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头琴独奏曲选.下册 李世相,额尔敦布和编著 7-81074-92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头琴曲集.2 乌力吉巴雅尔,额尔敦布和,阿拉腾都拉嘎编 7-81074-92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头琴曲集.3 乌力吉巴雅尔,额尔敦布和,阿拉腾都拉嘎编 7-81074-924-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职业口语 张少华，郑泽宏主编 7-81074-933-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俄语中级阅读教程:俄罗斯报刊选读 李玲君编著 7-81074-935-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灌木资源 王生军，刘果厚主编 7-81074-937-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电子商务概论 内蒙古自治区计算机教材编委会组编 7-81074-938-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世界当代史 乔志忠编著 7-81074-943-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俄语学习方法与策略 苏娅著 7-81074-945-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公路与桥梁工程结构检测 赵卫平主编 7-81074-953-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直面血与火:国际殖民主义教育文化论集 张诗亚主编 7-81074-954-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歌曲伴奏写作技法 李世相著 7-81074-956-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园艺设施原理 主编刘金泉 7-81074-95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园艺植物保护技术 刘正坪等主编 7-81074-95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实用植物生物学基础 葛茂悦等主编 7-81074-95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猪生产与疾病防治技术 张佐忠等主编 7-81074-95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蔬菜种子生产技术 赵清岩编著 7-81074-95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动物病理及检验技术 王凤龙主编 7-81074-95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 郭奇斌主编 7-81074-959-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唐代闺情诗与宫怨诗研究 刘育红著 7-81074-960-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概论学习指导

李军, 孙豫峰编著 7-81074-961-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工程制图 张志毅，穆继卫，郁志宏主编 7-81074-967-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常微分方程.上 陈向华，白晓东主编 7-81074-974-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常微分方程.下 杨金林，李东平主编 7-81074-974-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数字化传播与编辑 吴晓明编著 7-81074-975-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等数学.上 李东平, 田强, 吴培生主编 7-81074-97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等数学.下 李东平, 田强, 吴培生主编 7-81074-976-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吴敏，杨国林主编 7-81074-977-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文信息处理技术及自然语言理解 嘎日迪，斯日古楞主编 7-81074-978-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编经济法 朱海坤，丁彩霞主编 7-81074-979-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科技中介之路:内蒙古生产力促进中心十年创
业历程

汪立勤主编 7-81074-980-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生物技术核心实验 李充璧编著 7-81074-981-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鄂尔多斯发展战略研究 王学丰主编 7-81074-984-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鸿印 书痕 郑福田著 7-81074-989-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鸿印 书痕 郑福田著 7-81074-989-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和谐内蒙古:内蒙古自
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呼尔查主编 7-81074-990-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国法典选编.第一辑 宗那生主编 7-81074-993-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现代体育运动竞赛学 陈明主编 7-81074-995-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应用文写作 主编曾米鲁,张丽红 7-81074-998-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外商直接投资下的经济制度变迁 桑百川著 7-81078-008-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经济合作 卢进勇, 杜奇华著 7-81078-013-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货运代理法律及案例评析 孟于群, 陈震英编著 7-81078-018-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西欧公有企业大变革 罗红波, 戎殿新主编 7-81078-02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外商投资企业会计报表阅读与分析 邱闽泉编著 7-81078-026-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MBA毕业论文精选 袁鸿鸣等著 7-81078-034-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知识论:知识产权、知识贸易与经济发展 夏先良著 7-81078-036-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一册 夏秀瑞, 孙玉琴编著 7-81078-043-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入世与中国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 卢进勇编著 7-81078-048-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加工贸易 邵祥林, 王玉梁, 任晓薇编著 7-81078-065-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证券投资基金与创业板市场 主编 刘园 7-81078-069-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方法 制度 数据:对外经济贸易统计研究 贾怀勤著 7-81078-097-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创业板市场:上市与运作 张颖, 杨杰编著 7-81078-100-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加入WTO纵论:世贸组织专家论坛 薛荣久著 7-81078-101-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当代营销学案例集 傅慧芬主编 7-81078-102-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汇兑实务 主编 李萍, 刘国强 7-81078-107-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案释WTO反倾销协议:英汉对照 陈静编著 7-81078-110-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海关通关实务 许可, 夏斯顺主编 7-81078-11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公务员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张锡嘏, 卢进勇, 王福明等编著 7-81078-112-X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WTO争端解决:案例与评析 杨荣珍编著 7-81078-116-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加拿大留学移民手册 主编 赵园, 周瑾 7-81078-119-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澳大利亚留学移民手册 主编 赵园, 周瑾 7-81078-127-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新西兰留学移民手册 主编 赵园, 周瑾 7-81078-128-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金融法上的次级债权 沈达明编著 7-81078-129-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有企业裁员问题研究 牛雄鹰著 7-81078-145-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会计产权制度研究 吴革著 7-81078-146-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外贸、外资与工业化: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证研
究

黄晓玲著 7-81078-152-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WTO后企业管理策略与实务 万瑞嘉华经济研究中心主编 7-81078-157-X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西方银行管理 吴青编著 7-81078-158-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解读 编写组编著 7-81078-160-X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WTO后企业融资策略与实务 万瑞嘉华经济研究中心主编 7-81078-171-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WTO与国际贸易惯例实用手册 主编 范开石 7-81078-175-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金融 主编 师玉兴 7-81078-177-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股票期权制度分析 刘园, 李志群著 7-81078-181-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商法 主编 崔秀仲, 鲍仕梅 7-81078-187-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WTO后企业营销策略与实务 万瑞嘉华经济研究中心主编 7-81078-188-X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当代美国流行语 吴青, 郝杰编著 7-81078-197-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WTO例外条款解读 陈卫东著 7-81078-200-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金融欺诈案例集 主编 杨长春 7-81078-209-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与对策 桑百川, 郑建明等著 7-81078-214-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入世与中国企业发展策略 桑百川等著 7-81078-234-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外资并购ABC 谢文捷主编 7-81078-238-X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商务基础理论与实务重点提示与练习 编写组编 7-81078-243-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商务英语重点提示与练习 主编 王燕希 7-81078-246-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管理层收购ABC 主编 李盾 7-81078-249-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质量管理国际标准与认证实用手册 高懿, 李海莲编著 7-81078-252-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汇兑与结算实训 主编 胡波 7-81078-266-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新编出口贸易实务 主编 张卿, 孟祥年 7-81078-297-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特许经营ABC 王红, 李盾主编 7-81078-311-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德国高校入学德语考试DSH试卷分析和试题集
锦

赵劲，[德]Wolfgang Van Straelen编 7-81080-492-8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 李培超著 7-81081-378-1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
思

刘湘溶著 7-81081-379-X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探考 任俊华, 刘晓华著 7-81081-380-3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永恒的信念:写给志愿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交大人

李士群主编 7-81082-013-3 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

信息技术与电子政务 (简明版):信息时代的
电子政府

王浣尘主编 7-81082-096-6 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

公司战略:企业的资源和范围
(美) 大卫·J. 科利斯, 辛西娅·A. 蒙哥马

利)著
7-81084-668-X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相约在北广 主编 姜纳新 7-81085-012-1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电视制作技术 孟群著 7-81085-040-7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 谢筠主编 7-81085-185-3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比干文化与比干后裔.上编 主编 林乐志 7-81085-206-X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比干文化与比干后裔.下编 主编 林乐志 7-81085-206-X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比干文化与比干后裔.中编 主编 林乐志 7-81085-206-X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新编公文写作与处理教程 姬瑞环主编 7-81085-208-6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公务人员电子政务教程 周宏仁, 顾平安主编 7-81085-210-8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新编公务员制度与法规教程 主编 陈劲松 7-81085-213-2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平民梁晓声 梁晓声著 7-81085-256-6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母亲 章晓明著 7-81085-313-9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比较社会学引论:为了人和社会的延续 孙津著 7-81085-340-6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相约QQ:开往爱情的地铁 郝磊著 7-81085-395-3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专业技术人员素质与能力培训教程 王翔主编 7-81085-397-X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职工诚信和职业道德教程 主编 陈劲松 7-81085-419-4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国国情与科学发展观 陈劲松主编 7-81085-454-2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创新理论与实践知识读本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北京

育知咨政公共管理研究所联合编写
7-81085-631-6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基础医学实验机能学 姚秀娟，林树新主编 7-81086-024-0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小儿临床CT诊断图谱 刘平主编 7-81086-032-1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神经阻滞图解 (日)盐谷正弘编著 7-81086-059-3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护理与心理干预 汪萍主编 7-81086-088-7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内科学 潘祥林, 关广聚, 黄大森主编 7-81086-130-1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 徐永萍, 孙嘉珍主编 7-81086-132-8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诊断学 王伟, 魏来临, 黄晓春主编 7-81086-134-4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广州新海医院运行机制改革创新实践 刘丽娅主编 7-81086-298-7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入世公安对策 主编 杨宗辉 7-81087-002-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现金管理 张红地著 7-81087-006-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社会经纬.2 尹力主编 7-81087-011-4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刑事一审程序理论与实务 许兰亭著 7-81087-036-X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宪政法律秩序论 肖北庚著 7-81087-041-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法律帮助热线:中国人的法律晚餐.3 熊文平, 王新中主编 7-81087-047-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新编行政诉讼法学 主编 时庆本, 路遥 7-81087-050-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累犯制度比较研究 苏彩霞著 7-81087-075-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中国法律援助的理论与实践:妇女法律援助发
展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郭建梅, 戴艳玲 7-81087-094-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创造具有时代精神的人民警察文化:警察文化
论文集

北京市公安局编 7-81087-116-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教唆犯研究 魏东著 7-81087-135-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败诉论:理论探究与实例解析 钱卫清, 张诗伟主编 7-81087-144-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民事立法评介 赵中孚主编 7-81087-146-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主编 熊选国 7-81087-154-4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妨害司法罪 赵秉志, 田宏杰, 于志刚著 7-81087-209-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公安基础知识 公安部政治部编 7-81087-210-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法学概论 主编 刘杰 7-81087-233-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专题探索 主编 赵秉志, 陈弘毅 7-81087-246-X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击槌警世 郑德伟著 7-81087-260-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刑事诉讼法 法律职业道德基础课堂笔记 洪道德著 7-81087-293-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今日说法·社区普法丛书,消费者权益保护篇 宋豪杰, 罗歆编著 7-81087-306-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今日说法·社区普法丛书,公证仲裁篇 张寒松编著 7-81087-309-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犯罪形态与刑罚适用原理 李恩慈著 7-81087-312-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行政许可制度研究 罗文燕著 7-81087-318-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追赃理论与实务 程小白, 曹云清, 贾江滔著 7-81087-338-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面试 主编 程连昌, 李文燕 7-81087-346-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问答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 7-81087-350-4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WTO与中国经贸法律的变化 郑志著 7-81087-352-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现在开庭.3 李子顺主编 7-81087-372-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现代开庭.4 李子顺主编 7-81087-373-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美国的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研究 孙劲著 7-81087-475-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亲告罪要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的研究新视角 李立景著 7-81087-489-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长大成人：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 姚建龙著 7-81087-498-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中国入世议定书解读:兼评世界贸易组织法律
制度

刘敬东著 7-81087-500-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宪法诉讼的民主价值 刘志刚著 7-81087-511-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刑事法理论的多维视角 王秀梅著 7-81087-533-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刑事诉讼结构的效率改造 马贵翔著 7-81087-537-X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受教育权论 龚向和著 7-81087-589-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今日说法案例精选:中国人的法律午餐.2003 王新中, 钱蔚主编 7-81087-658-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中国法学文丛,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卷 周国均主编 7-81087-696-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今日说法:中国人的法律午餐.2004.2 王新中, 钱蔚主编 7-81087-758-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中国金融刑法国际化研究 卢勤忠著 7-81087-837-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刑事政策初步 刘仁文著 7-81087-840-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今日说法:中国人的法律午餐.2004.4 主编 王新中, 钱蔚 7-81087-865-4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破产法比较研究 付翠英编著 7-81087-872-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民商法总论比较研究 徐海燕编著 7-81087-873-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法律帮助热线.4 主编 熊文平, 王新中 7-81087-929-4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预防医学综合实验学 周建伟，沈洪兵，张绮主编 7-81089-420-X 东南大学出版社

如果人生是场游戏 那么这些就是规则
(美) 谢里·卡特·斯科特 (Cherie Carter 

Scott) 著
7-81091-156-2 河南大学出版社

佛寺道观对联.上 萧黄编著 7-81091-18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佛寺道观对联.下 萧黄编著 7-81091-18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名人格言对联.上 萧黄编著 7-81091-18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名人格言对联.下 萧黄编著 7-81091-18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名城胜地对联.上 萧黄编著 7-81091-18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名城胜地对联.下 萧黄编著 7-81091-18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寺庙陵墓对联.上 萧黄编著 7-81091-18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寺庙陵墓对联.下 萧黄编著 7-81091-18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山水佳迹对联.上 萧黄编著 7-81091-18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山水佳迹对联.下 萧黄编著 7-81091-18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民俗实用对联.上 萧黄编著 7-81091-18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民俗实用对联.下 萧黄编著 7-81091-184-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100位首富人物发迹史 张剑主编 7-81091-303-4 河南大学出版社

现代企业管理与企业并购 邱先浩著 7-81093-023-0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名商语录 刘志迎主编 7-81093-034-6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大专数学实验 晏林编著 7-81094-086-4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欧美区域经济政策与四川跨越式发展 主编 徐桂兰, 周万生 7-81094-094-5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验室管理学 董贾寿，张文桂主编 7-81094-484-3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新编大学生就业实用指导 姜尔岚, 吴成国主编 7-81094-593-9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策略 李晓云, 李盛文编著 7-81094-701-X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四川开放型经济研究:加入WTO后的对外开放 王小琪主编 7-81094-702-8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用综合教程学生用书.2 王守仁主编 7-81095-896-8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实用听说教程学生用书.1 陈龙主编 7-81095-926-3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实用综合教程学生用书.1 王守仁主编 7-81095-960-3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实用听说教程学生用书.2 陈龙主编 7-81095-980-8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式养生太极剑(24式) 张勇涛编著 7-81100-013-X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宝心自书吟咏 王宝心著 7-81100-027-X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太极Spa内经养食:历代宫廷美容瘦身食疗 邓淼著 7-81100-109-8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太极Spa一指禅:灵枢穴道纾压按摩法 邓淼著 7-81100-110-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足球传球技术图解 陈惠民, 罗峰编著 7-81100-126-8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体育概论 主编 陈忠英, 姜维强 7-81100-165-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五六炮布局 方长勤, 张雅楠编著 7-81100-178-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飞相局布局 方长勤, 张雅楠编著 7-81100-179-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顺手炮布局 方长勤, 张雅楠编著 7-81100-180-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仙人指路布局 方长勤, 张雅楠编著 7-81100-182-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足球教学 作者格莱德·替森 7-81100-218-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田径竞赛裁判工作手册:大型田径赛事裁判方
法

李老民主编 7-81100-276-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深圳市国民体质研究报告 杜勤主编 7-81100-324-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足球心理
(英) 安迪·凯勒 (Andy Cale), (英) 罗伯

特·佛左尼 (Roberto Forzoni) 主编
7-81100-352-X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健身太极扇 吴阿敏编著 7-81100-368-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新编大学体育 主编 武晓君 7-81100-375-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体育校本课程导论 董翠香著 7-81100-474-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门球 王典怀编著 7-81100-522-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气功标准教程 主编杨柏龙 7-81100-540-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现代欧美足球训练理念与方法 主编王民享, 吴金贵 7-81100-592-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教学法 曾志成主编 7-81105-280-6 中南大学出版社

常见临床表现实验诊断 郭小兵，刘红春，秦东春主编 7-81106-118-X 郑州大学出版社

实用护理质量管理 郑煜主编 7-81106-321-2 郑州大学出版社

书法学习与欣赏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公文写作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养生宝典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口才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夫妻生活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宠物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家庭医生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家庭理财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居室装饰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收藏指南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旅游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法律顾问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球类运动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生存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礼仪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社交必备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美容与保健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美食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育儿知识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花卉养护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茶道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读书手册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购物指南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跳舞指南 翟文明主编 7-81108-049-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鄂温克族神话研究 汪立珍著 7811081555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民族研究文集 王晓莉 主编 781108165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亚五国志 胡振华编 7811082241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历史文献学 赵令志编著 781108229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蒙古史纲要 达力扎布编著 7811082683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 乌日陶克套胡著 7811082748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阿巴嘎旗五十年 吴楚克等著 7811082756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美国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制度概要 刘强编著 7-81109-060-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美军虐囚报告 赵秉志, 王志祥, 郭理蓉等译 7-81109-074-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合同法实用教程 主编 段红兵 7-81109-099-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犯罪学专论 赵宝成著 7-81109-178-X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道路交通安全教育读本,中学生篇 包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编 7-81109-453-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道路交通安全教育读本,小学生篇 包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编 7-81109-453-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道路交通安全教育读本,市民篇 包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编 7-81109-453-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道路交通安全教育读本,驾驶人篇 包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编 7-81109-453-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基础 主编李占平，王锐东 7-81115-000-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等数学 主编葛文侠 7-81115-001-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等数学.上册 邹豪思，冯尚主编 7-81115-002-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等数学.下册 邹豪思，冯尚主编 7-81115-002-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等数学 主编张钢民, 堵根民 7-81115-003-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模拟试题与解
析,B级

贺根有，马占祥主编 7-81115-012-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普通话教程 主编敖登高娃 7-81115-014-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鄂尔多斯高原维管植物 赵一之编著 7-81115-015-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管理智慧及其现代价值 黄赋著 7-81115-018-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爱上数理化 张贵军主编 7-81115-019-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外语教育与外国文学论文集 主编马占祥 7-81115-023-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研究 韩淑丽, 郭江著 7-81115-024-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人·历史·环境:蒙元时期的内蒙古 郭殿勇著 7-81115-026-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 薄音湖等编辑、点校 781115028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 薄音胡，王雄编辑点校 7-81115-028-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走进蒙古国 孟松林著 7-81115-035-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心理健康教育 白秀云, 葛根图雅主编 7-81115-045-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资本论》研读新视野 王岩编著 7-81115-047-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荒漠化防治政策作用机理与实证研究 包庆丰，春英著 7-81115-050-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任维德主编 7-81115-051-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田径类运动竞赛组织与裁判工作 主编陈明 7-81115-053-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写作教程 刘学东主编 7-81115-054-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原生态民俗信仰文化 鄂晓楠，鄂·苏日台著 7-81115-059-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大陆台商政策研究:(1979--2005) 闫安著 7-81115-060-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材料力学实验 主编方治华 7-81115-062-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 任其怿著 7-81115-063-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SQL Server 2000数据库及其应用系统开发 王彪, 张凯文主编 7-81115-065-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人力资源管理 王雅荣，曹霞主编 7-81115-066-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论文集 主编赵玉良 7-81115-071-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论文集 赵玉良主编 7-81115-071-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研究 严存宝，金桩主编 7-81115-076-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基础操作技能指导 主编孙家瑞,张慧杰 7-81115-080-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戏曲名著释评 索俊才编著 7-81115-085-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内蒙古金融史研究:1947-
1952

赵敏著 7-81115-093-X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鄂尔多斯婚礼 策•哈斯毕力格图编著 781115097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鄂尔多斯婚礼 策·哈斯毕力格图编著 7-81115-097-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 徐英 著 78111510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 徐英著 7-81115-101-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医学英语常用介词搭配 洪班信主编 7-81116-001-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显微神经外科技术训练教程 石祥恩[等]编著 7-81116-00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英语中的趣味术语 洪班信主编 7-81116-009-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急诊X线检查 James D. Begg原著 7-81116-01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胸部X线检查 (英)Jonathan Corne[等]原著 7-81116-013-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科学见习实习指南
Douglas S. Paauw，Lisanne R. 
Burkholder，Mary B. Migeon主编

7-81116-014-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组织病理学技术 周庚寅主编 7-81116-01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病学聚焦:中英文对照
Glyn Thomas，Peter M. Schofield，

Andrew A. Grace原著
7-81116-020-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化洁净手术部护理缺陷防范指南 王方主编 7-81116-02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技术 王伯瑶，黄宁主编 7-81116-023-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诊治手册 郭应禄主编 7-81116-027-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青少年健康人格 黄悦勤主编 7-81116-03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文医药卫生期刊投稿指南 尹源，贾素平主编 7-81116-031-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不饱和脂肪酸与现代文明疾病 库宝善编著 7-81116-034-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特应性皮炎 主编 李邻峰 7-81116-03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真题精解,病理学 李良主编 7-81116-03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脂肪抽吸术图谱 Tolbert S. Wilkinson原著 7-81116-048-X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血液病和肿瘤病例精粹 Michael A. Danso，Ethan M. Basch主编 7-81116-052-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生职业修炼 席彪著 7-81116-05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疗纠纷典型案例与医院告知文书 郑雪倩主编 7-81116-10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际心脏节律治疗临床试验 丁燕生，杨俊娟，苏加林主编 7-81116-195-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化学实验技术 张杰，李淑艳，吴山主编 7-81116-21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股市实践相反论:[中国股市反向操作技术精
华与赢家谋略]

糊涂古怪著 7-88018-040-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宝宝健康看掌纹 王晨霞, 窦嵘著 7-88042-027-4 知识出版社

普通话学习读本 刘辉, 赵珍编著 7-88584-303-3 中央文献出版社

自由自在游北京 李璇嫣 [著] 7-88713-031-X 人民交通出版社

自由自在游西双版纳 怒江 李璇嫣编著 7-88713-031-X 人民交通出版社

自由自在游西安 金秋燕编著 7-88713-031-X 人民交通出版社

自由自在游香格里拉 丽江 李璇嫣编著 7-88713-031-X 人民交通出版社

自由自在游上海 李璇嫣著 7-88713-036-0 人民交通出版社

自由自在游泰国:VCD导览 李璇嫣 [编] 7-88713-039-5 人民交通出版社



自由自在游丝路.上 颜东著 7-88713-043-3 人民交通出版社

自由自在游丝路.下 颜东著 7-88713-043-3 人民交通出版社

自由自在游四川 一番 [编著] 7-88713-047-6 人民交通出版社

居家生活英语即学即用 唐玮编著 7-88715-058-2 农村读物出版社

倾听沈从文 [沈从文著] 7-88719-018-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倾听徐志摩 [徐志摩著] 7-88719-019-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倾听茅盾 [茅盾著] 7-88719-021-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倾听老舍:幽默 [老舍著] 7-88719-049-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十全十美:音乐之声三周年纪念画册 刘晓龙主编 7-88719-246-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瑜伽秀体小品 编著 凌燕, 张晓梅 7-88722-124-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我们都有心理伤痕 (美) 徐浩渊著 7-88731-028-8 中国青年出版社

摘星:影音图文书 吴若权著 7-88750-035-4 知识出版社

最美:“羽·泉”四分之一世纪音乐之旅 陈羽凡, 胡海泉口述 7-88750-072-9 知识出版社

陪宝贝玩瑜枷 戴馨汝著 7-88751-584-X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我写我心:吴琼自述 吴琼著 7-88752-028-2 东方出版社

动漫梦想:经典动画片歌曲钢琴改编曲 陈一新改编 7-88820-021-4 北京出版社

一千零一个愿望:流行歌曲钢琴伴奏 陈一新改编 7-88820-022-2 北京出版社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经典流行歌钢琴改编曲 陈一新改编 7-88820-048-6 北京出版社

牵手:经典情歌钢琴改编曲 陈一新改编 7-88820-099-0 北京出版社

I Believe:经典流行歌钢琴改编曲 陈一新改编 7-88820-101-6 北京出版社

一口气英语.1 刘毅主编 7-88820-124-5 北京出版社

一口气英语.2 刘毅主编 7-88820-124-5 北京出版社

完全健身 金山编著 7-88820-139-3 北京出版社

觉醒:赏识教育讲学精华读本 周弘著 7-88820-146-6 北京出版社

投资分析 主编 周国富, 马成文 7-89499-246-1 当代中国出版社

财商趣味测试108题 谢宇主编 7-89993-188-6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考研英语必记词组一本通 郭崇兴主编 7-89994-226-8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谁是你心中的“唯一” 肖飞编著 7-89994-917-3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2007考研数学全真模拟试卷及精析,数学三 主编 蔡子华 7-89995-427-4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英雄年代 上海盛大新华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著 7-89995-476-2 新星出版社

英文成语轻松说 Yes, I can 钟爱德著 7-89996-253-6 中国纺织出版社

企业管理的0.618:人力资源管理与决策支持
系统HRMD

董志超著 7-89997-455-0 企业管理出版社



营业员特训教程 漆浩主编 7-89997-674-X 中国盲文出版社

酷玩英语.4 (韩) 金敬善著 7-89998-084-4 东方出版中心

电脑小游戏详解丛书,拼图和推箱子游戏 吴越编著 7-89998-614-1 中国文联出版社

电脑小游戏详解丛书,积木类游戏 吴越编著 7-89998-614-1 中国文联出版社

得意通Office XP (日) Pfoject A, (日) 得意通编辑部编著 7-89999-543-4 中国青年出版社

得意通Outlook 2002 (日) 山田祥平, 得意通编辑部编著 7-89999-543-4 中国青年出版社

老式汽车带你回家 陆凌涛著 7-900026-96-7 外文出版社

供需链管理与企业资源计划(ERP) 陈启申编著 7-900078-80-0 企业管理出版社

泡网高手 7-900078-86-X
北京电子出版物出版中心

出版

3ds max 6室内装潢效果图制作全程陪练 张桂敏, 张恒立等编著 7-900114-26-2 中国铁道出版社

磁性附着体覆盖义齿的临床术式 主编 [日] 水谷纮, 中尾胜彦 7-900171-5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电脑教育报2005电脑应用精华本,软件与
多媒体专辑

天音工作室编著 7-900176-53-5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Photoshop数码相片编修72变 Rudy著 7-900178-05-8 中国铁道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 主编 颜虹 7-900182-1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护理学基础 主编 姜安丽 7-900182-6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护理学 主编 李小寒, 尚少梅 7-900182-8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护理学 主编 石凤英 7-900182-8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礼仪 主编 刘宇 7-900182-90-X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计算机基础实用教程:最新版 主编 邓洪涛 7-900317-54-6 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电脑基础知识,电脑选购、装机与维护 村子主编 7-900317-77-5 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PHP4实例教程 熊松明等编著 7-900335-30-7 浦东电子出版社

电脑常用工具软件即学即用 杨山, 芦鹏飞编著 7-900346-05-8 浦东电子出版社

胡说英语 张源侠著 7-900348-46-8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华夏社区研究报告:1995.3-2002.5 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编著 7-900348-55-7 上海电子出版有限公司

美丽传奇 夏宁主编 7-900360-00-X 浦东电子出版社

咫尺天涯 夏宁主编 7-900360-01-8 浦东电子出版社

此情难移 夏宁主编 7-900360-03-4 浦东电子出版社

人体破译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人物解谜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人类奇闻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侦破秘密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兵器博览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军备竞赛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动物奇趣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医学密码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历史见证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古墓古堡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史海沉钩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名胜奇迹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国宝档案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地球揭秘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地理探奇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外星生命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天文奇观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失踪之谜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奇案推理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奇物怪事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奇风异俗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宇宙环游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宝藏新探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心理怪象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怪兽行影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恐怖迷影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恐龙科考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战机时代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文化难题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海底探寻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海洋谜底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生物百谜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疑案真相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科学回眸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科技前沿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科技新潮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空中奇景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考古发现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自然奥秘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舰船巡航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艺术走廊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草木奇葩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超人特异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趣事轶传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野人踪迹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飞碟追踪 科普小组主编 7-900444-06-8 吉林电子出版社

战胜Dreamweaver必做练习50题 战祥森编著 7-900636-65-X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医学寄生虫学 主编 高兴政, 张进顺 7-980020-3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歌曲选.3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8026.459 人民音乐出版社

怎样布置您的房间 杜之韦编绘 8172.1892 上海书画社

让世界充满爱:流行抒情歌曲100首 洪音编 8355.933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临床疾病症候群 杨贵琦,俞世勋编 88006069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汉语成语分类辞典 叶子雄主编 9253.028 复旦大学出版社

黎明音乐辞典.上 洪万隆编 957-16-0353-8 黎明文化事业

黎明音乐辞典.下 洪万隆编 957-16-0354-6 黎明文化事业

医学保健百科全书.3,脑与神经 本局编辑部 957-42-0096-5 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保健百科全书.2,眼、耳与呼吸系统 本局编辑部 957-42-0097-3 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保健百科全书.4,骨关节与肌肉 本局编辑部 957-42-0098-1 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保健百科全书.5,消化与泌尿 本局编辑部 957-42-0100-7 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保健百科全书.6,心脏与循环系统 本局编辑部 957-42-0101-5 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保健百科全书.7,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本局编辑部 957-42-0102-3 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保健百科全书.8,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本局编辑部 957-42-0103-1 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保健百科全书.9,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本局编辑部 957-42-0104-X 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保健百科全书.11,皮肤与传染病 本局编辑部 957-42-0106-6 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保健百科全书.12,儿童篇 本局编辑部 957-42-0107-4 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正误用法辞典 刘毅编译 957-519-056-4 学习出版公司

灵与欲 玛赛儿·柏恩斯坦著 957-529-373-8 世茂出版社

郭德曼的文学社会学 玛丽·伊凡丝著 957-551-130-1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赵高与浮士德:台湾政治探针 金恒炜著 957-551-580-3 桂冠图书公司

十个离婚女人 陈铭 著 957-620-159-4 号角出版社



王伟忠 VS 台北朋友 王伟忠主持 957-797-132-6 开今文化事来有限公司

小恶魔的人间实习 席绢著 957-810-093-0 万盛出版社

台湾棒球曾纪恩 赖树明著 957-8587-00-7 知道出版公司

连战前传:台湾最有金权的男人 许汉等编著 957-8730-11-X 开今文化出版社

吴伯雄前传 申子佳,郑美伦编著 957-8730-50-0 开今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
司芙蓉未央:杨贵妃 丁 禾,宋怀碧著 957-8730-76-4 开今文化

我国台湾地区图书馆采访自动化现况与需求
研究

郑玉玲著 957-9005-06-0 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我国大学图书馆馆员继续教育之研究 黄丽虹著 957-9005-11-7 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大学图书馆内部空间配置之研究 谢宝暖著 957-9005-12-5 汉美图书公司

台湾地区中文善本图书虫害防治之研究 洪王徽恢著 957-9005-29-X 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d1991.10我国大学图书馆女性馆员工作类型之研究 张素娟著 957-9005-31-1 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我国国立大学图书馆馆员对组织沟通满意度
之调查研究

俞依秀著 957-9005-32-X 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分散管理机能探讨 黄纯敏著 957-9005-33-8 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国立台湾大学工学院联合图书室期刊使用研
究

王梅玲著 957-9005-34-6 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我国图书馆学系所必修课程之探讨 黄慕萱著 957-9005-35-4 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儿童福利 周震欧主编 957-9464-81-2 巨流图书公司

英华·华英会计名词辞典 纪泽华编订 962-14-0498-3 万里机构·万里书店

书传深情: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汉荣书局董事
长石景宜先生向海峡两岸赠书及各项文化活

动通讯报道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编 962-18-0021-8 香港汉荣书局

中国台湾大专院校简介 杨位平等编 962-18-007-2 香港汉荣书局有限公司

台湾风云名人录.第一集 李达编著 962-226-106-X 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湾风云名人录.第二集 李达编著 962-226-110-8 广角镜出版社

作家炼字集锦 孙中颖主编 962-289-364-7 导师出版社

谁有权谈论宇宙: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场革命 (美) 吴裕祥著 962-374-114-6 香港文汇出版社

对偶趣谈 郑颐寿,郑韶风编著 962-389-287-X 导师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逻辑趣谈 编著萧天赏，蓝玲燕 962-389-288-8 导师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趣谈 马重奇编著 962-397-135-4 导师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述要.上册 马重奇编著 962-397-249-0 导师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述要.下册 马重奇编著 962-397-250-4 导师出版社

人生是奉献:回顾高雄四川同乡会携手同心走
过的脚印

962-450-241-2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伊德尔夫文艺创作研究.上,文学评论卷 栗原小荻等主编 962-450-270-6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在陈嘉庚故乡五十年 刘惠生著 962-450-420-2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内蒙古教育五十年 郭厚诚，秦政奇主编 962-531-089-4 香港经济导报社

雪河男子汉 贺志宏著 962-7357-33-2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医药商品临床应用学 李春波等主编 962-85453-9-6 世界医药出版社

共和国教育与科技五十年 中国教育大精典世纪工程系列丛书编辑委员
会编

962-85510-8-6 国际教育文化出版集团

最新感染性疾病诊断治疗及合理用药指导手
册.第一册

舒宏祺,汪伟主编 962-86182-7-X 中国教育出版社

最新感染性疾病诊断治疗及合理用药指导手
册.第三册

舒宏祺,汪伟主编 962-86182-7-X 中国教育出版社

最新感染性疾病诊断治疗及合理用药指导手
册.第二册

舒宏祺,汪伟主编 962-86182-7-X 中国教育出版社

最新感染性疾病诊断治疗及合理用药指导手
册.第四册

舒宏祺,汪伟主编 962-86182-7-X 中国教育出版社

中国学校博览.上卷 王奇主编 962-8723-65-5 香港教育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毛泽东著] 978-7-01-000921-6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

978-7-01-003018-0 人民出版社

应试指南,审计 中华会计网校编 978-7-01-004925-0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61-1863年.第三十四
卷,经济学手稿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
译局编译

978-7-01-005607-4 人民出版社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 978-7-01-006120-7 人民出版社

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方永刚 978-7-01-006162-7 人民出版社

生态批评 张艳梅, 蒋学杰, 吴景明著 978-7-01-006302-7 人民出版社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978-7-01-006518-2 人民出版社

高绩效机关之路:世界银行评价的中国金牌城
市 —— 青岛市的实践

主编侯永平 978-7-01-006673-8 人民出版社

决胜红海 周大江著 978-7-01-006747-6 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律选编:劳动法、劳动
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及

其相关立法文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定 978-7-01-006772-8 人民出版社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及国际规则汇编 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编 978-7-01-006860-2 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论:崛起的机制与课题 周牧之著 978-7-01-006931-9 人民出版社

尊严:戳穿某些西方媒体与达赖集团的十大谎
言

刘超, 张永恒著 978-7-01-007038-4 人民出版社

系统哲学 乌杰著 978-7-01-007071-1 人民出版社



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 门洪华著 978-7-01-007167-1 人民出版社

未来竞争力:中国企业的战略修炼 王象山著 978-7-01-007299-9 人民出版社

维护公众健康: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探索与创新 张敬礼著 978-7-01-007374-3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著作（1873
年－1882年）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
译局编译

978-7-01-007659-1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经济学手稿
(1861~1863年)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

978-7-01-007922-6 人民出版社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上 邓晓芒著 978-7-01-007925-7 人民出版社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下 邓晓芒著 978-7-01-007925-7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
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01-008286-8 人民出版社

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
经济发展

梁双陆著 9.78701E+12 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体育史考 黄聪著 9.78701E+12 人民出版社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读本 张荣臣主编 978-7-01-008733-7 人民出版社

危机管理案例 朱瑞博编 978-7-01-008754-2 人民出版社

最新事业单位招录考试综合辅导手册 本书专家编写组编 978-7-01-008816-7 人民出版社

生态环境与黄河文明 张纯成著 978-7-01-008866-2 人民出版社

职业健康与安全 主编李洪 978-7-01-008949-2 人民出版社

医疗损害责任例解与法律适用 主编尹志强 978-7-01-008988-1 人民出版社

中美畜产食品安全监管比较研究 王胜利, 周海鸥著 978-7-01-009053-5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 赵以武主编 978-7-01-009209-6 人民出版社

走向后现代的环境伦理 崔永和等著 978-7-01-009560-8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 978-7-01-009875-3 人民出版社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中国营养学会编著 978-7-01-009884-5 人民出版社

环境安全论 主编姬振海 978-7-01-010277-1 人民出版社

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手册:最新版 本书编写组编 978-7-01-010327-3 人民出版社

十四世达赖言行评析 益多著 978-7-01-010827-8 人民出版社

首都市民价值观调查模型建设研究 杨奎，邱吉等著 978-7-01-010849-0 人民出版社

元哲学 (俄)Т.И.奥伊泽尔曼著 978-7-01-011424-8 人民出版社

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 王诺著 978-7-01-011476-7 人民出版社

彭湃文集 [彭湃著] 978-7-01-011812-3 人民出版社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成思危 ... 等著 978-7-01-011814-7 人民出版社

天人合道:老子哲学研究 978-7-01-011873-4 人民出版社



多视角的赵文化研究 杨金廷，康香阁主编 978-7-01-011960-1 人民出版社

王实甫《西厢记》汇评 杨绪容整理 978-7-01-012081-2 人民出版社

中国通史简本 蔡美彪主编 978-7-01-012148-2 人民出版社

近代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范铁权著 978-7-01-012220-5 人民出版社

学术的张力:史与论之间的思想操练 何晓明著 978-7-01-012292-2 人民出版社

数字资源贸易权益分享理论与实证 宛玲，李晓娟著 978-7-01-012317-2 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典的现代重构:林语堂“对外讲中”写
作研究

赖勤芳著 978-7-01-012386-8 人民出版社

黄高峰上旌旗烈:胡明皖南十四载.上 叶小平，萧芸编著 978-7-01-012404-9 人民出版社

黄高峰上旌旗烈:胡明皖南十四载.下 叶小平，萧芸编著 978-7-01-012404-9 人民出版社

战争中的俘虏 徐焰著 978-7-01-012420-9 人民出版社

坚持群众路线的楷模：焦裕禄 兰考焦裕禄纪念馆主编 978-7-01-012424-7 人民出版社

契约第三人研究 宋忠胜著 978-7-01-012480-3 人民出版社

卢照邻研究 王明好著 978-7-01-012514-5 人民出版社

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五讲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组织编写 978-7-01-012545-9 人民出版社

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 刘登翰著 978-7-01-012607-4 人民出版社

闽台先民文化探源 卢美松，陈龙著 978-7-01-012628-9 人民出版社

中美犯罪成立体系比较研究 贾凌著 978-7-01-012657-9 人民出版社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3 高宣扬主编 978-7-01-012662-3 人民出版社

西游记整理校注本.上 (明)吴承恩原著 978-7-01-012669-2 人民出版社

西游记整理校注本.下 (明)吴承恩原著 978-7-01-012669-2 人民出版社

西游记整理校注本.中 (明)吴承恩原著 978-7-01-012669-2 人民出版社

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六辑 谭维克总编 978-7-01-012671-5 人民出版社

大江健三郎：天皇文化的反叛者 霍士富著 978-7-01-012693-7 人民出版社

晚清汉学研究 程尔奇著 978-7-01-012708-8 人民出版社

欧洲评论.2013,秋 高宣扬主编 978-7-01-012752-1 人民出版社

印度史 林承节著 978-7-01-012783-5 人民出版社

文化淮南 胡焕龙主编 978-7-01-012811-5 人民出版社

科学伦理的理论与实践 洪晓楠等著 978-7-01-012878-8 人民出版社

沉醉之路:变异的柏格森 尚杰著 978-7-01-012892-4 人民出版社

普罗提诺终末论思想研究 王强著 978-7-01-012902-0 人民出版社

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研究 刘毅青著 978-7-01-012950-1 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 978-7-01-012955-6 人民出版社



中华文祖仓颉 赵守祥编 978-7-01-012979-2 人民出版社

青春与感伤:创造社与主情文学文献史料辑 魏建编 978-7-01-012992-1 人民出版社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 978-7-01-013000-2 人民出版社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 978-7-01-013003-3 人民出版社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 恩格斯 978-7-01-013156-6 人民出版社

国共关系纪实 黄修荣, 黄黎著 978-7-01-013166-5 人民出版社

南宋“甬上四先生”研究 范立舟，於剑山著 978-7-01-013167-2 人民出版社

探询国学 刘中一著 978-7-01-013201-3 人民出版社

哲学家.2013 郝立新主编 978-7-01-013221-1 人民出版社

土家族审美文化研究 杨亭著 978-7-01-013353-9 人民出版社

评满铁调查部 解学诗著 978-7-01-013423-9 人民出版社

保障公众健康:食品药品监管实务 主编贾科 978-7-01-013516-8 人民出版社

舌尖上的陷阱 施化果著 978-7-01-013563-2 人民出版社

食品安全报道手册 蒋昕捷 ... [等] 编 978-7-01-013588-5 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诗审美范式的历史转型 吕周聚著 978-7-01-013728-5 人民出版社

“道中生活”:怒江傈僳人的日常生活与信仰
研究

卢成仁著 978-7-01-013835-0 人民出版社

回族史诗.上 海澈·郭著 978-7-01-013899-2 人民出版社

回族史诗.下 海澈·郭著 978-7-01-013899-2 人民出版社

张涤生传 魏娴著 978-7-01-013907-4 人民出版社

作为语言艺术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文学语
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演进

朱晓进[等]著 978-7-01-013915-9 人民出版社

文学言语的修辞审美建构 祝敏青著 978-7-01-013966-1 人民出版社

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绿色发展 朱远, 吴涛编 978-7-01-013992-0 人民出版社

身心之间:医学人道主义思想研究 李振良著 978-7-01-014031-5 人民出版社

冷战时代的我们 袁晞著 978-7-01-014068-1 人民出版社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 978-7-01-014076-6 人民出版社

时尚与身体美学 齐志家著 978-7-01-014226-5 人民出版社

意图叙事论:以明清小说为分析中心 许建平著 978-7-01-014251-7 人民出版社

食品安全监管研究:国际比较与国内路径选择 赵学刚著 978-7-01-014276-0 人民出版社

奴役与自由:当代生活世界对人的发展影响研
究

亢安毅著 978-7-01-014295-1 人民出版社

现代文化经纬 黎志敏著 978-7-01-014486-3 人民出版社

十八大以来廉政新规定:2015年最新版 人民出版社编 978-7-01-014498-6 人民出版社



社会分层影响社会福利状况的研究:基于海口
市实证调查的分析

李芬著 978-7-01-014525-9 人民出版社

张爱萍与新中国海军 胡士弘著 978-7-01-014543-3 人民出版社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4 方鹏骞主编 978-7-01-014549-5 人民出版社

献给旅行者365日 星云大师总监修 978-7-01-014586-0 人民出版社

一战帝国:1911-1923 (德)罗伯特·格沃特, (美)埃雷兹·曼尼拉
主编

978-7-01-014589-1 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为什么行 中国日报社理论部编 978-7-01-014700-0 人民出版社

崂山文化名人考略 窦秀艳，杜中新著 978-7-01-014704-8 人民出版社

崂山诗词精选评注 宫泉久,曹贤香评注 978-7-01-014710-9 人民出版社

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协作研究 胡佳著 978-7-01-014730-7 人民出版社

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的正义之维 郭琰著 978-7-01-014739-0 人民出版社

云中喜有锦书来:抢救家书文集 [张丁主编] 978-7-01-014774-1 人民出版社

秦汉史研究文集 安作璋著 978-7-01-014784-0 人民出版社

敦煌邈真赞释译 张志勇著 978-7-01-014791-8 人民出版社

医疗保障筹资模式的效率研究:基于道德风险
的视角

蒋涌著 978-7-01-014792-5 人民出版社

宋代法律文明研究 王晓龙，郭东旭等著 978-7-01-014804-5 人民出版社

南朝学术文化与《文选》 周唯一著 978-7-01-014871-7 人民出版社

先秦易筮研究 黄黎星著 978-7-01-014961-5 人民出版社

郁郁乎文哉:怀念郁文 《怀念郁文》编辑组编 978-7-01-014972-1 人民出版社

焦虑理论与诊断治疗策略 罗增让，张昕著 978-7-01-014978-3 人民出版社

生态价值·补偿机制·产业选择:对广东生态
发展区的数据分析

欧阳建国, 欧晓万, 欧阳洋著 978-7-01-015005-5 人民出版社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
选择

(美) 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廷·海因泽克著 978-7-01-015016-1 人民出版社

汉语母语测评史论 张伟著 978-7-01-015037-6 人民出版社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第一卷,中
国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的演变

胡德坤主编 978-7-01-015054-3 人民出版社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第七卷,战
时英国对华政策

胡德坤主编 978-7-01-015054-3 人民出版社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第三卷,中
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胡德坤主编 978-7-01-015054-3 人民出版社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第九卷,战
时德国对华政策

胡德坤主编 978-7-01-015054-3 人民出版社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第二卷,中
国抗日战争与美英东亚战略的演变

胡德坤主编 978-7-01-015054-3 人民出版社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第五卷,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

胡德坤主编 978-7-01-015054-3 人民出版社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第八卷,战
时苏联对华政策

胡德坤主编 978-7-01-015054-3 人民出版社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第六卷,战
时美国对华政策

胡德坤主编 978-7-01-015054-3 人民出版社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第四卷,太
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

胡德坤主编 978-7-01-015054-3 人民出版社

航空经济概论 耿明斋,张大卫等著 978-7-01-015065-9 人民出版社

中华传统经典精粹 郭庆祥著 978-7-01-015107-6 人民出版社

患者道德权利保护与和谐医患关系建构 王晓波著 978-7-01-015134-2 人民出版社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特征与减排战略研究:基于
产业结构视角

魏楚著 978-7-01-015143-4 人民出版社

绿色校园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 傅利平, 涂俊, 何兰萍著 978-7-01-015177-9 人民出版社

东北!东北! 童青林编著 978-7-01-015191-5 人民出版社

侵华与忏悔:日本老兵证言实录 计卫舸主编 978-7-01-015205-9 人民出版社

环保使命:建设美丽家园 过上美好生活 主编和段琪 978-7-01-015218-9 人民出版社

民主党派与依法治国 杨绪盟主编 978-7-01-015243-1 人民出版社

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史 孙若彦著 978-7-01-015333-9 人民出版社

异种移植:哲学反思与伦理问题 雷瑞鹏著 978-7-01-015335-3 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战争行为 (美)基尔曼,(美)费正清主编 978-7-01-015360-5 人民出版社

对外汉语教育的拓荒者:何景贤传 山民著 978-7-01-015423-7 人民出版社

禁毒干预评估系统回顾研究 刘建宏主编 978-7-01-015439-8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本书编写组编 978-7-01-015456-5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01-015458-9 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青年志愿者行动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主编 978-7-01-015464-0 人民出版社

伊朗现代化历程 冀开运著 978-7-01-015476-3 人民出版社

环境治理多中心合作模式研究:基于环境群体
性事件

李雪梅著 978-7-01-015483-1 人民出版社

党员必须牢记的100条党规党纪:《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

本书编委会[编著] 978-7-01-015500-5 人民出版社



鼠疫与伦敦城市公共卫生:1518-1667 邹翔著 978-7-01-015517-3 人民出版社

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王志民学术讲演录 王志民著 978-7-01-015539-5 人民出版社

朱光亚传 奚启新著 978-7-01-015556-2 人民出版社

图解《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本书编写组[编] 978-7-01-015559-3 人民出版社

屠呦呦传:中国首获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 《屠呦呦传》编写组[编] 978-7-01-015594-4 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戏剧跨文化改编研究 胡斌著 978-7-01-015601-9 人民出版社

环境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 柴艳萍, 王利迁, 王维国著 978-7-01-015603-3 人民出版社

怀恋崇高 贺茂之著 978-7-01-015611-8 人民出版社

减少碳排放的环境与贸易政策研究 邬彩霞著 978-7-01-015622-4 人民出版社

绿色责任探究 王玲玲著 978-7-01-015624-8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1861-1863年
经济学手稿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

978-7-01-015625-5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宏观调控 陈鹏著 978-7-01-015658-3 人民出版社

中国学术评论2015:《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
集萃

王广主编 978-7-01-015686-6 人民出版社

唐宋诗序跋研究 任文京著 978-7-01-015691-0 人民出版社

对华环境援助的减污效应与政策研究 佘群芝等著 978-7-01-015701-6 人民出版社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中国公立医院改
革与发展专题.2015

主编方鹏骞 978-7-01-015827-3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2016年版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编 978-7-01-015887-7 人民出版社

吟哦江山:岳如萱诗词选 岳如萱著 978-7-01-015895-2 人民出版社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手册 本书编写组 978-7-01-015904-1 人民出版社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辅导 本书编写组著 978-7-01-015907-2 人民出版社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问答 本书编写组著 978-7-01-015908-9 人民出版社

吉檀迦利 (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著 978-7-01-015918-8 人民出版社

生命存在与文学艺术 杨守森著 978-7-01-015926-3 人民出版社

为大中华 造新文学:胡适与现代文化暨白话
文学

朱德发著 978-7-01-015930-0 人民出版社

党章党规学习辅导 《党章党规学习辅导》编写组编著 978-7-01-015947-8 人民出版社

往者可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事业的历
史经验研究

李洪河著 978-7-01-016010-8 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发生期文学批评的多元变革与发
展

赵亚宏著 978-7-01-016049-8 人民出版社

大国院士 龙巧玲著 978-7-01-016267-6 人民出版社

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赵士发著 978-7-01-016406-9 人民出版社

仪陇客家生态文化研究 李仕华著 978-7-01-016419-9 人民出版社



非洲手记 (美)严歌苓著 978-7-01-016503-5 人民出版社

人的价值学 罗范懿著 978-7-01-016535-6 人民出版社

青岛老城记忆:手绘版 王丽馨著 978-7-01-016582-0 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的根与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 许俊主编 978-7-01-016583-7 人民出版社

一个法国老人的中国故事:法籍专家让·德·
米里拜尔

邓志辉, 王军哲主编 978-7-01-016614-8 人民出版社

平天下:中国古典政治智慧 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习小组”编著 978-7-01-016671-1 人民出版社

“十二五”时期东部地区援助的能力效应与
西部沿边省区自我发展能力研究

李娅著 978-7-01-016694-0 人民出版社

台湾诗钟社团及相关组织考略:1865-2014 黄乃江著 978-7-01-016787-9 人民出版社

价值与理想:《国语》“和合”思想研究 张永路著 978-7-01-016822-7 人民出版社

钱学森智库思想 薛惠锋，杨景，李琳斐著 978-7-01-016895-1 人民出版社

强国战略:从“一五”到“十三五” 杨金卫主编 978-7-01-017306-1 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一 游国恩 ... [等] 主编 978-7-02-003823-7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夜半撞车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 978-7-02-005066-6 人民文学出版社

莫友芝诗文集.上册 莫友芝著 978-7-02-006898-2 人民文学出版社

莫友芝诗文集.下册 莫友芝著 978-7-02-006898-2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戈尔诗选 (印)泰戈尔著 978-7-02-007078-7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静静的顿河.一 (苏)米·肖洛霍夫著 978-7-02-007143-2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静静的顿河.三 (苏)米·肖洛霍夫著 978-7-02-007143-2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静静的顿河.二 (苏)米·肖洛霍夫著 978-7-02-007143-2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静静的顿河.四 (苏)米·肖洛霍夫著 978-7-02-007143-2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香河 刘仁前著 978-7-02-007715-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沧浪之水 阎真著 978-7-02-008292-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与地坛 史铁生著 978-7-02-008344-2 人民文学出版社

特立独行的企鹅: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 (英) 杰里米·刘易斯著 978-7-02-008361-9 人民文学出版社

嘎达梅林 朱苏进著 978-7-02-008443-2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香 王安忆著 978-7-02-008459-3 人民文学出版社

观音 安意如著 978-7-02-008530-9 人民文学出版社

洗澡 杨绛著 978-7-02-009050-1 人民文学出版社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 周国平著 978-7-02-009129-4 人民文学出版社

魔鬼的颤音 (美)杰拉德·伊莱亚斯著 978-7-02-009177-5 人民文学出版社

倦倚碧罗裙:明清女性词选 赵雪沛选注 978-7-02-009247-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恋母情结:弗兰克·奥康纳短篇小说选 (爱尔兰)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
著

978-7-02-009340-3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心的丝路 林清玄著 978-7-02-009580-3 人民文学出版社

带灯 贾平凹著 978-7-02-009592-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你还没有爱过 978-7-02-009597-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步下红毯之后 978-7-02-009600-8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 李兰妮著 978-7-02-009624-4 人民文学出版社

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 傅宁军著 978-7-02-009643-5 人民文学出版社

爱·旅行 詹仁雄著 978-7-02-009659-6 人民文学出版社

蒙面之城 宁肯著 978-7-02-009661-9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四十九日·祭.上册 严歌苓著 978-7-02-009715-9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四十九日·祭.下册 严歌苓著 978-7-02-009715-9 人民文学出版社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周克芹著 978-7-02-009723-4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鹅贼
(美)伊丽莎白·科斯托娃(Elizabeth 

Kostova)著
978-7-02-009776-0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978-7-02-009836-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海浪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 978-7-02-009842-2 人民文学出版社

普通读者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 978-7-02-009844-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乌泥湖年谱 方方著 978-7-02-009849-1 人民文学出版社

蒋子龙文集.第5卷,农民帝国 蒋子龙著 978-7-02-009857-6 人民文学出版社

蒋子龙文集.第9卷,灵山的灵感 蒋子龙著 978-7-02-009858-3 人民文学出版社

蒋子龙文集.第11卷,恨郎不狼 蒋子龙著 978-7-02-009860-6 人民文学出版社

蒋子龙文集.第12卷,人物传奇 蒋子龙著 978-7-02-009861-3 人民文学出版社

蒋子龙文集.第13卷,评与论 蒋子龙著 978-7-02-009862-0 人民文学出版社

蒋子龙文集.第6卷,赤橙黄绿青蓝紫 蒋子龙著 978-7-02-009871-2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绿衣亨利.上 (瑞士)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著

978-7-02-010032-3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绿衣亨利.下 (瑞士)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著

978-7-02-010032-3 人民文学出版社

浪漫主义者和病退 李晓[著] 978-7-02-010090-3 人民文学出版社

黄金洞·寻找土地·中士还乡 978-7-02-010097-2 人民文学出版社

猫与鼠 也缠绵 陈忠实著 978-7-02-010102-3 人民文学出版社

推拿 毕飞宇[著] 978-7-02-010135-1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平原 毕飞宇[著] 978-7-02-010136-8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数字城堡 (美)丹·布朗(Dan Brown)著 978-7-02-010154-2 人民文学出版社

骗局 (美)丹·布朗(Dan Brown)著 978-7-02-010158-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严歌苓著 978-7-02-010185-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在云上爱你 张小娴著 978-7-02-010199-3 人民文学出版社

沉浮庄则栋 鲁光著 978-7-02-010206-8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岁月，生活.上 (苏联)伊利亚·爱伦堡著 978-7-02-010215-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岁月，生活.下 (苏联)伊利亚·爱伦堡著 978-7-02-010215-0 人民文学出版社

茫茫黑夜漫游 (法)路易·费迪南·塞利纳著 978-7-02-010220-4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南海第一井 付饶著 978-7-02-010241-9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们的故事之乱世佳人:1949-1959年香港故
事

梁凤仪著 978-7-02-010249-5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远东来信 张新科著 978-7-02-010260-0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地之灯 七堇年[著] 978-7-02-010301-0 人民文学出版社

澜本嫁衣 七堇年[著] 978-7-02-010302-7 人民文学出版社

被偷去记忆的博物馆 (德)拉尔夫·伊绍著 978-7-02-010336-2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 季羡林著 978-7-02-010360-7 人民文学出版社

怀念乔木 季羡林著 978-7-02-010366-9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戈尔诗选 (印)泰戈尔著 978-7-02-010416-1 人民文学出版社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美)爱伦·坡著 978-7-02-010424-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满大人 (葡)埃萨·德·盖罗斯(Eca de Queiros)著 978-7-02-010471-0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和你，有着最深的情谊 江湖夜雨著 978-7-02-010493-2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平台 肖仁福著 978-7-02-010495-6 人民文学出版社

工农兵大学生 王金昌著 978-7-02-010511-3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心武谈《红楼梦》 刘心武著 978-7-02-010519-9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与父辈 [阎连科著] 978-7-02-010535-9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露沙的路 韦君宜著 978-7-02-010546-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堺雅人憧憬的日子 (日)堺雅人著 978-7-02-010566-3 人民文学出版社

康熙大传 白新良主编 978-7-02-010588-5 人民文学出版社

莎士比亚悲剧五种 (英) 莎士比亚著 978-7-02-010589-2 人民文学出版社

莎士比亚喜剧五种 (英) 莎士比亚著 978-7-02-010590-8 人民文学出版社

沧海之后 简繁著 978-7-02-010593-9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多少往事烟雨中:和梁思成并肩守护北京城的
父亲

[陈愉庆著] 978-7-02-010606-6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微光城市 (美)琴娜·杜普洛著 978-7-02-010610-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月里的幸福饼 张小娴著 978-7-02-010626-4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回家 (加拿大)丹尼斯·博克(Dennis Bock)著 978-7-02-010646-2 人民文学出版社

浴血罗霄 萧克著 978-7-02-010654-7 人民文学出版社



推拿 毕飞宇著 978-7-02-010662-2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行者 刘醒龙著 978-7-02-010667-7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恨歌 王安忆著 978-7-02-010668-4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二个太阳 刘白羽著 978-7-02-010671-4 人民文学出版社

钟鼓楼 刘心武著 978-7-02-010672-1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雄时代 柳建伟著 978-7-02-010674-5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少年天子 凌力著 978-7-02-010683-7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群山之巅 迟子建[著] 978-7-02-010693-6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芙蓉镇 古华著 978-7-02-010697-4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写满字的空间 毕飞宇著 978-7-02-010737-7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环城大道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
著

978-7-02-010744-5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国之魂 邓贤著 978-7-02-010774-2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地方法院 (德)乌尔苏拉·克莱谢尔(Ursula Krechel)
著

978-7-02-010778-0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都不叫事儿 王小柔著 978-7-02-010786-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曲终人在 周大新著 978-7-02-010794-0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赵丽宏散文 [赵丽宏著] 978-7-02-010817-6 人民文学出版社

蚕 (英) 罗伯特·加尔布雷思著 978-7-02-010827-5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青年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978-7-02-010831-2 人民文学出版社

溥仪的妻子:李淑贤传 王庆祥著 978-7-02-010835-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伪满洲国“福贵人”李玉琴传 王庆祥著 978-7-02-010836-7 人民文学出版社

伪满洲国“明贤贵妃”谭玉龄传 王庆祥著 978-7-02-010837-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末代皇妃额尔德特·文绣传 王庆祥著 978-7-02-010838-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传 王庆祥著 978-7-02-010839-8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狄兰·托马斯诗选 (英) 狄兰·托马斯著 978-7-02-01084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焦点不太准 (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著 978-7-02-010870-1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千江有水千江月 萧丽红著 978-7-02-010891-6 人民文学出版社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张立宪著 978-7-02-010900-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星河,春季卷 骆寒超，黄纪云主编 978-7-02-010908-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方方散文 方方[著] 978-7-02-010943-2 人民文学出版社

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 郑家建著 978-7-02-010947-0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此地是他乡 孙甘露 978-7-02-010950-0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好人难寻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 978-7-02-010951-7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州缥缈录.II,苍云古齿 江南著 978-7-02-010953-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州缥缈录.III,天下名将 江南著 978-7-02-010954-8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州缥缈录.IV,辰月之征 江南著 978-7-02-010955-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州缥缈录.V,一生之盟 江南著 978-7-02-010956-2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州缥缈录.VI,豹魂 江南著 978-7-02-010957-9 人民文学出版社

历史的天空 徐贵祥著 978-7-02-010973-9 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上天下 徐贵祥著 978-7-02-010974-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暗夜 残雪 978-7-02-010977-7 人民文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1937年7月～1938年8月.第一卷 王树增著 978-7-02-011003-2 人民文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1938年8月-1942年6月.第二卷 王树增著 978-7-02-011005-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1942年6月-1945年9月.第三卷 王树增著 978-7-02-011006-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978-7-02-011009-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东国十八日记 王瑞智著 978-7-02-011011-7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苹果树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978-7-02-011036-0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共和国青春年代 孙桂琴撰文 978-7-02-011038-4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美) 索尔·贝娄著 978-7-02-01107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奥吉·马奇历险记 (美)索尔·贝娄(Saul Bellow)著 978-7-02-011073-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洪堡的礼物 (美) 索尔·贝娄著 978-7-02-011074-2 人民文学出版社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美) 索尔·贝娄著 978-7-02-011075-9 人民文学出版社

抓住时机 (美) 索尔·贝娄著 978-7-02-011076-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拉维尔斯坦 (美) 索尔·贝娄著 978-7-02-011077-3 人民文学出版社

致无尽岁月 池莉 978-7-02-011078-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俗世奇人:足本 冯骥才著绘 978-7-02-011093-3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亲爱的小玫瑰 (巴西) 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著 978-7-02-011120-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二雄路线之好旅馆 詹仁雄著 978-7-02-011129-9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星座号 (法) 阿德里安·博斯克著 978-7-02-011132-9 人民文学出版社

通俗小说“有诗为证”的生成及流变 梁冬丽, 曹凤群著 978-7-02-011152-7 人民文学出版社

闪灵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02-011166-4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头号书迷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02-011169-5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尸骨袋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02-011170-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暗夜无星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02-011171-8 人民文学出版社

穹顶之下.上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02-011172-5 人民文学出版社

穹顶之下.下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02-011172-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手机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02-011173-2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诗歌.2015.10 (第70卷),尘世记 阎志主编 978-7-02-011174-9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金翅雀 (美) 唐娜·塔特著 978-7-02-011176-3 人民文学出版社

蘑菇圈 阿来[著] 978-7-02-011177-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只虫草 阿来[著] 978-7-02-011178-7 人民文学出版社

富人和穷人 (法) 让-路易·傅尼叶著 978-7-02-011187-9 人民文学出版社

Nights. was im leben wichtig ist (丹) 杨内·特勒著 978-7-02-011188-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星河.2015年,秋季卷 骆寒超, 黄纪云主编 978-7-02-011190-9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首相A (日) 田中慎弥著 978-7-02-011191-6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丽的年轻女子 (荷) 汤米·维尔林哈著 978-7-02-011192-3 人民文学出版社

残缺骑士 (英) T.H. 怀特著 978-7-02-011194-7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还有，宝莱特 (法) 芭芭拉·康斯坦丁著 978-7-02-011198-5 人民文学出版社

石中剑 (英) T.H. 怀特著 978-7-02-011216-6 人民文学出版社

风中烛 (英) T.H. 怀特著 978-7-02-011217-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流小说家 (美) 大卫·戈登著 978-7-02-011232-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悉达多 (德) 赫尔曼·黑塞著 978-7-02-011233-3 人民文学出版社

褐色鸟群 格非 978-7-02-011260-9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匿名 王安忆著 978-7-02-011261-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慈悲 路内著 978-7-02-011269-2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明代文学思潮史 廖可斌著 978-7-02-011277-7 人民文学出版社

所有爱的开始 (德) 尤迪特·海尔曼著 978-7-02-011281-4 人民文学出版社

柳青传 刘可风著 978-7-02-011282-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上,八年 黄永生著 978-7-02-011287-6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走进帕米尔高原:穿越柴达木盆地 刘先平著 978-7-02-011327-9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台北女孩看大陆 郭雪筠著 978-7-02-011388-0 人民文学出版社

理性的黄昏:朱铁志杂文选 朱铁志著 978-7-02-011392-7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 何启治著 978-7-02-011393-4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孔子 向以鲜著 978-7-02-011399-6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冬日笔记 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著] 978-7-02-011402-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怪客泛舟记 (英) J. K. 杰罗姆著 978-7-02-011404-7 人民文学出版社

闲人痴想录 (英)J.K. 杰罗姆著 978-7-02-011406-1 人民文学出版社

爆炸现场 何建明著 978-7-02-011412-2 人民文学出版社

去雅典的鞋子 叶兆言著 978-7-02-011439-9 人民文学出版社

火线剧社女兵日记 刘燕瑾著 978-7-02-011459-7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家谱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
著

978-7-02-011462-7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王的全息图 (美)戴夫·艾格斯著 978-7-02-011464-1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竺葵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 978-7-02-011480-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 978-7-02-011482-5 人民文学出版社

紫雾 周大新著 978-7-02-011497-9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向上的台阶 周大新著 978-7-02-011498-6 人民文学出版社

瓦解 周大新著 978-7-02-011499-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乐园 (美) 斯蒂芬·金著 978-7-02-011510-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杀人回忆 (美)康奈尔·伍尔里奇(Cornell Woolrich)
著

978-7-02-011518-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半场 刘建宏著 978-7-02-011519-8 人民文学出版社

校园秘史 (美) 唐娜·塔特著 978-7-02-011524-2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样你就不会迷路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
著

978-7-02-011527-3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山中的糖果 邓安庆著 978-7-02-011531-0 人民文学出版社

沙皇的信使 (法) 儒勒·凡尔纳著 978-7-02-011534-1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中国文坛纪事 白烨主编 978-7-02-011552-5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房子里的小夫人 (美)杰克·伦敦著 978-7-02-011593-8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安魂 周大新著 978-7-02-011595-2 人民文学出版社

曲终人在 周大新著 978-7-02-011596-9 人民文学出版社

软理 方方著 978-7-02-011614-0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同声四调 曹乃谦著 978-7-02-011631-7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征.上 王树增著 978-7-02-011637-9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征.下 王树增著 978-7-02-011637-9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眠医生 (美) 斯蒂芬·金著 978-7-02-011648-5 人民文学出版社

郭麐诗集.上 (清)郭麐著 978-7-02-011664-5 人民文学出版社

郭麐诗集.下 (清)郭麐著 978-7-02-011664-5 人民文学出版社

郭麐诗集.中 (清)郭麐著 978-7-02-011664-5 人民文学出版社

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铁流，纪红建著 978-7-02-011667-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探险生涯.Ⅱ (瑞典)斯文·赫定著 978-7-02-011676-8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探险生涯.Ⅰ (瑞典)斯文·赫定著 978-7-02-011677-5 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时只道是寻常 安意如著 978-7-02-01169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思无邪 安意如著 978-7-02-011700-0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章辨体序题疏证 (明)吴讷著 978-7-02-011704-8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亚特兰蒂斯之心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02-011727-7 人民文学出版社



选择有灵魂的工作 (英) 罗曼·克兹纳里奇著 978-7-02-011739-0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想跟自己谈谈金钱哲学 (英) 约翰·阿姆斯特朗著 978-7-02-011740-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们一起坐看云端 (英) 汤姆·查特菲尔德著 978-7-02-011741-3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爱情与欲望之间 (英) 阿兰·德波顿著 978-7-02-011742-0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因为有你，世界在变 (英) 约翰-保罗·弗林托夫著 978-7-02-011752-9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绿里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02-011769-7 人民文学出版社

简单的菜谱 (加拿大) 邓敏灵(Madeleine Thien)著 978-7-02-011771-0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启程的理由 (日)旦敬介著 978-7-02-011783-3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朝霞 吴亮著 978-7-02-011806-9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星河.2016年,夏季卷 骆寒超，黄纪云主编 978-7-02-011809-0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苏轼和陶诗编年校注 杨松冀校注 978-7-02-011811-3 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间空地 (美)弗罗斯特著 978-7-02-011829-8 人民文学出版社

没有男人的夏天 (美) 希莉·哈斯特维特(Siri Hustvedt)著 978-7-02-011836-6 人民文学出版社

骸骨之城 (美)卡桑德拉·克莱尔(Cassandra Clare)著 978-7-02-011907-3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地狱 (美)丹·布朗(Dan Brown)著 978-7-02-011924-0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玻璃之城 (美)卡桑德拉·克莱尔(Cassandra Clare)著 978-7-02-011957-8 人民文学出版社

灰烬之城 (美)卡桑德拉·克莱尔(Cassandra Clare)著 978-7-02-011958-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打油小说集 (加拿大)斯蒂芬·里柯克 978-7-02-011974-5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微生物遗传学 盛祖嘉编著 978-7-03-015597-9 科学出版社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邓宏兵，张毅主编 978-7-03-015695-2 科学出版社

分子诊断学:导读版
(荷)George P.Patrinos,Wilhelm 

Ansorge[编著]
978-7-03-018216-6 科学出版社

分子内分泌学 Franklyn F.Bolander 978-7-03-018221-0 科学出版社

组织工程:基础与应用 (日)筏义人[著] 978-7-03-018222-7 科学出版社

天然药物有效成分药理与应用 季宇彬主编 978-7-03-018350-7 科学出版社

男性生殖生理学图集
(美)E. S. E. 哈菲兹，(美)B. 哈菲兹，

(美)S. D. 哈菲兹著
978-7-03-019066-6 科学出版社

抗癌新药:发现与临床试验策略 Alex A. Adjei, John K. Buolamwini[编
著]

978-7-03-019117-5 科学出版社

风湿性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张缪佳主编 978-7-03-019240-0 科学出版社

新编人兽共患病学 金宁一，胡仲明，冯书章主编 978-7-03-019267-7 科学出版社

鄂温克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 白丽民主编 9.78703E+12 科学出版社

消化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施瑞华主编 978-7-03-019365-0 科学出版社

急危重症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张劲松主编 978-7-03-019391-9 科学出版社



血液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李建勇主编 978-7-03-019456-5 科学出版社

药物发现 978-7-03-019498-5 科学出版社

药理学 978-7-03-019499-2 科学出版社

肾脏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邢昌赢主编 978-7-03-019515-9 科学出版社

阴阳五行数学及其在中医学上的应用 孟凯韬著 978-7-03-019522-7 科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万琪主编 978-7-03-019544-9 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黄峻主编 978-7-03-019565-4 科学出版社

狂犬病理论、技术与防治 扈荣良主编 978-7-03-019740-5 科学出版社

毒理学百科:导读版,精选卷 Philip Wexler[主编] 978-7-03-019933-1 科学出版社

毒理学百科:导读版,拓展卷 Philip Wexler[主编] 978-7-03-019934-8 科学出版社

毒理学百科:导读版,社科管理卷 Philip Wexler[主编] 978-7-03-019935-5 科学出版社

呼吸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殷凯生主编 978-7-03-020035-8 科学出版社

血小板功能:评估、诊断和治疗
(爱尔兰)Martin Quinn，(爱尔兰)Desmond 

Fitzgerald著
978-7-03-020160-7 科学出版社

实用高血压学 余振球[等]主编 978-7-03-020165-2 科学出版社

医疗文书书写 赖雁主编 978-7-03-020237-6 科学出版社

新药研究与策略:[英文本].中 Walter H. Moos[主编] 978-7-03-020247-5 科学出版社

药物治疗领域:导读版.Ⅲ,癌症与感染性疾病 Jacob J Plattner，Manoj C Desai[著] 978-7-03-020250-5 科学出版社

灾害救援医学 郑静晨，侯世科，樊毫军主编 978-7-03-020276-5 科学出版社

Meyler药物副作用:国际药物不良反应和相互
作用百科全书.第一卷

J. K. Aronson[等]主编 978-7-03-020348-9 科学出版社

Meyler药物副作用:国际药物不良反应和相互
作用百科全书.第三卷

J. K. Aronson[等]主编 978-7-03-020348-9 科学出版社

Meyler药物副作用:国际药物不良反应和相互
作用百科全书.第二卷

J. K. Aronson[等]主编 978-7-03-020348-9 科学出版社

Meyler药物副作用:国际药物不良反应和相互
作用百科全书.第五卷

J. K. Aronson[等]主编 978-7-03-020348-9 科学出版社

Meyler药物副作用:国际药物不良反应和相互
作用百科全书.第六卷

J. K. Aronson[等]主编 978-7-03-020348-9 科学出版社

Meyler药物副作用:国际药物不良反应和相互
作用百科全书.第四卷

J. K. Aronson[等]主编 978-7-03-020348-9 科学出版社

新药研究与策略:[英文本].上 Walter H. Moos[主编] 978-7-03-020353-3 科学出版社

新药研究与策略:[英文本].下 Walter H. Moos[主编] 978-7-03-020354-0 科学出版社

药物治疗领域:[英文本].Ⅰ,中枢神经系统和
疼痛

Micheal Williams[主编] 978-7-03-020359-5 科学出版社



药物治疗领域:导读版.Ⅱ,代谢综合征、泌尿
生殖系统、胃肠道和心血管系统

Michael Williams[著] 978-7-03-020360-1 科学出版社

药物治疗领域:[英文本].Ⅳ,感染性疾病、炎
症与免疫性疾病、皮肤病

Jacob J. Plattner, Manoj C. Desai[主
编]

978-7-03-020361-8 科学出版社

儿科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陈吉庆，周国平主编 978-7-03-020441-7 科学出版社

药物研究中的蛋白质组学 (美)M. 哈马驰(Michael Hamacher)等编著 978-7-03-020562-9 科学出版社

肺脏介入医学
John F. Beamis，Praveen N. Mathur，

Atul C. Mehta著
978-7-03-020610-7 科学出版社

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张炜主编 978-7-03-020611-4 科学出版社

儿科视诊:中文翻译版 (美)Esther K. Chung主编 978-7-03-020865-1 科学出版社

比较内分泌学与衰老内分泌学 Luciano Martini[主编] 978-7-03-020928-3 科学出版社

男性生殖 Luciano Martini[主编] 978-7-03-020931-3 科学出版社

胃肠激素 Luciano Martini[主编] 978-7-03-020932-0 科学出版社

肽类激素生物合成 Luciano Martini[主编] 978-7-03-020935-1 科学出版社

青春期疾病 Luciano Martini[主编] 978-7-03-020937-5 科学出版社

神经外科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傅震主编 978-7-03-020952-8 科学出版社

传染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黄祖瑚，李军，周东辉主编 978-7-03-020981-8 科学出版社

产科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孙丽洲主编 978-7-03-020996-2 科学出版社

骨科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范卫民主编 978-7-03-021013-5 科学出版社

下消化道疾病、胃肠动力与神经胃肠病学 editor-in-chief, Leonard R. Johnson 978-7-03-021034-0 科学出版社

上胃肠疾病 Leonard R. Johnson[主编] 978-7-03-021035-7 科学出版社

下消化道疾病、胃肠动力与神经胃肠病学:选
译版

Leonard R. Johnson[主编] 978-7-03-021036-4 科学出版社

肝胆与胰腺疾病.6 [美]约翰逊(Johnson，L.R.)主编 978-7-03-021037-1 科学出版社

儿科与寄生虫病:选译版 Leonard R. Johnson[主编] 978-7-03-021040-1 科学出版社

食品免疫论:关于胃肠黏膜免疫和细胞因子网
络的科学

庞广昌著 978-7-03-021049-4 科学出版社

介入放射诊疗策略 施海彬主编 978-7-03-021060-9 科学出版社

皮肤性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范卫新，毕志刚主编 978-7-03-021070-8 科学出版社

肿瘤科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束永前主编 978-7-03-021078-4 科学出版社

胸心外科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陈亦江主编 978-7-03-021082-1 科学出版社

普外科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苗毅主编 978-7-03-021105-7 科学出版社

眼科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袁志兰主编 978-7-03-021139-2 科学出版社

健康评估 张立力主编 978-7-03-021176-7 科学出版社

徐恩多外科解剖学 凌光烈，刘元健，田振国主编 978-7-03-021197-2 科学出版社



系统学与中医药创新发展 戴汝为著 978-7-03-021211-5 科学出版社

心肺运动试验的原理及其解读:病理生理及临
床应用

Karlman Wasserman[等]编著 978-7-03-021237-5 科学出版社

实用急诊科护理及技术 郑一宁，吴欣娟主编 978-7-03-021240-5 科学出版社

实用ICU护理及技术 吴欣娟主编 978-7-03-021284-9 科学出版社

妇幼卫生词典 刘筱娴，顾美皎主编 978-7-03-021301-3 科学出版社

口腔疾病诊断流程与治疗策略 王林主编 978-7-03-021310-5 科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彩色图谱:[中英文本] 刘执玉，田铧主编 978-7-03-021311-2 科学出版社

急症介入诊疗学 杨仁杰，李文华，Sclafani SJA主编 978-7-03-021312-9 科学出版社

骨髓细胞学和病理学 卢兴国主编 978-7-03-021315-0 科学出版社

实用肾脏科护理及技术 王兰，郑一宁主编 978-7-03-021318-1 科学出版社

实用内分泌科护理及技术 吴欣娟，董亚秀主编 978-7-03-021319-8 科学出版社

神经肌肉疾病病理学 陈碧芬, 陈晓春, 张文敏编著 978-7-03-021334-1 科学出版社

实用妇科护理及技术 吴欣娟，赵玉芳主编 978-7-03-021344-0 科学出版社

"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 9.78703E+12 科学出版社

中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方略 朱党生等编著 978-7-03-021381-5 科学出版社

血管腔内治疗并发症:中文翻译版
奥尤尔(Kenneth Ouriel),Barry 

T.Katzen,Kenneth Rosenfield等主编
978-7-03-021395-2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医学光子学新技术及应用 张镇西主编 978-7-03-021430-0 科学出版社

实用消化科护理及技术 郑一宁，张洪君主编 978-7-03-021456-0 科学出版社

实用产科护理及技术 王立新，姜梅主编 978-7-03-021457-7 科学出版社

实用儿科护理及技术 史学，陈建军主编 978-7-03-021458-4 科学出版社

实用眼科护理及技术 韩杰，张洪君主编 978-7-03-021460-7 科学出版社

实用传染科护理及技术 陈征，李春梅主编 978-7-03-021466-9 科学出版社

实用风湿科护理及技术 吴欣娟，张春燕主编 978-7-03-021467-6 科学出版社

临床营养速查手册 利森( Lysen,Lucinda K.)主编 978-7-03-021470-6 科学出版社

HIV-1: 分子生物学和发病学:病毒机制 (美)蒋观德(Jeang，K-T)等编著 978-7-03-021476-8 科学出版社

实用肿瘤科护理及技术 马双莲，薛岚主编 978-7-03-021478-2 科学出版社

实用皮肤性病科护理及技术 吴欣娟主编 978-7-03-021504-8 科学出版社

皮肤性病诊断与治疗 吴志华，史建强，陈秋霞主编 978-7-03-021590-1 科学出版社

实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护理及技术 马燕兰, 韩 杰主编 978-7-03-021612-0 科学出版社

实用细针穿刺病理学 林凡，晋雯主编 978-7-03-021613-7 科学出版社



实用普通外科护理及技术 王建荣，孙燕，丁炎明主编 978-7-03-021663-2 科学出版社

神经耳科及侧颅底外科学 韩东一主编 978-7-03-021710-3 科学出版社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优化生态-生产范式集成 张新时 著 9.78703E+12 科学出版社

病毒性疾病诊断与治疗 张卓然，倪语星，尚红主编 978-7-03-021741-7 科学出版社

干旱区生态环境调控理论与管理研究 塔西甫拉提•特依拜著 9.78703E+12 科学出版社

眼科手册 秦莉主编 978-7-03-021772-1 科学出版社

尿道下裂学 李森恺主编 978-7-03-021835-3 科学出版社

辽南地区药用植物图鉴 高松主编 978-7-03-021887-2 科学出版社

索尔皮肤病手册:中文翻译版 John C. Hall主编 978-7-03-021895-7 科学出版社

中药材生物多样性及核酸分析技术 赵树进主编 978-7-03-022016-5 科学出版社

草原牧区管理——核心概念注释
国际草原大会.2008年世界草地与草原大会翻

译小组译
9.78703E+12 科学出版社

儿童局部麻醉,中文翻译版 （法）戴恩斯(Dalens J.Dalens)主编 978-7-03-022130-8 科学出版社

人体生物化学与疾病:基础知识、生物大分子
、糖和脂类物质.①

（美）利特瓦克(Litwack,G)主编 978-7-03-022164-3 科学出版社

人体生物化学与疾病:转录、激素、代谢.② （美）利特瓦克( Litwack,G)主编 978-7-03-022165-0 科学出版社

人体生物化学与疾病:导读版.3,生长因子与
细胞因子、膜转运、膳食与营养

（美）利特瓦克(Gerald Litwack)主编 978-7-03-022166-7 科学出版社

人体生物化学与疾病:导读版.4,血液与淋巴
系统、免疫生化、神经生化、微生物生化

（美）利特瓦克(Gerald Litwack)主编 978-7-03-022167-4 科学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原理 (美)亚瑟·J. 阿特金森[等]著 978-7-03-022211-4 科学出版社

HIV-1:分子生物学和发病学临床应用 (美)蒋观德(Kuan-Teh Jeang)编著 978-7-03-022220-6 科学出版社

结构生物学与现代药学研究 杨铭主编 978-7-03-022253-4 科学出版社

临床神经科学研究基本技术 陈春富，殷红兵主编 978-7-03-022284-8 科学出版社

癌症药物设计与发现 （英）内德尔(Neidle，Stephen)编著 978-7-03-022414-9 科学出版社

人体生物摩擦学 王成焘等著 978-7-03-022456-9 科学出版社

精编人类遗传学实验指南
(美)N. C. 德拉科波利(Nicholas C. 

Dracopoli)[等]编著
978-7-03-022540-5 科学出版社

包虫病图谱:中英文双语版 温浩，丁兆勋主编 978-7-03-022569-6 科学出版社

告别蓝调布鲁斯:大学生心理咨询实录之情绪
管理

段鑫星，易真龙编著 978-7-03-022660-0 科学出版社

酸碱失衡及治疗:中文翻译版 F. John Gennari[等]主编 978-7-03-022960-1 科学出版社

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 李玉治主编 9.78703E+12 科学出版社

现代中成药的药材炮制 邹节明，王力生编著 978-7-03-023024-9 科学出版社

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与检测技术 黄昆仑，许文涛主编 978-7-03-023259-5 科学出版社



环境基因组学实验指南 (德)C. C. 马丁(C. C. Martin)主编 978-7-03-023317-2 科学出版社

实用血液病学 浦权主编 978-7-03-023324-0 科学出版社

急诊医学:成人内－外科学
Pierre Carli，Bruno Riou，Caroline 

Telion主编
978-7-03-023415-5 科学出版社

空间碎片导论 王海福, 冯顺山, 刘有英著 978-7-03-023434-6 科学出版社

抗癌新药研究指南 陈清奇编著 978-7-03-023440-7 科学出版社

白内障显微手术彩色图谱 李筱荣，袁佳琴主编 978-7-03-023441-4 科学出版社

不规则散光诊断与治疗:中文翻译版 (美)Ming Wang主编 978-7-03-023442-1 科学出版社

Cherry and Merkatz妊娠合并症:中文翻译版 Wayne R. Cohen主编 978-7-03-023443-8 科学出版社

现代产科学 庄依亮主编 978-7-03-023444-5 科学出版社

药理学和治疗学手册:中文翻译版 Laurence L. Brunton，Keith L. Parker主
编

978-7-03-023446-9 科学出版社

现代屈光性人工晶状体手术 赵刚平主编 978-7-03-023447-6 科学出版社

中药原植物化学成分集.第一卷 周家驹，谢桂荣，严新建编著 978-7-03-023553-4 科学出版社

中药原植物化学成分集.第三卷 周家驹，谢桂荣，严新建编著 978-7-03-023553-4 科学出版社

中药原植物化学成分集.第二卷 周家驹，谢桂荣，严新建编著 978-7-03-023553-4 科学出版社

非穿透青光眼手术 王宁利，李美玉主编 978-7-03-023596-1 科学出版社

2010考研西医综合240分之路,实战规律篇 魏保生主编 978-7-03-023998-3 科学出版社

常见肿瘤的非手术治疗 卜子英编著 978-7-03-024281-5 科学出版社

成人检体诊断学图解:中文翻译版 Dale Berg，Katherine Worzala主编 978-7-03-024555-7 科学出版社

缓控释制剂药物动力学 张继稳，顾景凯编著 978-7-03-024558-8 科学出版社

实用结核病护理学 王丽娟主编 978-7-03-024622-6 科学出版社

医学地质学:自然环境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瑞典)Olle Selinus[等]编 978-7-03-024631-8 科学出版社

肾脏疾病症状鉴别诊断学 刘丽秋主编 978-7-03-024638-7 科学出版社

肘关节重建 Ken Yamaguchi ... [等] 编著 978-7-03-024689-9 科学出版社

现代小儿肿瘤外科学 张金哲主编 978-7-03-024698-1 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症状鉴别诊断学 刘德铭主编 978-7-03-024705-6 科学出版社

风湿性疾病症状鉴别诊断学 汤美安，潘云峰主编 978-7-03-024764-3 科学出版社

消化疾病症状鉴别诊断学 张军主编 978-7-03-024768-1 科学出版社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时空格局与优
化模拟

史培军 著 9.78703E+12 科学出版社

呼吸疾病症状鉴别诊断学 陈清兰，胡成平主编 978-7-03-024815-2 科学出版社

近日生理学 (美)Roberto Refinetti编著 978-7-03-025034-6 科学出版社

妇科泌尿学 马乐，朱兰主编 978-7-03-025151-0 科学出版社



医学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 殷国荣，杨建一主编 978-7-03-025448-1 科学出版社

Walsh and Hoyt精编临床神经眼科学:中文翻
译版

Neil R. Miller[等]主编 978-7-03-025478-8 科学出版社

小儿心脏外科监护学 刘迎龙，莫绪明主编 978-7-03-025554-9 科学出版社

中国至2050年人口健康科技发展路线图 中国科学院人口健康领域战略研究组编 978-7-03-025620-1 科学出版社

亚健康与保健食品概论 张铁军主编 978-7-03-025707-9 科学出版社

实用消化系肿瘤学 黄开红[等]主编 978-7-03-025801-4 科学出版社

孕期与哺乳期用药指南

(德)赫里什托夫·舍费尔(Christof 
Schaefer)，(荷)保罗·彼得斯(Paul 

Peters)，(美)理查德·K. 米勒(Richard 
K. Miller)编

978-7-03-026003-1 科学出版社

区域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上册 主编 潘玉君, 袁斌 978-7-03-026129-8 科学出版社

区域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下册 主编 潘玉君, 袁斌 978-7-03-026129-8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地学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26167-0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一分
册,物理学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26170-0 科学出版社

Maingot腹部手术学 Michael J. Zinner，Stanley W. Ashley编
著

978-7-03-026181-6 科学出版社

眼病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基础 刘旭阳，张清炯主编 978-7-03-026193-9 科学出版社

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辑组 编
9.78703E+12 科学出版社

充血性心力衰竭
Jeffrey D. Hosenpud，Barry H. 

Greenberg主编
978-7-03-026222-6 科学出版社

室内观赏植物对苯和甲醛的净化研究及养护
技术

刘艳菊, 葛红等著 978-7-03-026359-9 科学出版社

药物毒理学 谭毓治主编 978-7-03-026410-7 科学出版社

内镜颅底外科:一本配有典型病例说明的综合
指南

Hrayr K. Shahinian[等]著 978-7-03-026440-4 科学出版社

现代鼠疫概论 贺雄，王虎主编 978-7-03-026469-5 科学出版社

五律协同原理 柏益尧等著 978-7-03-026638-5 科学出版社

现代中药质量控制及技术 高文远主编 978-7-03-026706-1 科学出版社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定和核查手册解读与探
讨

主编马燕合, 郭日生 978-7-03-026789-4 科学出版社

活体超声生物显微镜眼科学 王宁利，刘文主编 978-7-03-026885-3 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系统疾病和药物基因组学 尹彤，郑金刚主编 978-7-03-026972-0 科学出版社

康复评定学 陈立典主编 978-7-03-02709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中名和拉丁名总索引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一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一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一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七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七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三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三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九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二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五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八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八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六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六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十四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七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一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七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三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九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二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五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五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八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六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四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十四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三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九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九卷,第三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九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一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七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三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九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二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五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五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八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六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十四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二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一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七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七卷,第三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七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三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三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九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九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二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二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五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五卷,第三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五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八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六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十四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五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八十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八十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八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一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七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七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三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九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二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五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五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八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六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四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十四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卷,第三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六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一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七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三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三卷,第三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三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九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二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五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八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六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六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十四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一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七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七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三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三卷,第三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三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九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九卷,第三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九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二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二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五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五卷,第三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五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八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八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六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卷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四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四卷,第三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十四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卷,第一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第四卷,第二分册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27166-2 科学出版社

再生医学:理论与技术 裴雪涛主编 978-7-03-027266-9 科学出版社

感染科护理基本知识与技能700问 王佩珍，庄春红主编 978-7-03-027269-0 科学出版社

协和胸外科学 张志庸主编 978-7-03-027329-1 科学出版社

天然药物化学 杨世林，热娜·卡斯木主编 978-7-03-027471-7 科学出版社

食管外科学 刘季春，熊汉鹏主编 978-7-03-027548-6 科学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护理基本知识与技能160问 徐英，戴钰主编 978-7-03-027551-6 科学出版社

皮肤性病科护理基本知识与技能950问 徐莲英，叶雅芬主编 978-7-03-027552-3 科学出版社

高血压科护理基本知识与技能470问 赵宏容主编 978-7-03-027614-8 科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学:战略、管理与传播 薛可, 余明阳主编 978-7-03-027786-2 科学出版社

产业生态学 袁增伟, 毕军编著 978-7-03-027916-3 科学出版社

呼吸衰竭 殷凯生主编 978-7-03-027935-4 科学出版社

实验过敏反应学 何韶衡主编 978-7-03-027985-9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百科全书.14,节律与同步 (美)赖瑞·斯奎尔(Larry R Squire)著 978-7-03-028076-3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百科全书:学习与记忆.13 Larry R. Squire 978-7-03-028077-0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百科全书.12,意识与情绪 (美)赖瑞·斯奎尔(Larry R Squire)著 978-7-03-028078-7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百科全书:导读版.11,稳态、神经网
络与神经行为学

Larry R. Squire主编 978-7-03-028079-4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百科全书.10,脑的智能活动 (美)赖瑞·斯奎尔(Larry R Squire)著 978-7-03-028080-0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百科全书.9,细胞内转动与细胞骨架 (美)赖瑞·斯奎尔(Larry R Squire)著 978-7-03-028081-7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百科全书.8,神经胶质细胞 (美)赖瑞·斯奎尔(Larry R Squire)著 978-7-03-028082-4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百科全书.7,细胞兴奋性、神经系统
的基因表达与调控

(美)赖瑞·斯奎尔(Larry R Squire)著 978-7-03-028083-1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百科全书.5,方法与技术 (美)赖瑞·斯奎尔(Larry R Squire)著 978-7-03-028084-8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百科全书.5,Methods and 
techniques

Editor-in-Chief Larry R. Squire 978-7-03-028085-5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百科全书:神经递质与受体.4 Editor-in-Chief Larry R. Squire 978-7-03-028086-2 科学出版社

神经肽与神经营养因子 Editor-in-Chief Larry R. Squire 978-7-03-028087-9 科学出版社

Encyclopedia of 
neuroscience.2,Synaptic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and neurophamacology

Editor-in-Chief Larry R. Squire 978-7-03-028101-2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百科全书.1,神经内分泌学与神经免
疫学

(美)赖瑞·斯奎尔(Larry R Squire)著 978-7-03-028102-9 科学出版社

西部地区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及配套政策研究 刘燕著 978-7-03-028147-0 科学出版社

序批式活性污泥法原理与应用 杨庆, 彭永臻编著 978-7-03-028149-4 科学出版社

消化道出血诊断与治疗学 陈小良，李建忠，吴斌主编 978-7-03-028158-6 科学出版社

临床症状与体征诊断指南 Marsha L. Conroy等编著 978-7-03-028304-7 科学出版社

碳市场 主编郭日生, 彭斯震 978-7-03-028311-5 科学出版社

胶囊内镜图谱 张厚德主编 978-7-03-028314-6 科学出版社

实用胸心外科手术学 郭兰敏，范全心，邹承伟主编 978-7-03-028333-7 科学出版社

城市固体废物系统分析及优化管理技术 席北斗 ... [等] 著 978-7-03-028388-7 科学出版社

食品化学实验室质量控制国际指南 焦红主编译 978-7-03-028463-1 科学出版社

铁代谢与相关疾病 钱忠明，柯亚主编 978-7-03-028495-2 科学出版社

血液疾病症状鉴别诊断学 王友赤主编 978-7-03-028499-0 科学出版社



治疗性疫苗 闻玉梅主编 978-7-03-028545-4 科学出版社

施维锦胆道外科学 施维锦主编 978-7-03-028555-3 科学出版社

你每天吃进多少“毒药” 978-7-03-028593-5 科学出版社

基于数字技术的吉林西部水土环境综合研究 汤洁, 卞建民, 李昭阳著 978-7-03-028741-0 科学出版社

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及管理机制 代颖, 马祖军著 978-7-03-028796-0 科学出版社

麻醉学.上册 (美)戴维·朗格内克(David E·Longecker)
主编

978-7-03-028805-9 科学出版社

麻醉学.下册 (美)戴维·朗格内克(David E·Longecker)
主编

978-7-03-028805-9 科学出版社

神经外科手术图谱,脊髓脊柱及周围神经分册
Christopher E. Wolfla，Daniel 

K.Resnick著
978-7-03-028811-0 科学出版社

实验动物替代方法原理与应用 程树军，焦红主编 978-7-03-028812-7 科学出版社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 王喜军著 978-7-03-028844-8 科学出版社

肩关节重建:中文翻译版 Joseph D. Zuckerman主编 978-7-03-028937-7 科学出版社

类药性质：概念、结构设计与方法:从ADME到
安全性优化

(美)爱德华·H. 克恩斯(Edward H. 
Kerns)，(美)邸力著

978-7-03-028940-7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医学信息技术 (澳)冯大淦(David Dagan Feng)编 978-7-03-028980-3 科学出版社

人体测量方法 席焕久，陈昭主编 978-7-03-028986-5 科学出版社

水环境容量计算理论及应用 逄勇, 陆桂华等著 978-7-03-028997-1 科学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诊断思维解析 刘延玲主编 978-7-03-029014-4 科学出版社

地理学视角的人居环境 李雪铭, 杨俊, 李静等著 978-7-03-029017-5 科学出版社

新农村建设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应用 周家正主编 978-7-03-029078-6 科学出版社

小肠疾病临床诊断关键技术 郑家驹主编 978-7-03-029107-3 科学出版社

碳金融与碳市场:方法与实证 魏一鸣 ... [等] 著 978-7-03-029139-4 科学出版社

医药学英语词汇快捷学习手册 郭云庚编著 978-7-03-029172-1 科学出版社

冶金环境工程学 柴立元, 彭兵等编著 978-7-03-029234-6 科学出版社

腹部外科学理论与实践 黄志强[等]主编 978-7-03-029388-6 科学出版社

神经外科护理手册 陈茂君，蒋艳，游潮主编 978-7-03-029426-5 科学出版社

男科感染病学 王和编著 978-7-03-029472-2 科学出版社

ICU护理手册 田永明，廖燕主编 978-7-03-029496-8 科学出版社

视网膜血管性疾病 Antonia M. Joussen[等]主编 978-7-03-029498-2 科学出版社

儿科护理手册 赵秀芳主编 978-7-03-029519-4 科学出版社

免疫病学 张源潮主编 978-7-03-029529-3 科学出版社

胸心血管外科护理手册 龚仁蓉，张尔永，白阳静主编 978-7-03-029531-6 科学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护理手册 余蓉，鲜均明主编 978-7-03-029532-3 科学出版社



临床肝移植 沈中阳，陈新国主编 978-7-03-029545-3 科学出版社

图解手术室护理学 黄文霞，谭永琼主编 978-7-03-029566-8 科学出版社

血液科护理手册 鲁建春，冷亚美，刘霆主编 978-7-03-029603-0 科学出版社

内科症状鉴别诊断学 张树基，罗明绮编著 978-7-03-029607-8 科学出版社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浦权主编 978-7-03-029617-7 科学出版社

临床血管外科学 蒋米尔，张培华主编 978-7-03-029629-0 科学出版社

老年护理手册 胡秀英主编 978-7-03-029634-4 科学出版社

中国药材标准名录 林瑞超主编 978-7-03-029636-8 科学出版社

消毒供应中心护理手册 黄浩，成翼娟，何小燕主编 978-7-03-029647-4 科学出版社

内分泌科护理手册 袁丽，武仁华主编 978-7-03-029658-0 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护理手册 游桂英，方进博主编 978-7-03-029659-7 科学出版社

足踝关节重建:中文翻译版 James A. Nunley[等]主编 978-7-03-029661-0 科学出版社

消化内科护理手册 张铭光，唐承薇主编 978-7-03-029747-1 科学出版社

矿业城市人地系统脆弱性:理论·方法·实证 张平宇等著 978-7-03-029852-2 科学出版社

东北地区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 仇方道著 978-7-03-029872-0 科学出版社

基因、贸易和管制食品生物技术冲突的根
源:the seeds of conflict in food 

(瑞士) 托马斯·伯纳尔著 978-7-03-029892-8 科学出版社

社区护理 吕康主编 978-7-03-029929-1 科学出版社

清洁生产审核案例与工具 郭日生 ... [等] 主编 978-7-03-030058-4 科学出版社

实用小儿麻醉技术:中文翻译版
Robert S.Holzman，Thomas J.Mancuso，

David M.Polaner主编
978-7-03-030078-2 科学出版社

现场细菌学 徐建国[等]编著 978-7-03-030126-0 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中国儿童
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总报告

童奇, 林崇德主编 978-7-03-030143-7 科学出版社

实用区域麻醉技术:中文翻译版 Michael F. Mulroy[等]主编 978-7-03-030152-9 科学出版社

肿瘤表遗传学 薛开先主编 978-7-03-030318-9 科学出版社

中药质量控制:技术、方法与示范 张铁军，杨秀伟主编 978-7-03-030329-5 科学出版社

传染性与非传染性痴呆症:朊病毒病与阿尔茨
海默病

洪涛主编 978-7-03-030345-5 科学出版社

环境信息系统工程 王桥著 978-7-03-030369-1 科学出版社

实用颈椎外科手术学 贾连顺，袁文主编 978-7-03-030434-6 科学出版社

中药现代研究策论 肖小河编著 978-7-03-030599-2 科学出版社

学习和记忆机制 J.Daivd Sweatt[著] 978-7-03-030621-0 科学出版社

综合风险防范,中国综合生态与食物安全风险 王仰麟等著 978-7-03-030732-3 科学出版社



心导管室诊断技术:中文翻译版
Pedro A. Lemos，Paul Schoenhagen，

Alexandra J. Lansky
978-7-03-030816-0 科学出版社

医药临床研究中的数据管理 颜崇超编著 978-7-03-030827-6 科学出版社

微创血管外科学 杨镛，王深明，徐克主编 978-7-03-030866-5 科学出版社

环境系统工程方法 曾维华, 霍竹, 刘静玲等编著 978-7-03-030887-0 科学出版社

中国农业环境 梅旭荣主编 978-7-03-030913-6 科学出版社

现代创新方法与中医药研究 主编吕爱平，杨凌 978-7-03-030994-5 科学出版社

新药化学全合成路线手册:2007-2010 陈清奇，杨定乔，陈新主编 978-7-03-031086-6 科学出版社

中医学科学方法特征与沿革 主编孟庆刚 978-7-03-031137-5 科学出版社

现代毒理学 (美)E. 霍奇森编著 978-7-03-031160-3 科学出版社

传染病信息学:公共卫生症侯群监测与生物防
御

Hsinchun Chen，Daniel Zeng，Ping Yan主
编

978-7-03-031174-0 科学出版社

图像处理与分析:变分, PDE, 小波及随机方
法

Tony F. Chan, Jianhong Shen (Jackie)著 978-7-03-031199-3 科学出版社

2050上海低碳发展路线图报告 世界自然基金会上海低碳发展路线图课题组
著

978-7-03-031205-1 科学出版社

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路径与政策研究 范英主编 978-7-03-031471-0 科学出版社

环境保护:保护植物资源 (美) 安妮·马克苏拉克著 978-7-03-031523-6 科学出版社

废弃物处理:减少全球废弃物 (美) 安妮·马克苏拉克著 978-7-03-031624-0 科学出版社

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友好社区 (美) 安妮·马克苏拉克著 978-7-03-031626-4 科学出版社

现代肝炎病毒分子免疫学 成军主编 978-7-03-031654-7 科学出版社

英汉寄生虫学大词典 彭匡时主编 978-7-03-031684-4 科学出版社

清洁环境:有害废弃物处理技术 (美) 安妮·马克苏拉克著 978-7-03-031720-9 科学出版社

表观遗传学手册:新分子遗传学与医学遗传学 Trygve Tollefsbol[著] 978-7-03-031742-1 科学出版社

广西特色中草药资源选编 邹节明主编 978-7-03-031767-4 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麻醉和术后处理 孙大金[等]主编 978-7-03-031775-9 科学出版社

基于环境一号卫星的流域水环境评价和模拟 王桥等编著 978-7-03-031818-3 科学出版社

泌尿外科手术并发症:诊断、预防与处理 Kevin R. Loughlin编著 978-7-03-031867-1 科学出版社

10000个科学难题,医学卷 “10000个科学难题”医学编委会[编] 978-7-03-031949-4 科学出版社

实用心血管麻醉技术:中文翻译版
Frederick A. Hensley，Donald E. 
Martin，Glenn P. Gravlee主编

978-7-03-032000-1 科学出版社

干细胞临床应用:基础、伦理和原则 金坤林主编 978-7-03-032082-7 科学出版社

中药与天然活性产物分离纯化和制备 杨义芳主编 978-7-03-032104-6 科学出版社

废水COD组分表征方法体系构建与应用 卢培利 ... [等] 著 978-7-03-032225-8 科学出版社

居家室内环境保护 主编税永红 978-7-03-032238-8 科学出版社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脑与认知科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 978-7-03-032302-6 科学出版社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生物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 978-7-03-032308-8 科学出版社

外分泌生理学:基础与临床 陈小章，王子栋主编 978-7-03-032368-2 科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中药学 陈仁寿主编 978-7-03-032382-8 科学出版社

ATP结合盒转运体基础与临床 唐朝克，姜志胜主编 978-7-03-032471-9 科学出版社

内科临床思维 主编陈世耀 978-7-03-032517-4 科学出版社

场所室内空气传播性疾病防控指导手册 吴建华主编 978-7-03-032526-6 科学出版社

尿石病 李永岚主编 978-7-03-032561-7 科学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急症 高宜录主编 978-7-03-032588-4 科学出版社

衰老生物学手册 Edward J. Masoro，Steven N. Austad[编
著]

978-7-03-032653-9 科学出版社

贤病综合征 梅长林主编 978-7-03-032682-9 科学出版社

医学SCI期刊论文的撰写与发表 王福彦编著 978-7-03-032745-1 科学出版社

病毒性传染病中医治疗概要 蒲晓东主编 978-7-03-032788-8 科学出版社

中国五大淡水湖保护与发展 高俊峰, 蒋志刚等编著 978-7-03-032858-8 科学出版社

实验病理学技术图鉴 潘琳主编 978-7-03-032893-9 科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发育
Dan H. Sanes，Thomas A. Red，William 

A. Harris[著]
978-7-03-032907-3 科学出版社

印染废水的多格室水解-膜生物法处理技术 王世和, 吴慧芳, 晏再生著 978-7-03-033002-4 科学出版社

免疫应答导论:中文版 (加)塔克·马可，(加)玛丽·桑德斯著 978-7-03-033059-8 科学出版社

口腔麻醉学 朱也森，姜虹主编 978-7-03-033101-4 科学出版社

贝塞斯达临床血液学手册:中文翻译版 主编Griffin P. Rodgers, Neal. S. Young 978-7-03-033130-4 科学出版社

肝胆胰脾疑难疾病的超声诊断 林礼务，高上达，薛恩生主编 978-7-03-033140-3 科学出版社

农业生态环境多样性与作物响应 朱有勇, 李元主编 978-7-03-033186-1 科学出版社

实用骨质疏松学 肖建德，阎德文主编 978-7-03-033218-9 科学出版社

分子病理学:疾病的分子基础
(美)威廉·B.科尔曼(Willam B. 

Coleman)，(黎巴嫩)格雷戈里·J.聪格拉斯
(Gregory J. Tsongalis)著

978-7-03-033226-4 科学出版社

遗传病分子生物学 主编杨保胜 978-7-03-033232-5 科学出版社

药理学 主编吴基良, 罗健东 978-7-03-033240-0 科学出版社

安塞尔药物剂型给药系统:中文翻译版
Loyd V. Allen, Jr.，Nicholas G. 
Popovich，Howard C. Ansel主编

978-7-03-033244-8 科学出版社

眼科手术操作技术 主编管怀进 978-7-03-033274-5 科学出版社

徐福松男科纲目 徐福松, 黄馥华著 978-7-03-033339-1 科学出版社

Johns Hopkins血脂异常 主编Peter O. Kwiterovich, Jr. 978-7-03-033350-6 科学出版社



病原生物学.上册,医学微生物学 郭晓奎, 潘卫庆主编 978-7-03-033367-4 科学出版社

检验检疫学导论 王利兵著 978-7-03-033390-2 科学出版社

神经生物学 丁斐主编 978-7-03-033410-7 科学出版社

纳米生物医药载体 许海燕等编著 978-7-03-033425-1 科学出版社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生物医学工程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 978-7-03-033432-9 科学出版社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医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 978-7-03-033433-6 科学出版社

实用骨科影像学:中文翻译版 主编Adam Greenspan 978-7-03-033446-6 科学出版社

英汉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名词 李振华，武玉玲主编 978-7-03-033481-7 科学出版社

绿色化学导论 (美) 阿尔贝特·马特莱克编著 978-7-03-033538-8 科学出版社

贝塞斯达临床肿瘤学手册:中文翻译版
Jame Abraham，James L. Gulley，Carmen 

J. Allegra主编
978-7-03-033591-3 科学出版社

间充质干细胞基础与临床 韩忠朝主编 978-7-03-033594-4 科学出版社

癌症,基础卷
主编Vincent T. DeVita, Theodore S. 

Lawrence, Steven A. Rosenberg
978-7-03-033695-8 科学出版社

丙型肝炎临床诊断与治疗手册 魏来主编 978-7-03-033696-5 科学出版社

城市水系统污染物转化规律及资源化理论与
技术

任南琪等编著 978-7-03-033706-1 科学出版社

静脉输液治疗手册 主编罗艳丽, 李俊英, 刁永书 978-7-03-033753-5 科学出版社

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材料及其替代技术 福建师范大学环境材料开发研究所编著 978-7-03-033754-2 科学出版社

中药抗寄生虫活性成分 周家驹，谢桂荣，严新建编著 978-7-03-033807-5 科学出版社

中药影响消化呼吸系统活性成分 周家驹，谢桂荣，严新建编著 978-7-03-033829-7 科学出版社

中药抗癌活性成分 周家驹，谢桂荣，严新建编著 978-7-03-033830-3 科学出版社

中药抗炎活性成分 周家驹，谢桂荣，严新建编著 978-7-03-033836-5 科学出版社

中药抗氧化抗衰老活性成分 周家驹，谢桂荣，严新建编著 978-7-03-033837-2 科学出版社

中药影响神经系统活性成分 周家驹，谢桂荣，严新建编著 978-7-03-033838-9 科学出版社

中药影响心脑血管系统活性成分 周家驹，谢桂荣，严新建编著 978-7-03-033845-7 科学出版社

中药抗微生物感染活性成分 周家驹，谢桂荣，严新建编著 978-7-03-033850-1 科学出版社

中药活性成分中的酶抑制剂 周家驹，谢桂荣，严新建编著 978-7-03-033856-3 科学出版社

计算机导航技术在膝关节韧带重建中的应用 主编王大平 978-7-03-033885-3 科学出版社

小分子与蛋白质作用的谱学及应用 何文英，舒火明，胡之德著 978-7-03-033926-3 科学出版社

毒物简史 史志诚著 978-7-03-033934-8 科学出版社

临床病毒学
(美)D.D. 里奇曼(Douglas D. Richman)，
(美)R.J. 惠特利(Richard J. Whitley)，
(美)F.G. 海登(Frederick G. Hayden)主编

978-7-03-033943-0 科学出版社



临床影像鉴别诊断图谱:中文翻译版 Ronald L. Eisenberg主编 978-7-03-033953-9 科学出版社

颅底及脑干肿瘤外科手术图谱 张力伟，张俊廷主编 978-7-03-033954-6 科学出版社

输血治疗学 陈小伍，于新发，田兆嵩主编 978-7-03-034012-2 科学出版社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学:中医学与现代生物行为
学和系统学

屈延文, 李明生著 978-7-03-034063-4 科学出版社

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发展路线图研
究

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中国21世纪议
程管理中心编著

978-7-03-034130-3 科学出版社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进展与展望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编著 978-7-03-034180-8 科学出版社

临床疑难病例影像诊断及解析 杨建勇，李子平主编 978-7-03-034212-6 科学出版社

内科实用专题与精要:胃肠肝胆胰疾病 段仲璧, 陈继龙主编 978-7-03-034232-4 科学出版社

分子麻醉学 方向明主编 978-7-03-034252-2 科学出版社

实用药物化学 (法)卡米尔·乔治·沃尔穆什编著 978-7-03-034307-9 科学出版社

药物和个人护理品的环境污染与控制 张亚雷, 周雪飞著 978-7-03-034371-0 科学出版社

血液病学 主编陈文明, 黄晓军 978-7-03-034373-4 科学出版社

药物设计策略 郭宗儒著 978-7-03-034401-4 科学出版社

中国西部生态修复试验示范研究集成 主编程国栋 978-7-03-034430-4 科学出版社

RNA干扰:从生物学到临床应用 Wei-Ping Min, Thomas Ichim[编著] 978-7-03-034439-7 科学出版社

避免急诊科常见错误:中文翻译版 Amal Mattu[等]主编 978-7-03-034482-3 科学出版社

临床过敏疾病学 殷凯生，何韶衡，周林福主编 978-7-03-034540-0 科学出版社

中国非营利性医院投融资机制及策略研究 方鹏骞, 张佳慧, 董四平著 978-7-03-034585-1 科学出版社

癌症化疗手册:中文翻译版 Roland T. Skeel, Samir N. Khleif主编 978-7-03-034641-4 科学出版社

航海医学 姜正林主编 978-7-03-034715-2 科学出版社

肿瘤分子靶向治疗新进展 高社干, 冯笑山主编 978-7-03-034760-2 科学出版社

白血病治疗学 陆道培主编 978-7-03-034837-1 科学出版社

医学科研中的统计方法 马斌荣主编 978-7-03-034882-1 科学出版社

食品加工过程质量与安全控制 师俊玲主编 978-7-03-034918-7 科学出版社

现代细胞凋亡分子生物学 成军主编 978-7-03-034985-9 科学出版社

血液科与肿瘤科临床心得 主编李晓林, 钟美佐 978-7-03-035006-0 科学出版社

天然产物全合成荟萃,抗生素及其他 吴毓林等编著 978-7-03-035015-2 科学出版社

现代细胞外基质分子生物学 成军主编 978-7-03-035018-3 科学出版社

脊柱内固定学 瞿东滨主编 978-7-03-035048-0 科学出版社

成人心脏外科围手术期处理手册 (英)Robert M. Bojar主编 978-7-03-035081-7 科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中成药学:临床实用中成药集粹 新
编中成药应用指南

陈仁寿主编 978-7-03-035082-4 科学出版社

妇产科麻醉学 王国林，徐铭军，王子千主编 978-7-03-035088-6 科学出版社

美国心脏协会心脏病诊治手册:中文翻译版 主编J.V. (Ian) Nixon 978-7-03-035140-1 科学出版社

机械可靠性基本理论与方法 谢里阳[等]著 978-7-03-035177-7 科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介入诊疗学图解 李彦豪，何晓峰，陈勇主编 978-7-03-035184-5 科学出版社

普通外科腹腔镜手术图谱 王存川主编 978-7-03-035207-1 科学出版社

法医毒物学手册 沈敏，向平主编 978-7-03-035227-9 科学出版社

线粒体医学与健康 刘健康, 王学敏主编 978-7-03-035258-3 科学出版社

全人全程健康管理 陈坤主编 978-7-03-035301-6 科学出版社

妇科肿瘤临床手册:中文翻译版 原著Douglas A. Levine ... [等] 978-7-03-035312-2 科学出版社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与利用 李兰娟主编 978-7-03-035404-4 科学出版社

手法治疗骨科软组织损伤图释 温建民著 978-7-03-035416-7 科学出版社

内陆水体高光谱遥感 张兵 ... [等] 编著 978-7-03-035475-4 科学出版社

药物化学 李绍顺，周虎臣主编 978-7-03-035496-9 科学出版社

电脑软硬件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熊巧玲编著 978-7-03-035514-0 科学出版社

数字化临床路径建设 郑树森主编 978-7-03-035610-9 科学出版社

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及应用 骆华伟主编 978-7-03-035611-6 科学出版社

数字卫生示范应用 郭清主编 978-7-03-035622-2 科学出版社

颅底外科与神经耳科手术图谱:中文翻译版 (美)Robert K. Jackler著 978-7-03-035636-9 科学出版社

地方环境信息化发展探索与实践 邱建国, 刘锐, 姚新主编 978-7-03-035681-9 科学出版社

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张军编著 978-7-03-035710-6 科学出版社

电脑组装与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熊巧玲, 田宏强编著 978-7-03-035732-8 科学出版社

矿物药检测技术与质量控制 林瑞超主编 978-7-03-035762-5 科学出版社

心电图实习与实践指导 主编王无锡, 盛红专 978-7-03-035839-4 科学出版社

胆道与胆胰十二指肠区域外科手术图谱 主编王钦尧 978-7-03-036053-3 科学出版社

肾内科临床心得 主编周巧玲, 邓声莉 978-7-03-036102-8 科学出版社

肿瘤生存者指导手册 主编韩磊, 王毓洲 978-7-03-036336-7 科学出版社

肺癌 (美)Harvey I. Pass[等]原著 978-7-03-036364-0 科学出版社

避免妇产科常见错误:中文翻译版 C. P. Roberts，D. P. Broomfield主编 978-7-03-036374-9 科学出版社

重症监护速查手册 原著Nancy H. Diepenbrock 978-7-03-036424-1 科学出版社

生物学 中国科学院 978-7-03-036452-4 科学出版社

中国学科发展战略:天文学 中国科学院[编] 978-7-03-036453-1 科学出版社



实用泌尿外科和男科学 张元芳，孙颖浩，王忠主编 978-7-03-036511-8 科学出版社

肺脏疾病鉴别诊断学 李清泉，杨炯，陈国忠主编 978-7-03-036530-9 科学出版社

医药应用概率统计 高祖新，韩可勤主编 978-7-03-036551-4 科学出版社

格莱比皮瓣百科全书.第二卷,上肢部分 (美) Berish Strauch ... 等原著 978-7-03-036593-4 科学出版社

卫生资源配置与区域卫生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主编万崇华, 姜润生 978-7-03-036662-7 科学出版社

胃癌病因及早诊早治 主编袁媛 978-7-03-036688-7 科学出版社

数字卫生标准化 李兰娟主编 978-7-03-036744-0 科学出版社

口腔护理四手操作参考细则 主编麻健丰, 潘乙怀 978-7-03-036839-3 科学出版社

呼吸系统疑难病例解析 主编钟小宁, 柳广南 978-7-03-036864-5 科学出版社

穿支皮瓣的应用解剖与临床 主编唐茂林, 徐永清, 张世民 978-7-03-036874-4 科学出版社

外科解剖和手术技巧
主编Lee John Skandalakis, John E. 

Skandalakis, Panajiotis N. Skandalakis
978-7-03-036968-0 科学出版社

医生难言的事实:治疗与研究的抉择 Jerry Menikoff，Edward P. Richards主编 978-7-03-036988-8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学名词:外科学 皮肤科学 眼科学 耳
鼻喉科学 骨伤科学

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 978-7-03-037042-6 科学出版社

标准白血病诊疗学 吕跃主编 978-7-03-037082-2 科学出版社

外周中心静脉导管技术的临床应用 主编李俊英, 罗艳丽, 余春华 978-7-03-037088-4 科学出版社

城市生态安全评估与调控 杨志峰, 徐琳瑜, 毛建素等著 978-7-03-037109-6 科学出版社

实用血小板免疫生物学 李勇，李一主编 978-7-03-037111-9 科学出版社

DeMyer神经系统检查
Jose Biller，Gregory Gruener，Paul 

Brazis编著
978-7-03-037113-3 科学出版社

实用血液病理学 浦权主编 978-7-03-037121-8 科学出版社

高血压诊治热点聚焦 主编王勇 978-7-03-037167-6 科学出版社

中华麻醉学 赵俊主编 978-7-03-037170-6 科学出版社

腺病毒感染 主编谢立 ... [等] 978-7-03-037185-0 科学出版社

临床伤口护理 主编宁宁, 廖灯彬, 刘春娟 978-7-03-037197-3 科学出版社

Danforth妇产科学:中文翻译版 Ronald S. Gibbs[等]主编 978-7-03-037209-3 科学出版社

免疫学原理 周光炎主编 978-7-03-037231-4 科学出版社

医学人文学导论 张大庆著 978-7-03-037236-9 科学出版社

毕业后医学教育制度的研究与实践 徐建光, 张勘, 许铁峰主编 978-7-03-037250-5 科学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诊疗指南 齐俊英, 田德英主编 978-7-03-037263-5 科学出版社

食品安全案例解析 黄昆仑, 许文涛主编 978-7-03-037270-3 科学出版社

长江上游地区自然资源环境与主体功能区划
分

白志礼, 朱莉芬, 谭灵芝等编著 978-7-03-037288-8 科学出版社



急危重症病理生理学 姚永明主编 978-7-03-037299-4 科学出版社

肿瘤临床诊疗指南 主编于世英, 胡国清 978-7-03-037301-4 科学出版社

高血压与脑 谢良地，林志鸿主编 978-7-03-037302-1 科学出版社

麻醉临床指南 田玉科主编 978-7-03-037303-8 科学出版社

临床用药指南 主编杜光 ... [等] 978-7-03-037304-5 科学出版社

神经外科疾病诊疗指南 雷霆主编 978-7-03-037307-6 科学出版社

振动与振动病防治 主编王林 978-7-03-037322-9 科学出版社

风湿病诊疗指南 胡绍先主编 978-7-03-037324-3 科学出版社

眼科疾病诊疗指南 张虹主编 978-7-03-037339-7 科学出版社

临床输血指南 魏晴,王娟主编 978-7-03-037340-3 科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学 主编董为伟 978-7-03-037363-2 科学出版社

基层医院心力衰竭诊治规范与现代治疗 主编汤宝鹏 978-7-03-037364-9 科学出版社

辐照食品鉴定检测原理与方法 哈益明著 978-7-03-037365-6 科学出版社

口腔疾病诊疗指南 马净植主编 978-7-03-037451-6 科学出版社

妇产科病理学 郑文新，沈丹华，郭东辉主编 978-7-03-037478-3 科学出版社

小儿外科疾病诊疗指南 冯杰雄，魏明发主编 978-7-03-037530-8 科学出版社

核医学临床指南 朱小华主编 978-7-03-037543-8 科学出版社

遗传药理学 周宏灏主编 978-7-03-037591-9 科学出版社

皮肤病性病诊疗指南 李慎秋，陈兴平，周礼义主编 978-7-03-037605-3 科学出版社

创伤外科临床诊疗指南 白祥军，廖忆刘主编 978-7-03-037626-8 科学出版社

临床病理诊断指南 主编王国平, 李娜萍, 吴焕明 978-7-03-037674-9 科学出版社

胸外科疾病诊疗指南 付向宁主编 978-7-03-037675-6 科学出版社

呼吸疾病诊疗指南 主编赵建平 978-7-03-037723-4 科学出版社

长三角地区能源与低碳转型研究 单胜道 ... 等著 978-7-03-037727-2 科学出版社

简明医学统计学 王福彦主编 978-7-03-037794-4 科学出版社

复杂疾病的遗传分析 主编杨进 978-7-03-037806-4 科学出版社

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开发及
制度设计研究

Fang Pengqian 978-7-03-037831-6 科学出版社

过敏性疾病诊疗指南 主编刘光辉 978-7-03-037843-9 科学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疾病诊断指南 主编崔永华, 刘争 978-7-03-037853-8 科学出版社

虚拟骨科手术系统建模与仿真 王沫楠著 978-7-03-037879-8 科学出版社

神经细胞培养理论与技术 王廷华，张晓，John W. McDonald主编 978-7-03-037881-1 科学出版社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南 主编熊薇, 赖晓全, 徐敏 978-7-03-037887-3 科学出版社



食品安全与卫生 曹小红主编 978-7-03-037951-1 科学出版社

组织细胞化学理论与技术 王廷华，李力燕，Leong Seng Kee主编 978-7-03-037957-3 科学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诊疗指南 主编马丁 978-7-03-037958-0 科学出版社

药物分析及制药过程检测 梁冰主编 978-7-03-037965-8 科学出版社

消化疾病诊疗指南 主编田德安 978-7-03-037967-2 科学出版社

分子杂交理论与技术 王廷华，刘进，Jean Philippe Merlio主编 978-7-03-037968-9 科学出版社

肾脏病诊疗指南 主编徐钢 978-7-03-037969-6 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外科疾病诊疗指南 主编魏翔, 潘铁成 978-7-03-037970-2 科学出版社

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新技术 孔保华主编 978-7-03-038002-9 科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指南 主编汪晖, 徐蓉 978-7-03-038017-3 科学出版社

临床研究规范与准则:中文翻译版,临床研究
基础建设

John I. Gallin，Frederick P. Ognibene
主编

978-7-03-038021-0 科学出版社

临床研究规范与准则,技术转让、方案制订与
项目资助

主编John I. Gallin, Frederick P. 
Ognibene

978-7-03-038022-7 科学出版社

临床研究规范与准则,生物统计学与流行病学
(美)John I. Gallin，(美)Frederick P. 

Ognibene主编
978-7-03-038023-4 科学出版社

临床研究规范与准则:中文翻译版,伦理与法
规

John I. Gallin,Frederick P. Ognibene主
编

978-7-03-038024-1 科学出版社

临床营养指南 主编姚颖 978-7-03-038026-5 科学出版社

超声诊断临床指南 邓又斌，李开艳，黎春蕾主编 978-7-03-038036-4 科学出版社

锌与人类健康 (德) L. Rink主编 978-7-03-038047-0 科学出版社

实验诊断临床指南 主编孙自镛 978-7-03-038048-7 科学出版社

山西省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研究 刘家宏等著 978-7-03-038054-8 科学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疾病诊疗指南 主编余学锋 978-7-03-038059-3 科学出版社

藏医药领域杰出人物临床实践方法汇集 《学术思想传承与创新丛书》编委会主编 978-7-03-038065-4 科学出版社

国际科学技术前沿报告.2013 张晓林，张志强主编 978-7-03-038160-6 科学出版社

南方喀斯特地区特色药用植物研究:以贵州10
种中药质量控制研究为例

周欣 ... [等] 著 978-7-03-038170-5 科学出版社

医学文献信息检索实用教程 主编肖凤玲, 李朝葵 978-7-03-038215-3 科学出版社

不安腿综合征 乐卫东主编 978-7-03-038232-0 科学出版社

实用外周血管介入治疗学:中文翻译版
Ivan P. Casserly，Ravish Sachar，Jay 

S. Yadav主编
978-7-03-038313-6 科学出版社

器官移植临床指南 主编陈孝平 978-7-03-038321-1 科学出版社

灾难管理系统论:方法与应用 (加拿大) 斯洛博丹·P.西蒙诺维奇著 978-7-03-038328-0 科学出版社

人体的奥秘 隋鸿锦，于胜波主编 978-7-03-038411-9 科学出版社



湘雅代谢性骨病学.上册 廖二元，曹旭主编 978-7-03-038451-5 科学出版社

湘雅代谢性骨病学.下册 廖二元，曹旭主编 978-7-03-038451-5 科学出版社

临床关节疾病图谱 吕厚山主编 978-7-03-038520-8 科学出版社

中药药对表解 黄荣宗, 黄浩编著 978-7-03-038627-4 科学出版社

铁与人类健康
(澳) Gregory J. Anderson, (美) Gordon 

D. McLaen主编
978-7-03-038670-0 科学出版社

海河流域水环境安全问题与对策 赵高峰, 毛战坡, 周洋等著 978-7-03-038728-8 科学出版社

刨花板VOCs释放研究 沈隽, 刘玉, 张文超等编著 978-7-03-038737-0 科学出版社

从DNA到中医 李岭著 978-7-03-038759-2 科学出版社

血液病诊疗指南 主编周剑峰, 孙汉英, 张义成 978-7-03-038796-7 科学出版社

纳米毒理学研究方法与实验技术 张智勇等著 978-7-03-038802-5 科学出版社

心肌再灌注损伤治疗学:中文翻译版 Juan Carlos Kaski[等]主编 978-7-03-038804-9 科学出版社

急诊临床诊疗指南 主编李树生 978-7-03-038805-6 科学出版社

护理技术操作流程图解:基础、抢救、新技
术.上册

主编曾夏杏, 谢小华 978-7-03-038813-1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医学工程学概论 董秀珍, 俞梦孙主编 978-7-03-038850-6 科学出版社

整合miRNA肿瘤学基础 高社干，冯笑山，刘刚主编 978-7-03-038863-6 科学出版社

伦理委员会制度与操作规程 主编熊宁宁 ... [等] 978-7-03-038865-0 科学出版社

李玉奇学术思想及临床医案 王垂杰主编 978-7-03-038896-4 科学出版社

老年疾病诊疗指南 主编张存泰, 刘晓晴 978-7-03-038937-4 科学出版社

康复医学临床指南 主编黄晓琳, 黄晓琳, 尤春景 978-7-03-038963-3 科学出版社

海河流域生态系统演变、生态效应及其调控
方法

欧阳志云等著 978-7-03-038964-0 科学出版社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2014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978-7-03-038994-7 科学出版社

糖络杂病论 仝小林著 978-7-03-038997-8 科学出版社

医疗外科机器人 王田苗, 刘达, 胡磊著 978-7-03-039004-2 科学出版社

空气洁净技术原理 许钟麟著 978-7-03-039031-8 科学出版社

实验动物管理与使用委员会工作手册
(美)J. 西尔弗曼，(美)M. A. 苏科，(美)S. 

默西主编
978-7-03-039035-6 科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疾病诊疗指南 主编王伟, 卜碧涛, 朱遂强 978-7-03-039041-7 科学出版社

放射诊断临床指南 主编漆剑频, 王承缘, 胡道予 978-7-03-039042-4 科学出版社

水污染控制的管理理论方法及应用 王慧敏, 仇蕾, 刘钢著 978-7-03-039043-1 科学出版社

重症医学临床诊疗指南 主编李树生, 占成业 978-7-03-039050-9 科学出版社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第二辑 郭贵春主编 978-7-03-039079-0 科学出版社



御医传人马骥学术经验集 于福年, 马龙侪主编 978-7-03-039091-2 科学出版社

手术解剖学:中文翻译版
Carol E.H. Scott-Conner，David L. 

Dawson主编
978-7-03-039093-6 科学出版社

中国药物临床研究综合能力报告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03-039142-1 科学出版社

普通外科疾病诊疗指南 主编陈孝平, 易继林 978-7-03-039153-7 科学出版社

现代创伤外科学 赵定麟，李增春，严力生主编 978-7-03-039168-1 科学出版社

泌尿外科学名词:2013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泌尿外科名词审定分

委员会
978-7-03-039182-7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二,能
源与矿业工程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39202-2 科学出版社

淋巴水肿:诊断与治疗 刘宁飞著 978-7-03-039213-8 科学出版社

明明白白做放射性核素治疗 陈绍亮, 许兰文主编 978-7-03-039257-2 科学出版社

妊娠风险评估与干预案例评析 主编王磐石 978-7-03-039258-9 科学出版社

新编基础实用医学英语 主编郑愿华, 韩跃勤 978-7-03-039266-4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四分
册,化学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39278-7 科学出版社

肝内外胆管扩张诊断治疗学 吕云福，董家鸿主编 978-7-03-039352-4 科学出版社

传染病信息学与生物监测:中文翻译版 Daniel Zeng[等]主编 978-7-03-039355-5 科学出版社

实用淋巴瘤病理诊断 张凯, 陈淑勤编著 978-7-03-039381-4 科学出版社

围产期干细胞 韩忠朝主编 978-7-03-039394-4 科学出版社

医学实用多元统计学 姜晶梅主编 978-7-03-039401-9 科学出版社

医学物理学实验 张鹏程主编 978-7-03-039428-6 科学出版社

格莱比皮瓣百科全书.第一卷,头颈部分 (美) Berish Strauch等原著 978-7-03-039437-8 科学出版社

医疗服务管理工程 苏强著 978-7-03-039447-7 科学出版社

医药学常用微生物学实验技术 主编陈峥宏, 魏洪, 康颖倩 978-7-03-039471-2 科学出版社

临床肿瘤药理学 梁文波，杨静娴，杨静玉主编 978-7-03-039498-9 科学出版社

软组织肿瘤病理学诊断图谱 主编韩安家, 赖日权 978-7-03-039500-9 科学出版社

医学形态实验学.Ⅰ,解剖学分册 洪乐鹏主编 978-7-03-039554-2 科学出版社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术操作规范 张亚林, 曹玉萍主编 978-7-03-039559-7 科学出版社

医学写作技巧与评价 主编汤先忻, 孙茂民 978-7-03-039567-2 科学出版社

艾滋病疫苗研究与评价 主编王佑春 978-7-03-039610-5 科学出版社

婴幼儿体表血管瘤非手术治疗 主编刘永义 978-7-03-039611-2 科学出版社

颅底外科手术学 主编徐启武 978-7-03-039656-3 科学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笔记 主编赵国玺 978-7-03-039732-4 科学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笔记 主编刘辉 978-7-03-039750-8 科学出版社

高级医学统计学 主编万崇华, 罗家洪 978-7-03-039754-6 科学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笔记 主编张梅珍 978-7-03-039756-0 科学出版社

中国土家族医药学 主编袁德培, 彭芳胜 978-7-03-039806-2 科学出版社

食品毒理学 沈明浩, 易有金, 王雅玲主编 978-7-03-039839-0 科学出版社

临床视光学 主编杨智宽 978-7-03-039855-0 科学出版社

北京市预防接种工作技术规范 庞星火, 卢莉主编 978-7-03-039874-1 科学出版社

农村饮用水水质健康风险评估技术研究与示
范

倪福全, 邓玉著 978-7-03-039875-8 科学出版社

3R和仁慈准则:仁慈试验技术原理 Michael Balls著 978-7-03-039939-7 科学出版社

道地药材数字地域药匣理论与实践 张文生, 王静爱, 尹圆圆著 978-7-03-039955-7 科学出版社

基础护理学笔记 主编黄惠清 978-7-03-039973-1 科学出版社

同步脑电-功能磁共振 (EEG-fMRI) 原理与技
术

雷旭, 尧德中著 978-7-03-039983-0 科学出版社

张琪从五脏论治临证举要 谢宁, 徐惠梅主编 978-7-03-039984-7 科学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笔记 杨玉南, 杨建芬主编 978-7-03-040004-8 科学出版社

灌肠 编著吴秋玲 978-7-03-040037-6 科学出版社

现代骨组织修复材料及其评价 廖晓玲等著 978-7-03-040064-2 科学出版社

新九针 主编曹玉霞 978-7-03-040066-6 科学出版社

CT图像重建算法 闫镔, 李磊编著 978-7-03-040069-7 科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笔记 主编魏保生 978-7-03-040080-2 科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笔记 主编魏保生 978-7-03-040083-3 科学出版社

病理学笔记 主编魏保生, 吴秀贞 978-7-03-040086-4 科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笔记 主编魏保生 978-7-03-040087-1 科学出版社

醋疗 许凯霞编著 978-7-03-040147-2 科学出版社

医学超声基础 章东 ... [等] 编著 978-7-03-040154-0 科学出版社

远离疼痛! 缓解疼痛的科学 (日) 下地恒毅著 978-7-03-040169-4 科学出版社

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 刘俊男著 978-7-03-040171-7 科学出版社

手术室专科护理学 主编高兴莲, 郭莉 978-7-03-040211-0 科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笔记 主编魏保生, 许兰芳 978-7-03-040219-6 科学出版社

中国食物中毒细菌 房海, 陈翠珍主编 978-7-03-040221-9 科学出版社

王翘楚治疗失眠症临证经验医案集要 王翘楚编著 978-7-03-040263-9 科学出版社

张琪医论医话集锦 江柏华, 潘洋主编 978-7-03-040278-3 科学出版社

陈惠祯妇科肿瘤手术学 主编蔡红兵 ... [等] 978-7-03-040343-8 科学出版社

2014北京医学科技发展报告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编著 978-7-03-040367-4 科学出版社



分子诊断学:基础与临床 姜傥主编 978-7-03-040372-8 科学出版社

复杂疾病的遗传咨询 主编杨进 978-7-03-040400-8 科学出版社

Wills眼科手册:中文翻译版
主编 (美) Adam T. Gerstenblith, 

Michael P. Rabinowitz
978-7-03-040404-6 科学出版社

肺血管病多排螺旋及诊断 主编戴汝平, 马展鸿 978-7-03-040460-2 科学出版社

基因兴奋剂与竞技运动 (加) A. J.施耐德, (美) T.弗雷德曼著 978-7-03-040464-0 科学出版社

谁在控制你?:探秘神经递质 (日) 野口哲典著 978-7-03-040470-1 科学出版社

实用腹壁外科学 顾岩, 李健文主编 978-7-03-040493-0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二分
册,天文学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0502-9 科学出版社

贺普仁针灸三通法 贺普仁主编 978-7-03-040504-3 科学出版社

李济仁痹证研究传承集 李艳编著 978-7-03-040514-2 科学出版社

不怕不怕啦!:癌与DNA的秘密 (日)生田哲著 978-7-03-040518-0 科学出版社

肿瘤生物学导论 许兴智, 朱卫国, 詹启敏主编 978-7-03-040522-7 科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 孙俊, 薛黔主编 978-7-03-040554-8 科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名词.2014 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978-7-03-040573-9 科学出版社

家庭实用小儿推拿图册 冯燕华主编 978-7-03-040588-3 科学出版社

消化道高分辨率测压图谱 侯晓华主编 978-7-03-040654-5 科学出版社

医学图像处理中的数学理论与方法 孔德兴 ... [等] 著 978-7-03-040663-7 科学出版社

纳米微囊型血液代用品 刘昌胜等著 978-7-03-040716-0 科学出版社

图解药理学
Richard Finkel, Luigi X. Cubeddu, 

Michelle A. Clark编著
978-7-03-040723-8 科学出版社

临床生物样本库 郭渝成主编 978-7-03-040795-5 科学出版社

民国初期西医教育的建构研究:1912-1937 夏媛媛著 978-7-03-040800-6 科学出版社

医学创新的智慧与谋略 卢建华, 李天萍主编 978-7-03-040801-3 科学出版社

初级卫生保健: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治理化改革
研究

周业勤著 978-7-03-040802-0 科学出版社

转化医学的研究与探索:解读NIH-CTSA 2.0 Alan I. Leshner ... [等] 主编 978-7-03-040805-1 科学出版社

佛教医学思想研究 顾加栋著 978-7-03-040808-2 科学出版社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在人工髋、膝关节中的应
用

(美) Steven M Kurtz编著 978-7-03-040829-7 科学出版社

管理决策分析 赵新泉, 彭勇行主编 978-7-03-040838-9 科学出版社

蛋白质分析与数学:生物、医学与医药卫生中
的定量化研究.上册

沈世镒[等]著 978-7-03-040840-2 科学出版社

网络传染病动力学建模与分析 靳帧, 孙桂全, 刘茂省著 978-7-03-040904-1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一分
册,环境与轻纺工程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0992-8 科学出版社

纳米磷灰石的制备、表征及改性 李世普, 王友法著 978-7-03-041002-3 科学出版社

病理学实验指导 李素云, 张悦主编 978-7-03-041036-8 科学出版社

纳米磷灰石的生物医学应用 李世普, 王友法著 978-7-03-041124-2 科学出版社

分子感官科学 宋焕禄著 978-7-03-041154-9 科学出版社

医学图像三维重建和可视化:VC++实现实例 张俊华著 978-7-03-041205-8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医学电子学:医疗诊断 永远, 常向荣, 韩奎著 978-7-03-041315-4 科学出版社

介入放射学理论与实践 杨建勇, 陈伟主编 978-7-03-041341-3 科学出版社

人体特效穴位使用手册 张永臣，贾红玲编著 978-7-03-041371-0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二分
册,法学卷

钱伟长总主编 978-7-03-041382-6 科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名词.2014 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978-7-03-041398-7 科学出版社

脑磁共振影像数据时空分析 胡德文, 沈辉等著 978-7-03-041400-7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医药纳米技术:methods and protocols Sarah J. Hurst 978-7-03-041426-7 科学出版社

DNA纳米技术:methods and protocols Giampaolo Zuccheri, Bruno Samori 978-7-03-041429-8 科学出版社

纳米医学与纳米生物技术 Stergios Logothetidis 978-7-03-041432-8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二分
册,环境与轻纺工程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1442-7 科学出版社

中药和民族药液相色谱标准图谱集 李效宽主编 978-7-03-041444-1 科学出版社

放射医学与防护名词.2014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放射医学与防护名词

审定分委员会
978-7-03-041497-7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医学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1517-2 科学出版社

一个小儿外科医生的独白:中文翻译版 (美) Alberto Pena著 978-7-03-041521-9 科学出版社

神经生物学:从神经元到脑 (英) John, G. Nicholls ... [等] 著 978-7-03-041534-9 科学出版社

人体六大关节功能康复 李泽兵编著 978-7-03-041559-2 科学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笔记 主编谢宁, 刘锐 978-7-03-041575-2 科学出版社

邹燕勤治疗肾病临证经验医案集要 邹燕勤, 孔薇主编 978-7-03-041591-2 科学出版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置

洪佳冬, 方强编著 978-7-03-041630-8 科学出版社

药学简明读本 编著余瑜 978-7-03-041665-0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三分
册,法学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1683-4 科学出版社

现代基因治疗分子生物学 成军主编 978-7-03-041708-4 科学出版社

DeJong神经系统检查 William W. Campbell著 978-7-03-041720-6 科学出版社



麻省总医院神经科手册:中文翻译版 Alice W. Flaherty, Natalia S. Rost主编 978-7-03-041721-3 科学出版社

现代骨科学,骨科基础卷 总主编赵定麟, 陈德玉, 赵杰 978-7-03-041724-4 科学出版社

现代骨科学,创伤骨科卷 总主编赵定麟, 陈德玉, 赵杰 978-7-03-041725-1 科学出版社

现代骨科学,关节外科学 总主编赵定麟, 陈德玉, 赵杰 978-7-03-041726-8 科学出版社

现代骨科学.上,脊柱外科卷 总主编赵定麟, 陈德玉, 赵杰 978-7-03-041727-5 科学出版社

现代骨科学.下,脊柱外科卷 总主编赵定麟, 陈德玉, 赵杰 978-7-03-041728-2 科学出版社

现代骨科学,骨病卷 总主编赵定麟, 陈德玉, 赵杰 978-7-03-041729-9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文化学 主编洪蕾 978-7-03-041780-0 科学出版社

低成本健康集成技术 王磊著 978-7-03-041783-1 科学出版社

纳米材料新特性及生物医学应用 阎锡蕴主编 978-7-03-041828-9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医用纳米材料对细胞的作用 顾宁, 许海燕等编著 978-7-03-041831-9 科学出版社

实用医院护理人力资源管理学 叶文琴, 王筱慧, 张伟英主编 978-7-03-041843-2 科学出版社

硬组织修复材料与技术 刘昌胜等著 978-7-03-041852-4 科学出版社

人体数理化 主编冯志强 978-7-03-041870-8 科学出版社

新型智能医院 李兰娟主编 978-7-03-041885-2 科学出版社

农村住院服务过度需求:不合理入院的测量与
管理研究

陈迎春著 978-7-03-041912-5 科学出版社

农村贫困居民疾病经济风险及医疗保障效果
研究

王静著 978-7-03-041922-4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二分
册,经济学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1929-3 科学出版社

骨关节影像诊断口诀 黄耀华编著 978-7-03-041937-8 科学出版社

老年人保健与居家照护手册 主编胡秀英, 陈茜 978-7-03-041938-5 科学出版社

内分泌干扰物评估试验指南 陈会明, 崔媛, 程艳编著 978-7-03-041945-3 科学出版社

安德鲁斯临床皮肤病学
William D. James, Timothy G. Berger, 

Dirk M. Elston主编
978-7-03-041968-2 科学出版社

临床麻醉学热点:心血管问题剖析 主编李立环, 彭勇刚 978-7-03-041988-0 科学出版社

糖尿病中医防治标准 (草案) 仝小林主编 978-7-03-042015-2 科学出版社

周围神经系统疾病及损伤的中西医康复治疗 主编王艳 978-7-03-042016-9 科学出版社

衰老与心脏:后基因组学观点 (美) Jose Marin-Garcia等编著 978-7-03-042047-3 科学出版社

痴呆及认知障碍神经心理测评量表手册 王刚主编 978-7-03-042056-5 科学出版社

杨泽民内科临证经验医案集要 杨泽民编著 978-7-03-042057-2 科学出版社

医学统一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 王黎利著 978-7-03-042072-5 科学出版社

健康评估:中文翻译版
Lippincott Williams, Lippincott 

Wilkins编著
978-7-03-042081-7 科学出版社



伤口护理:中文翻译版
Lippincott Williams, Lippincott 

Wilkins编著
978-7-03-042082-4 科学出版社

血流动力学监测:中文翻译版
Lippincott Williams, Lippincott 

Wilkins编著
978-7-03-042083-1 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病护理:中文翻译版
Lippincott Williams, Lippincott 

Wilkins编著
978-7-03-042084-8 科学出版社

生殖生物学与生殖医学进展 刘见桥, 朱伟杰主编 978-7-03-042086-2 科学出版社

骨折分类图表手册 张世民主编 978-7-03-042107-4 科学出版社

左耳与右耳的对话:一个精神科医生的临床手
札

李雪荣著 978-7-03-042123-4 科学出版社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指南 主编熊宁宁 ... [等] 978-7-03-042132-6 科学出版社

如何开展负责任的研究 李真真主编 978-7-03-042135-7 科学出版社

患者隐私保护与护理服务规范 赵爱平, 栾伟主编 978-7-03-042177-7 科学出版社

石纯农伤科医案医话选 周承扬, 张国梁, 李辉主编 978-7-03-042178-4 科学出版社

RNA纳米技术与治疗 (美) 郭培宣, Farzin Haque编著 978-7-03-042184-5 科学出版社

卫生保健管理:国际视野
Jens-Uwe Niehoff, 张亮, Jochen 

Breinlinger-O`Reilly主编
978-7-03-042201-9 科学出版社

马绍尧治疗皮肤病临证经验医案集要 马绍尧, 李咏梅, 宋瑜主编 978-7-03-042210-1 科学出版社

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名词:2014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名

词审定分委员会
978-7-03-042214-9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二分
册,信息科学与技术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2223-1 科学出版社

腺相关病毒:从病毒到临床 许瑞安主编 978-7-03-042244-6 科学出版社

药品、食品仪器分析实验实训 郑萍主编 978-7-03-042245-3 科学出版社

徐升阳医案医话集 徐琳主编 978-7-03-042247-7 科学出版社

系统生物学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 张永煜, 张玮, 杨永清主编 978-7-03-042260-6 科学出版社

体育学学科体系的重构研究 韩春利著 978-7-03-042271-2 科学出版社

医用放射诊疗设备学 主编何洪林, 赵育新, 黄文才 978-7-03-042272-9 科学出版社

有毒中药的鉴别图谱 李西林, 徐宏喜, 顺庆生主编 978-7-03-042319-1 科学出版社

移动医疗:医疗实践的变革和机遇
原著Cilin Konschak, Dave Levin, 

William H. Morris
978-7-03-042346-7 科学出版社

诊断微生物学新技术
(美) Yi-Wei Tang, Charles W. Stratton

原著
978-7-03-042356-6 科学出版社

临床血管外科学 蒋米尔, 张培华主编 978-7-03-042365-8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二分
册,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2413-6 科学出版社



红细胞内血红蛋白的电泳释放:发现和研究 秦文斌著 978-7-03-042521-8 科学出版社

转化医学应用 主编刘刚 978-7-03-042526-3 科学出版社

基因的分子生物学 (美) J.D. 沃森 ... [等] 编著 978-7-03-042532-4 科学出版社

药学名词.2014 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978-7-03-042537-9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医学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2538-6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一,化
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2567-6 科学出版社

国际医疗器械专利计量分析报告:2003-2012 主编池慧 978-7-03-042576-8 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超声分子影像学 陈智毅, 葛舒平主编 978-7-03-042583-6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二,化
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2606-2 科学出版社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操作常规 主编黄浩, 张青, 李卡 978-7-03-042612-3 科学出版社

中国药典中药材DNA条形码标准序列 陈士林主编 978-7-03-042614-7 科学出版社

物理医学与康复名词:2014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物理医学与康复名词

审定分委员会编
978-7-03-042616-1 科学出版社

面向对象软件工程与UML实践教程 杨林，叶亚琴，方芳编著 978-7-03-042625-3 科学出版社

中国菊苣研究 张冰主编 978-7-03-042670-3 科学出版社

张琪论伤寒与临证 张雅丽，刘娜主编 978-7-03-042671-0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信息学 崔蒙, 吴朝晖, 乔延江主编 978-7-03-042775-5 科学出版社

任继学医案精选 王之虹, 宫晓燕, 王健主编 978-7-03-042776-2 科学出版社

现代瘟疫:埃博拉病毒病 杨瑞馥, 刘超, 夏晓东主编 978-7-03-042814-1 科学出版社

遗传学:基因和基因组分析 (美) D.L. 哈特尔, M. 鲁沃洛著 978-7-03-042821-9 科学出版社

DNA纳米技术:methods and protocols Giampaolo Zuccheri, Bruno Samori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DNA纳米技术:分子传感、计算与机器 樊春海, 刘冬生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Micro-nanorobotic manipulation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shio Fukuda, Fumihito Arai, Masahiro 
Nakajima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Nanotechnology for 
electronics:photonics, and renewable 

energy

Anatoli Korkin, Predrag S. Krstic, 
Jack C. Wells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二氧化钛纳米材料的制备、表征及安全应用 陈春英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二维纳米复合氢氧化物:结构、组装与功能 段雪, 陆军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光催化 (意) C.A. 比尼奥齐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光电器件半导体纳米结构:processing,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Gyu-Chul Yi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分子仿生 李峻柏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分子筛与多孔材料化学 徐如人, 庞文琴, 霍启知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分子间力和表面力 (美) J.N. 伊斯雷尔奇维利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压电电子学与压电光电子学 王中林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原位合成碳纳米相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 赵乃勤, 何春年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固体表面分子组装 万立骏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定向碳纳米管:physics, concepts, 
fabrication and devices

Zhifeng Ren, Yucheng Lan, Yang Wang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微纳加工及在纳米材料与器件研究中的应用 顾长志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微纳流控芯片实验室 林炳承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新型阻变存储技术 刘明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无机纳米光学探针的制备与应用 徐淑坤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有机半导体异质结:晶态有机半导体材料与器
件

闫东航, 王海波, 杜宝勋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有机场效应晶体管 胡文平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有机纳米与分子器件.上卷 刘云圻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有机纳米与分子器件.下卷 刘云圻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有机纳米功能材料:高压静电纺丝技术与纳米
纤维

王策, 卢晓峰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染料敏化太阳电池 戴松元, 刘伟庆, 闫金定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氧化铁纳米材料:制备、表征、应用与安全性 唐萌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热能调控微纳结构材料 杨振忠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医用纳米材料对细胞的作用 顾宁, 许海燕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医药纳米技术:methods and protocols Sarah J. Hurst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生物纳米电子学 Daniela Dragoman, Mircea Dragoman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电化学扫描隧道显微术及其应用 万立骏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石墨烯:新型二维碳纳米材料 陈永胜, 黄毅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硬组织修复材料与技术 刘昌胜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碳基纳电子和光电子器件 彭练矛 ... [等] 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碳电子学基础 薛增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碳纳米管与石墨烯器件物理 (美) H.-S. 菲利普·黄, 德基·阿金旺德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碳纳米管的宏量制备技术 魏飞, 骞伟中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类金刚石碳基薄膜材料 薛群基, 王立平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与介观力学 赵亚溥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与分子电子学手册 (美) 谢尔盖·雷舍夫斯基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传感器:物理、化学和生物传感器 (印) V.K. 康纳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分析化学 朱俊杰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化学:纳米材料的化学途径
(加) 杰弗里·厄津, 安德烈·阿瑟诺, (意) 

卢多维科·卡德马蒂里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医学与纳米生物技术 Stergios Logothetidis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复合纤维材料 朱美芳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孔材料化学,NMR表征、理论模拟及吸附
分离

于吉红, 闫文付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孔材料化学,催化及功能化 于吉红, 闫文付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孔材料化学.Ⅰ,合成与制备 于吉红, 闫文付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孔材料化学.Ⅱ,合成与制备 于吉红, 闫文付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微囊型血液代用品 刘昌胜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技术标准 (美) V. 穆拉绍夫, J. 霍华德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摩擦学 钱林茂, 田煜, 温诗铸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敏感材料与传感技术 刘锦淮, 黄行九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材料新特性及生物医学应用 阎锡蕴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材料生长动力学及其环境应用 林璋, 吴智诚, 庄赞勇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毒理学:纳米材料安全应用的基础 赵宇亮, 柴之芳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毒理学研究方法与实验技术 张智勇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润滑材料与技术 周峰, 王晓波, 刘维民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生物医药载体 许海燕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生物检测 庞代文, 蒋兴宇, 黄卫华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碳催化 苏党生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磷灰石的制备、表征及改性 李世普, 王友法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磷灰石的生物医学应用 李世普, 王友法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科技创新与知识图谱:世界纳米科技专利
与文献分析

(美) 陈炘钧, 米黑尔·罗科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科技创新方法研究 王琛, 杨延莲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结构与性能的理论计算与模拟 帅志刚, 夏钶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纳米结构材料及其应用 Stergios Logothetidis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自旋电子学导论.上卷 韩秀峰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自旋电子学导论.下卷 韩秀峰等编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自驱动系统中的纳米发电机 王中林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薄膜太阳能电池 肖旭东, 杨春雷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认知纳米世界:纳米科学技术手册 (白俄) V.E. 鲍里先科, (意) S. 奥西奇尼
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贵金属基超结构纳米材料 杨军 ... [等] 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超分子组装:结构与功能 陈传峰, 杨勇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超导纳米电子学基础 Anatolie Sidorenko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金刚石膜制备与应用.上卷 吕反修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金刚石膜制备与应用.下卷 吕反修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构效关系及设计 仲崇立, 刘大欢, 阳庆元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金纳米棒的制备、性质及应用 吴晓春, 陈春英, 任红轩等著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面向2020年社会需求的纳米科技研究
(美) 米黑尔·罗科, 查德·米尔金, 马克·

赫尔萨姆主编
978-7-03-042826-4 科学出版社

医学图像配准技术与应用 吕晓琪 ... [等] 著 978-7-03-042856-1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医学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2943-8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三分
册,物理学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2944-5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第三分
册,经济学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2946-9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化工、
冶金与材料工程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2947-6 科学出版社

自由基营养学 方允中, 顾景范, 郭长江主编 978-7-03-043029-8 科学出版社

阿尔茨海默病 主编赵斌, 蔡志友 978-7-03-043035-9 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化工、
冶金与材料工程卷

总主编钱伟长 978-7-03-043049-6 科学出版社

耳鼻喉科专家说病说保健 王斌全, 王建明编著 978-7-03-043055-7 科学出版社

病毒转基因技术原理 范雄林主编 978-7-03-043064-9 科学出版社

林源活性物质分离技术 祖元刚，付旷主编 978-7-03-043139-4 科学出版社

地震应急医学救援“两期三段”研究:基于玉
树地震医学救援实证分析

张鹭鹭，康鹏，顾洪主编 978-7-03-043187-5 科学出版社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成功之路 段志光等著 978-7-03-043203-2 科学出版社

临床〓学:成功修复指导 主编谢秋菲 978-7-03-043216-2 科学出版社

药性热力学观及实践 肖小河, 赵艳玲主编 978-7-03-043262-9 科学出版社

人感染H7N9禽流感 李兰娟主编 978-7-03-043281-0 科学出版社

临床心电图诊断与应用 主编窦春江 978-7-03-043292-6 科学出版社

常见人畜共患病防治 主编董开忠, 傅思武 978-7-03-043295-7 科学出版社

分子生药学 黄璐琦, 刘昌孝主编 978-7-03-043334-3 科学出版社



牙齿的热-力-电生理耦合行为 卢天健, 林敏, 徐峰著 978-7-03-043347-3 科学出版社

抗体偶联药物 (瑞士) Laurent Ducry著 978-7-03-043368-8 科学出版社

超声介导化学消融治疗肝癌 主编林礼务, 薛恩生 978-7-03-043374-9 科学出版社

科学殿堂艺术家 朱志良,郑培明主编 978-7-03-043378-7 科学出版社

气道管理图谱:技术与设备
Steven L. Orebaugh, Paul E. Bigeleisen

主编
978-7-03-043380-0 科学出版社

嗓音医学工程学 万明习, 王素品, 吴亮著 978-7-03-043382-4 科学出版社

土家族药物概论 主编杨付明, 刘哨兵 978-7-03-043384-8 科学出版社

湘雅精神医学 主编杨德森, 刘协和, 许又新 978-7-03-043386-2 科学出版社

血管神经病学 王拥军主编 978-7-03-043387-9 科学出版社

李今庸读古医书札记 李今庸著 978-7-03-043393-0 科学出版社

中国学科发展战略,再生医学 中国科学院 978-7-03-043400-5 科学出版社

四肢多元组织缺损的修复与重建 丛海波著 978-7-03-043424-1 科学出版社

中国医学科技发展报告.2015 中国医学科学院 978-7-03-043439-5 科学出版社

大型水生植物对藻类的化感作用 吴振斌等著 978-7-03-043458-6 科学出版社

保元堂三世医案 张灿玾主编 978-7-03-043520-0 科学出版社

分子药理学 主编段为钢, 云宇 978-7-03-043553-8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哲学智慧 申俊龙, 曾智主编 978-7-03-043589-7 科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管理手册 主编皮红英, 王建荣, 郭俊艳 978-7-03-043607-8 科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教案精选 主编郭俊艳 978-7-03-043608-5 科学出版社

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 主编傅延龄, 张林, 宋佳 978-7-03-043671-9 科学出版社

颜德馨疑难病临证经验选 孙春霞主编 978-7-03-043717-4 科学出版社

2014“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专项汇编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编著 978-7-03-043748-8 科学出版社

食品药品检验基本理论与实践 主编李云龙 978-7-03-043768-6 科学出版社

电生理理论与技术 主编王廷华, 陈向东, 李云庆 978-7-03-043783-9 科学出版社

神经疾病动物模型制备理论与技术 主编王廷华, 李力燕, 李利华 978-7-03-043784-6 科学出版社

肝脏损伤与修复分子生物学 李三强主编 978-7-03-043802-7 科学出版社

生药学 王跃华, 张浩主编 978-7-03-043803-4 科学出版社

社区健康服务实践指南:中文翻译版 原著CTSA社区医疗服务工作委员会 978-7-03-043831-7 科学出版社

段富津方剂学讲课实录 段富津主编 978-7-03-043843-0 科学出版社

冠心病心电图解读 主编郭云庚, 熊尚全 978-7-03-043847-8 科学出版社

特定病程心电图解读 主编郭云庚, 詹萍 978-7-03-043848-5 科学出版社

心律失常心电图解读 主编郭云庚, 郑峰, 李翠云 978-7-03-043849-2 科学出版社



图解眼科手术配合 主编冯晓霞, 张军军, 龚仁蓉 978-7-03-043858-4 科学出版社

图解心血管外科手术配合 主编龚仁蓉, 黄智慧, 陈芳 978-7-03-043859-1 科学出版社

图解普外科手术配合 主编谭永琼, 廖安鹊, 叶辉 978-7-03-043860-7 科学出版社

图解骨科手术配合 主编杨小蓉, 裴福兴, 黄俊华 978-7-03-043861-4 科学出版社

图解妇科手术配合 主编袁琦, 周俊英 978-7-03-043862-1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价值实现 申俊龙, 朱佩枫主编 978-7-03-043913-0 科学出版社

张珍玉医学文集 魏凤琴, 王小平, 张惠云主编 978-7-03-043919-2 科学出版社

王文彦肝病辨证思维经验集 卢秉久, 张艳, 郑佳连主编 978-7-03-043923-9 科学出版社

方和谦论著集 权红主编 978-7-03-043958-1 科学出版社

SCI攻略:生物医药科技论文的撰写与发表 主编解景田, 谢来华 978-7-03-043968-0 科学出版社

实用食管肿瘤诊疗学 刘连科, 束永前主编 978-7-03-044043-3 科学出版社

土家医技医法精粹 主编胡玉萍 978-7-03-044092-1 科学出版社

班秀文医论医话集 戴铭主编 978-7-03-044093-8 科学出版社

班秀文医学著作集 戴铭主编 978-7-03-044094-5 科学出版社

高频电火花水针疗法 程传国主编 978-7-03-044095-2 科学出版社

传染病监测预测与优化控制 黄顺祥 ... [等] 著 978-7-03-044169-0 科学出版社

核磁共振成像仪:构造原理和物理设计 俎栋林著 978-7-03-044187-4 科学出版社

陈湘君治疗风湿病临证经验医案集要 陈湘君, 顾军花主编 978-7-03-044224-6 科学出版社

实用男科学 主编李宏军, 黄宇烽 978-7-03-044251-2 科学出版社

人工听觉:新视野
曾凡刚, (美) Atrhur N.Popper, (美) 

Richard R.Fay编
978-7-03-044263-5 科学出版社

养老护理员 主编周茜, 吴玉霞 978-7-03-044290-1 科学出版社

临床躯体症状的心身医学分类及诊疗共
识:2014-2015

孙学礼, 曾凡敏著 978-7-03-044350-2 科学出版社

全科医学临床思维训练与PBL/CBL教程 主编苗懿德 ... [等] 978-7-03-044351-9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医学工程学进展 谢德明主编 978-7-03-044358-8 科学出版社

虞坚尔医话医案选 虞坚尔, 周静冬主编 978-7-03-044367-0 科学出版社

蔡淦治疗脾胃病临证经验医案集要 蔡淦, 林江, 丛军主编 978-7-03-044376-2 科学出版社

图解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手术配合 主编钟玲, 陈吉, 刘世喜 978-7-03-044385-4 科学出版社

图解神经外科手术配合 主编李脊, 程华 978-7-03-044396-0 科学出版社

图解泌尿外科手术配合 主编赖力, 卢一平, 莫宏 978-7-03-044397-7 科学出版社

北黄芪研究 周然主编 978-7-03-044423-3 科学出版社

经方本原剂量问题研究 傅延龄, 宋佳, 张林著 978-7-03-044432-5 科学出版社



事件相关电位与测谎 杨文俊著 978-7-03-044440-0 科学出版社

农业工效学检查要点 原著牛胜利, Kazutaka Kogi 978-7-03-044483-7 科学出版社

自噬:生物学与疾病,临床卷 乐卫东主编 978-7-03-044497-4 科学出版社

医学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 主编殷国荣, 郑金平 978-7-03-044525-4 科学出版社

实用眼科学 主编张旭东 978-7-03-044527-8 科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与全身性疾病 主编董为伟 978-7-03-044566-7 科学出版社

人类复杂疾病遗传学实验指南
(英) 阿玛尔·阿尔沙拉比, (美) 劳拉·艾

玛西编著
978-7-03-044600-8 科学出版社

软组织肿瘤病理学 韩安家, 赖日权主编 978-7-03-044614-5 科学出版社

中国吸虫学 唐崇惕,唐仲璋著 978-7-03-044617-6 科学出版社

中国哺乳动物多样性及地理分布 蒋志刚[等]著 978-7-03-044620-6 科学出版社

近代豫北医学传教史研究 邵金远著 978-7-03-044626-8 科学出版社

中国真菌志.第五十卷,外担菌目 隔担菌目 郭林主编 978-7-03-044660-2 科学出版社

中国蜉蝣概述 周长发，苏翠荣，归鸿著 978-7-03-044674-9 科学出版社

放射学英语 侯仲军主编 978-7-03-044686-2 科学出版社

数字医学导论 张绍祥, 谭立文, 李兰娟主编 978-7-03-044742-5 科学出版社

脑磁共振波谱学:神经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最新
临床应用

(英) C.J. 斯塔格, (美) D.L. 罗思曼主编 978-7-03-044839-2 科学出版社

静脉输液治疗手册 主编罗艳丽 978-7-03-044866-8 科学出版社

骨科护理手册 主编宁宁, 朱红, 陈佳丽 978-7-03-044867-5 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护理手册 主编游桂英, 方进博 978-7-03-044869-9 科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护理手册 主编杨蓉, 冯灵 978-7-03-044870-5 科学出版社

肾脏内科护理手册 主编刁永书, 文艳秋, 陈林 978-7-03-044871-2 科学出版社

消化内科护理手册 主编张铭光, 杨小莉, 唐承薇 978-7-03-044872-9 科学出版社

血液科护理手册 主编冷亚美, 刘霆, 王颖莉 978-7-03-044873-6 科学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手册 主编申文武, 李小麟, 黄雪花 978-7-03-044874-3 科学出版社

产科护理手册 主编任建华 978-7-03-044875-0 科学出版社

消毒供应中心护理手册 主编黄浩, 李卡, 秦年 978-7-03-044876-7 科学出版社

口腔科护理手册 主编赵佛容, 李秀娥, 邓立梅 978-7-03-044877-4 科学出版社

普外科护理手册 主编李卡, 许瑞华, 龚姝 978-7-03-044878-1 科学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护理手册 主编余蓉, 鲜均明, 辜德英 978-7-03-044879-8 科学出版社

神经外科护理手册 主编陈茂君, 蒋艳, 游潮 978-7-03-044880-4 科学出版社

妇科护理手册 主编黄燕 978-7-03-044881-1 科学出版社



食品安全多元治理.第2辑 王硕主编 978-7-03-044892-7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分析技术实验教程 丁益, 华子春主编 978-7-03-044923-8 科学出版社

医学高等数学学习指导与习题全解 马建忠主编 978-7-03-044927-6 科学出版社

回家:一只灰喜鹊受伤之后 谢立军著/摄影 978-7-03-044965-8 科学出版社

中医皮肤病症状鉴别诊断与治疗 刘炽主编 978-7-03-044982-5 科学出版社

苏荣扎布临床经验集 布仁达来主编 978-7-03-044983-2 科学出版社

周仲瑛临床经验精粹 吴勉华, 周学平主编 978-7-03-044984-9 科学出版社

中国脑血管病临床研究年鉴.2014 主编王拥军 978-7-03-044988-7 科学出版社

草鱼组织学彩色图谱 汪开毓，肖丹等编著 978-7-03-045032-6 科学出版社

医学数字图像处理 周涛, 陆惠玲编著 978-7-03-045034-0 科学出版社

风湿免疫科护理手册 主编陈红, 梁燕, 王英 978-7-03-045060-9 科学出版社

徐景藩脾胃病临证经验集粹 徐景藩著 978-7-03-045062-3 科学出版社

滋补药安全用药手册 曹俊岭, 李国辉主编 978-7-03-045066-1 科学出版社

血液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侯丽主编 978-7-03-045067-8 科学出版社

消化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魏玮主编 978-7-03-045068-5 科学出版社

老年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李怡主编 978-7-03-045069-2 科学出版社

肛肠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张书信主编 978-7-03-045070-8 科学出版社

儿科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徐荣谦主编 978-7-03-045071-5 科学出版社

走出地球摇篮:人类飞天梦想的实现和对太空
的探索与利用

张玉涵著 978-7-03-045072-2 科学出版社

音乐治疗临床应用研究 高天主编 978-7-03-045075-3 科学出版社

临床肿瘤手册 主编 (美) Dennis A. Casciato 978-7-03-045078-4 科学出版社

老年护理手册 主编胡秀英 978-7-03-045122-4 科学出版社

血液的奥秘:你必须知道的血液知识 伍焜玉著 978-7-03-045123-1 科学出版社

小儿心脏病学前沿:新技术与新理论 主编陈树宝, 孙锟 978-7-03-045144-6 科学出版社

妇科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薛晓鸥主编 978-7-03-045145-3 科学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方建国主编 978-7-03-045146-0 科学出版社

呼吸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苏惠萍主编 978-7-03-045147-7 科学出版社

肿瘤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侯丽主编 978-7-03-045148-4 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雷燕主编 978-7-03-045149-1 科学出版社

外科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裴晓华, 郭琪主编 978-7-03-045150-7 科学出版社

脑血管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高颖主编 978-7-03-045151-4 科学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安全用药手册 赵丽主编 978-7-03-045152-1 科学出版社



皮肤病安全用药手册 李邻峰主编 978-7-03-045153-8 科学出版社

华西蟾蜍生活史特征演化 廖文波著 978-7-03-045165-1 科学出版社

中国迁地栽培植物大全.第一卷,爵床科 冬青
科

黄宏文主编 978-7-03-045194-1 科学出版社

中国蝙蝠寄生蠕虫 马金友编著 978-7-03-045240-5 科学出版社

基础生物统计学 吴伟坚 ... [等] 编 978-7-03-045243-6 科学出版社

盐水轮虫的生物学及海水培养利用 赵文,殷旭旺,王珊著 978-7-03-045250-4 科学出版社

动脉粥样硬化表观遗传学研究前沿及技术 主编姜怡邓, 徐华 978-7-03-045279-5 科学出版社

王国斌临证经验精粹 车志英，李顺景主编 978-7-03-045288-7 科学出版社

中药资源化学:理论基础与资源循环利用 主编段金廒 978-7-03-045330-3 科学出版社

青蒿素类抗疟药 李国桥等编著 978-7-03-045355-6 科学出版社

日月地与人类 余明编著 978-7-03-045356-3 科学出版社

医疗机构知识产权管理与运用 嵇承栋, 周蓉主编 978-7-03-045376-1 科学出版社

唐祖宣论老年病与益寿 王振江, 唐晓燕主编 978-7-03-045387-7 科学出版社

唐祖宣医话医案集 崔松涛, 彭杰先, 彭建华主编 978-7-03-045388-4 科学出版社

检验医学量值溯源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浅
析

吕京 ... [等] 主编 978-7-03-045398-3 科学出版社

生物医学实验室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案例与分
析

吕京, 陈宝荣, 王惠民主编 978-7-03-045400-3 科学出版社

危重和常见皮肤性病诊疗及护理 主编陈秋霞, 曾夏杏, 赖春晓 978-7-03-045422-5 科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临床手册 王拥军主编 978-7-03-045436-2 科学出版社

树皮绿色组织和叶片光合功能对比研究 王慧梅，王文杰著 978-7-03-045457-7 科学出版社

抗体药物的药理学与治疗学研究 刘昌孝主编 978-7-03-045477-5 科学出版社

科技文化大观:社会学视域中的科技文化 谭贤楚著 978-7-03-045490-4 科学出版社

医学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 娄岩主编 978-7-03-045496-6 科学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实验教程 王亚男, 马丹炜主编 978-7-03-045503-1 科学出版社

时空参考系 (德)Michael Soffel，(德)Ralf Langhans
著

978-7-03-045538-3 科学出版社

肿瘤靶向治疗药物临床应用方案评价 束永前, 刘连科编著 978-7-03-045539-0 科学出版社

桑天牛研究 黄大庄等著 978-7-03-045554-3 科学出版社

中国石蝴蝶属植物 邱志敬，刘正宇主编 978-7-03-045562-8 科学出版社

康复医学科护理手册 主编杜春萍 978-7-03-045563-5 科学出版社

泌尿外科护理手册 刘玲，何其英，马莉主编 978-7-03-045564-2 科学出版社

胃肠疾病护理手册 李卡，印义琼，杨婕主编 978-7-03-045565-9 科学出版社

现代肝炎病毒分子生物学 成军主编 978-7-03-045578-9 科学出版社

现代细胞周期分子生物学 成军主编 978-7-03-045579-6 科学出版社

数量性状遗传分析 袁志发[等]著 978-7-03-045582-6 科学出版社



唐祖宣温病解读 王振江, 唐静雯主编 978-7-03-045588-8 科学出版社

水溶性紫杉醇及其衍生物制备与功能检测 本书主编祖元刚 978-7-03-045625-0 科学出版社

水溶性生物活性物质功能检测 本书主编祖元刚 978-7-03-045626-7 科学出版社

内分泌科护理手册 袁丽,武仁华主编 978-7-03-045638-0 科学出版社

人体骨肌系统生物力学 王成焘等著 978-7-03-045642-7 科学出版社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血液保障理论与方法 马祖军等著 978-7-03-045660-1 科学出版社

英汉·汉英分子细胞生物学词汇 章静波 ... [等] 编 978-7-03-045678-6 科学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基本技术实验指导 陈庄, 邓存良, 吴刚主编 978-7-03-045715-8 科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精要:中文翻译版 Allan Siegel, Hreday N. Sapru编著 978-7-03-045728-8 科学出版社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GB11806) 实
用指南

刘新华主编 978-7-03-045729-5 科学出版社

疼痛科护理手册 主编刘俐, 李芸, 谢徐萍 978-7-03-045736-3 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手腕部骨龄标准:中华05及其应用 主编张绍岩 978-7-03-045737-0 科学出版社

肿瘤科护理手册 主编李俊英, 余春华, 符琰 978-7-03-045739-4 科学出版社

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

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编
978-7-03-045770-7 科学出版社

猪链球菌病 朱叶飞，张炜著 978-7-03-045779-0 科学出版社

维护中国老龄健康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立新
型社区家庭老年互助合作制度

中国科学院学部“维护中国老龄健康面临的
挑战与对策”咨询项目组编著

978-7-03-045780-6 科学出版社

孤独症儿童心智解读能力训练 徐云,柴浩著 978-7-03-045798-1 科学出版社

云南科学技术简史 李晓岑著 978-7-03-045802-5 科学出版社

宇宙奥秘 张邦固著 978-7-03-045817-9 科学出版社

护理技术操作流程图解.下册,专科技术操作 曾夏杏,岳利群,谢小华编著 978-7-03-045843-8 科学出版社

手背静脉身份识别技术 王一丁著 978-7-03-045857-5 科学出版社

乔伊和他的动物星球 王欣著 978-7-03-045859-9 科学出版社

快速心律失常全三维介入诊疗 主编钟国强, 姚焰 978-7-03-045862-9 科学出版社

室内环境检测与治理 税永红, 陈光荣主编 978-7-03-045863-6 科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眼科临床手册 张殷建主编 978-7-03-045886-5 科学出版社

婵娟之谜:月球的起源与演化 胡中为编著 978-7-03-045891-9 科学出版社

医药之痛:药品安全和医药分开 赵林度著 978-7-03-045906-0 科学出版社

启航:2015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报告 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报告编辑委员会编 978-7-03-045912-1 科学出版社

ICU护理手册 田永明,廖燕主编 978-7-03-045929-9 科学出版社

血液净化与临床护理 主编李运梅, 赵立民, 莫国华 978-7-03-045939-8 科学出版社



介入肾脏病学 原著Arif Asif ... [等] 978-7-03-045954-1 科学出版社

天鹅最美一支歌:莎士比亚其人其剧其诗 罗益民著 978-7-03-045988-6 科学出版社

肝病相关性疾病 主编贾杰 978-7-03-045997-8 科学出版社

颅面形态信息学 周明全等著 978-7-03-046032-5 科学出版社

放射生物学:放射与放疗学者读本 原著Eric J. Hall, Amato J. Giaccia 978-7-03-046041-7 科学出版社

飞艇飞行力学与控制 郑伟，杨跃能著 978-7-03-046042-4 科学出版社

过敏的人生 (美) 桑德拉·巴斯莱著 978-7-03-046044-8 科学出版社

颜正华中药学思想与临床用药研究全集 张冰主编 978-7-03-046048-6 科学出版社

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名词:2015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

名词审定分委员会
978-7-03-046052-3 科学出版社

食品真实属性表征分子识别技术 陈颖, 葛毅强等著 978-7-03-046074-5 科学出版社

肝脏疾病疑难与经典病例.第一辑 任红主编 978-7-03-046081-3 科学出版社

口腔健康教育与促进 周海静主编 978-7-03-046112-4 科学出版社

综合知识 王吉耀主编 978-7-03-046114-8 科学出版社

上海领军人才学术成就概览.2006-2008年,医
学卷

黄红，沈晓初，张勘主编 978-7-03-046116-2 科学出版社

炎症性肠病诊疗难点 主编冉志华 978-7-03-046152-0 科学出版社

大数据:生物学变革新契机 张旭主编 978-7-03-046189-6 科学出版社

唐祖宣四肢血管病论治精选 许保华，唐文生主编 978-7-03-046191-9 科学出版社

改善医护人员工作条件师资指南 编著国际劳工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978-7-03-046211-4 科学出版社

改善医护人员工作条件行动手册 编著国际劳工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978-7-03-046212-1 科学出版社

伏牛山药用植物志.第六卷 尹卫平，高致明等著 978-7-03-046246-6 科学出版社

实用中医诊断学 邓铁涛, 陈群主编 978-7-03-046257-2 科学出版社

河北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 赵建成，谢晓亮主编 978-7-03-046284-8 科学出版社

大气PM2.5对中国城市公众健康效应研究 潘小川等编著 978-7-03-046296-1 科学出版社

清宫膏方精华 陈可冀主编 978-7-03-046307-4 科学出版社

中国学科发展战略,免疫学 中国科学院 978-7-03-046329-6 科学出版社

日月其迈:山西文化名人访谈录 张焕君主编 978-7-03-046336-4 科学出版社

2015北京医学科技发展报告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编著
978-7-03-046384-5 科学出版社

李济仁养生保健体悟 李济仁主编 978-7-03-046411-8 科学出版社

生命的跃升:40亿年演化史上的十大发明 (英)尼克·莱恩著 978-7-03-046428-6 科学出版社

唐祖宣经方发挥 桂明忠，唐丽主编 978-7-03-046435-4 科学出版社



昆虫意象的哲学观照 李芳著 978-7-03-046477-4 科学出版社

李济仁解读中医经史 李济仁主编 978-7-03-046504-7 科学出版社

李济仁中医时间医学研究与临床应用 李济仁主编 978-7-03-046505-4 科学出版社

李济仁新安医学考证 李济仁主编 978-7-03-046506-1 科学出版社

朱良春益肾蠲痹法治疗风湿病 朱婉华主编 978-7-03-046507-8 科学出版社

段富津医案精编 段富津主编 978-7-03-046508-5 科学出版社

张大宁临证医案选 徐英，张勉之主编 978-7-03-046510-8 科学出版社

张大宁医学论文集 徐英，张敏英，樊威伟主编 978-7-03-046511-5 科学出版社

苏荣扎布学术思想宝泉 布仁达来主编 978-7-03-046512-2 科学出版社

张大宁谈保健与养生 张宗礼，张文柱，张勉之主编 978-7-03-046513-9 科学出版社

张大宁补肾活血法研究 张勉之，杨洪涛，王莹主编 978-7-03-046514-6 科学出版社

张大宁学术思想研究 张勉之，张文柱，李树茂主编 978-7-03-046515-3 科学出版社

张大宁中医基础学 张勉之，王耀光，李立主编 978-7-03-046516-0 科学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学 刘钟华，赵长伟，闻辉主编 978-7-03-046537-5 科学出版社

刘柏龄骨科学术思想传承 弓国华，李振华，赵长伟著主编 978-7-03-046538-2 科学出版社

昆虫资源学理论与实践 雷朝亮著 978-7-03-046566-5 科学出版社

唐祖宣金匮要略解读 郑卫平，冀文鹏主编 978-7-03-046570-2 科学出版社

唐祖宣伤寒论解读 郑卫平，罗德轩，刘韧主编 978-7-03-046571-9 科学出版社

李今庸医惑辨识与经典讲析 李今庸著 978-7-03-046580-1 科学出版社

李今庸临床研究与经典医教 李今庸著 978-7-03-046581-8 科学出版社

脑卒中与醒脑开窍 石学敏主编 978-7-03-046582-5 科学出版社

石学敏针灸全集 石学敏主编 978-7-03-046583-2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技口述史研究:以河北传统造纸和造船
为例

李涛，高红雨著 978-7-03-046595-5 科学出版社

中国地衣志.第十三卷,厚顶盘目 贾泽峰，魏江春主编 978-7-03-046656-3 科学出版社

“互联网+”时代的远程医疗服务运营关键问
题研究

翟运开, 赵杰, 蔡雁岭著 978-7-03-046687-7 科学出版社

基于平台化技术的远程医疗服务系统研究 赵杰，翟运开，任晓阳著 978-7-03-046688-4 科学出版社

基于远程医疗平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急救
一体化系统构建与应用

赵杰, 翟运开, 孙东旭著 978-7-03-046689-1 科学出版社

常见药用动物的临床应用及药理学研究 赖仞, 安输编著 978-7-03-046694-5 科学出版社

肾脏病营养教育理论与实践 王庆华,张惠芳著 978-7-03-046711-9 科学出版社

贵州淫羊藿属植物研究及利用 孙超，林昌虎主编 978-7-03-046717-1 科学出版社

高黎贡山蛾类图鉴,昆虫纲 杨平之等编著 978-7-03-046728-7 科学出版社



寄生虫病影像学 主编李宏军 978-7-03-046735-5 科学出版社

流行性感冒影像学 主编李宏军, 陆普选, 施裕新 978-7-03-046736-2 科学出版社

生态学透视:种群生态学 董鸣主编 978-7-03-046761-4 科学出版社

高级生物统计学 马寨璞编著 978-7-03-046802-4 科学出版社

基因健康信息学 杨进主编 978-7-03-046837-6 科学出版社

化学药物液相色谱标准图谱集 李效宽主编 978-7-03-046866-6 科学出版社

中药多糖结构与功能及其机制 丁侃主编 978-7-03-046872-7 科学出版社

刘尚义临床常用中药百味选 杨柱主编 978-7-03-046883-3 科学出版社

药学前沿精品讲坛 蒋华良主编 978-7-03-046924-3 科学出版社

法医临床学实用眼外伤检查诊断方法 王元兴，陆士恒主编 978-7-03-046960-1 科学出版社

刘尚义常用药对辨析与临证应用 唐东昕主编 978-7-03-046979-3 科学出版社

中国食用昆虫 冯颖, 陈晓鸣, 赵敏著 978-7-03-047057-7 科学出版社

中国高等植物彩色图鉴.第2卷,蕨类植物-裸
子植物

《中国高等植物彩色图鉴》编委会主编 978-7-03-047063-8 科学出版社

中国高等植物彩色图鉴.第8卷,被子植物 《中国高等植物彩色图鉴》编委会主编 978-7-03-047067-6 科学出版社

中国高等植物彩色图鉴.第9卷,被子植物 蒟
蒻薯科-兰科

《中国高等植物彩色图鉴》编委会主编 978-7-03-047069-0 科学出版社

慢性病患者生命质量测评与应用 万崇华 ... [等] 著 978-7-03-047074-4 科学出版社

黏膜免疫及其疫苗设计 杨倩著 978-7-03-047076-8 科学出版社

不孕症问答简释 谢蜀祥编著 978-7-03-047190-1 科学出版社

中国内陆鱼类物种与分布 张春光，赵亚辉等编著 978-7-03-047210-6 科学出版社

动物学野外实习手册 石红艳, 刘昊, 杨丽红主编 978-7-03-047219-9 科学出版社

新生物学年鉴.2015 《新生物学年鉴2015》编委会主编 978-7-03-047224-3 科学出版社

固体废物处理工程 王敦球主编 978-7-03-047259-5 科学出版社

上海卫生政策研究年度报告.2015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海市医药
卫生发展基金会，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978-7-03-047263-2 科学出版社

聚乙二醇修饰药物:概念、设计和应用 马光辉, 苏志国等编著 978-7-03-047265-6 科学出版社

大脑的未来:神经科学的愿景与隐忧 (英) S.罗斯著 978-7-03-047270-0 科学出版社

金匮要略杂病解 张再良编著 978-7-03-047275-5 科学出版社

阿尔茨海默病分子生物学 主编蔡志友, 赵斌 978-7-03-047286-1 科学出版社

中国医学科技发展报告.2016 中国医学科学院 978-7-03-047307-3 科学出版社

兴凯湖的硅藻 范亚文,刘妍著 978-7-03-047310-3 科学出版社

中国主要野生兰手绘图鉴 唐振缁，程式君编著 978-7-03-047320-2 科学出版社



实验动物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夏咸柱，秦川，钱军主编 978-7-03-047322-6 科学出版社

一氧化氮自由基生物学和医学 赵保路著 978-7-03-047323-3 科学出版社

云南红豆杉种群生物学 苏建荣[等]著 978-7-03-047325-7 科学出版社

基因组科学的甲子“羽化”之路:从人类基因
组测序到精准医学

(美) 美国科学院研究理事会编 978-7-03-047326-4 科学出版社

蛋白质模拟:原理、发展和应用 王存新等编著 978-7-03-047327-1 科学出版社

进化理论之审读与重塑 谢平著 978-7-03-047329-5 科学出版社

东北草地常见植物图谱 崔国文等编著 978-7-03-047331-8 科学出版社

邹德琛学术经验集 张友堂,邹存清主编 978-7-03-047342-4 科学出版社

Taylor空间支架原理与应用 主编康庆林, 柴益民 978-7-03-047348-6 科学出版社

食管癌 (早期和中晚期) 大体标本图集 王国清著 978-7-03-047385-1 科学出版社

经阴道超声诊断学 常才主编 978-7-03-047386-8 科学出版社

乳腺肿瘤心理学 主编孔令泉, 吴凯南 978-7-03-047387-5 科学出版社

实用乳腺肿瘤学 吴凯南主编 978-7-03-047388-2 科学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考研精解 洪一江,盛军庆主编 978-7-03-047412-4 科学出版社

质子治疗系统的质检和调试 刘世耀著 978-7-03-047413-1 科学出版社

高等医学院校教学管理 纪慧，蔡珍珍主编 978-7-03-047436-0 科学出版社

2016-2030年空间科学规划研究报告 吴季等著 978-7-03-047460-5 科学出版社

双相情感障碍及其非典型症状识别与优化治
疗方案共识:2013-2015

孙学礼, 张旭等编著 978-7-03-047467-4 科学出版社

肥厚型心肌病诊断与治疗必读 樊朝美主编 978-7-03-047471-1 科学出版社

中国粉螨概论 李朝品，沈兆鹏主编 978-7-03-047472-8 科学出版社

临床研究方法实践精要 胡镜清编著 978-7-03-047489-6 科学出版社

生物标志物:从研发到审评鉴定之路径
(美)Federico Goodsaid，(美)William B. 

Mattes主编
978-7-03-047498-8 科学出版社

关爱乳房健康:远离乳腺癌 孔令泉, 吴凯南, 厉红元主编 978-7-03-047499-5 科学出版社

包皮疾病诊疗手册 王国耀, 彭弋峰, 涂响安主编 978-7-03-047549-7 科学出版社

大熊猫传奇 胡锦矗主编 978-7-03-047556-5 科学出版社

医学病毒图谱 主编洪涛, 王健伟 978-7-03-047560-2 科学出版社

输血的故事:科学革命中的医学与谋杀 (美)霍莉·塔克著 978-7-03-047568-8 科学出版社

呼吸系统介入放射学 范勇, 程永德主编 978-7-03-047584-8 科学出版社

“扫描”脑血管病 秦海强主编 978-7-03-047585-5 科学出版社

血液净化相关并发症 主编李宓 978-7-03-047586-2 科学出版社



实用骨科康复护理手册 宁宁, 侯晓玲主编 978-7-03-047587-9 科学出版社

腹腔镜手术配合 主编张军花, 侯晓敏, 周萍 978-7-03-047588-6 科学出版社

图解胸外科手术配合 主编许宁惠, 黄智慧, 龚仁蓉 978-7-03-047589-3 科学出版社

星空的流浪者——彗星 胡中为编著 978-7-03-047612-8 科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研究 严金海著 978-7-03-047657-9 科学出版社

药用植物内生真菌生物学.上卷 郭顺星编著 978-7-03-047685-2 科学出版社

药用植物内生真菌生物学.下卷 郭顺星编著 978-7-03-047685-2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信息标准 李海燕主编 978-7-03-047686-9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信息学概论 崔蒙[等]编著 978-7-03-047687-6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科学数据 李园白，杨阳主编 978-7-03-047688-3 科学出版社

临床检验装备大全.第4卷,即时即地检验 总主编丛玉隆 978-7-03-047696-8 科学出版社

蓝马鸡生物学研究 吴逸群, 刘迺发编著 978-7-03-047712-5 科学出版社

临床检验装备大全.第3卷,试剂与耗材 丛玉隆总主编 978-7-03-047737-8 科学出版社

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研究 陈志霞等著 978-7-03-047749-1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诊治恶性血液病 黄礼明, 姚宇红主编 978-7-03-047779-8 科学出版社

超分子层状结构:界面及生物医学功能 沈家骢,计剑等著 978-7-03-047806-1 科学出版社

中国锁阳 陈贵林，刘广达，靳尚武著 978-7-03-047851-1 科学出版社

实用眼外伤手册 主编颜华 978-7-03-047867-2 科学出版社

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途径的生物标志物发
现

(美)Haleem J. Issaq，(加)Timothy D. 
Veenstra编

978-7-03-047878-8 科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临床手册 郭裕, 阮岩主编 978-7-03-047910-5 科学出版社

北部湾鱼类图鉴 刘静[等]著 978-7-03-047918-1 科学出版社

移动健康服务用户行为研究 邓朝华著 978-7-03-047938-9 科学出版社

病毒感染与人类肿瘤:从基础科学到临床预防 (美) Mei Hwei Chang, Kuan-Teh Jeang编
著

978-7-03-047942-6 科学出版社

三七临床研究 张荣平, 陆地, 陈纪军主编 978-7-03-047943-3 科学出版社

心脏病学进展.2016 主编林曙光 978-7-03-047957-0 科学出版社

突破:88例肝癌患者手术后20~48年长期生存 马曾辰主编 978-7-03-047958-7 科学出版社

消化内镜新技术治疗图谱 主编叶丽萍, 张金顺 978-7-03-048009-5 科学出版社

中国鸟类观察笔记 陈旭著 978-7-03-048024-8 科学出版社

临床检验装备大全.第1卷,标准与法规 丛玉隆总主编 978-7-03-048032-3 科学出版社

张涵信论文选集 刘刚[等]编 978-7-03-048033-0 科学出版社

标准多发性骨髓瘤诊疗学 主编吕跃 978-7-03-048034-7 科学出版社

中国应急教育与校园安全发展报告.2016 高山主编 978-7-03-048057-6 科学出版社



海洋天然产物与药物研究开发 于广利，谭仁祥主编 978-7-03-048081-1 科学出版社

乡村与社区高血压防治规范 余振球主编 978-7-03-048086-6 科学出版社

县医院高血压诊疗规范 余振球主编 978-7-03-048087-3 科学出版社

近海环境生态修复与大型海藻资源利用 杨宇峰等著 978-7-03-048089-7 科学出版社

遗传学考研精解 卢龙斗主编 978-7-03-048186-3 科学出版社

我国县域医疗服务体系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
研究

方鹏骞著 978-7-03-048214-3 科学出版社

自珍集:一个基层卫生局长改革时期的管理探
索

焦建华著 978-7-03-048215-0 科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 周永明, 朱文伟主编 978-7-03-048220-4 科学出版社

现代医学信号处理 林岚, 吴水才主编 978-7-03-048232-7 科学出版社

神经干细胞研究技术与应用 主编梁国标, 刘民培 978-7-03-048244-0 科学出版社

医院各科高血压协同诊疗指南 余振球[等]编著 978-7-03-048245-7 科学出版社

中药复杂体系现代化研究方略与思考 曾克武主编 978-7-03-048250-1 科学出版社

实验动物管理与使用指南 贺争鸣[等]主编 978-7-03-048261-7 科学出版社

急诊内科实习手册 刘笑然主编 978-7-03-048274-7 科学出版社

物联网医学 主编白春学, 赵建龙 978-7-03-048322-5 科学出版社

超声分子影像学 王志刚主编 978-7-03-048323-2 科学出版社

皮肤科治疗学 吴志华主编 978-7-03-048324-9 科学出版社

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与临床新编 贾连群, 王俊岩主编 978-7-03-048327-0 科学出版社

神圣的地域文化承续:当代关中文学场的生成
与建构探源

苏喜庆著 978-7-03-048350-8 科学出版社

化学生物学基础教程 娄兆文，何汉平主编 978-7-03-048357-7 科学出版社

信息化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 主编唐瓷, 周鑫燚, 王佳家 978-7-03-048360-7 科学出版社

基本护理技术操作规程与图解 主编王建荣, 皮红英, 张稚君 978-7-03-048369-0 科学出版社

王家园昆虫:一个北京乡村的1062种昆虫图集 虞国跃，王合，冯术快著 978-7-03-048376-8 科学出版社

现代心脏病学进展.2016 主编葛均波, 方唯一 978-7-03-048380-5 科学出版社

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之
路

赵棣编著 978-7-03-048385-0 科学出版社

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治疗 朱生樑主编 978-7-03-048411-6 科学出版社

山楂叶研究 英锡相主编 978-7-03-048418-5 科学出版社

医院感染防控与管理 倪语星, 张祎博, 糜琛蓉主编 978-7-03-048443-7 科学出版社

衰老生物学 (美)Roger B. McDonald著 978-7-03-048451-2 科学出版社

实用十四经经穴速记手册 王珑主编 978-7-03-048459-8 科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推拿科临床手册 章家福, 林强, 刘洪波主编 978-7-03-048496-3 科学出版社

生物光子学 (德)顾樵著 978-7-03-048500-7 科学出版社



陆氏伤科陆念祖学术经验集萃 李伟主编 978-7-03-048517-5 科学出版社

基因诊断:多重PCR和通用引物PCR 秦文斌著 978-7-03-048529-8 科学出版社

心脏病与妊娠 主编吴沃栋, 黄艳仪, 陈次滨 978-7-03-048531-1 科学出版社

现代海藻资源综合利用 段德麟[等]主编 978-7-03-048536-6 科学出版社

草地有毒植物生态学研究 邢福著 978-7-03-048556-4 科学出版社

中国动物多肽毒素 梁宋平, 张云等著 978-7-03-048558-8 科学出版社

中国的白蛉 熊光华, 金长发, 管立人编著 978-7-03-048559-5 科学出版社

生物遗传资源价值评估及案例研究 丁晖, 吴健, 濮励杰编著 978-7-03-048562-5 科学出版社

传染病数据样本资源库建设指导 李宁，张永宏主编 978-7-03-048568-7 科学出版社

帕金森病中西医治疗 乐卫东主编 978-7-03-048606-6 科学出版社

实用肝脏超声诊断学 吴嗣泽编著 978-7-03-048607-3 科学出版社

制造自然知识:建构论与科学史 (英)简·戈林斯基著 978-7-03-048613-4 科学出版社

骨科护士专科技能操作与考评 主编陈秀云, 于梅 978-7-03-048630-1 科学出版社

显微外科学名词:2016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显微外科学名词审定

分委员会
978-7-03-048631-8 科学出版社

地方病学名词:2016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地方病学名词审定分

委员会
978-7-03-048632-5 科学出版社

重症脑血管病病例荟萃 主编刘丽萍 978-7-03-048633-2 科学出版社

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化理论与方法 陈敏著 978-7-03-048634-9 科学出版社

乳房美容外科精要 主编薛瑞, 查元坤, 姜宇禄 978-7-03-048638-7 科学出版社

基于核苷酸代谢的细胞电化学方法及其应用 袁星等著 978-7-03-048682-0 科学出版社

针灸临床特色技术教程 符文彬，徐振华主编 978-7-03-048690-5 科学出版社

糖尿病中医药临床循证实践指南:2016版 仝小林主编 978-7-03-048691-2 科学出版社

生物质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功能应用 潘明珠，连海兰等编著 978-7-03-048749-0 科学出版社

糖尿病居家调养全典 胡新林，孟岩，贾兆通主编 978-7-03-048770-4 科学出版社

新一代基因组测序技术 陈浩峰主编 978-7-03-048791-9 科学出版社

儿童肿瘤病理学诊断图谱 赖日权 ... [等] 主编 978-7-03-048812-1 科学出版社

临床实用心电图学 主编吕聪敏, 汤建民 978-7-03-048813-8 科学出版社

脑血管病介入治疗手册 王峰, 刘永晟主编 978-7-03-048814-5 科学出版社

智力障碍成年人身体活动指南 吴雪萍主编 978-7-03-048821-3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图书馆学 张华敏，符永驰主编 978-7-03-048858-9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情报学 赵英凯主编 978-7-03-048859-6 科学出版社

辅酶Q10与心脏健康 吴铁主编 978-7-03-048878-7 科学出版社



重点传染病识别与防制 贺雄, 王全意主编 978-7-03-048906-7 科学出版社

人类的边缘系统:情绪内分泌和慢性病指挥部 李秋编著 978-7-03-048920-3 科学出版社

神经干细胞基础与培养 主编刘民培, 梁国标 978-7-03-048924-1 科学出版社

药用化学实验:药学、中药学类专业 游文玮主编 978-7-03-048941-8 科学出版社

报检实务 张玲，刘文娟主编 978-7-03-049004-9 科学出版社

余国友中医药治疗肝病临证经验实录 吴国琳主编 978-7-03-049018-6 科学出版社

无内之物:医学显微世界之美 潘琳著 978-7-03-049020-9 科学出版社

现代药物活性筛选 主编段为钢, 云宇 978-7-03-049021-6 科学出版社

寻找暗物质:打开认识宇宙的另一扇门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 新华社对外部中国特稿社编

978-7-03-049040-7 科学出版社

寻找被放逐的文学:西方文学散论：细读、比
较与判断

王松林著 978-7-03-049057-5 科学出版社

中药大品种质量标准提升研究 张铁军, 刘昌孝主编 978-7-03-049069-8 科学出版社

植物分子药田:现状与展望 (加) Aiming Wang, Shengwu Ma主编 978-7-03-049075-9 科学出版社

《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推荐药物简明
手册

王文主编 978-7-03-049106-0 科学出版社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第二卷,动物 李枢强，林玉成编著 978-7-03-049141-1 科学出版社

川丹参及其近缘种资源植物研究 张利主编 978-7-03-049175-6 科学出版社

硒故事 尹雪斌著 978-7-03-049187-9 科学出版社

动脉粥样硬化中医体质学 陈伯钧主编 978-7-03-049188-6 科学出版社

崔振儒学术经验集 宋琳，崔忠文主编 978-7-03-049189-3 科学出版社

汤剂煎服法研究 主编刘起华, 仝小林 978-7-03-049198-5 科学出版社

心理咨询的文化性研究 许志红著 978-7-03-049325-5 科学出版社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研究进展.2016年卷 王喜军主编 978-7-03-049372-9 科学出版社

实用新药特药手册 戴德银，黄茂涛，代升平主编 978-7-03-049394-1 科学出版社

实用心电图解读手册 陈韵岱, 石亚君, 卢喜烈主编 978-7-03-049395-8 科学出版社

医院静脉用药调配中心管理手册 池迎春，张娜，王丽芹主编 978-7-03-049396-5 科学出版社

普通外科诊疗检查技术 主编李南林, 凌瑞 978-7-03-049397-2 科学出版社

消化系统疑难肿瘤诊断解析 主编侯刚, 王强修, 温黎 978-7-03-049401-6 科学出版社

特发性膜性肾病的中医治疗 邓跃毅主编 978-7-03-049402-3 科学出版社

从二维到三维:医学影像分析及器官三维重建 冯筠 ... [等] 著 978-7-03-049438-2 科学出版社

血管外科护理手册 罗艳丽，马玉奎主编 978-7-03-049462-7 科学出版社

平衡针技术临床手册 徐黎明，王文远编著 978-7-03-049464-1 科学出版社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表格范本 主编李朝虹 978-7-03-049481-8 科学出版社



贝塞斯达临床肿瘤学手册:中文翻译版
Jame Abraham，James L.Gulley，Carmen 

J.Allegra主编
978-7-03-049517-4 科学出版社

陈肇元自传:我的土木工程科研生涯 陈肇元著 978-7-03-049518-1 科学出版社

范式转换视角下的高校教学改革研究 吴立保, 张永宏编著 978-7-03-049519-8 科学出版社

现代宇宙学 (美)Scott Dodelson著 978-7-03-049544-0 科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 许书明，徐海梅编著 978-7-03-049553-2 科学出版社

上海市医院信息系统软件功能规范 范启勇主编 978-7-03-049571-6 科学出版社

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 陈洪著 978-7-03-049583-9 科学出版社

胸部疑难病例影像解析 张嵩主编 978-7-03-049632-4 科学出版社

中国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理论与实践 项莉著 978-7-03-049651-5 科学出版社

普通外科手术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苗毅主编 978-7-03-049653-9 科学出版社

商品饮片的分级方法及其质量评价 肖永庆,李丽主编 978-7-03-049663-8 科学出版社

肿瘤全程关护 李秋萍, 林毅编著 978-7-03-049670-6 科学出版社

实用中医方药手册 主编王世民, 王永吉 978-7-03-049678-2 科学出版社

亚健康干预指导手册 罗仁，赵晓山主编 978-7-03-049679-9 科学出版社

现代肝炎病毒分子免疫学 成军主编 978-7-03-049690-4 科学出版社

现代细胞自噬分子生物学 成军主编 978-7-03-049691-1 科学出版社

中国医学院校指南(2016) 林雷编著 978-7-03-049701-7 科学出版社

实用急诊医学 王振杰，何先弟，吴晓飞主编 978-7-03-049715-4 科学出版社

前沿生命的启迪 乔中东，贺林主编 978-7-03-049733-8 科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治疗甲状腺相关疾病 方朝晖主编 978-7-03-049734-5 科学出版社

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承载研究 潘柳燕著 978-7-03-049771-0 科学出版社

追忆黄河象:一个考古人的手记 谢骏义著 978-7-03-049873-1 科学出版社

哺乳动物生态能量学 王政昆，朱万龙编著 978-7-03-049893-9 科学出版社

肺系病临床方药臻萃 韩明向, 李泽庚, 张念志主编 978-7-03-049899-1 科学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四诊技能实训 李军主编 978-7-03-049942-4 科学出版社

正义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战犯纪实 王志强主编 978-7-03-049943-1 科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消化内科临床手册 朱生樑，王晓素主编 978-7-03-049944-8 科学出版社

医院配液中心管理手册 邱素红，王玉玲主编 978-7-03-050024-3 科学出版社

医学整体系统思维方法 刘珺著 978-7-03-050064-9 科学出版社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第一卷,植物 向春雷,刘启新,彭华编著 978-7-03-050070-0 科学出版社

胃癌生物学标志物 张忠主编 978-7-03-050117-2 科学出版社



川西北高原大骨节病典型病区水文地球化学
环境致病因素研究

刘国,许模著 978-7-03-050120-2 科学出版社

石氏伤科施杞临证经验集萃 王拥军,吴弢主编 978-7-03-050158-5 科学出版社

2016 ACC/ESC心血管疾病研究进展 李艳芳，聂绍平，王春梅主编 978-7-03-050164-6 科学出版社

中国译学主体性研究:中国译学四象论初探 孟凡君著 978-7-03-050172-1 科学出版社

罗马Ⅳ:功能性胃肠病.第1卷,肠－脑互动异
常

Douglas A. Drossman总主编 978-7-03-050217-9 科学出版社

罗马Ⅳ:功能性胃肠病.第2卷,肠－脑互动异
常

Douglas A. Drossman总主编 978-7-03-050218-6 科学出版社

梅毒综合防治:广东省示范区操作实践 杨斌，余德文，陈祥生主编 978-7-03-050237-7 科学出版社

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策略、技术及围术期
处理

向定成主编 978-7-03-050238-4 科学出版社

实用心律失常心电图 钟国强，曾志羽，何涛主编 978-7-03-050239-1 科学出版社

妊娠合并糖尿病的健康管理 (美)库森(DonaldR.Coustan)主编 978-7-03-050299-5 科学出版社

21世纪骨质疏松新理论 张经坤著 978-7-03-050309-1 科学出版社

肝脏疾病疑难与经典病例.第二辑 任红主编 978-7-03-050423-4 科学出版社

GAP-CCBC精彩病例荟萃.2017 杨跃进,杨进刚主编 978-7-03-050467-8 科学出版社

乳腺医学图像处理 刘小明著 978-7-03-050513-2 科学出版社

齐鲁针灸医籍集成.Ⅱ,现代 张永臣，贾红玲校注 978-7-03-050557-6 科学出版社

马铃薯营养价值知多少 木泰华，孙红男，何海龙编著 978-7-03-050638-2 科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肿瘤影像与病理 周俊林,白亮彩主编 978-7-03-050777-8 科学出版社

乳腺触诊成像影像诊断学 王本忠，付君主编 978-7-03-050789-1 科学出版社

飞行人员医疗康复理论与实践 朱晓全主编 978-7-03-051018-1 科学出版社

情报工程学的探索与践行 贺德方著 978-7-03-051139-3 科学出版社

乳腺肿瘤甲状腺病学 孔令泉，吴凯南，卢林捷主编 978-7-03-051314-4 科学出版社

乳腺肿瘤肝病学 孔令泉，吴凯南，厉红元主编 978-7-03-051315-1 科学出版社

中医药政策学 申俊龙, 汤少梁主编 978-7-03-051430-1 科学出版社

大气动力学 伍荣生[著] 978-7-04-010427-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生营养与健康 吴纪绕，邱小林主编 978-7-04-013870-2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给生命涂上爱的底色 李烈著 978-7-04-014212-9 高等教育出版社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指导及习题集 吴向军等[编] 978-7-04-014237-2 高等教育出版社

走在行知路上 杨瑞清著 978-7-04-014294-5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终生的准备与超越 唐盛昌著 978-7-04-014295-2 高等教育出版社

近世代数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杨子胥编 978-7-04-014370-6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统计简明教程附册学习辅导与习题全解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编 978-7-04-014390-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指导与解题指南 杨拴科，赵进全主编 978-7-04-014551-9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有机化学学习指南 高鸿宾，齐欣主编 978-7-04-016450-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习题与解答 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编著 978-7-04-016616-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分析习题全解指南.上册 陈纪修[等编著] 978-7-04-016618-7 高等教育出版社

仪器分析学习指导与综合练习 刘志广主编 978-7-04-016635-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学习指导教程 黄廷祝，余时伟主编 978-7-04-016701-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团体心理咨询 樊富珉著 978-7-04-017126-6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 李希贵著 978-7-04-017220-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俄语听说教程.上册 主编刘玉英, 白振海 978-7-04-017249-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分析习题全解指南.下册 陈纪修[等编著] 978-7-04-017385-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离散数学提要及习题解答 李盘林[等编著] 978-7-04-017554-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材料力学问题、例题与分析方法 单辉祖编著 978-7-04-017768-8 高等教育出版社

物理学 (第三版) 学习指导书 刘克哲,张承琚 978-7-04-017782-4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文科数学学习辅导 张国楚, 张召生主编 978-7-04-017795-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用心做教育 张思明著 978-7-04-017852-4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体育健康理论与实践 沈如玲, 臧育扬, 吴明主编 978-7-04-017899-9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生命因教育而精彩 康岫岩著 978-7-04-018193-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搭建飞翔的舞台 杨一青著 978-7-04-018203-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 (第五版) 习题全解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技术课程组编 978-7-04-018667-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 (第五版) 习题全解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技术课程组编 978-7-04-018668-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教学指导书 杨素行主编 978-7-04-018920-9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频电子线路学习指导 阳昌汉主编 978-7-04-018925-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释疑与习题解析 迟玉兰[等]编 978-7-04-019327-5 高等教育出版社

C语言习题集与上机指导 谭浩强，张基温编著 978-7-04-019911-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工科数学分析基础教学辅导书.上册 武忠祥主编 978-7-04-020052-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学习指导 河北师范大学[等]编 978-7-04-020206-9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第三版)教学指
导书

余孟尝主编 978-7-04-020271-7 高等教育出版社

餐饮企业管理研究.上册,餐饮企业战略 杨铭铎主编 978-7-04-020346-2 高等教育出版社

餐饮企业管理研究.下册,餐饮企业战略 杨铭铎主编 978-7-04-020346-2 高等教育出版社

餐饮企业管理研究.中册,餐饮企业战略 杨铭铎主编 978-7-04-020346-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习题解答 阎石,王红编 978-7-04-020463-6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重点难点·题解指
导·考研指南

陈大钦，彭容修[主编] 978-7-04-020464-3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上册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978-7-04-020549-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古气候动力模拟 于革，刘健，薛滨编著 978-7-04-020685-2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尺度大气动力学 寿绍文[等]编著 978-7-04-020848-1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三辑 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 978-7-04-020865-8 高等教育出版社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实验指导与测试 龚沛曾，杨志强，陆慰民编 978-7-04-020950-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工科数学分析基础教学辅导书.下册 武忠祥主编 978-7-04-021198-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化工原理学习指南 柴诚敬，夏清主编 978-7-04-021217-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理论力学教与学 蔡泰信，和兴锁编著 978-7-04-021269-3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下册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 978-7-04-021277-8 高等教育出版社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习题解答 华成英编 978-7-04-021562-5 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球信息科学 陈述彭主编 978-7-04-021604-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有机化学学习指导:解读、解析、解答和测试 朱玮，刘汉兰，王俊儒主编 978-7-04-021680-6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重点难点·题解指
导·考研指南

秦臻，彭容修，罗杰编 978-7-04-021745-2 高等教育出版社

基础物理学教程教学参考书 陆果，陈凯旋著 978-7-04-021800-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工程项目可行性论证的理论、方法与应用 耿永常，王光远[著] 978-7-04-021866-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明镜日汉词典 北原保雄编 978-7-04-021925-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常微分方程基础理论:英文
(美)赫斯赫(Hsieh,P.F.),(美)赛拜雅

(Sibuya,Y.)著
978-7-04-022066-7 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组成原理 唐朔飞编著 978-7-04-022390-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同步辅导 武海燕，施明存主编 978-7-04-022593-8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物理学(第六版)学习指导 胡盘新，汤毓骏，钟季康主编 978-7-04-022598-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工学简明教程(第二版)学习辅导与习题解
答

秦曾煌编 978-7-04-022627-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字物理教学典型案例 李元杰主编 978-7-04-022667-6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体育保健学实验 姚鸿恩主编 978-7-04-022690-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物态方程理论及计算概论 汤文辉，张若棋编著 978-7-04-022937-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无机化学习题解析 宋天佑编 978-7-04-022997-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机械动力学 张策主编 978-7-04-023064-2 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体系结构实验教程 涂时亮[等编] 978-7-04-023123-6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级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汤庸编著 978-7-04-023222-6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习题与实验指导(SQL 
Server)

李雁翎，王丛林，周鸿玲编著 978-7-04-023315-5 高等教育出版社

实用数学:建模、分析、逼近 Sam Howison[著] 978-7-04-023607-1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工电子技术学习指导.第五分册 田慕琴主编 978-7-04-023632-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磁场与电磁波教学指导书 杨儒贵主编 978-7-04-023633-0 高等教育出版社

透视与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校调研报
告.2008年版，上册

徐伯良卷执行主编 978-7-04-023727-6 高等教育出版社

立美人生 郑佳珍著 978-7-04-023834-1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盛骤, 谢式千, 潘承毅编 978-7-04-023896-9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附册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浙大·第四版

盛骤，谢式千，潘承毅编 978-7-04-023897-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学(第二版)习题分析与解答 李元杰,杨晓雪著 978-7-04-023917-1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学习指导与考研指南 王淑娟，蔡惟铮主编 978-7-04-023959-1 高等教育出版社

运动生物力学 赵焕彬, 李建设主编 978-7-04-023989-8 高等教育出版社

运动生物力学实验 李建设, 赵焕彬主编 978-7-04-023991-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民健身导论 李相如, 苏明理主编 978-7-04-024002-3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政治理
论考试大纲

教育部考试中心[编] 978-7-04-024228-7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英语考
试大纲

教育部考试中心编 978-7-04-024229-4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政治理论考试
分析:2009年版

教育部考试中心[编] 978-7-04-024240-9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政治理
论考试大纲解析

杨光主编 978-7-04-024244-7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考研政治理论考点、重点、难点解析
及强化训练

任汝芬主编 978-7-04-024249-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据系统概论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 王珊 978-7-04-024378-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建设项目管理 田金信主编 978-7-04-024725-1 高等教育出版社

物理学(第三版)习题分析与解答 祝之光主编 978-7-04-024870-8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木结构 樊承谋，王永维，潘景龙编著 978-7-04-024879-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土木工程预算 张守健主编 978-7-04-024881-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分析中的方法与技巧 严子谦，尹景学，张然[著] 978-7-04-024895-1 高等教育出版社

物理学基本教程(第三版)习题分析与解答 李行一主编 978-7-04-024919-4 高等教育出版社

土木工程概论 叶志明主编 978-7-04-024924-8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工技术(第三版)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电工
学Ⅰ

贾贵玺，王月芹主编 978-7-04-024927-9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子技术(电工学Ⅱ)(第三版)学习辅导与习
题解答

刘全忠主编 978-7-04-024928-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平生只想办好一所学校 李金初著 978-7-04-025222-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分析习题集 Б.Д. 吉米多维奇著 978-7-04-025439-6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材料热力学 徐祖耀主编 978-7-04-025550-8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文化构成 潘云鹤著 978-7-04-025637-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生管理研究 杨晓慧主编 978-7-04-025700-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经济数学——线性代数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吴传生主编 978-7-04-025761-8 高等教育出版社

长拳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组编 978-7-04-025810-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短棍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组编 978-7-04-025814-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少林拳 康戈武主编 978-7-04-025824-0 高等教育出版社

趣味武术:段前级教程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组编 978-7-04-025830-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八极拳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组编 978-7-04-025834-9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有限元基础教程 曾攀编著 978-7-04-025841-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美国大学生看中国2009报告:哈佛北京书院社
会调查论文选

冯胜利主编 978-7-04-025861-5 高等教育出版社

运动解剖学题解 李世昌主编 978-7-04-025877-6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据结构与算法实验教程 李秀坤[等]编著 978-7-04-026147-9 高等教育出版社

编译原理实验教程 张昱，陈意云[编] 978-7-04-026150-9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校辅导员职业生涯规划 翁铁慧主编 978-7-04-026169-1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概念物理题解.下册 赵凯华，罗蔚茵，王笑君[编著] 978-7-04-026275-9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物理学教程,力学第二版学习指导书 管靖，张英，杨晓荣[著] 978-7-04-026276-6 高等教育出版社

Linux操作系统实验教程 费翔林主编 978-7-04-026294-0 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实验教程 李名世[等]编著 978-7-04-026297-1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学校辅导员工作概论 冯刚，杨晓慧主编 978-7-04-026373-2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经济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二版)学
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吴传生主编 978-7-04-026420-3 高等教育出版社

软件工程实践教程 谭庆平，毛新军，董威编著 978-7-04-026437-1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工学.上册,电工技术 秦曾煌主编 978-7-04-026448-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工学(少学时)(第三版)学习辅导与习题解
答

唐介主编 978-7-04-026449-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工学.下册,电子技术 秦曾煌主编 978-7-04-026450-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据结构实验教程 胡学钢主编 978-7-04-026470-8 高等教育出版社

房屋建筑及结构设计 姚文娟，叶志明主编 978-7-04-026478-4 高等教育出版社

Teachers exploring tasks: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Corony Edwards, Jane Willis编著 978-7-04-026700-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开放·创新－－实验教学新模式 郑家茂，熊宏齐等著 978-7-04-02687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 柴惠文，宗云南主编 978-7-04-027011-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字出版与出版教育.第三辑,“第三届数字
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

黄先蓉，罗紫初主编 978-7-04-027024-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的典型例题分析与习题 龙永红主编 978-7-04-027231-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 黄梯云主编 978-7-04-027324-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造就成功人生 刘永胜著 978-7-04-027538-4 高等教育出版社

跆拳道 刘宏伟主编 978-7-04-027849-1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为发展而教育 任勇著 978-7-04-027855-2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工商管理学科综
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 978-7-04-027921-4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上册 秦宣主编 978-7-04-027940-5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下册 秦宣主编 978-7-04-027940-5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材料射线衍射和散射分析 姜传海，杨传铮编著 978-7-04-027950-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文科高等数学基础教程(第二版)教学辅导书 周明儒，苗正科主编 978-7-04-027957-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结构力学学习指导 洪范文，李家宝编 978-7-04-028028-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微型机接口技术实验教程 崔文华，史先俊，王宁编 978-7-04-028042-5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通信原理(第二版)学习指导及习题解答 罗新民，薛少丽，田琛编 978-7-04-028055-5 高等教育出版社

微分几何(第四版)学习指导与习题选解 梅向明编 978-7-04-028078-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桌式足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组编 978-7-04-028216-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工程结构抗震分析 李爱群，丁幼亮编 978-7-04-028321-1 高等教育出版社

操作系统概念
(美) Abraham Silberschatz, Peter Baer 

Galvin, Greg Gagne著
978-7-04-028341-9 高等教育出版社

热学(第二版)习题分析与解答 宋峰，常树人[编] 978-7-04-028353-2 高等教育出版社

SAT真词一本通 李永远编著 978-7-04-028392-1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经济应用数学基础.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习
题辅导

袁荫棠，范培华编 978-7-04-028397-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解基础汉语语法 姜丽萍主编 978-7-04-028430-0 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组成原理与系统结构实验指导书 包健，冯建文，章复嘉编著 978-7-04-028501-7 高等教育出版社

风雨彩虹求实路 张建平著 978-7-04-028581-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教育发展研究 陈乃林，刘建同主编 978-7-04-028598-7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概况 郭鹏, 程龙, 姜西良编著 978-7-04-028628-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建设区域性学习型社会的实证研究报告:以江
苏为个案

陈乃林主编 978-7-04-028672-4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志远行近 蔡福全著 978-7-04-028689-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每天从零开始 赵福庆著 978-7-04-028691-5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极限理论及其在随机结构中的应用 苏淳，冯群强，刘杰著 978-7-04-028707-3 高等教育出版社

赢在起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职业素质拓
展

史梅，孙洪涛，伊芃芃编著 978-7-04-028783-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有机化学习题解析 徐春祥主编 978-7-04-028878-0 高等教育出版社

科学的睿智与美妙:天地之间与物含妙理.1 师汉民著 978-7-04-028895-7 高等教育出版社

乒乓球 刘丰德，张瑛秋主编 978-7-04-029001-1 高等教育出版社

Visual Basic.NET实验指导与测试 龚沛曾主编 978-7-04-029026-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森林生态学 李俊清主编 978-7-04-029111-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教程.下册 夏兆阳主编 978-7-04-029193-3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教程.上册 夏兆阳主编 978-7-04-029194-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论:从汉穆拉比到勒让德的历史导引 (法)Andre Weil著 978-7-04-029213-8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体育产业概论 杨铁黎主编 978-7-04-029561-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景观与恢复生态学:跨学科的挑战 Zev Naveh著 978-7-04-029579-5 高等教育出版社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纪念华罗庚诞辰100周年 丘成桐，杨乐，季理真主编 978-7-04-029623-5 高等教育出版社

运动营养学 张钧, 张蕴琨主编 978-7-04-029653-2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职英语实用口语教程 李群英，付邦明主编 978-7-04-029662-4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生运动与健康 朱继华，潘志军主编 978-7-04-029729-4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体育保健学 赵斌, 姚鸿恩主编 978-7-04-029818-5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变换群与曲线模空间 Lizhen Ji,Shing-Tung Yau主编 978-7-04-029842-0 高等教育出版社

阿达拉姆 角巴东主主编 978-7-04-029854-3 高等教育出版社

雪山水晶宗 角巴东主主编 978-7-04-029861-1 高等教育出版社

走近陶行知:学生读本 周德藩主编 978-7-04-029866-6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 成丽波[等]著 978-7-04-029913-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应对挑战:“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录.
第六辑

路甬祥，郑必坚主编 978-7-04-029915-1 高等教育出版社

游泳 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编 978-7-04-029932-8 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国教育督导与评价:制度、理念与发展 顾明远主编 978-7-04-029939-7 高等教育出版社

问鼎“挑战怀”: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指南

张振刚等编著 978-7-04-030022-2 高等教育出版社

健康体适能 王健, 何玉秀主编 978-7-04-030036-9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物理学教程,热学 秦允豪编 978-7-04-030090-1 高等教育出版社

省力与近均匀成形:原理及应用 王仲仁，张琦著 978-7-04-030091-8 高等教育出版社



算术几何与自守形式 James Cogdell[等]著 978-7-04-030096-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焊接冶金学 Sindo Kou著 978-7-04-030127-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郭红主编 978-7-04-030189-2 高等教育出版社

几何与分析.第I卷 季理真主编 978-7-04-030272-1 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属高温氧化导论
Neil Birks,Gerald H. Meier,Frederick 

S. Pettit著
978-7-04-030273-8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王国政主编 978-7-04-030353-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偏微分方程 孔德兴[编] 978-7-04-030448-0 高等教育出版社

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结构、功能与效率研究 王绽蕊著 978-7-04-030449-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当代英国高等教育绩效评估研究 阚阅著 978-7-04-030450-3 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属和合金中的相变
David A. Porter，Kenneth E. 

Easterling，Mohamed Y. Sherif著
978-7-04-030567-8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统计物理学 Л·д·朗道, E. M. 栗弗席兹著 978-7-04-030572-2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工理论基础 К.С.Демирчян[等]著 978-7-04-030697-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 黃仕忠著 978-7-04-030732-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意识批评、语言分析、行为研究:希利斯·米
勒的文学批评之批评

肖锦龙著 978-7-04-030737-5 高等教育出版社

信息检索:理论与创新 许福运，张承华主编 978-7-04-030762-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欧洲主要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研究 陈昭，刘巍著 978-7-04-030764-1 高等教育出版社

论教谈学话育人 张德江著 978-7-04-030841-9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 赵公民主编 978-7-04-030856-3 高等教育出版社

职业人文素养 刘向红著 978-7-04-030880-8 高等教育出版社

桥梁工程.上册 夏禾主编 978-7-04-030886-0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下 夏大峰[等编] 978-7-04-030888-4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上 李刚[等编] 978-7-04-030889-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学.下册 廖耀发主编 978-7-04-030892-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学.上册 廖耀发主编 978-7-04-030893-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家政服务员基础知识 庞大春主编 978-7-04-030897-6 高等教育出版社

科学的睿智与美妙.2,数蕴玄学与面对复杂 师汉民著 978-7-04-030918-8 高等教育出版社

气候变化——多学科方法 (英)William James Burroughs著 978-7-04-030995-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心理学史 叶浩生主编 978-7-04-031043-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几何与拓扑的概念导引 古志鸣编著 978-7-04-031069-6 高等教育出版社

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 欧阳光华著 978-7-04-031131-0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史 生兆欣[著] 978-7-04-031132-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生存与发展:国际视野下的私立教育 肖甦等著 978-7-04-031133-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工学(第七版)(下册)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 姜三勇主编 978-7-04-031143-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模型 姜启源，谢金星，叶俊编 978-7-04-031150-1 高等教育出版社

跨文化交际研究.第二辑 贾玉新，(美)Guo-Ming Chen主编 978-7-04-031162-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工学(第七版)(上册)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 姜三勇主编 978-7-04-031190-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分析.下册 张岩，李克俊[编著] 978-7-04-031209-6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学综合实践活动指导 潘洪建主编 978-7-04-031245-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学原理 柳海民主编 978-7-04-031253-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劳动法 常凯主编 978-7-04-031266-9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理工类 肖马成主编 978-7-04-031360-4 高等教育出版社

土动力学 谢定义编著 978-7-04-031495-3 高等教育出版社

信号与系统.下册 郑君里，应启珩，杨为理[著] 978-7-04-031518-9 高等教育出版社

信号与系统.上册 郑君里，应启珩，杨为理[著] 978-7-04-031519-6 高等教育出版社

非线性电路:基础分析与设计 张新国，马义德，李守亮等编著 978-7-04-031586-8 高等教育出版社

信号与系统（第三版）习题解析 谷源涛[著] 978-7-04-031601-8 高等教育出版社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分析讲义.第二卷 林芳华，张平主编 978-7-04-031610-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控制论中的矩阵计算 徐树方著 978-7-04-031611-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学文摘.第一辑 刘东主编 978-7-04-03165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企业经营决策沙盘实战教程 陈冰主编 978-7-04-031657-5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 喻秉钧，周厚隆主编 978-7-04-031676-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师德与教师礼仪 李黎，吕鸿主编 978-7-04-031683-4 高等教育出版社

小学生健康教育 郑日昌，戴艳主编 978-7-04-031689-6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试验土工学 谢定义，陈存礼，胡再强编著 978-7-04-031692-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多项式代数 王东明[等]编著 978-7-04-031698-8 高等教育出版社

转折点:创造性的本质 陈超美[著] 978-7-04-031703-9 高等教育出版社

沉默的决策者:法国公民投票制度化进程研究 孙一萍著 978-7-04-031735-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大纲:2011年版 全国大学日语考试设计组[编] 978-7-04-031756-5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口才学教程 欧阳友权，朱秀丽编著 978-7-04-031757-2 高等教育出版社

家庭社会工作 朱东武，朱眉华主编 978-7-04-031758-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农业生态学 (德) Konrad Martin, Joachim Sauerborn
著

978-7-04-031789-3 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安全的理论与实践 (美)王杰[著] 978-7-04-031798-5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 陈琦，刘儒德主编 978-7-04-031818-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字图像内容取证 周琳娜，张茹，郭云彪著 978-7-04-031868-5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环境与生态统计:R语言的应用 Song S. Qian著 978-7-04-031893-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七卷,弹性理论 朗道，栗弗席兹著 978-7-04-031953-8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群分析在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中的应用 
（英文版）

Ranis Ibragimov，Nail Ibragimov著 978-7-04-031954-5 高教京

变分学讲义 张恭庆编著 978-7-04-031958-3 高等教育出版社

微积分:经管类.上册 张彤，徐延安主编 978-7-04-031963-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矩阵计算六讲 徐树方，钱江著 978-7-04-031966-8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主编王志江, 赵雅囡 978-7-04-031969-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设计 顾建军主编 978-7-04-031982-8 高等教育出版社

风景这边独好:知名中学启示录 王坤庆主编 978-7-04-032076-3 高等教育出版社

企业战略管理 蔡东宏主编 978-7-04-032163-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创业管理 张晓梅主编 978-7-04-032165-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汉语教学与自学参考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 978-7-04-032194-4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为未来培养领袖: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
重建

刘宝存著 978-7-04-032196-8 高等教育出版社

预防医学 施榕主编 978-7-04-032228-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制度与环境变化:主要发现、应用及研究前沿
(美) Oran R. Young, (加) Leslie A. 

King, (英) Heiks Schroeder主编
978-7-04-032239-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游戏策划与管理 黄石，付志勇编 978-7-04-032241-5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极小曲面讲义 Frederico Xavier，潮小李[编著] 978-7-04-032281-1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在19世纪的发展.第二卷 F. 克莱因著 978-7-04-032284-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与教育 丘成桐，杨乐，季理真主编 978-7-04-032285-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女性与数学 丘成桐，杨乐，季理真主编 978-7-04-032286-6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学天书中的证明 Martin Aigner，Günter M.Ziegler著 978-7-04-032287-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 沈恒范[编] 978-7-04-032295-8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 刘建亚，吴臻主编 978-7-04-032299-6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刘建亚，吴臻主编 978-7-04-032301-6 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融学 张亦春，许文彬主编 978-7-04-032307-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心理咨询的理论与实务 江光荣著 978-7-04-032320-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刘万伦，田学红主编 978-7-04-032324-5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球变化研究评论.第二辑,全球变化与生物
多样性

宫鹏主编 978-7-04-032358-0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体育音乐选配与创编 李芳主编 978-7-04-032391-7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体育艺术概论 马鸿韬主编 978-7-04-032392-4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 白永秀，任保平主编 978-7-04-032423-5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经济法 刘继峰主编 978-7-04-032425-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压力与给力:首都职工压力管理读本 王占郡主编 978-7-04-032434-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心理委员培训手册 张明，魏义梅主编 978-7-04-032442-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吴志华主编 978-7-04-032445-7 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简明教程 邹逢兴主编 978-7-04-032457-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室内表现 薛浩主编 978-7-04-032468-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建筑可视化基础 水晶石教育编著 978-7-04-032470-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建筑动画后期 水晶石教育编著 978-7-04-032471-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建筑动画 水晶石教育编著 978-7-04-032472-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字游戏场景设计 周小波主编 978-7-04-032482-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据结构:炫动的0、1之弦 邹恒明著 978-7-04-032486-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齐民友主编 978-7-04-032516-4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上册 方明亮，郭正光主编 978-7-04-032519-5 高等教育出版社

健康教育学 王健, 马军, 王翔主编 978-7-04-032528-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基础心理学 梁宁建主编 978-7-04-032543-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闻评论教程 马少华著 978-7-04-032586-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播电视新闻学导论 周勇著 978-7-04-032587-4 高等教育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吴健安主编 978-7-04-032590-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法理学 张文显主编 978-7-04-032596-6 高等教育出版社

行政管理学导论 陈瑞莲，刘亚平主编 978-7-04-032602-4 高等教育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第6辑 武东生，佘双好主编 978-7-04-032606-2 高等教育出版社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林泳海主编 978-7-04-032607-9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纳米结构和纳米材料合成、性能及应用 Guozhong Cao，Ying Wang著 978-7-04-032624-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学习题分析与解答 林铁生，高兴茹，王雪梅主编 978-7-04-032705-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流体力学.Ⅱ 孔珑主编 978-7-04-032708-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流体力学.Ⅰ 孔珑主编 978-7-04-032709-0 高等教育出版社

群表示论 丘维声编著 978-7-04-03271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李延忠[等]编 978-7-04-032716-8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魏广华，徐鹤卿主编 978-7-04-032717-5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上册 王嘉谋，石琳编著 978-7-04-032722-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工程演化论 殷瑞钰，李伯聪，汪应洛等著 978-7-04-032726-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生命之光:“展望事业，探讨人生”讲演录.
第二辑

饶毅主编 978-7-04-032736-6 高等教育出版社

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 瞿林东著 978-7-04-032740-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知识的境遇: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生态 田小红[著] 978-7-04-032834-9 高等教育出版社

隐形的力量:世界银行的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影
响

沈蕾娜著 978-7-04-032835-6 高等教育出版社

知识工厂:废除企业型大学并创建真正的高等
教育

(美)斯坦利·阿罗诺维兹(Stanley 
Aronowitz)著

978-7-04-032838-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授们怎么想:在神秘的学术评判体系内 (美)米歇尔·拉蒙特(Michele Lamont)著 978-7-04-032839-4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金融实务 刘园主编 978-7-04-032851-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循环经济系统论 徐玖平[等]著 978-7-04-032865-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经济学 赖德胜主编 978-7-04-032866-0 高等教育出版社

企业跨国管理概论 原毅军编著 978-7-04-032875-2 高等教育出版社

特殊需要儿童的心理与教育 华国栋主编 978-7-04-032878-3 高等教育出版社

职业心理学 徐大真主编 978-7-04-03288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花式毽竞赛规则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组编 978-7-04-032886-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形而上学导论:一种关于道的哲学理论 沈顺福著 978-7-04-032888-2 高等教育出版社

会计学基础 唐国平主编 978-7-04-032937-7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引领与提升 陈雁飞主编 978-7-04-032995-7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小学体育教师200问:端视问题 解开困惑 陈雁飞主编 978-7-04-032996-4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学体育教学设计100例:点击课堂 聚焦质量 陈雁飞主编 978-7-04-032997-1 高等教育出版社

自己的话:抄袭与大学文化 苏珊·D. 布鲁姆(Susan D. Blum)著 978-7-04-033002-1 高等教育出版社

编译原理:包含代数方法的新编译方法 苏运霖，颜松远[著] 978-7-04-033047-2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园林工程制图 吴机际主编 978-7-04-033049-6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画法几何与土木工程制图 谢步瀛，孙靖立，田希杰主编 978-7-04-033051-9 高等教育出版社

离散数学结构 欧阳丹彤[等编] 978-7-04-033054-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汉字与教师书写艺术 吕永进主编 978-7-04-033075-5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广告经典案例评析 金定海，吴冰冰编著 978-7-04-033083-0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概论 姚裕群主编 978-7-04-033084-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修辞学研究.第一辑 陈汝东主编 978-7-04-033094-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几何分析进展
Stanislaw Janeczko，Jun Li，Duong H. 

Phong[编]
978-7-04-033127-1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电路分析 金波编著 978-7-04-033144-8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组织学图谱 段相林，常彦忠主编 978-7-04-033184-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编商务英语(第二版)阅读教程.2 虞苏美，张春柏总主编 978-7-04-033206-3 高等教育出版社

小学体育教师专题强化与技能拓展 陈雁飞主编 978-7-04-033214-8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学体育教师专题强化与技能拓展 陈雁飞主编 978-7-04-033215-5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概论 陈绚著 978-7-04-033223-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俄语四、六级考试大纲及说明:2012年版 全国大学俄语考试设计组 978-7-04-033265-0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考研数学复习教程,高等数学分册 王莉主编 978-7-04-033281-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混凝土高坝抗震研究 陈厚群著 978-7-04-033390-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创新方法教程,高级 创新方法研究会，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编]

978-7-04-033420-3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创新方法教程,中级 创新方法研究会，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编]

978-7-04-033421-0 高等教育出版社

算法设计与分析 耿国华主编 978-7-04-033445-6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李大潜主编 978-7-04-033450-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法语课程教学要求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法

语组[编]
978-7-04-033462-3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宫占奎主编 978-7-04-033467-8 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融法 徐孟洲著 978-7-04-033469-2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生态学未来之展望:挑战、对策与战略 韩兴国，伍业钢主编 978-7-04-033473-9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财务学原理 熊剑，杨荣彦主编 978-7-04-033479-1 高等教育出版社

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群言集.第2辑 黄国文，常晨光，廖海青主编 978-7-04-033495-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功能语言学年度评论.第3卷 黄国文，常晨光主编 978-7-04-033497-5 高等教育出版社

跨文化交际研究:[中英文对照].第三辑 贾玉新，(美)Guo-Ming Chen主编 978-7-04-033504-0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习指导 戴琳主编 978-7-04-033516-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经管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张奋勤主编 978-7-04-033522-4 高等教育出版社

毽球竞赛规则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组编 978-7-04-033549-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医药数理统计方法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 祝国强主编 978-7-04-033553-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张礼卿主编 978-7-04-033617-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水泥材料研究进展 沈晓冬，姚燕主编 978-7-04-033624-5 高等教育出版社

企业内部控制 程新生主编 978-7-04-033629-0 高等教育出版社

芝加哥学术生涯规划:从研究生到终身教授
John A. Goldsmith，John Komlos，Penny 

Schine Gold著
978-7-04-033653-5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与技巧:如何撰写论文
和著作

Howard S. Becker，Pamela Richards著 978-7-04-033654-2 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史》编写组[编] 978-7-04-033740-2 高等教育出版社

走近陶行知:教师读本 周德藩主编 978-7-04-033761-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物理实验 郑友进主编 978-7-04-033785-3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实验 白忠，李延标，林上金主编 978-7-04-033787-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实验 唐海燕主编 978-7-04-033788-4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学.上册 赵远[等]主编 978-7-04-033790-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理统计 何书元[著] 978-7-04-033793-8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 辛小龙，罗新兵总主编 978-7-04-033797-6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 赵志新，徐明华主编 978-7-04-033798-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 张国印，徐鹤卿主编 978-7-04-033799-0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数学.下册 张学山主编 978-7-04-033802-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数学,线性代数 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线性代数课程组编 978-7-04-033805-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 王忠民主编 978-7-04-033840-9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魏春红，门淑珍，李毅主编 978-7-04-033844-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 马义德[等]编著 978-7-04-033893-5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会体育导论 卢元镇主编 978-7-04-033921-5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法 杨泽伟著 978-7-04-033927-7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 978-7-04-033993-2 高等教育出版社

离散数学教程纲要及题解 宋丽华[等]编著 978-7-04-033996-3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实验 金清理主编 978-7-04-034011-2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周胜林，刘西民编 978-7-04-034015-0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 游宏，朱广俊编著 978-7-04-034016-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 徐晶[等]编 978-7-04-034017-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 焦争鸣，张万琴主编 978-7-04-034018-1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胡端平，李小刚，刘吉定[编] 978-7-04-034019-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研究 朱红素著 978-7-04-034051-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教育学学科综合
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 978-7-04-034052-5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学学科综合水
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 978-7-04-034056-3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税制 许建国，林颖主编 978-7-04-034058-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 殷洪友主编 978-7-04-034083-9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实验 李三龙主编 978-7-04-034109-6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语言学研究.第十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研究所编
978-7-04-034110-2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固体物理学习题解答 李延龄，吕华平[主编] 978-7-04-034118-8 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与应用 丛培盛，龚沛曾主编 978-7-04-034163-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教程.下册 廖耀发主编 978-7-04-034233-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教程.上册 廖耀发主编 978-7-04-034237-6 高等教育出版社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第2辑 郭鹏主编 978-7-04-034242-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高等数学辅导
讲义

蔡子华主编 978-7-04-034245-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土经济学通论 谷树忠主编 978-7-04-034255-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常微分方程 袁荣[著] 978-7-04-034269-7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考作文 主编刘永康,张伟 978-7-04-034277-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协同预警 马骏著 978-7-04-034290-1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话培训与测试教程 王桂波主编 978-7-04-034298-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变函数专题选讲 余家荣，路见可主编 978-7-04-03431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陈仲堂，赵德平主编 978-7-04-034312-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物理实验 吴泉英，姚庆香，朱爱敏主编 978-7-04-034344-1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语言研究与外语教学:祝贺胡壮麟教授80诞辰
学术论文集

钱军主编 978-7-04-034350-2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语言学研究.第十一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研究所编
978-7-04-034367-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与式教学 陈时见，冉源懋主编 978-7-04-034458-5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公平 陈时见，彭泽平主编 978-7-04-034459-2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心理学基础 罗永忠主编 978-7-04-034469-1 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 李仁所，李全忠主编 978-7-04-034477-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微生物学拓展性实验的技术与方法 闫淑珍，陈双林编著 978-7-04-034483-7 高等教育出版社

药用植物栽培学实验实习指导 郭巧生，王建华，张重义主编 978-7-04-034487-5 高等教育出版社

运动技能学理论与实践 张英波编 978-7-04-034505-6 高等教育出版社

体能训练理论与实践 王卫星编著 978-7-04-034507-0 高等教育出版社

信息管理学 李兴国主编 978-7-04-034513-1 高等教育出版社

MINITAB软件入门:最易学实用的统计分析教
程

吴令云[等]编著 978-7-04-034540-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分布计算系统 胡亮，徐高潮，魏晓辉[著] 978-7-04-034541-4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生产与运营管理 应可福，张凌主编 978-7-04-034563-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动物生理学实验指导 栾新红主编 978-7-04-034569-8 高等教育出版社

语法学 于康著 978-7-04-034599-5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考研数学历年真题解析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辅导用书编委

会[编]
978-7-04-034629-9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考研数学历年真题解析:数学三适用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辅导用书编委

会[编]
978-7-04-034636-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校长依法治校之行动研究 吴献新编著 978-7-04-034649-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特色学校创建的理论与实践 程振响，季春梅等编著 978-7-04-034650-3 高等教育出版社

C语言程序设计 何钦铭，颜晖主编 978-7-04-034672-5 高等教育出版社

C语言程序设计实验与习题指导 颜晖，柳俊主编 978-7-04-034673-2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可靠性数学引论 曹晋华，程侃著 978-7-04-034675-6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文素养与职业写作 吴晓林主编 978-7-04-034680-0 高等教育出版社

英语口语习语的文化内涵及其语用 尹明[等]著 978-7-04-034681-7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临床护理专科实验教程 姜丽萍主编 978-7-04-034706-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护理综合模拟实验教程 姜丽萍主编 978-7-04-034708-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 吕昌龙，李殿俊，李一主编 978-7-04-034710-4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与方法 萧鸣政编著 978-7-04-034961-0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写

组[编]
978-7-04-034970-2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遗传学学习引导 贺竹梅[等]主编 978-7-04-034977-1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MBA、MPA、MPAcc管理类联考历年真题详
解英语、综合能力一本通

太奇教育集团名师团队[编] 978-7-04-034982-5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数据结构 陈越主编 978-7-04-035378-5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实验教程 张逢春，杨蜜主编 978-7-04-035419-5 高等教育出版社

幸福公开课 岳晓东，李健秋著 978-7-04-035637-3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高水平大学建设之路:从211工程到2011
计划

本册主编郭新立 978-7-04-036195-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常用词汇手册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978-7-04-036321-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唐诗中的名山大川 《金色九九丛书》编委会著 978-7-04-036738-6 高等教育出版社

SPSS统计分析高级教程 张文彤, 董伟主编 978-7-04-036996-0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教程:2013年版,MS 
Office高级应用

主编于双元 978-7-04-037229-8 高等教育出版社

考研计算机专业基础综合历年真题标准解析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辅导用书编委
会

978-7-04-037297-7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十一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秘书处编 978-7-04-037505-3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 袁行霈主编 978-7-04-039157-2 高等教育出版社

研究型教学理论与实践 张欣欣主编 978-7-04-042006-7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下 聂珍钊主编 978-7-04-042108-8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 王立, 曹树春, 李静主编 978-7-04-043543-6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高等教育舆情报告.2015 王保华主编 978-7-04-044289-2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文学写作 格非，陆楠楠，徐慧琳[编] 978-7-04-045162-7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经典精读 李春青主编 978-7-04-045195-5 高等教育出版社

考研数学基础解析120讲:高教版 高远, 白岩, 陈殿友编著 978-7-04-045371-3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生涯启航 主编周林, 张希昌 978-7-04-045643-1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人文素养 易查方, 曾亚主编 978-7-04-045685-1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时期干部教育文化建设研究 王晓锋著 978-7-04-045734-6 高等教育出版社

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二级 孔子学院总部, 国家汉办编制 978-7-04-045784-1 高等教育出版社

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三级 孔子学院总部, 国家汉办编制 978-7-04-045785-8 高等教育出版社

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四级 孔子学院总部, 国家汉办编制 978-7-04-045786-5 高等教育出版社

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一级 孔子学院总部, 国家汉办编制 978-7-04-045787-2 高等教育出版社

考研英语二冲刺预测密卷6卷题 徐绽主编 978-7-04-045842-8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英语一考试大
纲解析:非英语专业

全国考研英语大纲配套教材专家委员会 978-7-04-045844-2 高等教育出版社

考研英语一终极预测5套卷:2017高教版 夏徛荣主编 978-7-04-045847-3 高等教育出版社

考研英语二最后冲刺10套卷 全国考研英语大纲配套教材专家委员会 978-7-04-045849-7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英语 (一) 
考试大纲:非英语专业

教育部考试中心 978-7-04-045876-3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英语 (一)、英语 
(二) 考试分析:非英语专业·2017年版

教育部考试中心 978-7-04-045880-0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考研英语大纲配套写作30天30篇 全国考研英语大纲配套教材专家委员会编 978-7-04-046273-9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考研英语大纲配套阅读理解30天30篇 全国考研英语大纲配套教材专家委员会编 978-7-04-046274-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生安全教育教程 主编刘志彧, 李文阁, 鲁显玉 978-7-04-046328-6 高等教育出版社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
究

(匈)卢卡奇著 978-7-100-01042-9 商务印书馆

释梦 (奥)弗洛伊德著 978-7-100-01887-6 商务印书馆

物性论 (古罗马) 卢克莱修著 978-7-100-02537-9 商务印书馆

如何阅读一本书 (美) 莫提默·J. 艾德勒, 查尔斯·范多伦
著

978-7-100-04094-5 商务印书馆

蓝海战略:超越产业竞争 开创全新市场 (韩) W. 钱·金, (美) 勒妮·莫博涅著 978-7-100-04452-3 商务印书馆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繁体字本 王力等原编 978-7-100-05364-8 商务印书馆

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语、德国、法国和美国
的人类学

(挪) 弗雷德里克·巴特 ... [等] 著 978-7-100-05714-1 商务印书馆

风险智慧:学会管理未知项 (美) 戴维·阿普加著 978-7-100-05732-5 商务印书馆

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 (美)杰里·D. 穆尔(Jerry D. Moore)著 978-7-100-06257-2 商务印书馆



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
(美) 乔治·阿克洛夫, 迈克尔·斯彭斯, 约

瑟夫·斯蒂格利茨著
978-7-100-06988-5 商务印书馆

保卫马克思 (法)路易·阿尔都塞(L. Althusser)著 978-7-100-07029-4 商务印书馆

领导者性格 (美) 小约瑟夫·A.巴达拉科著 978-7-100-07048-5 商务印书馆

整合思维 (加拿大) 罗杰·马丁著 978-7-100-07070-6 商务印书馆

记住你是谁:15位哈佛教授震撼心灵的人生故
事

(美) 黛西·韦德曼著 978-7-100-07072-0 商务印书馆

美第奇效应 (美) 弗朗斯·约翰松著 978-7-100-07073-7 商务印书馆

蓝海战略:超越产业竞争, 开创全新市场 (韩) W. 钱·金, (美) 勒妮·莫博涅著 978-7-100-07074-4 商务印书馆

组织协同:运用平衡记分卡创造企业合力 (美) 罗伯特·S.卡普兰, 戴维·P.诺顿著 978-7-100-07075-1 商务印书馆

你凭什么领导别人 (英) 罗布·戈菲, 加雷思·琼斯著 978-7-100-07076-8 商务印书馆

财务智慧:如何理解数字的真正含义 (美) 卡伦·伯曼, 乔·奈特, 约翰·凯斯著 978-7-100-07077-5 商务出版社

七天读懂宏观经济 (美) 戴维·A.莫斯著 978-7-100-07078-2 商务印书馆

自有品牌: 狼来了:制造商如何应对销售商产
品的挑战

(美) 尼尔马利亚·库马尔, (荷) 简-贝内迪
克特·E.M. 斯丁坎普著

978-7-100-07091-1 商务印书馆

社会契约论 (法)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 978-7-100-07104-8 商务印书馆

馬氏文通 馬建忠著 978-7-100-07470-4 商務印書館

汉语语音史 王力著 978-7-100-07471-1 商务印书馆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 卜祥记著 978-7-100-07550-3 商务印书馆

冬吴相对论:人人都听得懂的经济学.Ⅱ 吴伯凡，梁冬著 978-7-100-07562-6 商务印书馆

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 (荷) 阿瑟·莫尔, (美) 戴维·索南菲尔德
编

978-7-100-07626-5 商务印书馆

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 潘晟著 978-7-100-07660-9 商务印书馆

大学的观念与实践 黄达人著 978-7-100-08374-4 商务印书馆

经济学.上册 (美)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著 978-7-100-08406-2 商务印书馆

经济学.下册 (美)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著 978-7-100-08406-2 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词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978-7-100-08467-3 商务印书馆

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政策实践:日本的经验教
训

孟健军著 978-7-100-08685-1 商务印书馆

天主实义今注 (意)利玛宝著 978-7-100-08687-5 商务印书馆

中国上古史 梁启超著 978-7-100-08711-7 商务印书馆

金元明人论杜甫 冀勤编著 978-7-100-08714-8 商务印书馆

古诗考释 邓小军著 978-7-100-08716-2 商务印书馆

乐府歌诗论集 吴相洲著 978-7-100-08718-6 商务印书馆

明代文学思想研究 左东岭著 978-7-100-08720-9 商务印书馆

中古文学史论 王瑶著 978-7-100-08763-6 商务印书馆



大学的声音 黄达人等著 978-7-100-08802-2 商务印书馆

国学读本 任继愈主编 978-7-100-08921-0 商务印书馆

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美) 小罗伯特·E. 卢卡斯著 978-7-100-08940-1 商务印书馆

古代器物溯源 宋兆麟著 978-7-100-08977-7 商务印书馆

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潘光旦著 978-7-100-09024-7 商务印书馆

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意义:关于中西文论对话
的再思考

邹广胜著 978-7-100-09143-5 商务印书馆

大学潜规则: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 (美) 丹尼尔·金著 978-7-100-09169-5 商务印书馆

古代朝鲜辞赋解析.一 于春海主编 978-7-100-09251-7 商务印书馆

高职的前程 黄达人等著 978-7-100-09293-7 商务印书馆

世界历史名词:2013 世界历史名词审定委员会[编] 978-7-100-09358-3 商务印书馆

北京报界先声:20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
日报》

彭望苏著 978-7-100-09377-4 商务印书馆

巴黎公社公报集.第二集 狄玉明[等]译 978-7-100-09381-1 商务印书馆

中国书籍编纂史稿 韩仲民著 978-7-100-09514-3 商务印书馆

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 (美)蒲乐安著 978-7-100-09518-1 商务印书馆

章实斋与邵二云 罗炳良著 978-7-100-09581-5 商务印书馆

洪业传 (美) 陈毓贤著 978-7-100-09586-0 商务印书馆

文化与人生 贺麟著 978-7-100-09599-0 商务印书馆

心灵投影 宁宗一著 978-7-100-09667-6 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八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辑 978-7-100-09748-2 商务印书馆

孔子论·鲁迅辨 宋志坚著 978-7-100-09789-5 商务印书馆

密尔论大学 (英) 约翰·密尔著 978-7-100-09832-8 商务印书馆

长安学术.第四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978-7-100-09904-2 商务印书馆

里根——想象的胜利 (美)理查德·里夫斯著 978-7-100-10026-7 商务印书馆

广注史记精华 (汉)司马迁著 978-7-100-10032-8 商务印书馆

史记纂 (汉)司马迁著 978-7-100-10033-5 商务印书馆

史记抄 (汉)司马迁著 978-7-100-10035-9 商务印书馆

史记选 (汉)司马迁原著 978-7-100-10037-3 商务印书馆

史记七篇读法 (汉)司马迁著 978-7-100-10038-0 商务印书馆

中国封建社会 瞿同祖著 978-7-100-10065-6 商务印书馆

术语学论集 郑述谱著 978-7-100-10098-4 商务印书馆

古典美学的复兴:巴尔塔萨神学美学的美学史
意义

张俊著 978-7-100-10138-7 商务印书馆



为了美好的中国:民国志士的探索与奋斗 张建安著 978-7-100-10139-4 商务印书馆

文化人的“死”与“生” 张建安著 978-7-100-10152-3 商务印书馆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元明卷 杨翼骧编著 978-7-100-10158-5 商务印书馆

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许明龙著 978-7-100-10168-4 商务印书馆

上博简《诗论》研究 晁福林著 978-7-100-10197-4 商务印书馆

罗斯福:自由的战士 (1940～1945) (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 978-7-100-10266-7 商务印书馆

新华成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 978-7-100-10323-7 商务印书馆

唐诗说稿 杨恩成著 978-7-100-10334-3 商务印书馆

大学之水 秦绍德著 978-7-100-10340-4 商务印书馆

古埃及法研究 井涛著 978-7-100-10341-1 商务印书馆

汉藏语学报.第7期 戴庆厦，Randy J. LaPolla(罗仁地)主编 978-7-100-10368-8 商务印书馆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 陈垣著 978-7-100-10401-2 商务印书馆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上册 黎虎著 978-7-100-10417-3 商务印书馆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下册 黎虎著 978-7-100-10417-3 商务印书馆

中华诗词名篇解读 邓荫柯编著 978-7-100-10437-1 商务印书馆

邱处机与成吉思汗 杨军著 978-7-100-10453-1 商务印书馆

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 蓝琪著 978-7-100-10454-8 商务印书馆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左东岭著 978-7-100-10465-4 商务印书馆

横扫千军如卷席 赵永春，赵丽著 978-7-100-10466-1 商务印书馆

古代汉语词典:缩印本 978-7-100-10493-7 商务印书馆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霍恩比原著 978-7-100-10527-9 商务印书馆

南北朝诗文雅析 许威汉, 金甲著 978-7-100-10543-9 商务印书馆

被美国化的英国:娱乐帝国时代现代主义的兴
起

(美)吉纳维芙·阿布拉瓦内尔著 978-7-100-10593-4 商务印书馆

如何阅读一本书 (美) 莫提默·J. 艾德勒, 查尔斯·范多伦
著

978-7-100-10618-4 商务印书馆

传统的背后:凉山彝族音乐人文采风录 张澄宇著 978-7-100-10702-0 商务印书馆

世界历史上的宗教
(美) 约翰·C. 舒佩尔, (美) 布莱恩·K. 

特里著
978-7-100-10714-3 商务印书馆

朱子学年鉴.2013 朱子学会编 978-7-100-10730-3 商务印书馆

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 (挪) 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 978-7-100-10749-5 商务印书馆

宋玉研究资料类编 刘刚[等]编 978-7-100-10809-6 商务印书馆

汉朝英图解词典 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编 978-7-100-10866-9 商务印书馆

观文化, 看政治:印度后殖民时代的电视、女
性和国家

(美) 普尔尼马·曼克卡尔著 978-7-100-10934-5 商务印书馆



外国哲学.第二十八辑 赵敦华主编 978-7-100-10997-0 商务印书馆

猿猴家书:我们为什么没有进化成人 张鹏著 978-7-100-11064-8 商务印书馆

阿尔卑斯.第五辑 涂卫群, 刘晖主编 978-7-100-11072-3 商务印书馆

神话辞典 (苏)M.H.鲍特文尼特[等]编著 978-7-100-11149-2 商务印书馆

荆花馆日记.上册 (清)王庆云著 978-7-100-11152-2 商务印书馆

荆花馆日记.下册 (清)王庆云著 978-7-100-11152-2 商务印书馆

古译佛经寓言选 张友鸾选注 978-7-100-11170-6 商务印书馆

大学的转型 黄达人等著 978-7-100-11181-2 商务印书馆

周易今古文考證 陳居淵著 978-7-100-11198-0 商務印書館

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 顾明栋著 978-7-100-11210-9 商务印书馆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
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

姜萌著 978-7-100-11261-1 商务印书馆

美国文学大辞典 主编虞建华 978-7-100-11268-0 商务印书馆

昆虫Q & A 朱耀沂著 978-7-100-11348-9 商务印书馆

意向立场 (美) 丹尼尔·C.丹尼特著 978-7-100-11368-7 商务印书馆

大学的根本 黄达人等著 978-7-100-11373-1 商务印书馆

莫斯科的黄金时代:苏联建立的传媒帝国如何
在文化冷战中落败

(美) 克里斯汀·罗思-艾著 978-7-100-11379-3 商务印书馆

自然老师没教的事:100堂都市自然课 张蕙芬著 978-7-100-11404-2 商务印书馆

辞源.上册 何九盈等主编 978-7-100-11424-0 商务印书馆

辞源.下册 何九盈等主编 978-7-100-11424-0 商务印书馆

心身同一论 (英) 辛西娅·麦克唐纳著 978-7-100-11458-5 商务印书馆

当代外国文学纪事:1980-2000,英国卷 金莉总主编 978-7-100-11479-0 商务印书馆

海峡两岸汉字对照表 魏励编 978-7-100-11486-8 商务印书馆

根植:曲江生活访谈录 白凯, 王晓华, 谢雪梅著 978-7-100-11494-3 商务印书馆

昆虫脸书 黄仕杰著 978-7-100-11503-2 商务印书馆

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 李大伟著 978-7-100-11514-8 商务印书馆

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 
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

(美) 劳费尔著 978-7-100-11553-7 商务印书馆

第二次教育革命是否可能:人本主义的回答 张卓玉著 978-7-100-11569-8 商务印书馆

但丁与《神曲》 (意) 拉法埃莱·坎巴内拉著 978-7-100-11577-3 商务印书馆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 刘大杰著 978-7-100-11587-2 商务印书馆

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 刘大杰著 978-7-100-11587-2 商务印书馆



红楼梦会心录 吕启祥著 978-7-100-11593-3 商务印书馆

漫长的瞬间:吴亮谈话录.II 吴亮著 978-7-100-11614-5 商务印书馆

朱生豪小言集 朱生豪著 978-7-100-11626-8 商务印书馆

野花999 黄丽锦著 978-7-100-11641-1 商务印书馆

宋元明讲唱文学 叶德均著 978-7-100-11646-6 商务印书馆

金瓶梅风俗谭:图文本 白维国著 978-7-100-11656-5 商务印书馆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祁连山册 马克平丛书主编 978-7-100-11663-3 商务印书馆

中国古代的诗社与诗学 郭鹏, 尹变英著 978-7-100-11717-3 商务印书馆

先秦文学 游国恩著 978-7-100-11732-6 商务印书馆

晚照楼论文集 马茂元著 978-7-100-11733-3 商务印书馆

古器物中的古代文化制度 徐中舒著 978-7-100-11734-0 商务印书馆

韩非子 高华平，王伏玲评注 978-7-100-11741-8 商务印书馆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法) 涂尔干著 978-7-100-11752-4 商务印书馆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钱穆著 978-7-100-11811-8 商务印书馆

数学传奇:那些难以企及的人物 蔡天新著 978-7-100-11816-3 商务印书馆

发现最美的鸟 (英)马克·凯茨比, 约翰·古尔德著 978-7-100-11817-0 商务印书馆

中国人类学.第一辑 周永明主编 978-7-100-11861-3 商务印书馆

铁面御史:赵抃 崔铭先著 978-7-100-11863-7 商务印书馆

浴火重生:衢州古陶瓷 柴福有著 978-7-100-11864-4 商务印书馆

亭亭寒柯：余绍宋 余子安著 978-7-100-11866-8 商务印书馆

巍巍千年:衢州城墙 黄韬著 978-7-100-11870-5 商务印书馆

樸野清风:衢州民俗风情 陈才著 978-7-100-11871-2 商务印书馆

发现最美的昆虫 (德)梅里安,(法)法布尔等著 978-7-100-11881-1 商务印书馆

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 巫仁恕著 978-7-100-11910-8 商务印书馆

粥的历史 陈元朋著 978-7-100-11911-5 商务印书馆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荒漠册 马克平丛书主编 978-7-100-11912-2 商务印书馆

综合英汉科技大词典 周明，魏向清主编 978-7-100-11931-3 商务印书馆

新华格言词典 温瑞政主编 978-7-100-11953-5 商务印书馆

姚广孝集.一 (明)姚广孝著 978-7-100-11961-0 商务印书馆

姚广孝集.三 (明)姚广孝著 978-7-100-11961-0 商务印书馆

姚广孝集.二 (明)姚广孝著 978-7-100-11961-0 商务印书馆

姚广孝集.五 (明)姚广孝著 978-7-100-11961-0 商务印书馆

姚广孝集.四 (明)姚广孝著 978-7-100-11961-0 商务印书馆



三国演义.2 (明)罗贯中著 978-7-100-11966-5 商务印书馆

水浒传.3 (明)施耐庵著 978-7-100-11966-5 商务印书馆

红楼梦.4 (清)曹雪芹，(清)高鹗著 978-7-100-11966-5 商务印书馆

西游记.1 (明)吴承恩著 978-7-100-11966-5 商务印书馆

莫奈的诗囊 刘刚著 978-7-100-12030-2 商务印书馆

清以前汉语音训材料整理与研究 吴泽顺著 978-7-100-12063-0 商务印书馆

文学论著 (俄)N.S. 特鲁别茨科伊著 978-7-100-12081-4 商务印书馆

叙事心理治疗 李明著 978-7-100-12165-1 商务印书馆

李白诗选 钱志熙，刘青海撰 978-7-100-12172-9 商务印书馆

明朝宦官 王春瑜, 杜婉言著 978-7-100-12177-4 商务印书馆

十六名旗人妇女口述 定宜庄著 978-7-100-12185-9 商务印书馆

天球运行论 (波)哥白尼著 978-7-100-12205-4 商务印书馆

生态史研究.第一辑 夏明方, 侯深主编 978-7-100-12207-8 商务印书馆

论法律 (意)阿奎娜著 978-7-100-12225-2 商务印书馆

西游记风情谭 马瑞芳著 978-7-100-12232-0 商务印书馆

认知语法导论.上卷 (美)罗纳德·W. 兰艾克著 978-7-100-12235-1 商务印书馆

德国天才:近现代德意志的思想、科技和文
化.1,德意志的命运大转折 第三次文艺复兴

(英) 彼得·沃森著 978-7-100-12240-5 商务印书馆

德国天才:近现代德意志的思想、科技和文
化.2,受教育中间阶层的崛起

(英)彼得·沃森著 978-7-100-12241-2 商务印书馆

德国天才:近现代德意志的思想、科技和文
化.3,现代性的痛苦与奇迹

(英) 彼得·沃森著 978-7-100-12243-6 商务印书馆

德国天才:近现代德意志的思想、科技和文
化.4,断裂与承续

(英) 彼得·沃森著 978-7-100-12244-3 商务印书馆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 (德)黑格尔著 978-7-100-12256-6 商务印书馆

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
学的军国主义化

(美)大贯惠美子著 978-7-100-12258-0 商务印书馆

汉译佛典偈颂研究 王丽娜著 978-7-100-12267-2 商务印书馆

艺高德劭 一代巨擘:王金璐传 朱继彭著 978-7-100-12268-9 商务印书馆

山海经 冯国超译注 978-7-100-12284-9 商务印书馆

南极:“忍耐号”历险记 (英)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著 978-7-100-12313-6 商务印书馆

质朴坚毅:地理学家赵松乔 赵旭沄著 978-7-100-12335-8 商务印书馆

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 (美)帕特里克·曼宁著 978-7-100-12371-6 商务印书馆

存在与时间 (德)海德格尔著 978-7-100-12414-0 商务印书馆



严群哲学译文集 严群译 978-7-100-12466-9 商务印书馆

思想的锁链:宗教与世俗右翼如何改变美国人
的思维

(法) 苏珊·乔治著 978-7-100-12479-9 商务印书馆

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郑少雄, 李荣荣主编 978-7-100-12494-2 商务印书馆

地图的文明史 (美)诺曼·思罗尔著 978-7-100-12500-0 商务印书馆

中法谚语对照手册:漫画版 黄建华，余秀梅编 978-7-100-12513-0 商务印书馆

宋辽金元史讲稿 柴德赓著 978-7-100-12518-5 商务印书馆

增订中国史学史,先秦至唐前期 谢保成著 978-7-100-12568-0 商务印书馆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论丛 郭英德主编 978-7-100-12585-7 商务印书馆

史记研究.第一辑 杨共乐主编 978-7-100-12601-4 商务印书馆

法国哲学.第一辑,笛卡尔与笛卡尔主义 冯俊主编 978-7-100-12602-1 商务印书馆

辽史.1 (元)脱脱等撰 9.7871E+12 中华书局

辽史.2 (元)脱脱等撰 9.7871E+12 中华书局

辽史.3 (元)脱脱等撰 9.7871E+12 中华书局

辽史.4 (元)脱脱等撰 9.7871E+12 中华书局

辽史.5 (元)脱脱等撰 9.7871E+12 中华书局

中国伊斯兰文化
《文史知识》编辑部,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

教研究中心合编
978-7-101-01561-4 中华书局

道咸宦海见闻录 (清)张集馨撰 978-7-101-01712-0 中华书局

三国志,卷一～卷六五 (晋) 陈寿撰, (宋) 裴松之注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元史.一,卷一～卷六０ (明) 宋濂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元史.三,卷一二八～卷二一０ (明) 宋濂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元史.二,卷六一～卷一二七 (明) 宋濂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北史.一,卷一～卷四三 (唐) 李延寿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北史.二,卷四四～卷一００ (唐) 李延寿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北齐书:简体字本 (唐)李百药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南史.一,卷一～卷三七 (唐) 李延寿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南史.二,卷三八～卷八０ (唐) 李延寿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南齐书,卷一～卷五九 (梁) 萧子显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史记.一,卷一～卷一八 (汉) 司马迁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史记.三,卷六二～卷一三０ (汉) 司马迁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史记.二,卷十九～卷六一 (汉) 司马迁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后汉书.一,卷一～卷三四 (宋) 范晔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后汉书.三,卷七六～卷九０/志一～志三０ (宋) 范晔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后汉书.二,卷三五～卷七五 (宋) 范晔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周书,卷一～卷五０ (唐) 令狐德棻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书.一,卷一～卷三八 (梁) 沈约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书.二,卷三九～卷一００ (梁) 沈约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史.一,卷一～卷五七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史.七,卷二三二～卷二三九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史.三,卷一一七～卷二一七六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史.九,卷二九六～卷三六四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史.二,卷五八～卷一一六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史.五,卷二一六～卷二二四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史.八,卷二四０～卷二九五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史.六,卷二二五～卷二三一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史.十,卷三六五～卷四三二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史.十一,卷四三三～卷四九六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宋史.四,卷一七七～卷二一五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新五代史,卷一～卷七四 (宋) 欧阳修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新唐书.一,卷一～卷五六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新唐书.三,卷七二中～卷八０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新唐书.二,卷五七～卷七二上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新唐书.五,卷一六五～卷二二五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新唐书.四,卷八一～卷一六四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旧五代史.一,卷一～卷七四 (宋) 薛居正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旧五代史.二,卷七五～卷一五０ (宋) 薛居正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旧唐书.一,卷一～卷三三 (后晋) 刘昫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旧唐书.三,卷七七～卷一四九 (后晋) 刘昫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旧唐书.二,卷三四～卷七六 (后晋) 刘昫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旧唐书.四,卷一五０～卷二００ (后晋) 刘昫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明史.一,卷一～卷四八 (清) 张廷玉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明史.三,卷一０一～卷二一四五 (清) 张廷玉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明史.二,卷四九～卷一００ (清) 张廷玉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明史.五,卷二一一～卷二七四 (清) 张廷玉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明史.六,卷二七五～卷三三二 (清) 张廷玉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明史.四,卷一四六～卷二一０ (清) 张廷玉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晋书.一,卷一～卷三六 (唐) 房玄龄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晋书.三,卷八五～卷一三０ (唐) 房玄龄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晋书.二,卷三七～卷八四 (唐) 房玄龄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梁书,卷一～卷五六 (唐) 姚思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汉书.三,卷六三～卷一００ (汉) 班固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汉书.二,卷一～卷二五上 (汉) 班固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汉书.二,卷二五下～卷六二 (汉) 班固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辽史,卷一～卷一一六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金史.一,卷一～卷五九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金史.二,卷六０～卷一三五 (元) 脱脱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陈书,卷一～卷三六 (唐) 姚思廉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隋书.一,卷一～卷三一 (唐) 魏徴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隋书.二,卷三二～卷八五 (唐) 魏徴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魏书.一,卷一～卷六六 (北齐) 魏收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魏书.二,卷六七～卷一一四 (北齐) 魏收撰 978-7-101-02099-1 中华书局

诗文声律论稿 启功著 978-7-101-02259-9 中华书局

中共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启功主编 978-7-101-02877-5 中华书局

沙海古卷释稿 刘文锁著 9.7871E+12 中华书局

训诂学 郭在贻著 978-7-101-04796-7 中华书局

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 张建俅著 978-7-101-05015-8 中华书局

问吧:有关中国文化的 101 个趣味问题.1 杨庆茹 ... [等] 撰写 978-7-101-05345-6 中华书局

茶道入门,泡茶篇 蔡荣章著 978-7-101-05387-6 中华书局

于丹《论语》心得 于丹著 978-7-101-05398-2 上海人民出版社

欧亚学刊.第7辑 余太山等主编 9.7871E+12 中华书局

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 朱祖希著 978-7-101-05451-4 中华书局

精神病与心理卫生 童书业著 978-7-101-05560-3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 周其厚著 978-7-101-05598-6 中华书局

新疆访古散记 王炳华著 978-7-101-05599-3 中华书局

解读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与李斯 孙立群著 978-7-101-05622-8 中华书局

人在时空之间 葛剑雄著 978-7-101-05667-9 中华书局

春兰花开:第六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对局集

陈祖德 978-7-101-05674-7 中华书局



怎样写作 叶圣陶著 978-7-101-05737-9 中华书局

你能读懂的西方美术史 杨琪著 978-7-101-05779-9 中华书局

康震评说李清照 康震著 978-7-101-05948-9 中华书局

怎样学书法 费新我著 978-7-101-05958-8 中华书局

酒魂十章 葛承雍著 978-7-101-05978-6 中华书局

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 乔松都著 978-7-101-06004-1 中华书局

梁启超评传 孟祥才著 978-7-101-06008-9 中华书局

文化政策与香港传承:何志平五年的雪泥鸿爪 何志平, 陈云根著 978-7-101-06040-9 中华书局

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 马未都著 978-7-101-06042-3 中华书局

于丹《论语》感悟 于丹著 978-7-101-06055-3 中华书局

编辑忆旧 赵家璧 978-7-101-06063-8 中华书局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樊树志著 978-7-101-06073-7 中华书局

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百年滇商口述史 马子商等讲述 978-7-101-06074-4 中华书局

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 赵家璧 978-7-101-06127-7 中华书局

康熙大帝 阎崇年著 978-7-101-06152-9 中华书局

问吧.3,有关孔子与《论语》的101个趣味问
题

王钧林主编 978-7-101-06153-6 中华书局

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刘浦江著 9.7871E+12 中华书局

问吧.4,有关四大名著的101个趣味问题 刘永连 ... [等] 撰写 978-7-101-06188-8 中華書局

家常滋补一本通 张国玺, 李永泉著 978-7-101-06230-4 中华书局

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 (西)帕莱福等著 9.7871E+12 中华书局

1898年中国故事 马勇著 978-7-101-06279-3 中华书局

问吧.5,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101个趣味问题 苏庆丰 ... [等]撰写 978-7-101-06309-7 中華書局

茶道入门,识茶篇 蔡荣章著 978-7-101-06320-2 中华书局

健康减肥五步走 赵之心著 978-7-101-06323-3 中华书局

马未都说收藏,玉器篇 马未都著 978-7-101-06327-1 中华书局

问吧.6,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101个趣味问题 姜湧, 由兴波, 徐凤撰写 978-7-101-06351-6 中華書局

书比人长寿:编辑忆旧集外集 赵家璧 978-7-101-06364-6 中华书局

问吧.8,有关宋朝的101个趣味问题 贾文龙 ... [等]撰写 978-7-101-06370-7 中華書局

非常梅兰芳 翁思再著 978-7-101-06406-3 中华书局

问吧.9,有关唐朝的101个趣味问题 刘永连 ... [等] 撰写 978-7-101-06407-0 中华书局

快乐密码:禅的智慧与心灵修炼 吴言生著 978-7-101-06424-7 中华书局

着壁成绘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978-7-101-06429-2 中华书局

说曹操 王仲荦著 978-7-101-06466-7 中华书局



马未都说收藏,杂项篇 马未都著 978-7-101-06491-9 中华书局

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 赖瑞和撰文/摄影 978-7-101-06704-0 中华书局

清代满蒙汉文词语音义对照手册 江桥整理 9.7871E+12 中华书局

寻羌:羌乡田野杂记 王明珂撰文/摄影 978-7-101-06715-6 中华书局

耿飚回忆录 耿飚著 978-7-101-06738-5 中华书局

活在当下 李焯芬著 978-7-101-06790-3 中华书局

好心态 = 好生活 尹璞著 978-7-101-06838-2 中华书局

青龙过眼 (美) 阿林敦著 978-7-101-06853-5 中华书局

风雅京华:古都北京的文学艺术 周传家, 张静文, 于嘉著 978-7-101-06861-0 中华书局

大明流煌 荣真著 978-7-101-06872-6 中华书局

秦皇汉武 张小锋著 978-7-101-06873-3 中华书局

睡狮觉醒 陈坚，王钦双著 978-7-101-06874-0 中华书局

习惯对了不生病 于康著 978-7-101-06875-7 中华书局

检验你的健康常识 北京电视台《健康北京》栏目组编 978-7-101-06876-4 中华书局

康乾盛世 周文玖著 978-7-101-06878-8 中华书局

盛唐气象 任士英著 978-7-101-06879-5 中华书局

重振乾坤 陈少铭著 978-7-101-06880-1 中华书局

金玉趣谈 李晓明著 978-7-101-06897-9 中华书局

百家争鸣 张小锋著 978-7-101-06914-3 中华书局

数字与色彩趣谈 韩杰著 978-7-101-06917-4 中华书局

一本书学会中医养生 张其成著 978-7-101-06919-8 中华书局

问吧.15,有关中国文化的101个趣味问题 宋修玲 ... [等] 撰写 978-7-101-06934-1 中华书局

问吧.14,有关中国文化的101个趣味问题 岳立松 ... [等] 撰写 978-7-101-06937-2 中华书局

大都风采 曹书杰，杨栋著 978-7-101-06954-9 中华书局

问吧.11,有关元朝的101个趣味问题 李飞跃 ... [等] 撰写 978-7-101-06959-4 中华书局

两京繁华 石涛，刘杰著 978-7-101-06963-1 中华书局

天体趣谈 陈虎，郑珊珊著 978-7-101-06964-8 中华书局

花木趣谈 杜华平著 978-7-101-06967-9 中华书局

吉祥趣谈 霍明琨著 978-7-101-06968-6 中华书局

人在时空之间:穿越千年时空 体验人文意境.
Ⅱ

葛剑雄著 978-7-101-06970-9 中华书局

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 蔡石山著 978-7-101-06977-8 中华书局

伶人·武士·猎手:后唐庄宗李存勖传 戴仁柱, 马佳著 978-7-101-07003-3 中华书局

雍正帝 冯尔康著 978-7-101-07027-9 中华书局



为居士说居士法 印顺著 978-7-101-07046-0 中华书局

中国古代体育简史 刘秉果著 978-7-101-07049-1 中华书局

中国书法篆刻简史 沃兴华著 978-7-101-07051-4 中华书局

京昆简史 李晓著 978-7-101-07052-1 中华书局

中国书院文化简史 朱汉民著 978-7-101-07053-8 中华书局

中国图书文化简史 徐雁等著 978-7-101-07054-5 中华书局

中国古代绘画简史 李超，姚笛，张金霞著 978-7-101-07055-2 中华书局

中国饮食文化简史 王学泰著 978-7-101-07056-9 中华书局

中国建筑文化简史 沈福煦著 978-7-101-07057-6 中华书局

中国音乐文化简史 戴微著 978-7-101-07067-5 中华书局

轻安自在 李焯芬著 978-7-101-07081-1 中华书局

毛泽东诗词欣赏 周振甫著 978-7-101-07092-7 中华书局

教科书里没有的宋史 李之亮著 978-7-101-07112-2 中华书局

男人的育婴史 赖瑞和著 978-7-101-07129-0 中华书局

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岳南著 978-7-101-07159-7 中华书局

西风东渐: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 苏生文, 赵爽著 978-7-101-07162-7 中华书局

中国大一统:秦皇汉武的奋斗 李勇强著 978-7-101-07186-3 中华书局

书里书外:序跋 杨春俏编著 978-7-101-07199-3 中华书局

见证生命:墓志铭 吕明涛编著 978-7-101-07200-6 中华书局

与天国的对话:祭文 蔺文锐编著 978-7-101-07201-3 中华书局

拨开历史的迷雾:史论 岳立松编著 978-7-101-07202-0 中华书局

心香寄远:书信 孙华娟编著 978-7-101-07206-8 中华书局

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柳宗元 康震著 978-7-101-07228-0 中华书局

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韩愈 康震著 978-7-101-07229-7 中华书局

李宗侗自传 李宗侗撰 978-7-101-07264-8 中华书局

鼎和五味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978-7-101-07278-5 中华书局

我的父亲张大千 张心庆著 978-7-101-07286-0 中华书局

善行:人生规划 星云大师著 978-7-101-07307-2 中华书局

感恩: 生活之道 星云大师著 978-7-101-07313-3 中华书局

喜舍:智慧之法 星云大师著 978-7-101-07314-0 中华书局

应变:生存之道 星云大师著 978-7-101-07316-4 中华书局

马博士谈营养 马冠生著 978-7-101-07318-8 中华书局

飞禽走兽趣谈 赵宗福，刘永红著 978-7-101-07319-5 中华书局



选择放下, 就能活在当下:让你顺境逆境都能
自在的25帖忠告

赖淑惠著 978-7-101-07341-6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中国文学史 韩高年编著 978-7-101-07351-5 中华书局

道德的中国与规则的日本 孙绿江著 978-7-101-07384-3 中华书局

1900年中国尴尬 马勇著 978-7-101-07392-8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中国哲学史 江心力编著 978-7-101-07444-4 中华书局

人文主义的力量 韦政通著 978-7-101-07466-6 中华书局

传统与现代之间 韦政通著 978-7-101-07467-3 中华书局

知识人生三大调 韦政通著 978-7-101-07468-0 中华书局

美食保胃战 李军祥著 978-7-101-07474-1 中华书局

佛法概论 释印顺著 978-7-101-07479-6 中华书局

中国禅宗史 释印顺著 978-7-101-07482-6 中华书局

佛在人间 释印顺著 978-7-101-07484-0 中华书局

学佛三要 释印顺著 978-7-101-07486-4 中华书局

时代人物各风流 韦政通著 978-7-101-07489-5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宋朝 李之亮著 978-7-101-07501-4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唐朝 王永平著 978-7-101-07502-1 中华书局

中国和中国人 (美) 倪维思著 978-7-101-07509-0 中华书局

教科书里没有的清史 胡忠良著 978-7-101-07514-4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三国 李传军, 金霞编著 978-7-101-07518-2 中华书局

不负我心 刘墉著 978-7-101-07521-2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西方哲学史 傅佩荣著 978-7-101-07564-9 中华书局

雨果和圆明园 程曾厚撰文/摄影 978-7-101-07566-3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中国近代史 邵勇, 王海鹏著 978-7-101-07585-4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明朝 赵克生, 许文继著 978-7-101-07590-8 中华书局

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著 978-7-101-07598-4 中华书局

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欧阳修 曾巩 康震著 978-7-101-07626-4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秦汉 孟祥才, 刘保贞著 978-7-101-07643-1 中华书局

一本书学会佛教常识:双色图文 张培锋著 978-7-101-07645-5 中华书局

经典教育让生命有根 王登峰, 陶继新著 978-7-101-07651-6 中华书局

近思录 (宋) 朱熹, 吕祖谦撰 978-7-101-07679-0 中华书局

历史的高原游牧 罗新撰文/摄影 978-7-101-07707-0 中华书局

云南街子:徘徊在传统集市的边缘 张家荣撰文/摄影 978-7-101-07715-5 中华书局



姥姥语录 倪萍著 978-7-101-07747-6 中华书局

幸福“心”帮助:找到生活的好感觉 杨凤池著 978-7-101-07789-6 中华书局

三言二拍看明朝 韩田鹿著 978-7-101-07790-2 中华书局

文明与意识形态 刘建军著 978-7-101-07814-5 中华书局

印度之佛教 (释) 印顺著 978-7-101-07850-3 中华书局

净土与禅 (释) 印顺著 978-7-101-07852-7 中华书局

性空学探源 (释) 印顺著 978-7-101-07854-1 中华书局

摄大乘论讲记 释印顺著 978-7-101-07855-8 中华书局

宝积经讲记 (释) 印顺著 978-7-101-07858-9 中华书局

胜鬘经讲记 释印顺著 978-7-101-07859-6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清朝 刘仲华编著 978-7-101-07862-6 中华书局

安忍精进:克服逆境的智慧 李焯芬, 净因法师著 978-7-101-07870-1 中华书局

孝里有道 朱翔非著 978-7-101-07874-9 中华书局

现代中国的历程 黄仁宇著 978-7-101-07892-3 中华书局

做个好命人 赖淑惠著 978-7-101-07894-7 中华书局

《弟子规》到底说什么 郭文斌著 978-7-101-07942-5 中华书局

看得见的古人生活 朱启新著 978-7-101-07958-6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民国 朱汉国, 宋亚文等著 978-7-101-07959-3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辽金 宋德金著 978-7-101-07960-9 中华书局

逆境中的从容 净因法师, 李焯芬著 978-7-101-07961-6 中华书局

敦煌语丝 金耀基著 978-7-101-07965-4 中华书局

无声息的歌唱 星云大师著 978-7-101-08032-2 中华书局

教科书里没有的近代史 董佳著 978-7-101-08035-3 中华书局

华雨香云 (释) 印顺著 978-7-101-08064-3 中华书局

文房四谱 (宋)苏易简著 978-7-101-08067-4 中华书局

明代的女人 蔡石山著 978-7-101-08071-1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春秋战国 李靖莉, 陈虎编著 978-7-101-08072-8 中华书局

中国人应知的历史常识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978-7-101-08093-3 中华书局

教科书里没有的秦汉史 邹水杰著 978-7-101-08104-6 中华书局

慈禧私家相册 向斯著 978-7-101-08126-8 中华书局

思接千载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978-7-101-08137-4 中华书局

从司马到司马:西晋的历程 孙立群著 978-7-101-08170-1 中华书局

幽默魅力学 赖淑惠著 978-7-101-08212-8 中华书局



东坡养生集 (明) 王如锡辑 978-7-101-08223-4 中华书局

食疗本草 (唐) 孟诜, 张鼎撰 978-7-101-08224-1 中华书局

老老恒言 (清) 曹庭栋撰 978-7-101-08236-4 中华书局

闲情偶寄 (清) 李渔撰 978-7-101-08237-1 中华书局

修龄要指 (明) 冷谦撰 978-7-101-08238-8 中华书局

饮食须知 (元) 贾铭撰 978-7-101-08239-5 中华书局

中国人生哲学 方东美 978-7-101-08240-1 中华书局

养性延命录 摄生消息论 (南朝) 陶弘景, (元) 丘处机撰 978-7-101-08243-2 中华书局

夜航船 (明)张岱撰 978-7-101-08244-9 中华书局

中国人应知的古代军事常识:插图本 赵志强编 978-7-101-08245-6 中华书局

让幸福与经典同行:儒释道与中国人的心灵智
慧

空海, 陶继新著 978-7-101-08251-7 中华书局

大雅宝旧事 张郎郎著 978-7-101-08256-2 中华书局

八十逆旅 陈桥驿著 978-7-101-08278-4 中华书局

帝国与现代医学 李尚仁主编 978-7-101-08280-7 中华书局

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 林富士著 978-7-101-08281-4 中华书局

性别、身体与医疗 李贞德主编 978-7-101-08282-1 中华书局

从医疗看中国史 李建民主编 978-7-101-08283-8 中华书局

佛教基本知识 周叔迦著 978-7-101-08332-3 中华书局

武则天的世界 胡明曌, 尹君, 胡戟著 978-7-101-08352-1 中华书局

中国人应知的茶道常识:插图本 蔡荣章主编 978-7-101-08355-2 中华书局

像画一样美丽:刘墉的艺术人生 刘墉著 978-7-101-08410-8 中华书局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 吴欣还整理 978-7-101-08411-5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儒家文化 张焕君, 谢耀亭著 978-7-101-08412-2 中华书局

教科书里没有的民国史 张晨怡著 978-7-101-08421-4 中华书局

知情识趣 林夕著 978-7-101-08424-5 中华书局

皇帝的名字 李文君著 978-7-101-08436-8 中华书局

中华玉文化 殷志强, 多丽梅著 978-7-101-08481-8 中华书局

中华茶文化 丁以寿, 章传政编著 978-7-101-08482-5 中华书局

中华丝绸文化 徐德明主编 978-7-101-08483-2 中华书局

中华酒文化 赵荣光著 978-7-101-08486-3 中华书局

大清后妃私家相册 徐广源著 978-7-101-08497-9 中华书局

余事若觉:周振鹤随笔集 周振鹤著 978-7-101-08505-1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魏晋南北朝 尚永琪, 薛海波著 978-7-101-08561-7 中华书局



净土四经 陈林, 尚荣, 徐敏译注 978-7-101-08589-1 中华书局

顾随与现代学人 赵林涛著 978-7-101-08630-0 中华书局

徽商密码 汪崇筼著 978-7-101-08656-0 中华书局

我是人间惆怅客:听杨雨讲纳兰 杨雨著 978-7-101-08657-7 中华书局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时代的追忆 岳南著 978-7-101-08665-2 中华书局

马俊点将：拿破仑 马骏著 978-7-101-08666-9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中国书法 王志军, 张明慧, 永年编著 978-7-101-08675-1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中国美术史 杨琪著 978-7-101-08676-8 中华书局

悲智愿行 李焯芬著 978-7-101-08677-5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汉字 张素凤, 郑艳玲, 张学鹏著 978-7-101-08703-1 中华书局

皇帝不可爱 国家怎么办 聂作平著 978-7-101-08710-9 中华书局

看得见的中国服装史 张竞琼, 曹喆著 978-7-101-08716-1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中国建筑 丁援主编 978-7-101-08762-8 中华书局

启功谈中国名画 启功著 978-7-101-08768-0 中华书局

近代中国的历程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978-7-101-08772-7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文化史 张昭军, 孙燕京主编 978-7-101-08773-4 中华书局

看得见的世界史 王新明, 陈钟华编著 978-7-101-08849-6 中华书局

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 方东美著 978-7-101-08894-6 中华书局

正名中国:胡阿祥说国号 胡阿祥著 978-7-101-08917-2 中华书局

小天堂 陶短房著 978-7-101-08955-4 中华书局

昨日之河 李黎著 978-7-101-08956-1 中华书局

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三苏 康震著 978-7-101-08977-6 中华书局

大迁徒 纪录片《大迁徒》摄制组 978-7-101-08978-3 中华书局

中国人应知的文学常识:插图本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978-7-101-09004-8 中华书局

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 袁泉著 978-7-101-09022-2 中华书局

山月记 (日) 中岛敦著 978-7-101-09033-8 中华书局

寿世青编 (清) 尤乘撰 978-7-101-09034-5 中华书局

养生类纂 (南宋) 周守忠纂辑 978-7-101-09035-2 中华书局

遵生八笺 (明) 高濂著 978-7-101-09036-9 中华书局

寿亲养老新书 (宋) 陈直著 978-7-101-09037-6 中华书局

千金方 千金翼方 钱超尘主编 978-7-101-09038-3 中华书局

摄生三要 养生三要 (明) 袁了凡, (清) 袁开昌撰 978-7-101-09048-2 中华书局

1942：饥饿中国 孟磊, 关国锋, 郭小阳等编著 978-7-101-09049-9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 司冰琳著 978-7-101-09056-7 中华书局

图说故宫 王镜轮著 978-7-101-09057-4 中华书局

图说佛教常识 熊江宁, 苏磊撰 978-7-101-09058-1 中华书局

伏藏之天上阿里 崔忆文 978-7-101-09095-6 中华书局

教科书里没有的明史 庞乃明, 闫志猛著 978-7-101-09153-3 中华书局

纸镜子:七个故事 赵柏田著 978-7-101-09160-1 中华书局

唐代衣食住行:插图珍藏本 黄正建著 978-7-101-09167-0 中华书局

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插图珍藏本 许嘉璐著 978-7-101-09185-4 中华书局

牖启户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978-7-101-09189-2 中华书局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宋石男著 978-7-101-09200-4 中华书局

在黑夜遇见历史 魏风华著 978-7-101-09219-6 中华书局

用年表读通中国史 雷敦渊, 杨士朋著 978-7-101-09231-8 中华书局

辽金西夏衣食住行 宋德金著 978-7-101-09233-2 中华书局

我的父亲韩复榘 韩子华口述 978-7-101-09239-4 中华书局

王士珍传 彭秀良著 978-7-101-09241-7 中华书局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梁晓声著 978-7-101-09258-5 中华书局

有风度才叫贵族 史杰鹏著 978-7-101-09259-2 中华书局

帝国的兴衰:秦汉兴亡备忘录 刘德增著 978-7-101-09286-8 中华书局

困学纪闻注.1 (宋)王应麟著 978-7-101-09338-4 中华书局

困学纪闻注.2 (宋)王应麟著 978-7-101-09338-4 中华书局

困学纪闻注.3 (宋)王应麟著 978-7-101-09338-4 中华书局

困学纪闻注.4 (宋)王应麟著 978-7-101-09338-4 中华书局

困学纪闻注.5 (宋)王应麟著 978-7-101-09338-4 中华书局

困学纪闻注.6 (宋)王应麟著 978-7-101-09338-4 中华书局

困学纪闻注.7 (宋)王应麟著 978-7-101-09338-4 中华书局

魂兮归来:听杨雨讲屈原 杨雨著 978-7-101-09346-9 中华书局

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沈从文著 978-7-101-09406-0 中华书局

寻他千百度 金庸著 978-7-101-09428-2 中华书局

张世英回忆录 张世英著 978-7-101-09486-2 中华书局

明代文人的命运 樊树志著 978-7-101-09487-9 中华书局

历史的侧影 叶永烈著 978-7-101-09488-6 中华书局

京范儿 崔岱远著 978-7-101-09499-2 中华书局

原来 梁晓声 978-7-101-09503-6 中华书局



一半是这里 一半是欧洲 余斌著 978-7-101-09504-3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4,中华智慧 杨鑫, 张华撰写 978-7-101-09507-4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6,体育娱乐 陈品撰写 978-7-101-09508-1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1,华夏历史 薛斐撰写 978-7-101-09509-8 中华书局

文苑英华 李锡琴, 李艳蕾撰写 978-7-101-09510-4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3,多彩汉语 蒋芳仪撰写 978-7-101-09518-0 中华书局

无边界:王小慧跨界艺术札记 978-7-101-09520-3 中华书局

建筑的意境 萧默著 978-7-101-09535-7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11,衣食住行 种方, 高中正撰写 978-7-101-09542-5 中华书局

考场风云 王士祥著 978-7-101-09570-8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元朝 屈文军著 978-7-101-09579-1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10,民俗风情 蔡晓薇, 胡芳芳撰写 978-7-101-09591-3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12,园林建筑 张章, 石慧芳撰写 978-7-101-09592-0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7,节日节气 赵莹撰写 978-7-101-09593-7 中华书局

清代衣食住行:插图珍藏本 林永匡著 978-7-101-09603-3 中华书局

物换星移话唐朝 黄永年著 978-7-101-09608-8 中华书局

织色入史笺:中国历史的色象 陈鲁南著 978-7-101-09693-4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8,军事外交 王林晚撰写 978-7-101-09720-7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9,神话传说 张童洋, 毕梦曦撰写 978-7-101-09721-4 中华书局

中国美德读本 苏叔阳主编 978-7-101-09781-8 中华书局

性爱的起源:关于性爱观念与精神文化的人类
学思考

摩罗著 978-7-101-09831-0 中华书局

孔府文化研究 孔祥林, 管蕾, 房伟著 978-7-101-09847-1 中华书局

爱情·信物 吕玉华著 978-7-101-09864-8 中华书局

语文的文化品格 陶继新, 王崧舟著 978-7-101-09903-4 中华书局

1913革命的反革命 张晓波, 周绍纲主编 978-7-101-09905-8 中华书局

民国政要的私密档案 郑会欣著 978-7-101-09918-8 中华书局

国王的起源:关于社会组织与政治权力的人类
学思考

摩罗著 978-7-101-09959-1 中华书局

缤纷艺术 徐粱, 孙晋诺, 许友超撰写 978-7-101-09963-8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14,身体生命 刘颖, 邱娟撰写 978-7-101-09964-5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17,人文思想 乔天一 ... [等] 撰写 978-7-101-09966-9 中华书局

奇石物语 熊清华著 978-7-101-09975-1 中华书局



裂国·大王国 小椴著 978-7-101-09977-5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20,学习教育 牛冠恒撰写 978-7-101-09997-3 中华书局

都什么时候了 林夕著 978-7-101-10017-4 中华书局

陈虬集 胡珠生编 978-7-101-10024-2 中华书局

历史的注脚 叶永烈著 978-7-101-10028-0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15,地理名胜 李强撰写 978-7-101-10036-5 中华书局

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16,礼仪称谓 钟洁撰写 978-7-101-10037-2 中华书局

习书有法 崔树强著 978-7-101-10058-7 中华书局

中国人应知的节日与习俗:插图本 宋月航, 匡野编著 978-7-101-10065-5 中华书局

国人辩论的表情 梁晓声著 978-7-101-10066-2 中华书局

天晓得 邱小石, 王晓天著 978-7-101-10104-1 中华书局

假如你没有机会加入黑手党 流马著 978-7-101-10138-6 中华书局

丁文江这个人 胡适等著 978-7-101-10176-8 中华书局

蒋廷黻回忆录 蒋廷黻著 978-7-101-10177-5 中华书局

刘汝明回忆录, 原名, 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 刘汝明著 978-7-101-10178-2 中华书局

病榻上的龙 谭健锹著 978-7-101-10215-4 中华书局

我就要让这世界香:我的品茗记录 许玉莲著 978-7-101-10292-5 中华书局

汉化佛教法器与服饰 白化文著 978-7-101-10293-2 中华书局

我和鱼，还有鸟 过士行著 978-7-101-10301-4 中华书局

演史开新别录 王尔敏著 978-7-101-10312-0 中华书局

读书是件好玩的事 陈平原著 978-7-101-10341-0 中华书局

贾道燕蕴:古都北京的商业文化 周小翔 ... [等] 著 978-7-101-10422-6 中华书局

藏在身体里的汉字 张一清, 富丽, 陈菲著 978-7-101-10463-9 中华书局

谈往事 王云五著 978-7-101-10479-0 中华书局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典藏本 胡颂平编著 978-7-101-10513-1 中华书局

一本书读懂民俗常识 赵宗福, 梁家胜编著 978-7-101-10517-9 中华书局

佳偶天成:中国古代婚姻事趣谈 李美贤著 978-7-101-10519-3 中华书局

有知识的文学课 龚鹏程著 978-7-101-10522-3 中华书局

有文化的文学课 龚鹏程著 978-7-101-10523-0 中华书局

翠拂行人首 小思著 978-7-101-10539-1 中华书局

儒家哲学 梁启超著 978-7-101-10540-7 中华书局

大清皇陵私家相册 徐鑫著 978-7-101-10556-8 中华书局

格致之路:古都北京的科技文化 李颖伯著 978-7-101-10590-2 中华书局



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978-7-101-10603-9 中华书局

权力的掌控:军机处 熊剑平著 978-7-101-10607-7 中华书局

文苑英华:古都北京的学术与教育 朱筱新著 978-7-101-10639-8 中华书局

马骏解读《孙子兵法》 马骏著 978-7-101-10643-5 中华书局

韩非子 高华平, 王齐洲, 张三夕译注 978-7-101-10702-9 中华书局

我的写字生活 费新我著 978-7-101-10704-3 中华书局

秋籁居忆旧 成公亮口述 978-7-101-10705-0 中华书局

袁家有故事:袁世凯后裔记忆拼图 张永久著 978-7-101-10729-6 中华书局

中国的日本认识 日本的中国认识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978-7-101-10730-2 中华书局

鲁迅的人际关系:从文化界教育到政界军界 朱正著 978-7-101-10736-4 中华书局

暗影:中国古代的刺客与间谍 熊剑平著 978-7-101-10739-5 中华书局

威尼斯日记 阿城著 978-7-101-10758-6 中华书局

重看民国人物:从张爱玲到杜月笙 蔡登山著 978-7-101-10805-7 中华书局

我从哪里来:中华姓氏河南寻根 郑州市政协, 河南商报编 978-7-101-10816-3 中华书局

成吉思汗小传 蔡美彪著 978-7-101-10822-4 中华书局

元朝进士集证.上册 沈仁国著 978-7-101-10828-6 中华书局

元朝进士集证.下册 沈仁国著 978-7-101-10828-6 中华书局

我相信中国的前途 黄仁宇著 978-7-101-10842-2 中华书局

海豚湾
瑞察·欧贝瑞 (Richard O`Barry), 汉斯-佩

特·罗德 (Hans Peter Roth) 著
978-7-101-10844-6 中华书局

是非疲劳 林夕著 978-7-101-10847-7 中华书局

生生不息:从传统经典名句领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月读》编辑部编 978-7-101-10854-5 中华书局

段祺瑞传 彭秀良著 978-7-101-10889-7 中华书局

冯国璋传 彭秀良著 978-7-101-10890-3 中华书局

道教炼丹术与中外文化交流 韩吉绍著 978-7-101-10891-0 中华书局

呼兰河传 萧红著 978-7-101-10923-8 中华书局

问道王羲之:于钟华解密书法档案 于钟华著 978-7-101-10936-8 中华书局

最喜今生为书忙 杨牧之著 978-7-101-10951-1 中华书局

陋室存稿.上 杨志玖著 978-7-101-10961-0 中华书局

陋室存稿.下 杨志玖著 978-7-101-10961-0 中华书局

二拍 初刻拍案惊奇 (明) 凌濛初编著 978-7-101-10970-2 中华书局

甲午！甲午！ 马骏杰著 978-7-101-11003-6 中华书局



现代茶道思想 蔡荣章著 978-7-101-11019-7 中华书局

宋词三百首详析 郭伯勋编著 978-7-101-11081-4 中华书局

诗境浅说 俞陛云著 978-7-101-11097-5 中华书局

双人伞:叶永烈家庭传记 叶永烈著 978-7-101-11111-8 中华书局

我认罪:日本侵华战犯口供实录 张林, 程军川编 978-7-101-11126-2 中华书局

历史分光镜 许倬云 978-7-101-11130-9 中华书局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李治安, 杜家骥著 978-7-101-11132-3 中华书局

京都古书店风景 苏枕书著 978-7-101-11150-7 中华书局

诸子通考 蒋伯潜著 978-7-101-11183-5 中华书局

柳開集 (宋) 柳開撰 978-7-101-11209-2 中華書局

中外历史对比年表 陈会颖编著 978-7-101-11243-6 中华书局

中华好诗词.第二季 杨宝昆 ... [等] 主编 978-7-101-11244-3 中华书局

最后一个铁帽子王:爱新觉罗·奕劻的是是非
非

马平安著 978-7-101-11261-0 中华书局

名家讲古诗:插图本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978-7-101-11275-7 中华书局

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
记辑录

郑振铎著 978-7-101-11301-3 中华书局

秦至汉初历法研究 李忠林著 978-7-101-11305-1 中华书局

重读抗战家书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 978-7-101-11346-4 中华书局

巴蜀方志艺文篇目汇录索引 杨世明，文航生主编 978-7-101-11423-2 中华书局

名家讲宋词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978-7-101-11504-8 中华书局

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 梁承邺著 978-7-101-11545-1 中华书局

宋代文学思想史 张毅著 978-7-101-11553-6 中华书局

杨炯集笺注.第一册 祝尚书笺注 978-7-101-11603-8 中华书局

杨炯集笺注.第三册 祝尚书笺注 978-7-101-11603-8 中华书局

杨炯集笺注.第二册 祝尚书笺注 978-7-101-11603-8 中华书局

杨炯集笺注.第四册 祝尚书笺注 978-7-101-11603-8 中华书局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 (春秋)孙武撰 978-7-101-11675-5 中华书局

启功给你讲宋词 启功选注 978-7-101-11714-1 中华书局

说天国,洪秀全真相 陶短房著 978-7-101-11719-6 中华书局

唐庚诗集校注 (宋)唐庚撰 978-7-101-11730-1 中华书局

国学常识 曹伯韩著 978-7-101-11797-4 中华书局

中国的文化与思想 常乃惪著 978-7-101-11808-7 中华书局

先秦诸子文献的形成 刘全志著 978-7-101-11839-1 中华书局



春秋公羊传 黄铭，曾亦译注 978-7-101-11880-3 中华书局

梦溪笔谈 诸雨辰译注 978-7-101-11881-0 中华书局

汉语复辅音说辨正 丁启阵著 978-7-101-11904-6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张国刚著 978-7-101-11947-3 中华书局

春秋穀梁传 徐正英,邹皓译注 978-7-101-11964-0 中华书局

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 朱光潜著 978-7-101-12039-4 中华书局

诗词中国.2016第二期 诗词中国丛刊编辑部编 978-7-101-12042-4 中华书局

文献语言学 华学诚主编 978-7-101-12152-0 中华书局

极简中国书法史 刘涛著 978-7-102-06752-0 人民美术出版社

沈鹏谈书法 沈鹏著 978-7-102-07080-3 人民美术出版社

基础素描百科 翟欣建，翟博编著 978-7-102-07181-7 人民美术出版社

活雕塑:王德顺和他的形体语言艺术 王德顺著 978-7-102-07295-1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三馀笺韵:沈鹏自书诗词辑 [沈鹏著] 978-7-102-07325-5 人民美术出版社

肖邦圆舞曲集 [(波) 肖邦曲] 978-7-103-00564-4 人民音乐出版社

名家逸事.上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名家逸事.下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奇妙发明.上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奇妙发明.下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求索探秘.上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求索探秘.下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科学楷模.上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科学楷模.下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科技趣闻.上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科技趣闻.下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科海撷海.上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科海撷海.下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趣谈万物.上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趣谈万物.下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身边科学.上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身边科学.下 主编 李楠 978-7-104-025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九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二十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二十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二十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二十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二十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八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十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十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十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十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十九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十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十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十八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十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十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575-7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e时代乐园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人与健康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人与健康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传奇故事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传奇故事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名家拾趣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名家拾趣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和谐互动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学界泰斗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学界泰斗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探索发现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神奇地球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缤纷世界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自然奇观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自然奇观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趣闻数字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绚丽人生必读书系,问鼎苍穹篇 蔡磊主编 978-7-104-0258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人类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修养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军事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娱乐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技术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政治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教育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文化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武器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环境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生活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社会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科学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经济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自然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知识文库,艺术卷 主编 黄安 978-7-104-02591-7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古文知识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汉语修辞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汉语语法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文作文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文学习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文常识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文掌故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文教育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文考试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文赏析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文阅读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种语系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言宝库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言文字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言表达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语文大讲堂,语音语调卷 汪洪主编 978-7-104-02592-4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秘史速读.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秘史速读.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秘史速读.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秘史速读.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秘史速读.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秘史速读.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艳史速读.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艳史速读.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艳史速读.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艳史速读.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艳史速读.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艳史速读.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通史速读.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通史速读.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通史速读.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通史速读.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通史速读.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通史速读.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野史速读.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野史速读.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野史速读.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野史速读.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野史速读.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野史速读.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6-8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九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八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八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九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八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8-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三十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三十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三十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三十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九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九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八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二十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八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九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八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十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09-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一,基础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一,文化艺术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一,日常生活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一,生命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一,自然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一,高新科技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三,基础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三,文化艺术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三,日常生活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三,生命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三,自然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三,高新科技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二,基础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二,文化艺术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二,日常生活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二,生命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二,自然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二,高新科技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五,基础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五,文化艺术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五,日常生活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五,生命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五,自然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五,高新科技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四,基础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四,文化艺术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四,日常生活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四,生命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四,自然科学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破解与探秘.四,高新科技
卷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0-5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秘史速读.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秘史速读.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秘史速读.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秘史速读.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秘史速读.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秘史速读.八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秘史速读.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秘史速读.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通史速读.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通史速读.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通史速读.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通史速读.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通史速读.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通史速读.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通史速读.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通史速读.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逸史速读.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逸史速读.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逸史速读.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逸史速读.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逸史速读.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逸史速读.八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逸史速读.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逸史速读.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野史速读.一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野史速读.七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野史速读.三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野史速读.二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野史速读.五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野史速读.八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野史速读.六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野史速读.四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一,冰鉴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一,家书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一,挺经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一,谋略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七,家书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七,挺经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七,谋略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三,家书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三,挺经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三,谋略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二,冰鉴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二,家书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二,挺经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二,谋略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五,家书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五,挺经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五,谋略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八,挺经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六,家书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六,挺经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六,谋略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四,家书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四,挺经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智谋全书.四,谋略 蔡磊主编 978-7-104-02612-9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乒乓球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五子棋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五子棋训练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保龄球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台球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围棋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围棋训练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国际象棋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扑克牌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桥牌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武术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网球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羽毛球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象棋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象棋名局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象棋训练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足球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门球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高尔夫球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青少年体育素质教育,麻将 主编 石磊 978-7-104-02615-0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古代著名帝王传 宋乃秋主编 9.7871E+12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一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七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三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九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二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五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八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六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十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十一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十三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十二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十五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十四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今智谋传奇.四 郭永磊编著 978-7-104-02652-5 中国戏剧出版社

黄金手.3 罗晓著 978-7-104-03844-3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国医 赵夺著 978-7-104-03869-6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古玩高手:完结篇.3 王炜坚著 978-7-104-04054-5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成吉思汗传.上册 冯承钧著 978-7-104-04246-4 中国戏剧出版社

成吉思汗传.下册 冯承钧著 978-7-104-04246-4 中国戏剧出版社

爱德华·阿尔比戏剧研究 樊晓君著 978-7-104-04390-4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 杨建新著 978-7-105-05547-0 民族出版社

千古风云第一人 巴拉吉尼玛等 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那仁汗胡布恩 仁钦道尔吉等编译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珠盖米吉德;胡德尔阿尔泰汗 仁钦道尔吉等编译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
研究

李国栋 著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概况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概况》编写组编
写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概况》编写组编写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布朗族简史
《布朗族简史》编写组，《布朗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686-3 民族出版社

怒族简史 《怒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编写] 978-7-105-08687-0 民族出版社

俄罗斯族简史
《俄罗斯族简史》编写组，《俄罗斯族简史

》修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688-7 民族出版社

景颇族简史
《景颇族简史》编写组，《景颇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689-4 民族出版社



拉祜族简史
《拉祜族简史》编写组，《拉祜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690-0 民族出版社

水族简史
《水族简史》编写组，《水族简史》修订本

编写组[编]
978-7-105-08691-7 民族出版社

羌族简史
《羌族简史》编写组，《羌族简史》修订本

编写组[编]
978-7-105-08692-4 民族出版社

哈尼族简史
《哈尼族简史》编写组，《哈尼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694-8 民族出版社

乌孜别克族简史
《乌孜别克族简史》编写组，《乌孜别克族

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695-5 民族出版社

柯尔克孜族简史
《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柯尔克孜族

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696-2 民族出版社

基诺族简史
《基诺族简史》编写组，《基诺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699-3 民族出版社

布依族简史
《布依族简史》编写组，《布依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00-6 民族出版社

锡伯族简史
《锡伯族简史》编写组，《锡伯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01-3 民族出版社

畲族简史
《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修订本

编写组[编]
978-7-105-08702-0 民族出版社

仡佬族简史
《仡佬族简史》编写组，《仡佬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03-7 民族出版社

塔塔尔族简史
《塔塔尔族简史》编写组,《塔塔尔族简史》

修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04-0 民族出版社

佤族简史
《佤族简史》编写组，《佤族简史》修订本

编写组[编]
978-7-105-08705-1 民族出版社

仫佬族简史
《仫佬族简史》编写组，《仫佬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
978-7-105-08706-8 民族出版社

侗族简史
《侗族简史》编写组，《侗族简史》修订本

编写组[编]
978-7-105-08707-5 民族出版社

门巴族简史
《门巴族简史》编写组，《门巴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08-2 民族出版社

壮族简史
《壮族简史》编写组，《壮族简史》修订本

编写组[编]
978-7-105-08709-9 民族出版社

阿昌族简史
《阿昌族简史》编写组，《阿昌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10-5 民族出版社



瑶族简史
《瑶族简史》编写组，《瑶族简史》修订本

编写组[编]
978-7-105-08711-2 民族出版社

鄂伦春族简史
《鄂伦春族简史》编写组，《鄂伦春族简史

》修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12-9 民族出版社

京族简史 《京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编写] 978-7-105-08713-6 民族出版社

德昂族简史
《德昂族简史》编写组，《德昂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14-3 民族出版社

白族简史
《白族简史 》编写组，《白族简史 》修订

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15-0 民族出版社

塔吉克族简史
《塔吉克族简史》编写组，《塔吉克族简史

》修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16-7 民族出版社

傈僳族简史
《傈僳族简史》编写组，《傈僳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17-4 民族出版社

撒拉族简史
《撒拉族简史》编写组，《撒拉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19-8 民族出版社

毛南族简史
《毛南族简史》编写组，《毛南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20-4 民族出版社

独龙族简史
《独龙族简史》编写组，《独龙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21-1 民族出版社

裕固族简史
《裕固族简史》编写组，《裕固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22-8 民族出版社

达斡尔族简史
《达斡尔族简史》编写组，《达斡尔族简史

》修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23-5 民族出版社

傣族简史
《傣族简史》编写组，《傣族简史》修订本

编写组[编]
978-7-105-08724-2 民族出版社

满族简史
《满族简史》编写组，《满族简史》修订本

编写组[编]
978-7-105-08725-9 民族出版社

黎族简史
《黎族简史》编写组，《黎族简史》修订本

编写组
978-7-105-08726-6 民族出版社

珞巴族简史 《珞巴族简史》编写组 978-7-105-08728-0 民族出版社

保安族简史
《保安族简史》编写组，《保安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29-7 民族出版社

蒙古族简史 《蒙古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土家族简史
《土家族简史》编写组，《土家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32-7 民族出版社



赫哲族简史
《赫哲族简史》编写组，《赫哲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33-4 民族出版社

彝族简史
《彝族简史》编写组，《彝族简史》修订本

编写组[编]
978-7-105-08735-8 民族出版社

鄂温克族简史
《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鄂温克族简史

》修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36-5 民族出版社

朝鲜族简史
《朝鲜族简史》编写组，《朝鲜族简史》修

订本编写组[编]
978-7-105-08737-2 民族出版社

高山族简史 王萌，李安辉[编] 978-7-105-08738-9 民族出版社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

订编辑委员会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

订编辑委员会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

订编辑委员会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元代民族经济史（上） 李澣 著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元代民族经济史（下） 李澣 著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修订本) 《中国少数民族》修订编委会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修订本•卷陆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编委会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清朝统一准噶尔史实研究:以高层决策为中心 李秀梅著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原始宗教与萨满
卷

孟慧英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突厥人变迁史研究 徐黎丽主编 978-7-105-09168-3 民族出版社

18-20世纪初归化城土默特财政研究 乌仁其其格 著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蒙古民间图案 古日扎布 编绘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导论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05-09917-7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先秦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秦、西汉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东汉、三国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西晋十六国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南北朝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隋、唐、五代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辽、宋、西夏、金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蒙、元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明代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清代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民国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当代卷 杨建新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狼图腾 那木吉拉著 9.78711E+11 民族出版社

突厥人变迁史研究 徐黎丽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匈奴史研究 武沐著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 杨建新 著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赫哲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 黄任远 黄永刚 著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蒙古族家具:乌海•蒙古族家具博物馆藏品；
蒙汉对照

乌日切夫等编著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8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 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 嘉木扬•凯朝著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
诞庆祝会文集

方铁等主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科尔沁萨满神歌审美研究 陈永春著 9.78711E+11 民族出版社

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9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 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新疆察哈尔蒙古西迁简史
中共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等编著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鄂伦春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 郑小云等编著 9.78711E+12 民族出版社

彝文古籍经典选译.1 沙马拉毅，李文华主编 978-7-105-13469-4 民族出版社

彝文古籍经典选译.2 沙马拉毅，李文华主编 978-7-105-13470-0 民族出版社

彝文古籍经典选译.3 沙马拉毅，李文华主编 978-7-105-13471-7 民族出版社

藏医药学精要述评 星全章主编 978-7-105-13741-1 民族出版社

人类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回顾 阮西湖著 978-7-105-14188-3 民族出版社

东巴文古籍艺术 徐丽华编 978-7-105-14217-0 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图志,西北卷 主编杨建新 978-7-105-14347-4 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图志,西北卷 主编杨建新 978-7-105-14348-1 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图志,西北卷 主编杨建新 978-7-105-14349-8 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图志,西北卷 主编杨建新 978-7-105-14350-4 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图志,西北卷 主编杨建新 978-7-105-14351-1 民族出版社

文化高原 南文渊著 978-7-105-14415-0 民族出版社

梁庭望论民族文学选集 王宪昭，吴刚选编 978-7-105-14542-3 民族出版社



文化多样性视阈下的弥勒彝族阿细文化研究 安学斌,姜荣才主编 978-7-105-14620-8 民族出版社

河北朝鲜族史 李印林著 978-7-105-14751-9 民族出版社

假若青春重来 阿井著 978-7-106-04086-4 中国电影出版社

奔跑的月光 胡学文 978-7-106-04089-5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回首暮见 蔡利华著 978-7-106-04315-5 中国电影出版社

桃花幽梦 忆水秋月著 978-7-106-04318-6 中国电影出版社

阿古兰特之平波启奏 陆婉玉著 978-7-106-04336-0 中国电影出版社

办事心理学 刘敏编著 978-7-106-04495-4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万古云霄 胡小三著 978-7-106-04500-5 中国电影出版社

精神病学 张亚林主编 978-7-107-18877-0 人民教育出版社

箱庭疗法 张日昇著 978-7-107-19262-3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概论 叶澜著 978-7-107-19809-0 人民教育出版社

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 (德)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 978-7-107-20816-4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外教育史.下册 单中惠主编 978-7-107-21921-4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改革典型案例.一 本册主编刘自成 978-7-107-25261-7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改革典型案例.二 本册主编刘自成 978-7-107-25281-5 人民教育出版社

松漠之间 林海村著 9.78711E+12 三联书店

汉字王国:讲述中国人和他们的汉字的故事 (瑞典) 林西莉著 978-7-108-03013-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美的历程 李泽厚[著] 978-7-108-03037-5 三联书店

跨海之战:金门·海南·一江山 刘统著 978-7-108-03199-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巨流河 齐邦媛著 978-7-108-03556-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论语新解 钱穆著 978-7-108-04041-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我们仨 杨绛 978-7-108-04245-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许宏著 978-7-108-04615-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江西:找回中国人的信仰世界 《华夏地理》杂志社编著 978-7-108-04819-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语言·世界·存在:傅益瑶的绘画语言 赵鑫珊著 978-7-108-04839-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文学史微观察 李洁非著 978-7-108-04862-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纽约 viction workshop ltd编著 978-7-108-04948-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丁文江的传记 胡适著 978-7-108-04983-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诗论 艾青著 978-7-108-04987-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邝美云教您做素食 邝美云著 978-7-108-04989-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地下室手记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978-7-108-05001-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存在与时间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 978-7-108-05096-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隐身的串门儿:读书随笔 杨绛著 978-7-108-05173-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杂忆与杂写:一九三三—一九九一 杨绛著 978-7-108-05174-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灯光，永远的灯光:我的母亲朱君允 熊性淑, 朱君允著 978-7-108-05215-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奇妙的尘埃 (美) 汉娜·霍姆斯著 978-7-108-05271-1 三联书店

疫警时空:那些纠缠名人的传染病 谭健锹著 978-7-108-05286-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 王铭铭著 978-7-108-05349-7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问学:思勉青年学术集刊.第1辑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编 978-7-108-05359-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现代医学的偶然发现 (美)默顿·迈耶斯著 978-7-108-05378-7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黑色盛宴:嗜血动物的奇异生活 (美)比尔·舒特著 978-7-108-05415-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貌相集:影像札记及其他 秦颖著 978-7-108-05434-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我的双城记 贾葭著 978-7-108-05472-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蓝房子 北岛著 978-7-108-05483-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结婚照 《文讯》杂志社主编 978-7-108-05489-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 (美) 凯特·福克斯著 978-7-108-05549-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窥视工作间 妹尾河童著 978-7-108-05562-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河童旅行素描本 妹尾河童著 978-7-108-05589-7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美味欺诈:食品造假与打假的历史 (英) 比·威尔逊著 978-7-108-05598-9 三联书店

窥视欧洲 妹尾河童著 978-7-108-05599-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边走边啃腌萝卜 妹尾河童著 978-7-108-05607-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水果猎人:关于自然、冒险、商业与痴迷的故

事
(加) 亚当·李斯·格尔纳著 978-7-108-05608-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致命药瘾:让人沉迷的食品和药物 (美)辛西娅·库恩[等]著 978-7-108-05609-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巴黎，巴黎:漫步光之城 (英) 大卫·唐尼著 978-7-108-05626-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古典时代疯狂史 (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 978-7-108-05733-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刘统著 978-7-108-05795-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百名专家谈转基因 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编 978-7-109-13733-2 中国农业出版社

人兽共患病医学:人兽共患感染性疾病、毒物
及其他共有健康风险的临床应对

(美) Peter M. Rabinowitz, Lisa A. 
Conti主编

978-7-109-16405-5 中国农业出版社

订单农业与价值链金融:贸易和信贷互联的交
易制度及其影响

马九杰等著 978-7-109-16478-9 中国农业出版社

新型农民素质与礼仪 吕文林，孙午生主编 978-7-109-16904-3 中国农业出版社

闪光的足迹:青春榜样的成长历程 高东等主编 978-7-109-17618-8 中国农业出版社

抗感染药物兽医临床应用 陈世军[等]主编 978-7-109-18380-3 中国农业出版社

刺参健康养殖与病害防控技术丛解 王印庚[等]编著 978-7-109-18583-8 中国农业出版社



马铃薯加工学 李树君著 978-7-109-18887-7 中国农业出版社

亏损异质论 杜勇著 978-7-109-18890-7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兽医全科类)单元
强化自测与详解,临床兽医

徐庚全主编 978-7-109-18925-6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兽医全科类)单元
强化自测与详解,基础兽医

邢华，石火英，张雨梅主编 978-7-109-18929-4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兽医全科类)考点
精讲与答题技巧

陈明勇主编 978-7-109-18931-7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兽医全科类)单元
强化自测与详解,预防兽医

王春仁主编 978-7-109-18942-3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年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考点解析及考前冲
刺练习题,兽医全科类

刘娟，黄庆洲主编 978-7-109-18952-2 中国农业出版社

生命的主宰:DNA神奇不神秘 尹承恕编著 978-7-109-18962-1 中国农业出版社

粮食安全与农产品期货市场 何蒲明，魏君英著 978-7-109-18988-1 中国农业出版社

山东水果产业经济研究 张吉国，史建民著 978-7-109-19098-6 中国农业出版社

我国农民工回乡创业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崔海兴，郑风田著 978-7-109-19121-1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药发展报告.2013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编]

978-7-109-19231-7 中国农业出版社

欧盟新木材法案对中国木材行业中小企业的
影响评价

曾寅初[等]著 978-7-109-19232-4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产业技术发展报告.2013年度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财政部教科文司[编] 978-7-109-19264-5 中国农业出版社

投资农业吧 王丰著 978-7-109-19407-6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2014
农业部农产品贸易办公室，农业部农业贸易

促进中心[编]
978-7-109-19470-0 中国农业出版社

转基因食品安全面面观 寇建平主编 978-7-109-19589-9 中国农业出版社

公民法律基础常识 徐茹筠编著 978-7-109-19593-6 中国农业出版社

交通事故处理法规常识:实用版 徐茹筠编著 978-7-109-19613-1 中国农业出版社

知识产权纠纷法律常识:实用版 平嘉昕编著 978-7-109-19655-1 中国农业出版社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 张红著 978-7-109-19667-4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 978-7-109-19711-4 中国农业出版社

柑橘产业经济与发展研究.2013 祁春节等著 978-7-109-19722-0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与农村能源发展报告 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编] 978-7-109-19723-7 中国农业出版社

蜂胶与人类健康 方小明主编 978-7-109-19914-9 中国农业出版社

显隐《老子》.上 文三生著 978-7-109-20185-9 中国农业出版社

显隐《老子》.下 文三生著 978-7-109-20185-9 中国农业出版社



陕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问题研究 朱建春著 978-7-109-20251-1 中国农业出版社

新疆农田污染防控及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研究

徐丽萍, 张翠丽等著 978-7-109-20624-3 中国农业出版社

棘球蚴病 贾乃忠主编 978-7-109-20949-7 中国农业出版社

狂犬病 扈荣良主编 978-7-109-21003-5 中国农业出版社

科学用药 绿色发展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编 978-7-109-21157-5 中国农业出版社

航母来了:从珍珠港到东京湾 甘本祓著 978-7-110-08256-0 科学普及出版社

多彩的科普 居云峰著 978-7-110-08805-0 科学普及出版社

守望大熊猫 雍严格，庞旸著 978-7-110-08854-8 科学普及出版社

抢占太空制高点:飞天梦 田如森，史宗田编著 978-7-110-08924-8 科学普及出版社

是什么引诱了我们 陈蓉霞著 978-7-110-08938-5 科学普及出版社

斑斓昆虫 (英)戴维·伯尔尼著 978-7-110-09183-8 科学普及出版社

鸟瞰 郭耕著 978-7-110-09212-5 科学普及出版社

降落中国:杜立特突袭东京 郑伟勇著 978-7-110-09232-3 科学普及出版社

巨匠利器:卞毓麟天文选说 卞毓麟著 978-7-110-09233-0 科学普及出版社

恬淡悠闲:卞毓麟书事选录 卞毓麟著 978-7-110-09234-7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国死因监测数据集.201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

信息中心编著

978-7-110-09282-8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王晋康科幻创作研究文集 王卫英主编 978-7-110-09352-8 科学普及出版社

宇宙的秘密:从量子到宇宙 (加)尼尔·图罗克著 978-7-110-09408-2 科学普及出版社

我在美国当医生 田穗荣著 978-7-110-09448-8 科学普及出版社

机器学习 (美) Tom M. Mitchell著 978-7-111-10993-8 机械工业出版社

计算机科学导论
(美) Behrouz Forouzan, Firouz 

Mosharraf著
978-7-111-13159-5 机械工业出版社

SAS软件与统计应用教程 汪远征, 徐雅静主编 978-7-111-20695-8 机械工业出版社

Java编程思想 (美) Bruce Eckel著 978-7-111-21382-6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全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全真模拟
题及解析,建设工程经济

环球职业教育在线编 978-7-111-21793-0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全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全真模拟
题及解析,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环球职业教育在线编 978-7-111-21794-7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大道相通:中国国航八大制胜方略 李家祥著 978-7-111-22371-9 机械工业出版社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Java语言描述 (美) Mark Allen Weiss著 978-7-111-23183-7 机械工业出版社

高手身影:中国商业原生态实战案例 王明夫, 王丰主编 978-7-111-23782-2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现代操作系统 (荷) Andrew S. Tanenbaum著 978-7-111-25544-4 机械工业出版社



Java核心技术.卷Ⅱ,高级特性 (美) Cay S. Horstmann, Gary Cornell著 978-7-111-25611-3 机械工业出版社

情景规划的18步方法:developing 
strategies in uncertain times

(美) 比尔·莱尔斯顿, 伊汉·威尔逊著 978-7-111-25800-1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汇编语言 郑晓薇编著 978-7-111-26907-6 机械工业出版社

向世界最好的医院学管理 (美) 利奥纳多 L.贝瑞, 肯特 D.赛尔曼著 978-7-111-26953-3 机械工业出版社

采购成本控制与供应商管理 周云著 978-7-111-27835-1 机械工业出版社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美) 彼得·德鲁克著 978-7-111-28070-5 机械工业出版社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美) 彼得·德鲁克著 978-7-111-28071-2 机械工业出版社

管理的实践 (美) 彼得·德鲁克著 978-7-111-28074-3 机械工业出版社

管理的常识:让管理发挥绩效的7个基本概念 陈春花著 978-7-111-28967-8 机械工业出版社

积极心理学团体活动课操作指南 阳志平等编著 978-7-111-29143-5 机械工业出版社

麦肯锡方法 (美) 艾森·拉塞尔著 978-7-111-29271-5 机械工业出版社

财务报表分析从入门到精通 宋娟编著 978-7-111-29371-2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中国企业怎么办 (德) 孟凡辰, 杨玉红著 978-7-111-30013-7 机械工业出版社

如何从商品期货交易中获利 (美) 威廉 D.江恩著 978-7-111-30248-3 机械工业出版社

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 (美) 彼得·林奇, 约翰·罗瑟查尔德著 978-7-111-30249-0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战胜华尔街 Peter Lynch, John Rothchild 978-7-111-30252-0 机械工业出版社

SAS编程与数据挖掘商业案例 姚志勇编著 978-7-111-30535-4 机械工业出版社

通向财务自由之路 (美) 范 K. 撒普著 978-7-111-30628-3 机械工业出版社

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
(美) Randal E. Bryant, David R. 

O`Hallaron著
978-7-111-32133-0 机械工业出版社

定位: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 (美) 阿尔·里斯, 杰克·特劳特著 978-7-111-32640-3 机械工业出版社

商战 (美) 阿尔·里斯, 杰克·特劳特著 978-7-111-32671-7 机械工业出版社

PS抠图秘技 王红卫, 聂阳, 杨猛编著 978-7-111-33104-9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战略管理:获取竞争优势 (美) 小阿瑟 A. 汤普森 ... [等] 著 978-7-111-33531-3 机械工业出版社

软件工程:实践者的研究方法 (美) Roger S. Pressman著 978-7-111-33581-8 机械工业出版社

这是你的船 (美) 迈克尔·阿伯拉肖夫著 978-7-111-33596-2 机械工业出版社

从问题到程序:程序设计与C语言引论 裘宗燕编著 978-7-111-33715-7 机械工业出版社

精益思想:banish waste and create 
wealth in your corporation

(美) 詹姆斯 P.沃麦克, (英) 丹尼尔 T.琼
斯著

978-7-111-33754-6 机械工业出版社

重新定位:定位之父杰克·特劳特封笔之作 (美) 杰克·特劳特, 史蒂夫·里夫金著 978-7-111-33975-5 机械工业出版社

Java语言程序设计,基础篇 (美) Y. Daniel Liang著 978-7-111-34081-2 机械工业出版社

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刁奕, 刁成嘉等编著 978-7-111-34359-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商业模式新生代
(瑞士) 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 (比利时) 

伊夫·皮尼厄著
978-7-111-35221-1 机械工业出版社

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
(美) David A.Patterson, John 

L.Hennessy著
978-7-111-35305-8 机械工业出版社

软件工程案例教程:软件项目开发实践 韩万江, 姜立新等编著 978-7-111-35318-8 机械工业出版社

营销革命 (美) 阿尔·里斯, 杰克·特劳特著 978-7-111-35616-5 机械工业出版社

Windows 7脚本编程和命令行工具指南 (美) Brian Knittel著 978-7-111-35677-6 机械工业出版社

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 (英) 马特·里德利著 978-7-111-36074-2 机械工业出版社

风险管理 主编王周伟 978-7-111-36225-8 机械工业出版社

测试驱动的嵌入式C语言开发 (美)James W. Grenning著 978-7-111-36623-2 机械工业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吴功宜, 吴英等编著 978-7-111-36713-0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公司理财
(美) 斯蒂芬 A. 罗斯, 伦道夫 W. 威斯特菲

尔德, 杰弗利 F. 杰富著
978-7-111-36751-2 机械工业出版社

摩擦磨损与润滑 侯文英主编 978-7-111-36996-7 机械工业出版社

Java并发编程实战 (美) Brian goetz ... [等] 著 978-7-111-37004-8 机械工业出版社

所得税纳税筹划案例精选 庄粉荣著 978-7-111-37098-7 机械工业出版社

卓有成效管理者的实践 (美) 彼得·德鲁克, 约瑟夫 A. 马恰列洛 978-7-111-37733-7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战略管理:概念与案例 Arthur A. Thompson, Jr. 978-7-111-37853-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创建强势品牌 (美) 戴维·阿克著 978-7-111-37899-0 中国铁道出版社

营销策划:方法、技巧与文案 孟韬, 毕克贵编著 978-7-111-38329-1 机械工业出版社

Creo Parametric 1.0中文版机械设计从入门
到精通

胡仁喜，刘昌丽，王宏等编著 978-7-111-38438-0 机械工业出版社

资本的游戏 房西苑著 978-7-111-38446-5 机械工业出版社

鸟哥的LINUX私房菜,服务器架设篇 鸟哥著 978-7-111-38499-1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战略历程:穿越战略管理旷野的指南
亨利·明茨伯格, 布鲁斯·阿尔斯特兰德, 

约瑟夫·兰佩尔著
978-7-111-38600-1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战略管理:竞争与全球化(概念)

(美)迈克尔 A. 希特(Michael A. Hitt)，
(美)R. 杜安·爱尔兰(R. Duane 

Ireland)，(美)罗伯特 E. 霍斯基森(Robert 
E. Hoskisson)著

978-7-111-38673-5 机械工业出版社

投资思想史 (美) 马克·鲁宾斯坦著 978-7-111-38839-5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人力资源管理:亚洲版
(美)加里·德斯勒(Gary Dessler)，(新加

坡)陈水华(Tan Chwee Huat)著
978-7-111-38854-8 机械工业出版社

Creo Parametric 1.0中文版参数化设计从入
门到精通

胡仁喜，王宏等编著 978-7-111-38921-7 机械工业出版社



自由成形技术 金烨，王运赣编著 978-7-111-38953-8 机械工业出版社

焊接工程综合试验教程 王宗杰主编 978-7-111-38960-6 机械工业出版社

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 Jiawei Han, Micheline Kamber, Jian Pei
著

978-7-111-39140-1 机械工业出版社

股市获利倍增术:十步法建立跑赢市场的股票
投资组合

(美) 杰森·凯利著 978-7-111-39516-4 机械工业出版社

完全掌握电脑组装与维修超级手册 田勇等编著 978-7-111-39922-3 机械工业出版社

视觉锤 (美) 劳拉·里斯著 978-7-111-40455-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创业者手册:教你如何构建伟大的企业 (美) 史蒂夫·布兰克, 鲍勃·多夫著 978-7-111-40530-6 机械工业出版社

数据挖掘与R语言:learning with case 
studies

(葡) Luis Torgo著 978-7-111-40700-3 机械工业出版社

方法总比问题多:打造不找借口找方法的一流
员工

吴甘霖著 978-7-111-40805-5 机械工业出版社

渠道管理的第一本书
(美) 琳达·哥乔斯, 爱德华·马里恩, 查克

·韦斯特著
978-7-111-41556-5 机械工业出版社

科学管理原理 (美) 弗雷德里克·泰勒著 978-7-111-41732-3 机械工业出版社

管理行为 (美) 赫伯特 A. 西蒙著 978-7-111-41878-8 机械工业出版社

深入理解Java虚拟机:JVM高级特性与最佳实
践

周志明著 978-7-111-42190-0 机械工业出版社

生活中的经济学 (美)加里·贝克尔，(美)吉蒂·贝克尔著 978-7-111-42200-6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战略管理 (美) H. 伊戈尔·安索夫著 978-7-111-42264-8 机械工业出版社

自由选择:珍藏版
(美) 米尔顿·弗里德曼, (美) 罗丝·弗里

德曼著
978-7-111-42278-5 机械工业出版社

估值:难点、解决方案及相关案例 (美) 埃斯瓦斯·达莫达兰著 978-7-111-42339-3 机械工业出版社

增长的极限
(美) 德内拉·梅多斯, (美) 乔根·兰德斯, 

(美) 丹尼斯·梅多斯著
978-7-111-42426-0 机械工业出版社

数据挖掘:实用案例分析 张良均 ... [等] 著 978-7-111-42591-5 机械工业出版社

数据挖掘与数据化运营实战:思路、方法、技
巧与应用

卢辉著 978-7-111-42650-9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版数据结构高分笔记之习题精析扩展 率辉主编 978-7-111-42785-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大规模分布式存储系统:原理解析与架构实战 杨传辉著 978-7-111-43052-0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大数据的力量 郭昕, 孟晔编著 978-7-111-43137-4 机械工业出版社

智能弱电工程设计与应用 陈宏庆 ... [等] 编著 978-7-111-43240-1 机械工业出版社

Metasploit渗透测试魔鬼训练营 诸葛建伟 ... [等] 著 978-7-111-43499-3 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站数据分析:数据驱动的网站管理、优化和
运营

张洪举著 978-7-111-43514-3 机械工业出版社

辉瑞:为世界健康护航 彭剑锋主编 978-7-111-43670-6 机械工业出版社

广告的没落 公关的崛起 (美) 艾·里斯, 劳拉·里斯著 978-7-111-43706-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微信公众平台应用开发实践 钟志勇著 978-7-111-43861-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奢侈品战略:揭秘世界顶级奢侈品的品牌战略
(法) Vincent Bastien, Jean-Noel 

Kapferer著
978-7-111-43968-4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大数据营销:定位客户 (美) 麦德奇, 保罗 B.布朗著 978-7-111-44213-4 机械工业出版社

创意是根钉:中国第一本甲方嘉奖的实战创意
大案

张默闻著 978-7-111-44236-3 机械工业出版社

Java核心技术.卷Ⅱ,高级特性 (美) Cay S. Horstmann, Gary Cornell著 978-7-111-44250-9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汇编语言 郑晓薇编著 978-7-111-44450-3 机械工业出版社

精益创业家 (美) 布兰特·库珀, 帕特里克·沃拉斯科维
茨著

978-7-111-44456-5 机械工业出版社

Java核心技术.卷1,基础知识 Cay S. Horstmann, Gary Cornell著 978-7-111-44514-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微信营销与运营:策略、方法、技巧与实践 王易著 978-7-111-44618-7 机械工业出版社

Effective JavaScript:编写高质量
JavaScript代码的68个有效方法

(美)David Herman著 978-7-111-44623-1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战略管理:竞争与全球化 (概念)
(美) R. 杜安·爱尔兰, 罗伯特 E. 霍斯基

森, 迈克尔 A. 希特著
978-7-111-44722-1 机械工业出版社

营销的16个关键词 叶茂中著 978-7-111-44777-1 机械工业出版社

.NET最佳实践 (美) Stephen Ritchie著 978-7-111-44912-6 机械工业出版社

精益医院:世界最佳医院管理实践 (美) 马克·格雷班著 978-7-111-45070-2 机械工业出版社

Effective Objective-C 2.0:编写高质量
iOS与OS X代码的52个有效方法

(英)Matt Galloway著 978-7-111-45129-7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MBA MPA MPAcc等专业学位考研英语 
(二) 核心词汇:正序版,老蒋笔记

编写老蒋英语编委会 978-7-111-45333-8 机械工业出版社

PPT职场利器:PPT商务应用案例大全 赵冉等编著 978-7-111-45340-6 机械工业出版社

生物医学工程学概论
(美) John D. Enderle, Joseph D. 

Bronzino著
978-7-111-45878-4 机械工业出版社

MBA、MPA、MPAcc等专业学位考研英语 (二) 
历年真题精解

主编张宇 978-7-111-45928-6 机械工业出版社

暴力K线擒大牛 王宁著 978-7-111-45991-0 机械工业出版社

火线领导:危机管理的艺术 (美) 罗纳德 A.海菲兹, 马蒂·林斯基著 978-7-111-46038-1 机械工业出版社

DirectX游戏程序设计 王欣编著 978-7-111-46039-8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MBA、MPA、MPAcc联考与经济类联考同步
复习指导系列:2015版,逻辑分册

孙勇等编著 978-7-111-46065-7 机械工业出版社

UML统一建模基础教程 刘小松等编著 978-7-111-46083-1 机械工业出版社

商变:传统企业电商就该这样做 艾瑞学院著 978-7-111-46340-5 机械工业出版社

Office办公技巧查询与应用宝典 张军翔，王正波等编著 978-7-111-46370-2 机械工业出版社



积极达成:处理好情绪再处理问题 王明伟著 978-7-111-46469-3 机械工业出版社

Storm实时数据处理 (澳)Quinton Anderson著 978-7-111-46663-5 机械工业出版社

CoffeeScript应用开发 (美)Ian Young著 978-7-111-46805-9 机械工业出版社

焊职业安全与健康
中国焊接协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学会

环境健康与安全专业委员会编著
978-7-111-46877-6 机械工业出版社

黑客攻防从入门到精通:绝招版 王叶，武新华编著 978-7-111-46987-2 机械工业出版社

Creo 3.0高级应用教程 詹友刚主编 978-7-111-47130-1 机械工业出版社

记者眼中的省长邵奇惠 刘纪华编 978-7-111-47226-1 机械工业出版社

抑郁症 (美) 阿伦·贝克, 布拉德·奥尔福德著 978-7-111-47228-5 机械工业出版社

R语言与数据挖掘最佳实践和经典案例 (澳)Yanchang Zhao著 978-7-111-47541-5 机械工业出版社

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指南
(美)詹妮斯 L.迪露西亚瓦克(Janice 

L.DeLucia-Waack)等编著
978-7-111-47604-7 机械工业出版社

Java程序员面试笔试宝典 何昊，薛鹏，叶向阳编著 978-7-111-47746-4 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术治疗实践笔记:用一场心灵旅行与自我相
遇

(韩) 任胤善著 978-7-111-47897-3 机械工业出版社

Unity着色器和屏幕特效开发秘笈 (美)Kenny Lammers著 978-7-111-48056-3 机械工业出版社

PostgreSQL服务器编程
(美)Hannu Krosing，(美)Jim 

Miodgenski，(美)Kirk Roybal著
978-7-111-48057-0 机械工业出版社

Hadoop集群与安全
(美)Danil Zburivsky，(美)Sudheesh 

Narayanan著
978-7-111-48062-4 机械工业出版社

驯服烂代码:在编程操练中悟道 伍斌著 978-7-111-48155-3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人与绩效:德鲁克管理精华 (美)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著 978-7-111-48566-7 机械工业出版社

LoadRunner性能测试巧匠训练营 赵强，邹伟伟，任健勇著 978-7-111-48700-5 机械工业出版社

去啊曼谷:到了就会爱上的300个热门旅游地 (韩)申中淑著 978-7-111-48713-5 机械工业出版社

流程树管理:打造高效率医院 沈凯, 罗青华, 王海涛著 978-7-111-48744-9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世界名枪全鉴:珍藏版,狙击步枪 孙松等编著 978-7-111-48810-1 机械工业出版社

Verilog HDL与FPGA数字系统设计 罗杰主编 978-7-111-48951-1 机械工业出版社

黑客攻防从入门到精通,攻防与脚本编程篇 天河文化编著 978-7-111-49193-4 机械工业出版社

因缘际会 (美) 迈克尔·科达 (Michael Korda) 著 978-7-111-49269-6 机械工业出版社

欧洲早该这么玩,7天玩转英国、比利时、荷
兰、法国

韩国旅游世界著 978-7-111-49352-5 机械工业出版社

被驯化的大脑 (英) 布鲁斯·胡德著 978-7-111-49383-9 机械工业出版社

Hadoop核心技术 翟周伟著 978-7-111-49468-3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世界名枪全鉴,突击步枪 李晋远等编著 978-7-111-49588-8 机械工业出版社



体内机器人:从毫米级至纳米级
(法)迈克尔·高瑟(Micha?l Gauthier)，

(法)尼古拉斯·安德烈夫(Nicolas 
Andreff)，(法)艾蒂安·冬布雷(Etienne 

978-7-111-49766-0 机械工业出版社

黑客工具全攻略 天河文化编著 978-7-111-49934-3 机械工业出版社

谷物大脑: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wheat, carbs, and sugar your brain`s 

silent killers

(美) 戴维·珀尔马特, 克里斯廷·洛伯格著 978-7-111-49941-1 机械工业出版社

R语言：实用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技术 (美) 贾里德 P. 兰德著 978-7-111-49961-9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全球最浪漫的101个蜜月胜地 藏羚羊旅行指南编辑部编著 978-7-111-49995-4 机械工业出版社

Power Designer系统分析与建模实战 谢星星，朱婵编著 978-7-111-50144-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天文学 (法)弗朗索瓦·弗雷森(Francois Fressin)
主编

978-7-111-50233-3 机械工业出版社

UG NX 10.0入门与范例精通 钟日铭等编著 978-7-111-50336-1 机械工业出版社

SolidWorks 2015快速入门及应用技巧 明振业主编 978-7-111-50365-1 机械工业出版社

基因组:人类自传 (英)马特·里德利著 978-7-111-50424-5 机械工业出版社

UG NX 10.0快速入门及应用技巧 来振东主编 978-7-111-50520-4 机械工业出版社

心灵的疗愈力量 (美) 赫伯特·本森, 玛格·斯塔克著 978-7-111-50534-1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战略的回归
(美)杰弗里 L. 桑普勒(Jeffrey L. 

Sampler)著
978-7-111-50621-8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世界名枪全鉴:珍藏版,手枪 吕昊等编著 978-7-111-50625-6 机械工业出版社

创伤与复原 (美) 朱迪思·赫尔曼著 978-7-111-50779-6 机械工业出版社

30秒探索,科学理论 (美)保罗·帕森斯(Paul Parsons)主编 978-7-111-50933-2 机械工业出版社

Docker源码分析 孙宏亮著 978-7-111-51072-7 机械工业出版社

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 (美) 维克多·黄, (美) 格雷格·霍洛维茨
著

978-7-111-51100-7 机械工业出版社

硬黑客:智能硬件生死之战 陈根编著 978-7-111-51102-1 机械工业出版社

办公室事务处理 主编王丹 978-7-111-51125-0 机械工业出版社

利用业余时间拯救世界:93位顶尖科学家教你
如何以科学思维面对生活

(美)加斯·桑顿姆(Garth Sundem)著 978-7-111-51146-5 机械工业出版社

黑客攻防从入门到精通:智能终端版 武新华, 李书梅编著 978-7-111-51162-5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最美最美的101个特色旅游地 旅游圣经编辑部编著 978-7-111-51180-9 机械工业出版社

VMware Horizon桌面与应用虚拟化权威指南 吴孔辉著 978-7-111-51202-8 机械工业出版社

AutoCAD 2016中文版入门 进阶 精通 钟日铭等编著 978-7-111-51226-4 机械工业出版社

蓝血16杰:BAT帮创业的故事 阿里研究院著 978-7-111-51341-4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互联网+医疗融合 陈根著 978-7-111-51370-4 机械工业出版社

HTML 5与CSS 3权威指南.下册 陆凌牛著 978-7-111-51442-8 机械工业出版社



R语言数据分析与挖掘实战 张良均[等]著 978-7-111-51604-0 机械工业出版社

互联网医疗大变局 赵衡, 孙雯艺著 978-7-111-51685-9 机械工业出版社

SQL Server性能调优实战 陈畅亮，吴一晴著 978-7-111-51702-3 机械工业出版社

宽客人生:从物理学家到数量金融大师的传奇 (美)伊曼纽尔·德曼(Emanuel Derman)著 978-7-111-51707-8 机械工业出版社

Scala编程思想
(美)布鲁斯·埃克尔(Bruce Eckel)，(美)戴

安娜·马什(Dianne Marsh)著
978-7-111-51740-5 机械工业出版社

淘宝美工:视觉打造爆款 iPhoto设计中心编著 978-7-111-51804-4 机械工业出版社

SaltStack技术入门与实战 刘继伟，沈灿，赵舜东编著 978-7-111-51822-8 机械工业出版社

UG NX 10.0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麓山文化编著 978-7-111-51931-7 机械工业出版社

Creo Parametric 3.0中文版新手从入门到精
通

龙海等编著 978-7-111-51937-9 机械工业出版社

荷兰淘点创意玩 张安安著 978-7-111-51988-1 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日俄印海军舰艇与航空器识别手册 现代国防与安全研究中心编著 978-7-111-52043-6 机械工业出版社

众创空间:从“奇思妙想”到“极致新产品” 刘志迎，徐毅，洪进著 978-7-111-52095-5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养老金革命 (美)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著 978-7-111-52122-8 机械工业出版社

Effective Ruby:改善Ruby程序的48条建议 (美)彼得 J.琼斯(Peter J. Jones)著 978-7-111-52124-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宇宙中的生命
(美)杰弗里·贝内特(Jeffrey Bennett)，
(美)塞思·肖斯塔克(Seth Shostak)著

978-7-111-52139-6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中文版会声会影X8视频编辑制作150例 麓山文化编著 978-7-111-52223-2 机械工业出版社

走，带着英语去旅行 彭彭，燕妮编著/绘 978-7-111-52240-9 机械工业出版社

Hadoop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实战 张良均 ... [等] 著 978-7-111-52265-2 机械工业出版社

今日天文:翻译版,太阳系和地外生命探索
(美)埃里克·蔡森(Eric Chaisson)，(美)史

蒂夫·麦克米伦(Steve McMillan)著
978-7-111-52268-3 机械工业出版社

领导力的第二本书:从经典学领导力 刘澜著 978-7-111-52297-3 机械工业出版社

Effective Python：编写高质量Python代码
的59个有效方法

(美)布雷特·斯拉特金(Brett Slatkin)著 978-7-111-52355-0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cel应用与技巧大全:会计与财务 恒盛杰资讯编著 978-7-111-52400-7 机械工业出版社

DevOps实战:VMware管理员运维方法、工具及
最佳实践

(美)小特雷弗 A. 罗伯茨(Trevor A. 
Roberts)[等]著

978-7-111-52478-6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最新Office 2016高效办公三合一 恒盛杰资讯编著 978-7-111-52479-3 机械工业出版社

今日天文:翻译版,恒星：从诞生到死亡
(美)埃里克·蔡森(Eric Chaisson)，(美)史

蒂夫·麦克米伦(Steve McMillan)著
978-7-111-52541-7 机械工业出版社

PPT幻灯片制作应用与技巧大全 恒盛杰资讯编著 978-7-111-52688-9 机械工业出版社

隐性繁荣:社会发展中被遗忘的心理学动力 (英) 理查德·莱亚德, 戴维·克拉克著 978-7-111-52749-7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cel应用与技巧大全,行政与文秘 恒盛杰资讯编著 978-7-111-52801-2 机械工业出版社



液压系统Amesim计算机仿真进阶教程 梁全，谢基晨，聂利卫编著 978-7-111-52830-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如何选择有效的心理疗法 (美) 琳达·塞利格曼, 劳里·瑞森伯格著 978-7-111-52835-7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cel应用与技巧大全,数据处理与分析 恒盛杰资讯编著 978-7-111-52838-8 机械工业出版社

Haskell函数式程序设计 (英)理查德·伯德(Richard Bird)著 978-7-111-52932-3 机械工业出版社

Oracle数据库虚拟化:基于vSphere平台 (美)坎南·曼尼,唐·沙利文著 978-7-111-53004-6 机械工业出版社

这世界唯一的你:自闭症人士独特行为背后的
真相

(美) 巴瑞·普瑞桑, 汤姆·菲尔兹-迈耶著 978-7-111-53011-4 机械工业出版社

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疗愈中的大脑、心智
和身体

(美) 巴塞尔·范德考克著 978-7-111-53263-7 机械工业出版社

唤醒老虎:启动自我疗愈本能 (美) 彼得·莱文, 安·弗雷德里克著 978-7-111-53269-9 机械工业出版社

黑客攻防从入门到精通:命令版 武新华，李书梅编著 978-7-111-53279-8 机械工业出版社

Windows 10从入门到精通 武新华，李书梅编著 978-7-111-53344-3 机械工业出版社

数据时代的经济学:对网络智能时代机遇和风
险的再思考

(美)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著 978-7-111-53345-0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cel 2016办公专家从入门到精通 恒盛杰资讯编著 978-7-111-53414-3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中文Windows 7操作系统考前冲刺与全真模拟 吕岩主编 978-7-111-53420-4 机械工业出版社

SQL优化最佳实践:构建高效率Oracle数据库
的方法与技巧

韩锋著 978-7-111-53454-9 机械工业出版社

HTML5+CSS+JavaScript网页布局从入门到精
通

王志晓, 陈益材, 牛海建等编著 978-7-111-53511-9 机械工业出版社

VMware Virtual SAN实战 吴秋林著 978-7-111-53522-5 机械工业出版社

Processing与Arduino互动编程 黄文恺,吴羽编著 978-7-111-53526-3 机械工业出版社

今日天文:翻译版,星系世界和宇宙的一生
(美)埃里克·蔡森(Eric Chaisson)，(美)史

蒂夫·麦克米伦(Steve McMillan)著
978-7-111-53606-2 机械工业出版社

新手学电脑完全自学手册:Windows 7+Office 
2010版

文杰书院编著 978-7-111-53633-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向世界最好的医院学创新
(美) 尼古拉斯·拉鲁索, 芭芭拉·斯珀里

尔, 吉安里克·法鲁吉雅等著
978-7-111-53659-8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医疗大数据:大数据如何改变医疗 (德) 埃拉德·约姆-托夫著 978-7-111-53663-5 机械工业出版社

SpringBoot揭秘:快速构建微服务体系 王福强著 978-7-111-53664-2 机械工业出版社

从零开始学HTML 5+CSS 3 胡晓霞等编著 978-7-111-53730-4 机械工业出版社

择一城终老:在清迈开间小小客栈 林晓丹，韩东著 978-7-111-53732-8 机械工业出版社

黑客攻防X种武器 张阮阮等编著 978-7-111-53811-0 机械工业出版社

黑客攻防极速入门 张阮阮等编著 978-7-111-53812-7 机械工业出版社

C指针:基本概念、核心技术及最佳实践
(印)纳威恩·拓奥普(Naveen Toppo)，(印)
海瑞思科什·德万(Hrishikesh Dewan)著

978-7-111-53818-9 机械工业出版社



Processing开发实战 黄文恺，吴羽，伍冯洁编著 978-7-111-53821-9 机械工业出版社

Office 2016办公专家从入门到精通 恒盛杰资讯编著 978-7-111-53850-9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cel 2016办公应用从入门到精通 Office培训工作室编著 978-7-111-53870-7 机械工业出版社

DT已来:为了无法计算的价值 潘永花，孟晔著 978-7-111-53932-2 机械工业出版社

脑机接口导论 (美) 拉杰什·P. N.拉奥著 978-7-111-53995-7 机械工业出版社

R语言与数据挖掘 张良均[等]著 978-7-111-54052-6 机械工业出版社

绿色国王
(法)保尔-卢·苏里策尔 (Paul-Loup 

Sulitzer)著
978-7-111-54100-4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医疗革命:大数据与分析如何改变医疗模式 (美) 克瑞莎·泰勒著 978-7-111-54137-0 机械工业出版社

深入理解Arduino:移植和高级开发
(美)里克·安德森(Rick Anderson)，(美)丹

·塞尔沃(Dan Cervo)著
978-7-111-54140-0 机械工业出版社

Scala语言基础与开发实战 王家林，管祥青等编著 978-7-111-54169-1 机械工业出版社

转行:发现一个未知的自己 (美) 埃米尼亚·伊瓦拉著 978-7-111-54263-6 机械工业出版社

轻武器图解百科 (美)鲁珀特·马修斯(Rupert Matthews)编著 978-7-111-54271-1 机械工业出版社

Photoshop CC 2015从入门到精通 创锐设计编著 978-7-111-54356-5 机械工业出版社

雅思口语话题点睛 (新西兰) Martin Renner著 978-7-111-54379-4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三体智能革命 胡虎[等]著 978-7-111-54432-6 机械工业出版社

那些逃不掉又抓不住的想法:三天读懂哲学简
史

(英)阿兰·斯蒂芬(Alain Stephen)著 978-7-111-54441-8 机械工业出版社

那些躲不开又想不通的行为:三天读懂心理学
简史

(英)乔尔·利维(Joel Levy)著 978-7-111-54442-5 机械工业出版社

SOLIDWORKS? Simulation基础教程:2016版 (美)DS SOLIDWORKS公司著 978-7-111-54455-5 机械工业出版社

汉森半程马拉松训练法
(美) 卢克·汉弗莱, (美) 基斯·汉森, 

(美) 凯文·汉森著
978-7-111-54468-5 机械工业出版社

如果你永不畏惧:我所认知的科比 孙一萌著 978-7-111-54469-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词汇:积极性分类版 蒋隆国主编 978-7-111-54478-4 机械工业出版社

Linux运维最佳实践 胥峰，杨俊俊著 978-7-111-54568-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 辛本健编著 978-7-111-54618-4 机械工业出版社

团体心理治疗基础
(美)哈罗德S.伯纳德(Harold S. 

Bernard)，(美) K.罗伊·麦肯齐 (K. Roy 
MacKenzie)编著

978-7-111-54637-5 机械工业出版社

托福阅读百句必杀 卢根, 甘慧琛编著 978-7-111-54677-1 机械工业出版社

托福听力高分笔记 张艳编著 978-7-111-54692-4 机械工业出版社

Div+CSS+jQuery布局精粹 张晓景等编著 978-7-111-54717-4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玩转大学英语四级写作与汉译英e课堂:2016
新题型

王长喜编著 978-7-111-54723-5 机械工业出版社



玩转大学英语六级写作与汉译英e课堂:2016
新题型

王长喜编著 978-7-111-54725-9 机械工业出版社

考研英语 (二) 老蒋讲词汇之配套“蒋”义
7000例句互译笔记

老蒋图书编委会编写 978-7-111-54782-2 机械工业出版社

R语言数据分析 (美)盖尔盖伊·道罗齐(Gergely Daroczi)著 978-7-111-54795-2 机械工业出版社

PHP与MySQL高性能应用开发 杜江著 978-7-111-54796-9 机械工业出版社

考研英语 (二) 高分阅读老蒋80篇 蒋军虎主编 978-7-111-54803-4 机械工业出版社

对比与反差:轻武器 (英)马丁 J.多尔蒂(MARTIN J. DOUGHERTY)
著

978-7-111-54807-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循序渐进学Docker 李金榜[等]著 978-7-111-54854-6 机械工业出版社

看自己:现代症的心理解剖 柯晗著 978-7-111-54908-6 机械工业出版社

PHP+MySQL+Dreamweaver网站建设 李晓斌等编著 978-7-111-54914-7 机械工业出版社

数据挖掘与商务分析:R语言
(美)约翰尼斯·莱道尔特(Johannes 

Ledolter)著
978-7-111-54940-6 机械工业出版社

软件工程方法与实践 窦万峰主编 978-7-111-54948-2 机械工业出版社

多处理器片上系统的硬件设计与工具集成
(德)迈克尔·哈布纳(Michael Hubner)，
(德)于尔根·贝克尔(Jurgen Becker)主编

978-7-111-55007-5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cel 2016从新手到高手 杰诚文化编著 978-7-111-55101-0 机械工业出版社

Unity虚拟现实开发实战 (美)乔纳森·林诺维斯(Jonathan Linowes)
著

978-7-111-55131-7 机械工业出版社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技术与管理
上海星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建筑施

工行业协会工程质量安全专业委员会编
978-7-112-14074-9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包容、联系和重视环境的可持续社区 赵亮, 汤尼·李, 邢锡芳编著 978-7-112-15263-6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周庄 余春明撰文/摄影 978-7-112-15718-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千古海南潮 海南 程德美著 978-7-112-16356-4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光合细菌污水资源化技术 卢海凤，张光明，赵微著 978-7-112-16582-7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环境污染控制与预报 张孟威编著 978-7-112-16989-4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APEC首例低碳示范城镇:于家堡金融区低碳指
标体系研究

于家堡低碳示范城镇指标体系课题组著 978-7-112-17169-9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活性污泥模型应用指南
国际水协 (IWA) 良好建模实践工作组 (GMP) 

... [等] 编
978-7-112-17394-5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受污染引黄水库水净化技术研究与工艺优化 贾瑞宝, 孙韶华, 宋武昌等著 978-7-112-17483-6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居室环境与健康 韩如冰，唐中华主编 978-7-112-17533-8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新疆民族木器装饰艺术 赵凯著 978-7-112-17578-9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高铁锰地下水生物净化技术 李冬, 曾辉平著 978-7-112-17605-2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上海大都市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估算方法研
究

石忆邵等著 978-7-112-17766-0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生态城市:人类理想居所及实现途径
(德) 费林·加弗龙, (荷) 格·胡伊斯曼, 

(奥) 弗朗茨·斯卡拉编著
978-7-112-17856-8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规划建设:碳排放评估方法
、数据、评价指南

叶祖达, 王静懿著 978-7-112-17901-5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柳士英 黄元炤编著 978-7-112-18043-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节能住宅污水处理技术 文科军主编 978-7-112-18151-3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广东古建筑 陆琦编著 978-7-112-18176-6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沈阳历史建筑印迹 陈伯超,余泓主编 978-7-112-18207-7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甘肃古建筑 吴昊, 翁萌编著 978-7-112-18237-4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江苏古建筑 雍振华著 978-7-112-18238-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贵州古建筑 陈顺祥, 罗德启, 李多扶等编著 978-7-112-18239-8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A稳定达标技术 郑兴灿著 978-7-112-18249-7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江西古建筑 姚赯, 蔡晴主编 978-7-112-18252-7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生命·求索:麦克哈格自传 (英) 伊恩·L·麦克哈格著 978-7-112-18336-4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城市垃圾处理 何品晶主编 978-7-112-18351-7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青海古建筑 李群主编 978-7-112-18367-8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唐诗集句:漓水流韵 秦焕艺著 978-7-112-18383-8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广西古建筑.上册 谢小英主编 978-7-112-18390-6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辽宁吉林黑龙江古建筑.上册 陈伯超 ... [等] 主编 978-7-112-18435-4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胡同的门 王坚著 978-7-112-18445-3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宁夏西海固回族聚落营建及发展策略研究 燕宁娜著 978-7-112-18507-8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聚落 王昀 978-7-112-18508-5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西藏古建筑 徐宗威主编 978-7-112-18526-9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台湾古建筑 李乾朗著 978-7-112-18527-6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 孔祥娟, 戴晓虎, 张辰主编 978-7-112-18603-7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社区参与整治: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
整治之道

孙立, 禹婧著 978-7-112-18706-5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遗落古都心脏的民族文化瑰宝:西安鼓楼回族
聚居区结构形态变迁研究

黄嘉颖著 978-7-112-18809-3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城市热岛的形成演化机制与规划对策 黄焕春, 运迎霞, 王世臻著 978-7-112-18925-0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依然在歌唱:忆建筑师巫敬桓、张琦云 巫加都编著 978-7-112-19202-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人居科学与区域整合:第四届人居科学国际研
讨会论集

吴良镛等著 978-7-112-19221-2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漆艺与设计 祝重华编著 978-7-112-19271-7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江南私家园林之山水意境营造 彭历著 978-7-112-19406-3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城市管理政策研究 孙金颖, 陈家珑, 周文娟编著 978-7-112-19435-3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设计鉴赏 设计美学 设计批评论 李传文著 978-7-112-19477-3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职业能力测验 许正中主编 978-7-113-11213-4 中国铁道出版社

中文版AutoCAD 2012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杨欣，冯新敏，郝广平编著 978-7-113-14658-0 中国铁道出版社

UG NX数控编程专家精讲:实战技巧版 李道军，刘云凯编著 978-7-113-14888-1 中国铁道出版社

铁路职工心理健康手册 《铁路职工心理健康手册》编写委员会编著 978-7-113-16634-2 中国铁道出版社

血捍莫斯科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17256-5 中国铁道出版社

股市进阶之道:一个散户的自我修养 李杰著 978-7-113-18050-8 中国铁道出版社

Excel高效人力资源管理从入门到精通:实用
案例版

韩小良，任殿梅编著 978-7-113-18079-9 中国铁道出版社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主编陈媛媛 978-7-113-18394-3 中国铁道出版社

走过江南，千年的邂逅 陈玉贞著 978-7-113-18434-6 中国铁道出版社

大众运动处方 徐林, 王海朕, 徐森编著 978-7-113-18898-6 中国铁道出版社

庙会 彭笑芳, 李军等编著 978-7-113-19127-6 中国铁道出版社

婚嫁礼俗 高月娟等编著 978-7-113-19128-3 中国铁道出版社

民居 甄军芳, 王鑫等编著 978-7-113-19129-0 中国铁道出版社

人力资源管理实操从新手到高手:实用案例版 张鹏彪编著 978-7-113-19217-4 中国铁道出版社

梦圆庐州:合肥南环客运专线建设纪实 张守利主编 978-7-113-19386-7 中国铁道出版社

中国古塔游 漾文澜著 978-7-113-19512-0 中国铁道出版社

岁月凝香 江南著 978-7-113-19554-0 中国铁道出版社

铁路职工食品安全知识读本 北京铁路局编 978-7-113-19741-4 中国铁道出版社

美国一周游 《亲历者》编辑部编著 978-7-113-19790-2 中国铁道出版社

女性心理成长自疗课 黄鑫著 978-7-113-19827-5 中国铁道出版社

后刘邦时代 墨香满楼著 978-7-113-19991-3 中国铁道出版社

摄影就该这么简单:新摄影技法从入门到精通 王冬斌著 978-7-113-19992-0 中国铁道出版社

荒村无字碑 力歌著 978-7-113-20015-2 中国铁道出版社

追梦人: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劳动模范先进人
物事迹.上册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事
迹》编委会编

978-7-113-20227-9 中国铁道出版社

追梦人: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劳动模范先进人
物事迹.下册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事
迹》编委会编

978-7-113-20227-9 中国铁道出版社

蛮荒年代 力歌著 978-7-113-20245-3 中国铁道出版社

畅游俄罗斯 《亲历者》编辑部编著 978-7-113-20274-3 中国铁道出版社



铁路员工健康体检手册 《铁路员工健康体检手册 》编委会编 978-7-113-20283-5 中国铁道出版社

铁路员工急救手册 《铁路员工急救手册》编委会编 978-7-113-20361-0 中国铁道出版社

印度 不可思议 龙传人, 杨诗源著 978-7-113-20428-0 中国铁道出版社

泰国 微笑的国度 达尼贾著 978-7-113-20429-7 中国铁道出版社

鏖战菲律宾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0460-0 中国铁道出版社

核击日本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0461-7 中国铁道出版社

突袭苏联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0462-4 中国铁道出版社

偷袭珍珠港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0463-1 中国铁道出版社

搏杀中途岛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0464-8 中国铁道出版社

尼泊尔 寻找爱与安宁 杰克翔著 978-7-113-20465-5 中国铁道出版社

喋血瓜岛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0511-9 中国铁道出版社

攻克柏林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0512-6 中国铁道出版社

闪击波兰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0513-3 中国铁道出版社

登陆诺曼底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0514-0 中国铁道出版社

爱琴海 太阳总在左边 蓦然白著 978-7-113-20560-7 中国铁道出版社

浪迹越南, 穿行迷离时光 魔方著 978-7-113-20676-5 中国铁道出版社

铁路建设系统劳务人员健康读本 《铁路建设系统劳务人员健康读本》编委会
编

978-7-113-20690-1 中国铁道出版社

二战经典战役 《时刻关注》编委会编 978-7-113-20704-5 中国铁道出版社

唐盛唐衰.贰,贞观长歌 古月著 978-7-113-20712-0 中国铁道出版社

铁路职工健康知识读本 《铁路职工健康知识读本》编委会编 978-7-113-20713-7 中国铁道出版社

谍战风云 《时刻关注》编委会编 978-7-113-20749-6 中国铁道出版社

世界空难纪实 《时刻关注》编委会编 978-7-113-20783-0 中国铁道出版社

美丽随身拍:就是爱拍照 摩天文传著 978-7-113-20889-9 中国铁道出版社

他们的名字叫劳模 本书编委会编 978-7-113-20921-6 中国铁道出版社

全深圳吃喝玩乐情报书 978-7-113-20958-2 中国铁道出版社

微商:运营策略+团队+招商信息发布与产品选
择

张兵编著 978-7-113-20962-9 中国铁道出版社

熬鹰 老藤著 978-7-113-20980-3 中国铁道出版社

游遍欧洲 《亲历者》编辑部编著 978-7-113-20994-0 中国铁道出版社

北欧旅行Let s GO 《亲历者》编辑部编著 978-7-113-20996-4 中国铁道出版社

仁义之君刘备 墨香满楼著 978-7-113-21007-6 中国铁道出版社

游遍美国 《亲历者》编辑部编著 978-7-113-21017-5 中国铁道出版社

说服是门说话艺术:怎样说到别人心坎上 汇智书源编著 978-7-113-21029-8 中国铁道出版社

人人都要用到的1000个心理学常识:超值白金
版

九天科技编著 978-7-113-21033-5 中国铁道出版社



科技人员健康指导手册 《科技人员健康指导手册》编委会编 978-7-113-21137-0 中国铁道出版社

流浪新西兰 孤行于海著 978-7-113-21179-0 中国铁道出版社

聪明女人们必懂的1000个心理学常识:图解案
例版

汇智书源编著 978-7-113-21200-1 中国铁道出版社

九门内外 董彬著 978-7-113-21268-1 中国铁道出版社

闲话中国年 王封臣著 978-7-113-21300-8 中国铁道出版社

爱的旅行 龙昊辰著 978-7-113-21319-0 中国铁道出版社

血战阿拉曼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1646-7 中国铁道出版社

鹰击不列颠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1681-8 中国铁道出版社

梦断马奇诺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1691-7 中国铁道出版社

血拼太平洋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1692-4 中国铁道出版社

血战阿登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1701-3 中国铁道出版社

决胜斯大林格勒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1710-5 中国铁道出版社

魂断大西洋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编译 978-7-113-21711-2 中国铁道出版社

铁路职工健康行动计划知识读本 《铁路职工健康行动计划知识读本》编委会
编

978-7-113-21714-3 中国铁道出版社

大审判:正义的审判和复仇的绳索在人性心
底, 这是无可逃脱的!

《时刻关注》编委会编 978-7-113-21876-8 中国铁道出版社

“我的老班长”小曾 徐勤著 978-7-113-22093-8 中国铁道出版社

念真·秉烛夜游 徐一铭著 978-7-113-22182-9 中国铁道出版社

动力株机 多彩田心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读读书吧，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成才文学社编
978-7-113-22264-2 中国铁道出版社

ANSYS工程结构数值分析 王新敏著 978-7-114-06810-2 人民交通出版社

复制·爱:一个单身女子的尼泊尔与印度之旅 禹莎著 978-7-114-11335-2 人民交通出版社

心住南海:一位亲历收复永兴岛老人的历史追
忆

潘健生执笔 978-7-114-11424-3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筑好康庄大道 共圆小康梦想:农村公路发展

主题宣传报道集锦
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编 978-7-114-11784-8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古桥与古寺 吴齐正著 978-7-114-13005-2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心理学与生活
(美)理查德·格里格(Richard J.Gerrig), 
(美)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Zimbardo)著

978-7-115-11130-2 人民邮电出版社

社会心理学 (美)戴维·迈尔斯(David G.Myers)著 978-7-115-13880-4 人民邮电出版社

大学计算机基础 蒋加伏主编 978-7-115-16558-9 人民邮电出版社

Autodesk Maya 2008标准培训教材.Ⅰ 王琦主编 978-7-115-17719-3 人民邮电出版社

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 韦东山编著 978-7-115-18262-3 人民邮电出版社



心理学与我们
(美)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S.Feldman)，黄希庭著
978-7-115-18766-6 人民邮电出版社

Photoshop修色圣典 (美) Dan Margulis著 978-7-115-19480-0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据库基础与应用 王珊, 李盛恩编著 978-7-115-20508-7 人民邮电出版社

Windows internals covering Windows 
server 2008 and Windows Vista

(美) Mark E. Russinovich, David A. 
Solomon, (加) Alex Ionescu著

978-7-115-21165-1 人民邮电出版社

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 (美) Martin Fowler著 978-7-115-22170-4 人民邮电出版社

.NET Framework 2.0程序设计 微软公司著 978-7-115-22191-9 人民邮电出版社

编译原理 康慕宁, 林奕编著 978-7-115-22405-7 人民邮电出版社

鸟哥的Linux私房菜,基础学习篇 鸟哥编著 978-7-115-22626-6 人民邮电出版社

深入Linux内核架构 (德) Wolfgang Mauerer著 978-7-115-22743-0 人民邮电出版社

Linux程序设计 (英) Neil Matthew, Richard Stones著 978-7-115-2282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 (美)罗杰·霍克著 978-7-115-23370-7 人民邮电出版社

聪明的投资者 (美) 本杰明·格雷厄姆著 978-7-115-23495-7 人民邮电出版社

管理控制系统案例 (美) 罗伯特·安东尼, 维杰伊·戈文达拉扬
著

978-7-115-23496-4 人民邮电出版社

当代广告学
(美) 威廉·阿伦斯, 迈克尔·维戈尔德, 克

里斯蒂安·阿伦斯著
978-7-115-23860-3 人民邮电出版社

Adobe Flash CS5中文版经典教程 (美) Adobe公司著 978-7-115-23888-7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3ds Max 2010完全自学教程 瞿颖健, 草茂鹏编著 978-7-115-24053-8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据挖掘导论:完整版
(美) Pang-Ning Tan, Michael Steinbach, 

Vipin Kumar著
978-7-115-24100-9 人民邮电出版社

管理控制系统:专业版 (美) 罗伯特·安东尼, 维杰伊·戈文达拉扬
著

978-7-115-24712-4 人民邮电出版社

黑客与画家:硅谷创业之父Paul Graham文集 (美) Paul Graham著 978-7-115-24949-4 人民邮电出版社

地平线上的风景:自驾游摄影完全手册 郑玮刚著 978-7-115-2534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聪明的投资者 (美) 本杰明·格雷厄姆著 978-7-115-25369-9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现代集邮 北京市集邮协会编著 978-7-115-25554-9 人民邮电出版社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上机指导 邱李华主编 978-7-115-2558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版式设计:日本平面设计师参考手册 (日) +Designing编辑部著 978-7-115-2565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现代社交礼仪 闫秀荣，张立华主编 978-7-115-25681-2 人民邮电出版社

Maya白金手册.1,基础 火星时代主编 978-7-115-25999-8 人民邮电出版社

计算机科学概论 (美) J.Glenn Brookshear著 978-7-115-26196-0 人民邮电出版社

颠覆性思维:想别人所未想, 做别人所未做 (美) 卢克·威廉姆斯著 978-7-115-26251-6 人民邮电出版社

Google Android SDK开发范例大全 余志龙 ... [等] 著 978-7-115-26430-5 人民邮电出版社

Photoshop图形图像处理标准教程:CS4版 李洪发主编 978-7-115-26435-0 人民邮电出版社



摄影家是怎样炼成的 刘宽新著 978-7-115-26907-2 人民邮电出版社

Windows Phone 7程序设计 (美) Charles Petzold著 978-7-115-26923-2 人民邮电出版社

Autodesk Maya 2012标准培训教材.I 王琦主编 978-7-115-26978-2 人民邮电出版社

3ds Max/After Effects印象影视包装技术精
粹

张坚编著 978-7-115-27463-2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Script高级程序设计 (美) Nicholas C.Zakas著 978-7-115-27579-0 人民邮电出版社

实战Flash游戏开发 (美) Christopher Griffith著 978-7-115-27645-2 人民邮电出版社

3ds Max & VRay建筑动画火星课堂 火星时代主编 978-7-115-27759-6 人民邮电出版社

Visual C#.NET程序设计教程 罗福强, 白忠建, 杨剑编著 978-7-115-27760-2 人民邮电出版社

Android 3D游戏开发技术宝典:OpenGL ES 
2.0

吴亚峰著 978-7-115-27770-1 人民邮电出版社

Imperfect C++中文版 (美) Matthew Wilson著 978-7-115-27797-8 人民邮电出版社

C++ Primer Plus:中文版 (美) Stephen Prata著 978-7-115-27946-0 人民邮电出版社

黑客攻防技术宝典:Web实战篇 (英) Dafydd Stuttard, Marcus Pinto著 978-7-115-28392-4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Photoshop CS6完全自学教程 李金明, 李金荣编著 978-7-115-28416-7 人民邮电出版社

Flash ActionScript 3.0全站互动设计 刘欢编著 978-7-115-28795-3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3ds Max 2012/VRay效果图制作完全自
学教程

曹茂鹏, 瞿颖健编著 978-7-115-28818-9 人民邮电出版社

Linux命令行与shell脚本编程大全 (美) Richard Blum, Christine Bresnahan
著

978-7-115-28889-9 人民邮电出版社

iOS 5基础教程
(美) Dava Mark, (美)Jack Nutting, 

(美)Jeff LaMarche著
978-7-115-29099-1 人民邮电出版社

大数据:互联网大规模数据挖掘与分布式处理
(美) Anand Rajaraman, Jeffrey David 

Ullman著
978-7-115-2913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技术 徐立新主编 978-7-115-2916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我的第一本漫画销售书,轻松学拿单攻略 刘伟编著 978-7-115-29165-3 人民邮电出版社

实施Cisco统一通信VoIP和QoS (CVOICE) 学
习指南

(美) Kevin Wallace著 978-7-115-29307-7 人民邮电出版社

程序员的数学 (日) 结城浩著 978-7-115-29368-8 人民邮电出版社

算法 (美) Robert Sedgewick, Kevin Wayne著 978-7-115-29380-0 人民邮电出版社

3ds Max游戏美术制作火星课堂 张宇编著 978-7-115-29436-4 人民邮电出版社

众妙之门:网站UI设计之道 (德) Smashing Magazine著 978-7-115-29461-6 人民邮电出版社

C++编程风格 (美) Tom Cargill著 978-7-115-29506-4 人民邮电出版社

C++标准库:自学教程与参考手册.上册 (德) Nicolai M. Josuttis著 978-7-115-29687-0 人民邮电出版社

C++标准库:自学教程与参考手册.下册 (德) Nicolai M. Josuttis著 978-7-115-29687-0 人民邮电出版社

计算机体系结构量化研究方法
(美) John L. Hennessy, David A. 

Patterson著
978-7-115-29765-5 人民邮电出版社



高级无线网络:4G技术 (芬) Savo G. Glisic著 978-7-115-29775-4 人民邮电出版社

蜂鸟摄影学院单反摄影宝典 蜂鸟网编著 978-7-115-29832-4 人民邮电出版社

Flash角色/背景/动画短片设计完全手册 周国栋编著 978-7-115-29960-4 人民邮电出版社

HTML、CSS、JavaScript网页制作从入门到精
通

刘西杰, 柳林著 978-7-115-29971-0 人民邮电出版社

R语言实战 (美) Robert I. Kabacoff著 978-7-115-29990-1 人民邮电出版社

淘宝网开店、装修、管理、推广一册通 葛存山著 978-7-115-29997-0 人民邮电出版社

深入浅出iPhone/iPad开发 (美) Dan Pilone, Tracey Pilone著 978-7-115-30030-0 人民邮电出版社

SketchUp Pro印象 建筑与环境艺术综合设计 刘有良, 边海编著 978-7-115-30107-9 人民邮电出版社

抠图+修图+调色+合成+特效Photoshop核心应
用5项修炼

曾宽, 潘擎编著 978-7-115-3036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Windows internals.part 2
(美) Mark Russinovich, (美) David 

Solomon, (加) Alex Ionescu著
978-7-115-30450-6 人民邮电出版社

滚石50年:跨越时代的摇滚传奇 (法) Francois Plassat编著 978-7-115-30511-4 人民邮电出版社

Linux命令行大全 (美) William E. Shotts著 978-7-115-30745-3 人民邮电出版社

AutoCAD全套园林图纸绘制自学手册 朱春阳, 李晓艳, 胡仁喜编著 978-7-115-30924-2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码摄影与后期处理实战宝典:686个必备秘
技

葛超, 赵骥, 王超编著 978-7-115-31023-1 人民邮电出版社

ZBrush角色塑造:高级数字雕刻 (美) 斯科特·斯潘塞著 978-7-115-31087-3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Maya 2013技术大全 时代印象编著 978-7-115-31166-5 人民邮电出版社

火星人3ds Max 2013大风暴 火星时代主编 978-7-115-31282-2 人民邮电出版社

精确营销方法与案例:大数据时代的商业分析 (丹) Gert H. N. Laursen著 978-7-115-31305-8 人民邮电出版社

高级摄影器材DIY宝典:自己制作摇臂、支架
、推车等拍摄设备

(美)Dan Selakovich著 978-7-115-31433-8 人民邮电出版社

佳能6D数码单反摄影从入门到精通 神龙摄影编著 978-7-115-31439-0 人民邮电出版社

流量的秘密:Google Analytics网站分析与优
化技巧

(英) Brian Clifton著 978-7-115-31518-2 人民邮电出版社

传奇:Photoshop顶级三维艺术作品技术解析 (英) 3DTotal编著 978-7-115-31608-0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国际顶级数字艺术大师佳作赏析.8 (英) 3DTotal编著 978-7-115-31617-2 人民邮电出版社

精通证券借贷协议:欧洲和美国主要证券借贷
主协议指南

(英)保罗·C·哈丁(Paul C. Harding)，
(英)克里斯蒂安·A·约翰逊(Christian A. 

Johnson)著

978-7-115-31675-2 人民邮电出版社

Objective-C高级编程:iOS与OS X多线程和内
存管理

(日) Kazuki Sakamoto, Tomohiko 
Furumoto著

978-7-115-31809-1 人民邮电出版社

JUNOGRAPHY:国际顶级画师郑俊浩CG绘画技法 (韩) 郑俊浩著 978-7-115-31814-5 人民邮电出版社

After Effects CS6技术大全 吉家进, 樊宁宁编著 978-7-115-31825-1 人民邮电出版社



嗨翻C语言 (美) David Griffiths, Dawn Griffiths著 978-7-115-31884-8 人民邮电出版社

HBase权威指南 (美) Lars George著 978-7-115-31889-3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图解TCP/IP (日) 竹下隆史 ... [等] 著 978-7-115-31897-8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云端时代杀手级应用:大数据分析 胡世忠著 978-7-115-31991-3 人民邮电出版社

Android开发权威指南 李宁编著 978-7-115-32033-9 人民邮电出版社

HTML5秘籍 (美)Matthew MacDonald著 978-7-115-32050-6 人民邮电出版社

选择的艺术,Photoshop图层通道深度剖析 关文涛著 978-7-115-32058-2 人民邮电出版社

Revit 2013/2014建筑设计火星课堂 廖小烽, 王君峰编著 978-7-115-32176-3 北京大学出版社

Java程序员修炼之道
(英) Benjamin J. Evans, (荷兰) Martijn 

Verburg著
978-7-115-32195-4 人民邮电出版社

Photoshop Lightroom 4摄影师专业技法 (美) Scott Kelby著 978-7-115-32263-0 人民邮电出版社

大千世界 法身妙相:中国古代金铜佛造像简
说

金申著 978-7-115-32296-8 人民邮电出版社

Photoshop CS5平面设计实例教程 王树琴, 李平主编 978-7-115-32320-0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邮票全集.2013 《集邮》杂志社编 978-7-115-32332-3 人民邮电出版社

积极心理学:探索人类优势的科学与实践 (美) C. R.斯奈德, 沙恩·洛佩斯著 978-7-115-32338-5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SketchUp 8.0入门与提高 韩高峰编著 978-7-115-32357-6 人民邮电出版社

网页制作与网站建设从入门到精通 何新起编著 978-7-115-32360-6 人民邮电出版社

创意彩妆造型宝典 海涛编著 978-7-115-32421-4 人民邮电出版社

探索眼妆的奥秘:技法+表现+创意 温狄编著 978-7-115-32430-6 人民邮电出版社

iOS开发指南:从零基础到App Store上架 关东升编著 978-7-115-32444-3 人民邮电出版社

影像的力量:世界摄影大师经典作品解析 新觉新媒体编 978-7-115-32447-4 人民邮电出版社

格物智知:3D图形与人机交互技术应用 (美) Greg Borenstein著 978-7-115-32459-7 人民邮电出版社

精益设计:设计团队如何改善用户体验 (美) Jeff Gothelf著 978-7-115-32484-9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和Android开发实战详解 陈会安著 978-7-115-32615-7 人民邮电出版社

低调的奢华:珠宝奢侈品牌典藏 (法) Dominique Hoffmann著 978-7-115-32723-9 人民邮电出版社

Bootstrap用户手册,设计响应式网站 (美) Jake Spurlock著 978-7-115-32735-2 人民邮电出版社

精通iOS开发 (美) David Mark ... [等] 著 978-7-115-32761-1 人民邮电出版社

迷茫的旅行商:一个无处不在的计算机算法问
题

(美) William J. Cook著 978-7-115-32773-4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3ds Max 2014完全自学教程 时代印象编著 978-7-115-32790-1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世界遗产之旅 墨刻编辑部编著 978-7-115-32824-3 人民邮电出版社

众妙之门:网页排版设计制胜秘诀 (德) Smashing Magazine著 978-7-115-32829-8 人民邮电出版社

Linux/UNIX系统编程手册.上册 (德) Michael Kerrisk著 978-7-115-32867-0 人民邮电出版社

Linux/UNIX系统编程手册.下册 (德) Michael Kerrisk著 978-7-115-32867-0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Photoshop CS6完全使用手册 李金明, 李金蓉编著 978-7-115-32879-3 人民邮电出版社

尼康D7100数码单反摄影从入门到精通 神龙摄影编著 978-7-115-32927-1 人民邮电出版社

Maya 2014命令完全速查手册 李志豪, 李东庆编著 978-7-115-32958-5 人民邮电出版社

Windows程序设计.上册 (美) Charles Petzold著 978-7-115-32976-9 人民邮电出版社

Windows程序设计.下册 (美) Charles Petzold著 978-7-115-32976-9 人民邮电出版社

手机维修新手上路 张兴伟编著 978-7-115-33029-1 人民邮电出版社

拍出好照片:数码相机设置与拍摄全方位解析 史林平, 陈磊著 978-7-115-33057-4 人民邮电出版社

信息简史 (美) 詹姆斯·格雷克著 978-7-115-33180-9 人民邮电出版社

Linux指令从入门到精通 宋磊，宋馥莉，雷文利编著 978-7-115-33223-3 人民邮电出版社

MapReduce 2.0源码分析与编程实战 王晓华著 978-7-115-33237-0 人民邮电出版社

面向对象设计实践指南:Ruby语言描述 (美)Sandi Metz著 978-7-115-33245-5 人民邮电出版社

SQL Server 2012T-SQL基础教程 (美) Itzik Ben-Gan著 978-7-115-33290-5 人民邮电出版社

影视特效镜头跟踪技术精粹 李伟编著 978-7-115-33306-3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CorelDRAW X6完全自学教程 孟俊宏, 陆园园编著 978-7-115-33321-6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3ds Max 2012/VRay效果图制作完全自
学教程:超值版

曹茂鹏，瞿颖健编著 978-7-115-33327-8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3ds Max/VRay印象超写实建筑表现全
模渲染技法

李一编著 978-7-115-33330-8 人民邮电出版社

SQL查询的艺术 张权，郭天娇著 978-7-115-33340-7 人民邮电出版社

Maya 2014大风暴 火星时代主编 978-7-115-33378-0 人民邮电出版社

Hive编程指南
(美) Edward Capriolo, Dean Wampler, 

Jason Rutherglen著
978-7-115-33383-4 人民邮电出版社

摄影构图入门与提高 (美) Laurie Excell著 978-7-115-33403-9 人民邮电出版社

Photoshop摄影师终极技法 (美) Martin Evening, Jeff Schewe著 978-7-115-33481-7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 7并发编程实战手册 (西)Javier Fernandez Gonzalez著 978-7-115-33529-6 人民邮电出版社

深入浅出MySQL:数据库开发、优化与管理维
护

唐汉明 ... [等] 著 978-7-115-33549-4 人民邮电出版社

刀斧精灵:螳螂 张瑜著 978-7-115-33560-9 人民邮电出版社

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界:P/NP问题趣史 (美) Lance Fortnow著 978-7-115-33566-1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cel 2010图表实战技巧精粹 Excel Home编著 978-7-115-33572-2 人民邮电出版社

色铅笔画动漫从入门到精通,服饰 灌木文化动漫研究组编著 978-7-115-33577-7 人民邮电出版社

水晶石技法3ds Max 2014动画制作高手之道.
下卷

何勇编著 978-7-115-33593-7 人民邮电出版社

DNS与BIND (美) Cricket Liu, Paul Albitz著 978-7-115-33599-9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据压缩导论 (美) Khalid Sayood著 978-7-115-33600-2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Flash CC完全自学教程 金景文化编著 978-7-115-33626-2 人民邮电出版社

C#本质论 (美) Mark Michaelis, (美) Eric Lippert
著

978-7-115-33675-0 人民邮电出版社

蜂鸟摄影学院Canon EOS 5D Mark Ⅲ单反摄
影宝典

蜂鸟网编著 978-7-115-33724-5 人民邮电出版社

精通VMware vSphere 5 (美) Scott Lowe著 978-7-115-33739-9 人民邮电出版社

蜂鸟摄影学院Nikon D800/D800E单反摄影宝
典

蜂鸟网编著 978-7-115-33787-0 人民邮电出版社

SketchUp Pro 8从入门到精通 科讯教育编著 978-7-115-33800-6 人民邮电出版社

CPU自制入门 (日) 水头一寿, 米泽辽, 藤田裕士著 978-7-115-33818-1 人民邮电出版社

销售攻心技能实战特训 俞慧霞著 978-7-115-33825-9 人民邮电出版社

摄影师的洞察力:迈克尔·弗里曼解读经典摄
影名作

(英) 迈克尔·弗里曼著 978-7-115-33832-7 人民邮电出版社

HTML5权威指南 (美) Adam Freeman著 978-7-115-33836-5 人民邮电出版社

3ds max网络游戏模型贴图火星课程 火星时代主编 978-7-115-33870-9 人民邮电出版社

Unity 3D ShaderLab开发实战详解 郭浩瑜编著 978-7-115-33890-7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SolidWorks 2013技术大全 陈旭编著 978-7-115-33919-5 人民邮电出版社

Linux Shell脚本攻略 (印) Shantanu Tushar, Sarath Lakshman
著

978-7-115-3392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After Effects CS6完全自学教程 吉家进编著 978-7-115-33974-4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码单反摄影技巧大全868:佳能版 广角势力编著 978-7-115-33980-5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码单反摄影技巧大全868:尼康版 广角势力编著 978-7-115-33984-3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3ds Max 2014/VRay效果图制作完全自
学教程

印象文化编著 978-7-115-33995-9 人民邮电出版社

镜头:摄影师必须驾驭的第三只眼 (美) NK Guy著 978-7-115-34000-9 人民邮电出版社

Photoshop Lab修色圣典 (美) Dan Margulis著 978-7-115-34115-0 人民邮电出版社

Photoshop CS6/CC数码照片专业处理技法 (美) Scott Kelby著 978-7-115-34128-0 人民邮电出版社

Hadoop基础教程 (英)Garry Turkington著 978-7-115-34133-4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性能优化权威指南 (美) Charlie Hunt, Binu John著 978-7-115-34297-3 人民邮电出版社

华为技术认证HCNA网络技术实验指南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编 978-7-115-34319-2 人民邮电出版社

iPad达人的50个酷炫项目 (美)Guy Hart-Davis著 978-7-115-34345-1 人民邮电出版社

摄影师的故事:迈克尔·弗里曼摄影表达与视
觉语言

(英) 迈克尔·弗里曼著 978-7-115-34407-6 人民邮电出版社

佳能7D数码单反摄影从入门到精通 神龙摄影编著 978-7-115-34455-7 人民邮电出版社

MPLS在Cisco IOS上的配置 (美) Lancy Lobo, Umesh Lakshman著 978-7-115-34457-1 人民邮电出版社

PPT设计技术大全 杰诚文化编著 978-7-115-3446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AutoCAD 2014技术大全 周芳主编 978-7-115-34481-6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SketchUp Pro 2013完全自学教程 马亮 ... [等] 编著 978-7-115-34482-3 人民邮电出版社

Cocos2d-X案例开发大全 吴亚峰，杜化美，于复兴编著 978-7-115-34519-6 人民邮电出版社

PS是这样玩的:轻松掌握Photoshop通关秘籍 Art Eyes设计工作室编著 978-7-115-34524-0 人民邮电出版社

After Effects全套影视特效制作典型实例 水木居士编著 978-7-115-34527-1 人民邮电出版社

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 (美) 阿伦·拉奥, 皮埃罗·斯加鲁菲著 978-7-115-3453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科学的历史:改变世界的100个重大发现 (英) Paul Parsons著 978-7-115-34550-9 人民邮电出版社

EDIUS完全学习手册 华天印象编著 978-7-115-34574-5 人民邮电出版社

3ds Max/VRay印象灯光/材质/渲染技术精粹.
Ⅲ

郑勇群编著 978-7-115-34624-7 人民邮电出版社

深入理解C# (英) Jon Skeet著 978-7-115-34642-1 人民邮电出版社

Android编程权威指南 (美) Bill Phillips, Brian Hardy著 978-7-115-34643-8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Dreamweaver CS6技术大全 印象文化编著 978-7-115-34678-0 人民邮电出版社

SPSS统计分析从入门到精通 杜强, 贾丽艳, 严先锋编著 978-7-115-34720-6 人民邮电出版社

Cisco QoS认证考试指南
(美)Wendell Odom，(美)Michael 

J.Cavanaugh著
978-7-115-34736-7 人民邮电出版社

尼康D800数码单反摄影实拍技法宝典 广角势力编著 978-7-115-34751-0 人民邮电出版社

佳能EOS5D Mark Ⅲ数码单反摄影实拍技法宝
典

广角势力编著 978-7-115-34768-8 人民邮电出版社

尼康D7000数码单反摄影实拍技法宝典 广角势力编著 978-7-115-34794-7 人民邮电出版社

iOS开发指南:从零基础到App Store上架 关东升著 978-7-115-34802-9 人民邮电出版社

iOS SDK编程实战 何孟翰著 978-7-115-34831-9 人民邮电出版社

行政管理关键点精细化设计 王胜会编著 978-7-115-34833-3 人民邮电出版社

深入理解Android内核设计思想 林学森编著 978-7-115-3484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终极海报:23位创意大咖的设计评论与思想 (美) 克里斯汀娜·比尔德著 978-7-115-34846-3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Photoshop CS6平面设计实例教程 时代印象编著 978-7-115-34862-3 人民邮电出版社

算法帝国 (美) 克里斯托弗·斯坦纳著 978-7-115-34900-2 人民邮电出版社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郭诚著 978-7-115-34903-3 人民邮电出版社

Web性能权威指南 (加)Ilya Grigorik著 978-7-115-34910-1 人民邮电出版社

Adobe SiteCatalyst网站分析权威手册 (美) Adam Greco著 978-7-115-3491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行政管理文书与方案精细化设计 薛显东编著 978-7-115-34922-4 人民邮电出版社

和秋叶一起学PPT:又快又好打造说服力幻灯
片

秋叶[等]著 978-7-115-34944-6 人民邮电出版社

并行:触动的心灵 王雪鹏著 978-7-115-34952-1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CorelDRAW X6技术大全 孟俊宏编著 978-7-115-34977-4 人民邮电出版社

逆向工程核心原理 (韩) 李承远著 978-7-115-35018-3 人民邮电出版社

表达的艺术:PPT设计模式 (韩)李承一，安惠旻编著 978-7-115-35056-5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3ds Max 2014技术大全 朱江编著 978-7-115-35110-4 人民邮电出版社

HTML5 Canvas开发详解 (美)Steve Fulton，(美)Jeff Fulton著 978-7-115-35148-7 人民邮电出版社

摄影师的视界.2,迈克尔·弗里曼突破瓶颈的
摄影构图与设计

(美) 迈克尔·弗里曼著 978-7-115-35169-2 人民邮电出版社

Cisco防火墙 (巴西)Alexandre M. S. P. Moraes著 978-7-115-35172-2 人民邮电出版社

UNIX环境高级编程
(美)W. Richard Stevens，(美)Stephen A. 

Rago著
978-7-115-3521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你不可不知的50个脑科学知识 (英) Moheb Costandi著 978-7-115-35230-9 人民邮电出版社

Word/Excel 2003办公应用实战从入门到精
通:超值版

龙马工作室编著 978-7-115-35256-9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Photoshop CC圣经 王冬编著 978-7-115-35294-1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Photoshop CC完全自学教程 李金明, 李金蓉编著 978-7-115-35343-6 人民邮电出版社

旅行摄影圣经 张千里著 978-7-115-35390-0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Rhino 5.0完全自学教程 徐平, 章勇, 苏浪编著 978-7-115-35415-0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3ds Max 2013实例教程 时代印象编著 978-7-115-35416-7 人民邮电出版社

After Effects CC中文版超级学习手册 程明才编著 978-7-115-35429-7 人民邮电出版社

Erlang程序设计 (瑞典)Joe Armstrong著 978-7-115-35457-0 人民邮电出版社

Photoshop Lightroom 5摄影师专业技法 (美) Scott Kelby著 978-7-115-35536-2 人民邮电出版社

佳能EOS 60D数码单反摄影实拍技法宝典 广角势力编著 978-7-115-35538-6 人民邮电出版社

佳能摄影学院单反摄影宝典 陈磊编著 978-7-115-35563-8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学习指南.上册 (美) Patrick Niemeyer, Daniel Leuck著 978-7-115-35630-7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学习指南.下册 (美) Patrick Niemeyer, Daniel Leuck著 978-7-115-35630-7 人民邮电出版社

iPad应用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美) Neal Goldstein著 978-7-115-35631-4 人民邮电出版社

PHP动态网站程序设计 唐四薪，肖望喜，唐琼主编 978-7-115-35656-7 人民邮电出版社

VMware vSphere企业运维实战 王春海编著 978-7-115-35671-0 人民邮电出版社

华为路由器学习指南 王达主编 978-7-115-35742-7 人民邮电出版社

牙齿大研究 (日) 关口浩编著 978-7-115-35753-3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一定要学的Photoshop风光人文摄影后期技法 钟百迪著 978-7-115-35787-8 人民邮电出版社

构建高可用VMware vSphere 5.X虚拟化架构 何坤源编著 978-7-115-35805-9 人民邮电出版社

·典藏·Premiere Pro CC视频编辑剪辑制作
完美风暴

新视角文化行编著 978-7-115-35815-8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Photoshop CC技术大全 曾俊蓉编著 978-7-115-35822-6 人民邮电出版社

无处不在的墨菲定律:为什么越担心的事越会
发生

(英) 理查德·罗宾逊著 978-7-115-3583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ARM Linux内核源码剖析 (韩) 尹锡训等著 978-7-115-35910-0 人民邮电出版社



佳能EOS 6D数码单反摄影实拍技法宝典 广角势力编著 978-7-115-35913-1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cel商业应用宝典 (韩) 朴美贞著 978-7-115-35919-3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CATIA V5技术大全 高长银, 黄成编著 978-7-115-35920-9 人民邮电出版社

佳能EOS 70D数码单反摄影实拍技法宝典 广角势力编著 978-7-115-35977-3 人民邮电出版社

Hi！扁平化:Photoshop扁平化用户界面设计
教程

金景文化编著 978-7-115-35994-0 人民邮电出版社

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 史旅华主编 978-7-115-36014-4 人民邮电出版社

MapReduce设计模式 (美) Donald Miner, Adam Shook著 978-7-115-36094-6 人民邮电出版社

精通ASP.NET MVC 4 (美) Adam Freeman著 978-7-115-36097-7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Mastercam X6技术大全 闫伍平编著 978-7-115-36112-7 人民邮电出版社

DB2性能管理与实战 IBM中国开发中心信息管理软件开发部编著 978-7-115-36114-1 人民邮电出版社

Adobe Premiere Pro CC经典教程 (美) Adobe公司著 978-7-115-3613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世界遗产·中国 主编杨大洲 978-7-115-36165-3 人民邮电出版社

Access程序设计与应用实践教程 项东升, 刘雨潇主编 978-7-115-36178-3 人民邮电出版社

索尼a7/a7R微单数码相机实拍技法宝典 广角势力编著 978-7-115-36246-9 人民邮电出版社

旅游英语900句:玩转英语就这么简单 优尼创新外语研发中心主编 978-7-115-36256-8 人民邮电出版社

3ds Max/After Effects电视包装技术全解析 精鹰传媒编著 978-7-115-36299-5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Premiere Pro CS6技术大全 樊宁宁编著 978-7-115-36370-1 人民邮电出版社

蜂鸟摄影学院Canon EOS 70D单反摄影宝典 蜂鸟网编著 978-7-115-36506-4 人民邮电出版社

Premiere Pro CC实例教程:全彩版 古城，刘焰编著 978-7-115-36523-1 人民邮电出版社

3ds Max影视包装材质渲染手册 精鹰传媒编著 978-7-115-36559-0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CEL应用宝典 (韩)Gilbut R & D著 978-7-115-36570-5 人民邮电出版社

PHP编程实战
(加)Peter Maclntyre，(加)Brian 
Danchilla，(美)Mladen Gogala著

978-7-115-36658-0 人民邮电出版社

UNIX网络编程.卷1,套接字联网API
(美)W. Richard Stevens,Bill 
Fenner,Andrew M. Rudoff著

978-7-115-36719-8 人民邮电出版社

UNIX网络编程.卷2,进程间通信 (美)W. Richard Stevens著 978-7-115-36720-4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图解3D打印:用Autodesk 123D Design和3D
打印机自制小物件

(日) 水野操著 978-7-115-36727-3 人民邮电出版社

科学鬼才:妙趣横生的基础电子制作 (英) Nick Dossis著 978-7-115-36780-8 人民邮电出版社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美) Sanjaya Maniktala著 978-7-115-36795-2 人民邮电出版社

创意UI,Photoshop玩转图标设计 Art Eyes设计工作室编著 978-7-115-36818-8 人民邮电出版社

iOS 8开发指南 管蕾编著 978-7-115-36845-4 人民邮电出版社

Linux应用大全,服务器架设 於岳编著 978-7-115-36849-2 人民邮电出版社



Linux应用大全,基础与管理 於岳编著 978-7-115-36895-9 人民邮电出版社

Cocos2d-X 3.0游戏开发实战详解 吴亚峰，闫敬，于复兴编著 978-7-115-36906-2 人民邮电出版社

PHP程序开发范例宝典 辛洪郁, 张彦国, 邹淑芳编著 978-7-115-36920-8 人民邮电出版社

创意UI,Photoshop玩转移动UI设计 Art Eyes设计工作室编著 978-7-115-36924-6 人民邮电出版社

Swift语言实战入门 伍星 ... [等] 编著 978-7-115-36990-1 人民邮电出版社

传奇3ds Max/ZBrush极致CG角色创作解析.2 上海优塔数码编著 978-7-115-3699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纸之钻营 李红军著 978-7-115-36999-4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程序开发范例宝典 赛奎春, 郭鑫, 宋禹蒙编著 978-7-115-37016-7 人民邮电出版社

Kali Linux & BackTrack渗透测试实战 (韩) 赵涏元等著 978-7-115-37058-7 人民邮电出版社

印象色彩DaVinci Resolve 10数字电影调色
技法

方诚编著 978-7-115-37073-0 人民邮电出版社

Word/Excel 2010办公应用实战从入门到精
通:超值版

龙马工作室编著 978-7-115-37103-4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Script网页特效范例宝典 张鑫, 薛莉颖, 高茹编著 978-7-115-37110-2 人民邮电出版社

C#程序开发范例宝典 王小科, 张金辉, 杨贵发编著 978-7-115-37140-9 人民邮电出版社

Adobe Premiere Pro视频编辑指南
(美) Richard Harrington, Robbie 

Carman, Jeff I. Greenberg著
978-7-115-37158-4 人民邮电出版社

驾驭光线:迈克尔·弗里曼突破瓶颈的摄影用
光法

(英) 迈克尔·弗里曼著 978-7-115-37172-0 人民邮电出版社

心理学与生活 (美) 理查德·格里格, 菲利普·津巴多著 978-7-115-37177-5 人民邮电出版社

睡眠的科学:生命入睡、苏醒的机制与奥秘 (日) 樱井武著 978-7-115-37240-6 人民邮电出版社

创意UI:Photoshop玩转APP设计 Art Eyes设计工作室编著 978-7-115-37243-7 人民邮电出版社

蜂鸟摄影学院单反摄影宝典.第2卷 蜂鸟网编著 978-7-115-37249-9 人民邮电出版社

Unity游戏案例开发大全 吴亚峰，杜化美，于复兴编著 978-7-115-37252-9 人民邮电出版社

色彩构成 胡佳, 胡议丹主编 978-7-115-37255-0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Script面向对象编程指南
(加)Stoyan Stefanov，(印)Kumar Chetan 

Sharma著
978-7-115-37270-3 人民邮电出版社

Cinema 4D完全学习手册 TVart培训基地编著 978-7-115-37298-7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 Web程序开发范例宝典 王国辉, 郭铁, 李根福编著 978-7-115-37329-8 人民邮电出版社

无器械健身完全指导 (英) 斯科特·塔奇著 978-7-115-37340-3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图解密码技术 (日) 结城浩著 978-7-115-37362-5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二战精锐对决:库尔斯克战役中的苏军第5近
卫坦克集团军

(英) 戴维·波特著 978-7-115-3743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精通色彩搭配:100%全能网页配色密码 龙马工作室编著 978-7-115-37452-3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3ds Max 2014/VRay效果图制作实例教
程

梁峙编著 978-7-115-37492-9 人民邮电出版社

创客圣经:33个智能化应用项目 (美) Tom Igoe著 978-7-115-37504-9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从入门到精通 张玉宏主编 978-7-115-37512-4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 EE 7精粹 (美)Arun Gupta著 978-7-115-37548-3 人民邮电出版社

Android系统服务开发 (韩) 金大佑, 朴宰永, 文炳元著 978-7-115-37554-4 人民邮电出版社

秦汉英雄传:经典动画设定全集 北京辉煌动画公司著 978-7-115-37578-0 人民邮电出版社

游戏开发的数学和物理 (日) 加藤洁著 978-7-115-37581-0 人民邮电出版社

富士微单摄影宝典:相机设置+拍摄技法+场景
实战+后期处理

北极光摄影编著 978-7-115-37599-5 人民邮电出版社

索尼微单摄影宝典:相机设置+拍摄技法+场景
实战+后期处理

北极光摄影编著 978-7-115-3760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博物馆的秘密:隐世藏品背后的故事 (英) 莫莉·奥德菲尔德著 978-7-115-37623-7 人民邮电出版社

设计+制作+印刷+商业模版
Photoshop+InDesign实例教程

冯中强编著 978-7-115-37688-6 人民邮电出版社

端到端QoS网络设计:quality of service 
for rich-media & cloud networks

(美)Tim Szigeti[等]著 978-7-115-37700-5 人民邮电出版社

自然之美:大发现时代的博物艺术 (英)大卫·爱登堡著 978-7-115-37740-1 人民邮电出版社

设计+制作+印刷+商业模版
Photoshop+Illustrator实例教程

李杰编著 978-7-115-3774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宇宙奇景1001图 (英) Piers Bizony著 978-7-115-37750-0 人民邮电出版社

ASP.NET Web API设计 (美) Glenn Block ... [等] 著 978-7-115-37772-2 人民邮电出版社

瑞士自助游:一看就懂的旅游图解 墨刻编辑部编著 978-7-115-37773-9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cel2013实战技巧精粹 Excel Home编著 978-7-115-37791-3 人民邮电出版社

DIV+CSS3.0网页布局实战从入门到精通:全彩
超值版

新视角文化行编著 978-7-115-37806-4 人民邮电出版社

HTML5实战 (英)Rob Crowther[等]著 978-7-115-37883-5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图解力:人人都能看懂的经济学 王嵘著 978-7-115-37892-7 人民邮电出版社

你不可不知的关系数据库理论 (美) C. J. Date著 978-7-115-37921-4 人民邮电出版社

编程格调 (美) Brian W.Kernighan, P.J.Plauger著 978-7-115-37952-8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EDIUS 7技术大全 华天印象编著 978-7-115-37960-3 人民邮电出版社

Cinema 4D After Effects动态图形设计案
例解析

Klet编著 978-7-115-38031-9 人民邮电出版社

SQL Server应用与开发范例宝典 高春艳, 陈威, 张磊编著 978-7-115-38055-5 人民邮电出版社

美军制式单兵武器大全 江泓编著 978-7-115-38113-2 人民邮电出版社

After Effects CS6完全剖析 (美) Mark Christiansen著 978-7-115-38134-7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Photoshop CS6平面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宋丽颖, 袁玉萍编著 978-7-115-38144-6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码摄影后期密码Photoshop CC光影神话 创锐设计编著 978-7-115-38156-9 人民邮电出版社

AutoCAD中文版辅助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曾全编著 978-7-115-38160-6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Flash基础培训教程 数字艺术教育研究室编著 978-7-115-38169-9 人民邮电出版社

视觉之旅:神秘的星际空间 (荷) 霍弗特·席林著 978-7-115-38183-5 人民邮电出版社

Cinema 4D印象:影视包装材质与渲染的艺术 精鹰传媒编著 978-7-115-38198-9 人民邮电出版社

ASP. NET从入门到精通 国家863中部软件孵化器编著 978-7-115-38213-9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CorelDRAW X6平面设计实例教程 孟俊宏, 何茂君, 严明军编著 978-7-115-38214-6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据中心虚拟化技术权威指南 (巴西) Gustavo A. A. Santana著 978-7-115-38232-0 人民邮电出版社

动画师工作手册:运动规律 (美) 托尼·怀特著 978-7-115-38276-4 人民邮电出版社

妙趣横生的心理学 麦格劳-希尔编写组编 978-7-115-38313-6 人民邮电出版社

Python 3程序开发指南 (美)Mark Summerfield著 978-7-115-38338-9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团队软件过程 (美) Watts S. Humphrey著 978-7-115-38347-1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Script面向对象精要 (美) Nicholas C. Zakas著 978-7-115-38384-6 人民邮电出版社

Word/Excel/PPT 2010办公应用从入门到精
通:实战强化版

神龙工作室编著 978-7-115-38385-3 人民邮电出版社

什么人最适合与你结婚 孙淑鸿著 978-7-115-38399-0 人民邮电出版社

Axure RP 7网站和APP原型制作从入门到精通 金乌著 978-7-115-38403-4 人民邮电出版社

Unity游戏设计与实现:南梦宫一线程序员的
开发实例

(日)加藤政树著 978-7-115-38424-9 人民邮电出版社

音乐达人秀:Adobe Audition CC实战222例 健逗编著 978-7-115-38427-0 人民邮电出版社

贝叶斯思维:统计建模的Python学习法 (美) Allen B. Downey著 978-7-115-38428-7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一定要学会的Photoshop摄影后期技法 《影像视觉》杂志社编 978-7-115-38429-4 人民邮电出版社

Cocos2d-x 3移动游戏编程 (韩)印孜健著 978-7-115-38436-2 人民邮电出版社

Arduino权威指南 (美) Michael Margolis著 978-7-115-38444-7 人民邮电出版社

“十全拾美”:唯美人像摄影与后期指南 蝈蝈小姐编著 978-7-115-38458-4 人民邮电出版社

算法问题实战策略 (韩) 具宗万著 978-7-115-38462-1 人民邮电出版社

黑子的篮球.12,信赖 (日) 藤卷忠俊 978-7-115-38467-6 人民邮电出版社

爱上3D打印机:3D打印实践入门
(美) Bre Pettis, Anna Kaziunas France, 

Jay Shergill著
978-7-115-38473-7 人民邮电出版社

3ds Max 2014中文版基础培训教程 谭雪松, 周曼, 徐鲜编著 978-7-115-38479-9 人民邮电出版社

好莱坞电影编剧揭秘:解密那些夭折大片背后
的故事

(美) David Hughes著 978-7-115-38494-2 人民邮电出版社

大智慧炒股软件从入门到精通 龙马金融研究中心编著 978-7-115-38497-3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Script基础教程 (美) Dori Smith, Tom Negrino著 978-7-115-38522-2 人民邮电出版社



Flash CS6中文版基础培训教程 黄晓瑜,田婧编著 978-7-115-38605-2 人民邮电出版社

AutoCAD 2015中文版建筑制图基础培训教程 李善锋, 姜勇, 段金辉编著 978-7-115-38621-2 人民邮电出版社

7S推行操作手册 蒋业财, 孙科柳编著 978-7-115-38633-5 人民邮电出版社

佳能70D单反摄影宝典:相机设置+拍摄技法+
场景实战+后期处理

北极光摄影编著 978-7-115-38648-9 人民邮电出版社

创意UI,Photoshop玩转游戏界面设计 Art Eyes设计工作室编著 978-7-115-38649-6 人民邮电出版社

宇宙之眼:哈勃空间望远镜全揭秘
(英)罗宾·克洛德(Robin Kerrod)，(英)卡

罗尔·斯托特(Carole Stott)著
978-7-115-38660-1 人民邮电出版社

超级宇宙:难以想象的天文发现 (英)保罗·穆丁(Paul Murdin)著 978-7-115-38663-2 人民邮电出版社

动画大师炼成记:炮灰兔Maya动画制作全解
析.上册

完美动力编著 978-7-115-38675-5 人民邮电出版社

从零开始学看盘 老牛编著 978-7-115-38722-6 人民邮电出版社

动画大师炼成记:炮灰兔Maya动画制作全解
析.下册

完美动力编著 978-7-115-38744-8 人民邮电出版社

iOS开发指南:从零基础到App Store上架 关东升著 978-7-115-38776-9 人民邮电出版社

MySQL技术内幕 (美)Paul DuBois著 978-7-115-38844-5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cel 2013应用大全 Excel Home编著 978-7-115-38856-8 人民邮电出版社

创意VC:畅游VC网页设计观点与实例教程 畅游VC编著 978-7-115-38896-4 人民邮电出版社

原野漫步:370种野花与88种昆虫的手绘自然
笔记

(日)长谷川哲雄著 978-7-115-38919-0 人民邮电出版社

学习响应式设计 (美)Clarissa Peterson著 978-7-115-38973-2 人民邮电出版社

IS-IS网络设计解决方案 (美)Abe Martey著 978-7-115-39138-4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 2D游戏编程入门 (美)Timothy Wright著 978-7-115-39277-0 人民邮电出版社

Cinema 4D/After Effects印象影视包装技
法精解基础篇

精鹰传媒编著 978-7-115-39315-9 人民邮电出版社

植物大发现:黄金时代的图谱艺术 (英)马丁·里克斯(Martyn Rix)著 978-7-115-39392-0 人民邮电出版社

Cocos2D-X游戏开发技术精解 刘剑卓, 郑光龙著 978-7-115-39399-9 人民邮电出版社

宇宙鸡尾酒:揭开暗物质的神秘面纱 (美)凯瑟琳·弗里兹(Katherine Freese)著 978-7-115-39458-3 人民邮电出版社

传奇医学:改变人类命运的医学成就 (英) 威廉·拜纳姆, 海伦·拜纳姆著 978-7-115-39561-0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与自我和解:超越强迫、成瘾和自毁行为的治
愈之旅

(美) 奥马尔·马涅瓦拉著 978-7-115-39580-1 人民邮电出版社

Clojure经典实例:recipes for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美)Luke VanderHart,(加)Ryan Neufeld著 978-7-115-39594-8 人民邮电出版社

InDesign平面设计案例教程:从设计到印刷 张炎编著 978-7-115-39644-0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3ds Max效果图制作案例教程 任秋钢,赵丽敏主编 978-7-115-39679-2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世界最奇妙的野生动物风景之旅 良卷文化编著 978-7-115-39898-7 人民邮电出版社

新编Wotf/Execl/PPT2007从入门到精通 龙马高新教育编著 978-7-115-39972-4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世界各国直升机精粹 (法)菲利普·布莱著 978-7-115-39980-9 人民邮电出版社

海洋发现之旅:千奇百怪的海洋动物 曹玉茹主编 978-7-115-40008-6 人民邮电出版社

宇宙的历程
(美)布赖恩·托马斯·斯怀默，(美)玛丽·

伊夫琳·塔克著
978-7-115-40009-3 人民邮电出版社

和秋叶一起学Word:又快又好搞定工作文档排
版

张志主编 978-7-115-40023-9 人民邮电出版社

觉醒与超越:住院病人的团体心理治疗 (美) 欧文·亚隆著 978-7-115-40045-1 人民邮电出版社

程序员的数学.2,概率统计 (日)平冈和幸, (日)堀玄著 978-7-115-40051-2 人民邮电出版社

布罗卡的脑:对科学罗曼史的反思 (美)卡尔·萨根(Carl Sagan)著 978-7-115-40088-8 人民邮电出版社

心理健康 逄永花, 薛敏主编 978-7-115-40109-0 人民邮电出版社

Docker:容器与容器云 浙江大学SEL实验室著 978-7-115-40110-6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Script忍者秘籍 (美)John Resig，(美)Bear Bibeault著 978-7-115-40194-6 人民邮电出版社

SVG精髓
(美)J. David Eisenberg，(加)Amelia 

Bellamy-Royds著
978-7-115-40254-7 人民邮电出版社

生命的故事:BBC动物世界的传奇
(英)鲁珀特·巴林顿(Rupert 

Barrington)[等]著
978-7-115-40280-6 人民邮电出版社

新网络营销推广实战从入门到精通:双色图解
版

谭贤著 978-7-115-40287-5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图说地球 (加)QA-International著 978-7-115-40316-2 人民邮电出版社

看得见的科学,图说人体 (加)QA-International著 978-7-115-40317-9 人民邮电出版社

看得见的科学,图说植物 (加)QA-International著 978-7-115-40318-6 人民邮电出版社

看得见的科学,图说气候与环境 (加)QA-International著 978-7-115-40319-3 人民邮电出版社

害羞与社交焦虑症:CBT治疗与社交技能训练 (美) 林恩·亨德森著 978-7-115-40396-4 人民邮电出版社

玩转无人机 (法)鲁道夫·乔巴尔著 978-7-115-4047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引力是什么:支配宇宙万物的神秘之力 (日)大栗博司著 978-7-115-40480-0 人民邮电出版社

Python算法教程 (挪)Magnus Lie Hetland著 978-7-115-40483-1 人民邮电出版社

德国玩全攻略 墨刻编辑部编著 978-7-115-40540-1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类宇宙
(英)布赖恩·考克斯(Brian Cox)，(英)安德

鲁·科恩(Andrew Cohen)著
978-7-115-40562-3 人民邮电出版社

科学的奥秘:现代科技重大发现与发明.上,数
学 物理 化学

(澳)艾伦·R. 格兰维尔(Allan R. 
Glanville)著

978-7-115-40586-9 人民邮电出版社

HTML、CSS和JavaScript入门经典 (美)Julie Meloni著 978-7-115-40594-4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技术手册
(英)Benjamin J. Evans，(美)David 

Flanagan著
978-7-115-40609-5 人民邮电出版社



Word 2013实战技巧精粹 Excel Home编著 978-7-115-40615-6 人民邮电出版社

Maya Python游戏与影视编程指南 (美)Adam Mechtley，(美)Ryan Trowbridge
著

978-7-115-40669-9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一个定理的诞生:我与菲尔茨奖的一千人日夜 (法)塞德里克·维拉尼著 978-7-115-40704-7 人民邮电出版社

南极·北极:世界尽头的相遇 《户外探险》杂志编 978-7-115-40757-3 人民邮电出版社

我战胜了抑郁症:九个抑郁症患者真实感人的
自愈故事

(澳) 格雷姆·考恩著 978-7-115-40758-0 人民邮电出版社

科学的奥秘:现代科技重大发现与发明.下,天
文 生物 医学 地质

(澳)艾伦·R. 格兰维尔(Allan R. 
Glanville)著

978-7-115-40759-7 人民邮电出版社

PPT设计完全自学教程 华天印象编著 978-7-115-40767-2 人民邮电出版社

Houdini动态图形设计案例解析 武海峰编著 978-7-115-40823-5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werShell V3:SQL Server 2012数据库自
动化运维权威指南

(加)Donabel Santos著 978-7-115-40877-8 人民邮电出版社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研究 王艳珍著 978-7-115-40949-2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大数据客户分析 (美)杰夫·索罗(Jeff Sauro)著 978-7-115-40964-5 人民邮电出版社

OpenStack部署实践 张子凡编著 978-7-115-40966-9 人民邮电出版社

循序渐进Linux:基础知识、服务器搭建、系
统管理、性能调优、虚拟化与集群应用

高俊峰著 978-7-115-40985-0 人民邮电出版社

3ds Max 2012中文版完全自学手册 龙马高新教育编著 978-7-115-41042-9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人都能学得会的运动按摩书 (日) 曾我武史主编 978-7-115-41107-5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greSQL即学即用 (美)Regina Obe,(美)Leo Hsu著 978-7-115-41128-0 人民邮电出版社

玩儿不够的天文:天文观测与探索 (英)Jane A. Green著 978-7-115-41171-6 人民邮电出版社

地球生命的历程 (英)理查德·穆迪(Richard Moody)[等]著 978-7-115-41185-3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cel 2013中文版完全自学手册 龙马高新教育编著 978-7-115-41224-9 人民邮电出版社

外星人入侵生存手册 (英)肖恩·T. 佩奇(Sean T. Page)著 978-7-115-41225-6 人民邮电出版社

爱上巴黎,心动篇 PP殿下编绘 978-7-115-41280-5 人民邮电出版社

爱上巴黎,探险篇 PP殿下编绘 978-7-115-41281-2 人民邮电出版社

大脑爱说谎 (美) 肖恩·史密斯著 978-7-115-41328-4 人民邮电出版社

OpenDaylight应用指南 唐宏等编著 978-7-115-41427-4 人民邮电出版社

MySQL从入门到精通 国家863中部软件孵化器编著 978-7-115-41436-6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一定要学的Photoshop人像摄影后期调色技法 钟百迪著 978-7-115-41501-1 人民邮电出版社

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关于健康、疾病和衰老你
必须知道的真相

(美)埃伦·兰格(Ellen J. Langer)著 978-7-115-41505-9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东京大学通识讲座,贯通篇 (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编 978-7-115-41551-6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东京大学通识讲座.2,热血篇 (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编 978-7-115-41590-5 人民邮电出版社



Maya 2015从入门到精通 新视角文化行编著 978-7-115-41608-7 人民邮电出版社

Scala程序设计 (美)Dean Wampler，(美)Alex Payne著 978-7-115-41681-0 人民邮电出版社

Spring实战 (美)Craig Walls著 978-7-115-41730-5 人民邮电出版社

自然野趣:花园秘事 (英)杰勒德·切希尔(Gerard Cheshire)著 978-7-115-41735-0 人民邮电出版社

Excel 2016从新手到高手 龙马高新教育编著 978-7-115-41749-7 人民邮电出版社

程序员的数学.3,线性代数 (日)平冈和幸，(日)堀玄著 978-7-115-41774-9 人民邮电出版社

Windows 10从新手到高手 龙马高新教育编著 978-7-115-41795-4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Photoshop/Dreamweaver/Flash网页
设计与制作技术大全

杨仁毅编著 978-7-115-41802-9 人民邮电出版社

Office 2013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神龙工作室编著 978-7-115-41844-9 人民邮电出版社

Visual C++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王东华, 李樱编著 978-7-115-41868-5 人民邮电出版社

单板滑雪完全自学教程:图解版 (日) 单板滑雪编辑部编 978-7-115-41888-3 人民邮电出版社

每天一堂北大国学课 程门立雪编著 978-7-115-41908-8 人民邮电出版社

太空新疆界 (英)皮尔斯·比佐尼(Piers Bizony)著 978-7-115-41910-1 人民邮电出版社

无可否认:进化是什么 (美)比尔·奈尔(Bill Nye)著 978-7-115-41911-8 人民邮电出版社

身边的未来 (韩)李焌桢著 978-7-115-41926-2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 8实战
(英)Raoul-Gabriel Urma,(意)Mario 

Fusco,(英)Alan Mycroft著
978-7-115-41934-7 人民邮电出版社

Dreamweaver CC从入门到精通 新视角文化行编著 978-7-115-41992-7 人民邮电出版社

Java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扶松柏，陈小玉编著 978-7-115-42027-5 人民邮电出版社

R语言实战 (美)Robert I. Kabacoff著 978-7-115-42057-2 人民邮电出版社

Cocos2d-x游戏开发标准教程 于复兴，吴亚峰，索依娜编著 978-7-115-42064-0 人民邮电出版社

足球运动伤害预防与治疗方法图解指导 (德) 拉尔夫·迈耶, 安德烈亚斯·舒尔著 978-7-115-42096-1 人民邮电出版社

AKB48 Group官方访谈集:星光的起点与纪念 (日) 周刊朝日编辑部编 978-7-115-42113-5 人民邮电出版社

Oracle性能诊断艺术 (瑞士)Christian Antognini著 978-7-115-42117-3 人民邮电出版社

Cocos2d-JS游戏开发 凌建风著 978-7-115-42148-7 人民邮电出版社

立体构成:概念 应用与欣赏 王树琴, 邢悦编著 978-7-115-42300-9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After Effects CC从入门到精通 张高萍，王洪江编著 978-7-115-42304-7 人民邮电出版社

足球运动损伤与防护指南
(德)蒂姆·迈耶(Tim Meyer),(德)奥利弗·
福德(Oliver Faude),(德)凯伦·威斯特法伦

(Karen aus der Funten)著

978-7-115-42306-1 人民邮电出版社

移动健康和智慧医疗:互联网+下的健康医疗
产业革命

许利群著 978-7-115-4231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Word Excel 2010二合一商务办公从入门到精
通

杰诚文化编著 978-7-115-42332-0 人民邮电出版社



Word Excel PPT 2010三合一商务办公从入门
到精通

杰诚文化编著 978-7-115-42333-7 人民邮电出版社

坚不可摧:跑者耐力训练指南 (美) T.J. 墨菲, (美) 布莱恩·麦肯齐著 978-7-115-42367-2 人民邮电出版社

Web异步与实时交互:iframe AJAX 
websocket开发实战

赵振[等]著 978-7-115-42385-6 人民邮电出版社

足球运动力量系统训练:全彩图解版 (德) 拉尔夫·迈耶 978-7-115-42425-9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码摄影基础教程 刘彩霞著 978-7-115-42437-2 人民邮电出版社

网页设计与前端开发从入门到精
通

:Dreamweaver+Flash+Photoshop+HTML+CSS+
JavaScript

何新起，任慎存，田月梅编著 978-7-115-42456-3 人民邮电出版社

自由搏击终极指南 (德) 克里斯蒂安·布劳恩著 978-7-115-42457-0 人民邮电出版社

After Effects CS6影视后期制作与栏目包
装:微课版

王欢，柳金辉主编 978-7-115-42473-0 人民邮电出版社

大学体育 王社雄, 张崎崎, 何文轩主编 978-7-115-42476-1 人民邮电出版社

旅行自拍+摄影器材+后期修片:自拍达人的修
炼

邹浩坚编著 978-7-115-42477-8 人民邮电出版社

足球训练完全图解:完美控球技术 (德) 彼得·施赖纳著 978-7-115-4248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徒手极限健身:无器械力量训练100式 (美) 阿尔·卡尔瓦多著 978-7-115-42483-9 人民邮电出版社

大型网站服务器容量规划 郑钢，贺亚涛，尤胜涛著 978-7-115-42525-6 人民邮电出版社

设计美学 黄柏青著 978-7-115-42553-9 人民邮电出版社

足球训练完全图解:传球与控球 (美) 托马斯·杜利, (美) 克里斯蒂安·蒂
茨著

978-7-115-42610-9 人民邮电出版社

羽毛球全攻略:技术、战术与训练 (德) 贝恩德-沃克尔·勃拉姆斯著 978-7-115-42673-4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图解排球技术和战术:基础训练200项 (日) 米山一朋主编 978-7-115-42684-0 人民邮电出版社

Python数据挖掘入门与实践 (澳)Robert Layton著 978-7-115-42710-6 人民邮电出版社

摄影构图:迅速提升照片水平的150个关键技
法

(日) 上田晃司 ... [等] 著 978-7-115-42722-9 人民邮电出版社

HTML5基础知识、核心技术与前沿案例 刘欢编著 978-7-115-42743-4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野武的伟大旅程:重新发现世界的十一次探
险

(日)北野武等著 978-7-115-42750-2 人民邮电出版社

排球技术与战术教练指导手册 塞西尔·雷诺, 美国运动教育计划著 978-7-115-42757-1 人民邮电出版社

足球训练完全图解:守门员技术与训练
(德) 克劳斯·彼斯彻浦, 海因茨-威利·杰

拉德, 尤尔根·瓦尔拉夫著
978-7-115-42774-8 人民邮电出版社

Vim实用技巧 (英)Drew Neil著 978-7-115-42786-1 人民邮电出版社

新编Windows 10从入门到精通 龙马高新教育编著 978-7-115-42800-4 人民邮电出版社

瞬间的触觉 王瑶著 978-7-115-42801-1 人民邮电出版社



高效词源记忆法:用象形、词根、词缀快速背
英语单词

张凤编著 978-7-115-42808-0 人民邮电出版社

SONY a7RⅡ索尼微单完全摄影手册 北极光摄影编著 978-7-115-42813-4 人民邮电出版社

时间的力量:10n秒间的科学
(荷)Geraed``t Hooft，(荷)Stefan 

Vandoren著
978-7-115-42866-0 人民邮电出版社

微拉伸轻运动:彻底摆脱全身酸痛麻 毛琪瑛著 978-7-115-42867-7 人民邮电出版社

MATLAB 2015从入门到精通 林炳强，谢龙汉，周维维编著 978-7-115-42877-6 人民邮电出版社

自行车骑行实用指南:选购、维修、保养、装
备、骑行技巧与线路定制

雨儿, 祁洪旭, 于觐诚编著 978-7-115-42909-4 人民邮电出版社

PVCBOT超简单机器人设计与制作.2 梁玮[等]编著 978-7-115-42913-1 人民邮电出版社

婚礼策划实务与主题攻略 曹照, 赵楠编著 978-7-115-42965-0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像摄影摆姿指南
(美) 克雷格·斯蒂德哈姆, (美) 珍妮·哈

里斯著
978-7-115-42970-4 人民邮电出版社

Office 2016从新手到高手 龙马高新教育编著 978-7-115-43014-4 人民邮电出版社

Word/Excel/PPT 2016从新手到高手 龙马高新教育编著 978-7-115-43035-9 人民邮电出版社

心理画:绘画心理分析图典 李洪伟, 吴迪编著 978-7-115-43038-0 人民邮电出版社

拍出好照片的最简单摄影技巧208 (美) 斯科特·凯尔比著 978-7-115-43039-7 人民邮电出版社

哑铃健身终极指南:全彩图解版 (澳) 保罗·柯林斯著 978-7-115-43040-3 人民邮电出版社

摄影曝光必修教程 汤识真著 978-7-115-43047-2 人民邮电出版社

摄影用光之美 陈丹丹著 978-7-115-43059-5 人民邮电出版社

科学大爆炸 (英)罗伯特·丁威迪(Robert Dinwiddie)著 978-7-115-43063-2 人民邮电出版社

篮球运动技术从入门到精通 (美) 哈尔·威塞尔著 978-7-115-43075-5 人民邮电出版社

淘宝天猫网店/微店装修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华天印象编著 978-7-115-43093-9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Photoshop淘宝美工设计完全自学教程 时代印象编著 978-7-115-43115-8 人民邮电出版社

勇敢的心:心脏科学与外科手术的传奇故事 (美)罗布·邓恩(Rob Dunn)著 978-7-115-43118-9 人民邮电出版社

挑战程序设计竞赛:算法和数据结构.2 (日)渡部有隆著 978-7-115-4316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通关！游戏设计之道 (美)Scott Rogers著 978-7-115-43177-6 人民邮电出版社

Erlang趣学指南 (加)Fred Hebert著 978-7-115-43190-5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东京大学通识讲座.3,纯情篇 (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编 978-7-115-43229-2 人民邮电出版社

鸟类图谱:大师笔下的飞羽世界 (美)卡特里娜·库克(Katrina Cook)著 978-7-115-43269-8 人民邮电出版社

涂鸦日记:比文字更有力的心理疗愈法
(美)芭芭拉·加宁(Barbara Ganim)，(美)苏

珊·福克斯(Susan Fox)著
978-7-115-43273-5 人民邮电出版社

21天学通HTML+CSS+JavaScript Web开发
(美)Laura Lemay，(美)Rafe Colburn，

(美)Jennifer Kyrnin著
978-7-115-43285-8 人民邮电出版社



Spring Boot实战 (美)Craig Walls著 978-7-115-43314-5 人民邮电出版社

OpenGL ES 3.x游戏开发.上卷 吴亚峰编著 978-7-115-43349-7 人民邮电出版社

Python网络编程 (美)Brandon Rhodes，(美)John Goerzen著 978-7-115-43350-3 人民邮电出版社

OpenGL ES 3.x游戏开发.下卷 吴亚峰编著 978-7-115-43365-7 人民邮电出版社

黑客攻防技术宝典,浏览器实战篇
(澳)Wade Alcorn，(美)Christian 
Frichot，(意)Michele Orrù著

978-7-115-43394-7 人民邮电出版社

素描之旅,零基础画素描万象 杨金磊编著 978-7-115-43425-8 人民邮电出版社

HTML5+CSS3 Web前端开发技术 刘德山，章增安，孙美乔编著 978-7-115-43434-0 人民邮电出版社

AutoCAD 2016中文版完全自学手册 龙马高新教育编著 978-7-115-43503-3 人民邮电出版社

Docker容器与容器云 浙江大学SEL实验室著 978-7-115-43504-0 人民邮电出版社

Python数据科学指南 (印)Gopi Subramanian著 978-7-115-43510-1 人民邮电出版社

21天学通Java (美)Rogers Cadenhead著 978-7-115-43534-7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文版SolidWorks 2015技术大全 周海涛,刘玲玲编著 978-7-115-43639-9 人民邮电出版社

问得刁钻,答得睿智:200个有趣的冷知识 (美)比约恩·凯里(Bjorn Carey)编 978-7-115-43640-5 人民邮电出版社

Cocos2d跨平台游戏开发指南 (印)Siddharth Shekar著 978-7-115-43713-6 人民邮电出版社

LoadRunner 12七天速成宝典 陈霁著 978-7-115-43734-1 人民邮电出版社

科技之巅:《麻省理工科技评论》50大全球突
破性技术深度剖析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著 978-7-115-43768-6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像摄影专业流程全解析:模特 场景 布光 
拍摄 修饰

(荷)弗兰克·多霍夫著 978-7-115-43787-7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摄影大家谈 北京国际摄影周组委会,中艺影像编 978-7-115-43796-9 人民邮电出版社

Oracle性能优化与诊断案例精选 盖国强，李轶楠主编 978-7-115-43827-0 人民邮电出版社

英语.第一册 邵循道, 周璐玲主编 978-7-117-0023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语.第二册 邵循道, 周璐玲主编 978-7-117-0024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舌苔图谱 宋天彬编著 978-7-117-0113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语:(第一、二、三册)合订本,练习答案与
参考译廊坊

邵循道, 周璐玲主编 978-7-117-0251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专业英语,阅读一分册 邱望生主编 978-7-117-0402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本草彩色图鉴.第三卷,草药篇 钱信忠主编 978-7-117-0525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本草彩色图鉴.第四卷,草药篇 钱信忠主编 978-7-117-0525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本草彩色图鉴.第二卷,草药篇 钱信忠主编 978-7-117-0526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本草彩色图鉴.第五卷,草药篇 钱信忠主编 978-7-117-0542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黄帝内经灵枢 刘越图解 978-7-117-0568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中枢神经系统卷 吴恩惠总主编 978-7-117-0596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论文写作指南 张玲媛, 王禾主编 978-7-117-0617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计划生育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642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小儿外科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643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消化系统疾病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644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口腔医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644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手术学 黄志强，金锡御主编 978-7-117-0667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素问玄机原病式 金·刘完素撰 978-7-117-0671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小儿内科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685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应急工作手册:2005年版 王陇德主编 978-7-117-0698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麻醉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699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SPSS 13.0统计软件应用教程 主编陈平雁 978-7-117-0701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营养师培训教材 主编 葛可佑 978-7-117-0703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上册 张锡纯原著 978-7-117-071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超声诊断学 原著Arthur C. Fleischer 978-7-117-0720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症状诊断与处理 主编刘凤奎 978-7-117-0740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放射肿瘤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744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望舌识病图谱 费兆馥，顾亦棣编著 978-7-117-0750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护理学基础实习指导 主编 叶旭春, 姜安丽 978-7-117-0755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层医师手册 主编张福奎 978-7-117-0759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皮肤病与性病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762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泌尿外科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763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心理学 主编 周郁秋 978-7-117-0767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康复 胡永善，戴红主编 978-7-117-0773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际沟通 主编 冷晓红 978-7-117-0774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预防与保健 施榕主编 978-7-117-0776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 郑修霞 978-7-117-0776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管理学 主编 李继平 978-7-117-0777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护理学 主编 赵秋利 978-7-117-0778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护理学 主编 化前珍 978-7-117-0780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研究 主编 肖顺贞 978-7-117-0781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学 主编 李凌江 978-7-117-0781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 主编 曹伟新, 李乐之 978-7-117-0784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教育学 主编 姜安丽 978-7-117-0785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学 刘新峰主编 978-7-117-0786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防治骨质疏松症及其骨折的临床前和临
床评价指导原则

《指导原则》编写委员会编写 978-7-117-0787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 崔树起, 杨文秀主编 978-7-117-0792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肥胖症外科学 Louis F. Martin原著 978-7-117-079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胸膜、胸腺及心脏肿瘤病理学和遗传学 原著William D. Travis ... [等] 978-7-117-0800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骨质疏松症和骨矿盐疾病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810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防治中国专家共识:2006荟萃版 胡大一主编 978-7-117-0811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神经病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812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外科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81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血液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813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眼科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813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椎间盘退行性疾病
原著Robert Gunzburg, Marek Szpalski, 

Gunnar B.J. Andersson
978-7-117-081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红斑狼疮中西医结合诊治 卢君健主编 978-7-117-0816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科常见药物不良反应速查 主编靳培英 978-7-117-0817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学 朱丹，周力主编 978-7-117-0819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放射学 主编郭启勇 978-7-117-0834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疼痛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835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妇产科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835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创伤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835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艾滋病影像鉴别图谱 主编李宏军, 史大鹏 978-7-117-0835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影像诊断学 主编潘恩源, 陈丽英 978-7-117-0836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实用中药新剂型新技术 董方言主编 978-7-117-0837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服缓控释制剂 主编唐星 978-7-117-0838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研究与开发 主编郭涛 ... [等] 978-7-117-0839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原著Pierre Théroux 978-7-117-0839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医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学 主编顾海 978-7-117-0839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天然有机产物化学 主编吴立军 978-7-117-0840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症护理学 徐丽华，钱培芬主编 978-7-117-0840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生物制药学 主编吴梧桐 978-7-117-0840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脂质体技术 主编邓英杰 978-7-117-0840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心脏外科学 原著Lawrence H. Cohn, L. Henry Edmunds 978-7-117-0841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精要 原著K. J. Lee 978-7-117-0842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研究生是怎样炼成的:医药专业研究生必读手
册

主编白洪波, 金子兵 978-7-117-0844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奈特病理学彩色图谱
L. Maximilian Buja，Gerhard R. F. 

Krueger原著
978-7-117-0844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妊娠期中西药物用药禁忌 杜惠兰主编 978-7-117-0845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 原著Marek Szpalski, Robert Gunzburg 978-7-117-0845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全膝关节翻修术 原著James V. Bono, Richard D. Scott 978-7-117-0845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筋手疗法图解 黄国松主编 978-7-117-0845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心血管系统卷 吴恩惠总主编 978-7-117-0845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血管用药手册 郭艾武，徐标主编 978-7-117-084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角膜病学 谢立信, 史伟云著 978-7-117-084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物制品学 主编赵铠, 章以浩, 李河民 978-7-117-0847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生物耐药的基础与临床 主编张卓然, 夏梦岩, 倪语星 978-7-117-0847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外科手术学 主编饶书城，宋跃明 978-7-117-0847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妇科学 主编刘敏如 978-7-117-0848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基本操作处置技术 张福奎主编 978-7-117-0848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SMITH人类先天性畸形图谱:分类、判定标准
与遗传咨询

原著Kenneth Lyons Jones 978-7-117-0848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院前急救 王得坤主编 978-7-117-0849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南宋珍稀本草三种 郑金生整理 978-7-117-0850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微创手术学 主编杨述华 978-7-117-0851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介入治疗策略与技巧 主编李为民, 霍勇, 吕树铮 978-7-117-0852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电图分析与诊断 张新民主编 978-7-117-0852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经类证 秦伯未著 978-7-1170-853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肩关节手术并发症 Thomas J. Gill，Richard J. Hawkins原著 978-7-117-0853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整形外科治疗学
原著Joseph G. McCarthy, Robert D. 

Galiano, Sean G. Boutros
978-7-117-0854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肿瘤手术图谱及临床研究 J. Richard Smith ... [等] 原著 978-7-117-0855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局部麻醉手册 原著Stanley F. Malamed 978-7-117-0856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体修复学 主编王光华, 彭式韫 978-7-117-0856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病鉴别诊断学 978-7-117-0857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骨科治疗与康复 主编戴闽 978-7-117-0860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经答问 吴弥漫编著 978-7-117-0860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病效方验案 刘健，韦嵩主编 978-7-117-0860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方剂速记便览 叶任高，傅玉素主编 978-7-117-0863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西医综合考纲精解与历年真题分类解析,
内科学分册

卫生部教材办公室考试用书专家组编写 978-7-117-0864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腺移植
原著Rainer W. G. Gruessner, David E. 

R. Sutherland
978-7-117-0865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变应性鼻炎 韩德民主编 978-7-117-0865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简明中医辞典 严世芸，李其忠主编 978-7-117-0865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景岳全书.上册 (明)张介宾著 978-7-117-0866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景岳全书.下册 (明)张介宾著 978-7-117-0867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FISHMAN肺脏病学手册 (美国)菲什曼(Alfred P.Fishman)等原著 978-7-117-0867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病经方论治 阚方旭编著 978-7-117-0867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周围神经手术显露 原著Allen H. Maniker 978-7-117-0867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病经方论治 任爱华编著 978-7-117-0868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害流行病学现场研究方法 王声湧, 林汉生主编 978-7-117-0868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髋关节镜学 J. W. Thomas Byrd原著 978-7-117-0868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足踝关节镜学
James F. Guhl, J. Serge Parisien, 

Melbourne D. Boynton原著
978-7-117-0869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底病图谱 张惠蓉主编 978-7-117-0869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解毒药物治疗学 主编李焕德, 张毕奎 978-7-117-0869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精神病经方论治 丁元庆编著 978-7-117-0871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古籍有毒药物考 主编郑怀林 978-7-117-0872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古籍常用药物品种与质量鉴定考 主编唐迎雪, 宋永刚 978-7-117-0872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古籍矿物药应用考 主编滕佳林 978-7-117-0873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古籍常用药物应用禁忌考 主编孙洪生, 严季澜 978-7-117-0873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古籍常用药物性味归经与功用主治对照 主编吴承艳, 赵国平 978-7-117-0873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古籍常用药物配伍应用考 主编王均宁 978-7-117-0873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古籍常用药物采收加工与炮制考 主编李玉清 978-7-117-0873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古籍常用道地药材考 主编徐春波 978-7-117-0873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理与内科辨病用药 孙丰雷，田进文主编 978-7-117-0875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学 主编李学奇 978-7-117-087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颈癌筛查培训教材:醋酸和卢戈氏碘液染
色肉眼观察法 (VIA和VILI)

原著美国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 (PATH) 978-7-117-087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畸疑难病例解析 张丁主编 978-7-117-0875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病经方论治 谢旭善编著 978-7-117-0876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颈动脉支架临床:临床实践与操作技术 原著Nadim Al-Mubarak ... [等] 978-7-117-087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学概论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王建 978-7-117-0878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主编黄敏 978-7-117-0879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养生 张志斌，郑金生著 978-7-117-0880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专家释疑 陈跃国主编 978-7-117-0881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黄敏 978-7-117-0881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癫痫病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883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药物新编 主编李学玲, 秦红兵, 邹浩军 978-7-117-0885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学导论 主编蒋学华 978-7-117-0888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青光眼图谱 主编叶天才, 王宁利 978-7-117-0889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免疫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889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2006版,肠外肠内营养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889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瓣膜病超声诊断 主编田家玮 978-7-117-0889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实验指导 主编刘煜 978-7-117-0890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物化学 主编翁玲玲 978-7-117-0891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痔的外科治疗 Charles V. Mann原著 978-7-117-0891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解剖生理学 主编徐玉东 978-7-117-0892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制药工艺学 主编何建勇 978-7-117-0892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 主编宋宏锐 978-7-117-0893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骨健康 马贤才，王加义主编 978-7-117-0894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通胸外科围术期治疗手册 原著Jean Deslauriers, Reza Mehran 978-7-117-0897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学基础 主编邹和建，陈垦 978-7-117-0897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剂学 主编方晓玲 978-7-117-0898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学英语 主编李大魁 978-7-117-0900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物学基础 主编范礼斌 978-7-117-0900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学总论 主编张阳德 978-7-117-0901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重症抢救技术 主编王春亭, 王可富 978-7-117-0901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物治疗学 主编李俊 978-7-117-0901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王怀良，陈凤荣 978-7-117-0903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实验指导 主编章蕴毅 978-7-117-0903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肺运动试验的临床应用 黄思贤，谭新洪主编 978-7-117-0904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气道管理手册 Ron M. Walls原著 978-7-117-090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中医白血病治疗学 黄世林，张素芬，王晓波主编 978-7-117-0910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剂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龙晓英 978-7-117-0912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性猝死——临床实践手册 Silvia G. Priori，Douglas P. Zipes原著 978-7-117-0913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读解《伤寒》 张再良编著 978-7-117-0915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读解《金匮》 张再良编著 978-7-117-0915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循环病学 主编陆慰萱, 王辰 978-7-117-0915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蛋白质组学 郭葆玉主编 978-7-117-0916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癌的多样性:病因、诊断和治疗
M. Kaminishi，K. Takubo，K. Mafune[等]

原著
978-7-117-0917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 主编李家泰 978-7-117-0917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和外周血管彩色多普勒诊断学 唐杰，温朝阳主编 978-7-117-0918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规范化临床应用与管理 徐建国，于世英主编 978-7-117-0918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美容皮肤科学
原著 (法) Robert Baran, (美) Howard 

Maibach
978-7-117-0919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袖珍药物治疗手册 李贵主编 978-7-117-0920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实习教程 段广才主编 978-7-117-0921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泌尿外科学、泌尿妇科学及排尿功能障
碍

原著Sandip P. Vasavada ... [等] 978-7-117-0922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Glass`门诊妇科学
原著Michèle G. Curtis, Shelley 
Overholt, Michael P. Hopkins

978-7-117-0922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心脏疾病介入诊疗基础 主编梁兆光, 周玉杰, 陈柯萍 978-7-117-0926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甲骨文医学资料释文考辨与研究 彭邦炯编著 978-7-117-0927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移植诊疗学 原著Matthew R. Weir 978-7-117-0927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药物临床研究和治疗学 主编房静远, 陆伦根 978-7-117-0927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注射剂配伍宜忌表 主编苗明三, 陈易新 978-7-117-0927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实验 张子明，张宇新主编 978-7-117-0928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实用新药 李焕德，赵绪元，张超主编 978-7-117-0928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疼痛药物治疗学 徐建国主编 978-7-117-0929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急症
W. Frank Peacock IV，Brian R. Tiffany

原著
978-7-117-0929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Fitzpatrick临床皮肤病学彩色图谱
原著Klaus Wolff, Richard Allen 

Johnson, Dick Suurmond
978-7-117-0929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修复专业护理教程 主编徐军 978-7-117-0930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急症抢救流程解析及规范 何庆著 978-7-117-0930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祝谌予临证用方选粹 王道瑞 ... [等] 编著 978-7-117-0930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药精编 主编史美甫, 郭涛 978-7-117-0931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护理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0931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医药研究动物模型 主编苗明三, 朱飞鹏 978-7-117-0931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手术学 主编梅骅, 陈凌武, 高新 978-7-117-0931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Berek & Novak妇科学 原著Jonathan S. Berek 978-7-117-0932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温病学 主编杨进 978-7-117-0932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脉络膜新生血管性疾病 主编王雨生 978-7-117-0932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优生学 主编杨克敌 978-7-117-0933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腔镜结直肠手术
Jeffrey W. Milsom，Bartholm?us B?hm，

Kiyokazu Nakajima著
978-7-117-0933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门静脉高压症:病理生理、诊断与治疗 原著Arun J. Sanyal，Vijay H. Shah 978-7-117-0934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 主编邓铁涛 978-7-117-0934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讲稿 任应秋著 978-7-117-0934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任应秋内经研习拓导讲稿 任应秋著 978-7-117-0934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主编黄选兆, 汪吉宝, 孔维佳 978-7-117-0935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基础手册 主译刘光远 978-7-117-0935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手术学 主编郝希山 978-7-117-0935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形象中医:中医历史图像研究 王淑民，罗维前(Vivienne Lo)主编 978-7-117-0935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景源温病学讲稿 刘景源著 978-7-117-0935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今庸金匮要略讲稿 李今庸著 978-7-117-0936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 主编谷志远, 傅开元, 张震康 978-7-117-0936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 主编李克光, 张家礼 978-7-117-0936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肿瘤临床病理彩色图谱 原著日本脑肿瘤病理学会 978-7-117-0936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诊疗效率手册 主编陈萱，李佩铃，关咏梅 978-7-117-0937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统计方法与应用进展.第一卷 主编饶克勤 978-7-117-0938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统计方法与应用进展.第2卷 主编饶克勤 978-7-117-0938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心脏麻醉学 原著Carol L. Lake, Peter D. Booker 978-7-117-0938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洪图内经讲稿 王洪图著 978-7-117-0938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疸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主编邓维成 978-7-117-0939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支原体学 主编吴移谋, 叶元康 978-7-117-0940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Turek骨科学原理与实践
原著Stuart L. Weinstein, Joseph A. 

Buckwalter
978-7-117-0940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 主编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978-7-117-0941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腧穴入门 主编程凯 978-7-117-0941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特定穴与经外奇穴入门 编著解秸萍 978-7-117-0941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针法入门 主编睢明河 978-7-117-094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时间针法入门 主编朴联友 978-7-117-0941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火针等刺法入门 主编侯中伟 978-7-117-0941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刺手法入门 主编郭楠楠 978-7-117-0941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足疗法入门 主编张学勋 978-7-117-0941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针法入门 主编黄建军 978-7-117-0942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灸法、拔罐与刮痧法入门 主编赵吉平，李俊 978-7-117-0942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骨科学 主编田伟 978-7-117-0946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镜鼻窦手术及其扩展应用 原著Daniel Simmen, Nick Jones 978-7-117-094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护理技术操作指导 主编李小萍 978-7-117-0946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印会河中医学基础讲稿 印会河著 978-7-117-0947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郝万山伤寒论讲稿 郝万山著 978-7-117-0948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胃肠病学 主编萧树东, 许国铭 978-7-117-0948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肠与直肠外科学 原著Marvin L. Corman 978-7-117-0948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退变与畸形 主编邹德威 978-7-117-0949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医学词典 主编谢启文, 于洪昭 978-7-117-0949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 谢宗万编著 978-7-117-0950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德新中医基础理论讲稿 李德新编著 978-7-117-0950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耳鼻喉科学 主编王德鉴, 王士贞 978-7-117-0950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临床检查法 裴福兴，邱贵兴主编 978-7-117-0952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连建伟金匮要略方论讲稿 连建伟著 978-7-117-0952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药物制剂技术 主编庄越, 凌沛学, 庄健 978-7-117-0953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妊娠期和哺乳期用药
原著Gerald G. Briggs, Roger K. 

Freeman, Sumner J. Yaffe
978-7-117-0954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镜脊柱外科学
原著Daniel H. Kim, Richard G. Fessler, 

John J. Regan
978-7-117-0955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药物毒副作用防治手册 主编陆一鸣 978-7-117-0957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用药 原著Lionel H. Opie, Bernard J. Gersh 978-7-117-0959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奈特消化系统疾病彩色图谱 原著Martin H. Floch ... [等] 978-7-117-0959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渡舟伤寒论讲稿 刘渡舟著录 978-7-117-0961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折手术操作与技巧 主编王满宜 978-7-117-0961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牙髓病学 主编边专, 樊明文 978-7-117-0962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足踝外科手术操作与技巧 主编张建中 978-7-117-0962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糊精包合物技术 主编何仲贵 978-7-117-0964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于己百医案精解 邓沂主编 978-7-117-0968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毒杀虫灭鼠技术 主编钱万红, 王忠灿, 吴光华 978-7-117-0969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微囊化新技术及应用 主编陈庆华, 张强 978-7-117-0969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男性外生殖器疾病 主编张心男, 杨国胜 978-7-117-0970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病中医治疗合理用药与常用中药肝损伤 钱英，王秀娟主编 978-7-117-0971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合理用药 主编谢惠民 978-7-117-0974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实用服务手册 主编王海林, 郭美香 978-7-117-0974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孕妇、哺乳期妇女、儿童及老人用药禁忌简
明手册

郭淑敏主编 978-7-117-0975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功能解剖学学习指导和习题集 主编初国良 978-7-117-0976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日医学小词典 主编王深明, 王晓鹰 978-7-117-0978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成药不良反应与安全应用 苗名三，朱飞鹏主编 978-7-117-0978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药物手册 主编欧阳冬生 978-7-117-0979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Glisson 蒂横断式肝切除木 Ken Takasaki（高崎 健）原著 978-7-117-0980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脂异常的治疗 陆宗良，顼志敏主编 978-7-117-0981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康复学学习指导和习题集 史长青主编 978-7-117-0981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常见病用药 赵靖平，翟金国主编 978-7-117-0981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理疗学 于淑芬, 周宗顺编著 978-7-117-0981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物治疗手册 Mary Anne Koda-Kimble[等]原著 978-7-117-0981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科常见病用药 李兰娟主编 978-7-117-0982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功能评定学学习指导和习题集 主编郭铁成 978-7-117-0982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神经疾病诊断与治疗 肖侠明编著 978-7-117-0983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内镜手术并发症 Keith Isaacson原著 978-7-117-0984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解剖彩色图谱 主编郭光文, 王序 978-7-117-0985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治疗学 主编匡培根 978-7-117-0987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鼻颅底CT、MRI及断层解剖对照图谱 韩德民主编 978-7-117-0987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技术药物安全性评价 主编王军志 978-7-117-0987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外科手术径路 原著Robert G. Walkins 978-7-117-0988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部整形美容手术图谱 李冬梅主编 978-7-117-0988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非霍奇金淋巴瘤 原著Felix Reyes, Christian 
Gisselbrecht

978-7-117-0988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环境卫生学 主编陈学敏, 杨克敌 978-7-117-0989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新生入门 编著吕志杰 978-7-117-0991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内膜细胞病理学:与组织病理学对照 原著舒仪经, Iklé F A 978-7-117-0991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霍奇金淋巴瘤 Pauline Brice，Philippe Colin原著 978-7-117-0992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典型病例评析 原著Tena Rosser 978-7-117-0993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石膏牙雕刻训练教程 王美青主编 978-7-117-0994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原著Pierre Fenaux, Francois Dreyfus 978-7-117-0995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鼻整形手术图谱 原著Rollin K. Daniel 978-7-117-0995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类风湿关节炎
原著E. William St. Clair, David S. 

Pisetsky, Barton F. Haynes
978-7-117-0995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中国肝胆管结石病诊断治疗指南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编著 978-7-117-0996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实验研究技术 主编李朝品 978-7-117-09969-1 人民卫生出版

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 世界卫生组织 978-7-117-0997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中药用药鉴别速览 王绪前编著 978-7-117-0997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
10.第二卷

世界卫生组织 978-7-117-0997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研究样本含量估算 主编吴圣贤, 王成祥 978-7-117-0998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用药纠纷典型案例评析 主编孙安修 978-7-117-0998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皮肤病彩色图谱 主编马琳, 徐子刚 978-7-117-0999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疾病和高血压病手册
Christopher S. Wilcox，C. Craig Tisher

主编
978-7-117-0999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住院医生日记.2 辛永宁主编 978-7-117-1000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周围血管疾病诊断与治疗 George S. Abela原著 978-7-117-1000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证临床实践 董碧蓉主编 978-7-117-1001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阜外心电图图谱 方丕华，杨跃进主编 978-7-117-1001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与小儿超声诊断学 主编黄福光, 黄品同 978-7-117-1001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手术图谱 主编唐英翰 978-7-117-1003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学彩色图谱 主编杨钧 978-7-117-1003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证与经方:常用中药与经典配方的应用经验
解说

黄煌著 978-7-117-1003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徐春祥, 刘有训 978-7-117-1003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卡普兰心脏麻醉学 原著Joel A. Kaplan ... [等] 978-7-117-1005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高鹏翔, 陈金水 978-7-117-1005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心电图:正常与异常心电图 A. Bayés de Luna原著 978-7-117-1006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百话 孟庆云著 978-7-117-1006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骨科规避后患要略 原著David L. Skaggs, John M. Flynn 978-7-117-1006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手术麻醉学 原著Chandra M. Kumar, Mark Bellamy 978-7-117-1006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创髋膝关节置换
Giles R. Scuderi， Alfred J. Tria, Jr.

原著
978-7-117-1007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外科病例分析 原著Robert Kalimi, L. Penfield Faber 978-7-117-1007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分析实验方法学 主编傅强 978-7-117-1007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天然药物温莪术 姚崇舜主编 978-7-117-1008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与营养物质的相互作用
原著Joseph I. Boullata, Vincent T. 

Armenti
978-7-117-1009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 王爱霞主编 978-7-117-1010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实验 陆阳主编 978-7-117-1010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检验问与答 张秀珍, 朱德妹主编 978-7-117-1011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灭菌·消毒·防腐·保藏 主编薛广波 978-7-117-1012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腕关节镜学 原著William B. Geissler 978-7-117-1012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韩萍, 白人驹 978-7-117-1012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证口腔医学 主编史宗道 978-7-117-1012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现代评价方法 主编蒋学华 978-7-117-1015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保健项目经济学评估方法 原著Michael F. Drummond ... [等] 978-7-117-1015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研读心悟 陶汉华编著 978-7-117-1015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病理学:粗针活检诊断 原著Paul Peter Rosen, Syed A. Hoda 978-7-117-1016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要点解析与实验指导 沈继龙主编 978-7-117-1016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珍版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叢書.第七册 主編曹洪欣 978-7-117-1017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色谱分析 主编丁黎 978-7-117-1017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畸治疗方案设计:基础、临床及实例 主编赵志河, 白丁 978-7-117-1018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癌手术学 主编陈峻青, 夏志平 978-7-117-1020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64排CT诊断学 主编张兆琪 978-7-117-1021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避免ICU常见错误 原著Lisa Marcucci ... [等] 978-7-117-1021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化学实验指导 主编徐春祥, 刘有训 978-7-117-1023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泌尿学与盆底重建外科 原著Mark D. Walters, Mickey M. Karram 978-7-117-1023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眼病综合征 主编林顺潮, 赵秀琴 978-7-117-102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男科临证指要 徐福松主编 978-7-117-1024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女性生殖内分泌学 葛秦生主编 978-7-117-1024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用植物学图表解 王冰，曹广才主编 978-7-117-102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镜微创学 张阳德主编 978-7-117-1025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际医院管理标准(JCI)中国医院实践指南 彭磷基(Clifford L. K. Pang)编著 978-7-117-1025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骨科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025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家驷外科学.上册 主编吴孟超, 吴在德 978-7-117-1026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家驷外科学.下册 主编吴孟超, 吴在德 978-7-117-1026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家驷外科学.中册 主编吴孟超, 吴在德 978-7-117-1026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化疗与生物治疗原理与实践 原著Bruce A. Chabner, Dan L. Longo 978-7-117-1026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手册 Brian P. Griffin，Eric J. Topol主编 978-7-117-1026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复制 主编李才 978-7-117-1026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口腔黏膜病学 徐治鸿主编 978-7-117-102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流行病学 主编谭红专 978-7-117-1027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唇腭裂序列治疗手册 姜萍主编 978-7-117-1027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底病诊断与治疗 主编黄叔仁, 张晓峰 978-7-117-1028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调节血压血糖中药现代研究与应用 主编张铁军, 陈常青 978-7-117-1030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证修养:写给青年同道及学子 吴深涛著 978-7-117-1030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影像学手册 主编高培毅 978-7-117-1030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脑血管病医疗手册 主编王伊龙 978-7-117-1031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卒中吞咽障碍临床手册 主编张婧, 陆菁菁 978-7-117-1031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主症证治新编 成肇智编著 978-7-117-1031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电图诊断速览及详解:a two-step 
approach to diagnosis

原著Marc Gertsch 978-7-117-1031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急症诊疗解析与实践 原著Elizabeth L. Mitchell, Ron Medzon 978-7-117-1032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胆道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原著Pierre-Alain Clavien, John Baillie 978-7-117-1032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通外科腹腔镜手术图解 主编吴硕东 978-7-117-1033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瘢痕学 主编蔡景龙 978-7-117-1033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百病之主——桂枝说 汤小虎，邓中甲编著 978-7-117-1033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科研课题的设计、申报与实施 主编李卓娅，龚非力 978-7-117-1033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骨科诊疗手册 吉士俊，郭跃明，张立军主编 978-7-117-1033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与软组织肿瘤学 徐万鹏，李佛保主编 978-7-117-1033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质疏松症防治指南 《骨质疏松症防治指南》编写组 978-7-117-1034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状动脉分叉病变的介入治疗 主编陈纪林 978-7-117-1035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省总医院创伤手册 原著Robert L.Sheridan 978-7-117-1035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癌诊断治疗学 石远凯主编 978-7-117-1035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与临床内分泌
原著Francis S. Greenspan, David G. 

Gardner
978-7-117-1035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合理用药问答 主编解斌, 董震海, 王建忠 978-7-117-1035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常用药物词典 主编吴晴斋，李德平 978-7-117-1036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诊断学 主编夏稻子 978-7-117-1036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症医学的操作、技术和微创监测 Richard S. Irwin[等]原著 978-7-117-1036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管癌与贲门癌 主编王士杰, 王其彰 978-7-117-1037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运动医学:骨科核心知识 原著Mark D. Miller, Jon K. Sekiya 978-7-117-1037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操作手册 翁永振主编 978-7-117-1038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尿动力学图谱 原著Jerry Blaivas ... [等] 978-7-117-1038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心传:祝谌予课徒实践录 王道瑞，祝肈刚，薛钜夫整理 978-7-117-1038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颌面骨骼手术入路精要 Edward Ellis Ⅲ，Michael F. Zide原著 978-7-117-1040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虐待 原著Moira Walker 978-7-117-1040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图表解 刘煜主编 978-7-117-1041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百科药草 主编邬家林, 赵中振 978-7-117-1041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技术 王治国编著 978-7-117-1041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临床学实验指导 主编刘兴本 978-7-117-1041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仲景50味药证 黄煌编著 978-7-117-1041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病理学实验指导 主编竞花兰 978-7-117-1041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临床药物手册 主编冯富兰, 孔颖伦, 安泽余 978-7-117-1043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疾病合理用药 主编宣世英, 王少华, 孙樱 978-7-117-1043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图表解 主编杨宝峰, 吕延杰 978-7-117-1044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淋巴瘤免疫治疗学 Peter Hillmen， Thomas E. Witzig原著 978-7-117-1044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创手术麻醉学 佘守章主编 978-7-117-1044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儿科危重症鉴别诊断学 胡皓夫主编 978-7-117-1045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名师二十三讲 主编孙树椿 978-7-117-1045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毒物分析实验指导 主编廖林川 978-7-117-1045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化学图表解 主编王厚全 978-7-117-1046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咳嗽 赖克方主编 978-7-117-1046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源性疾病与防治 主编周聊生，牟燕 978-7-117-1047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学 张旭主编 978-7-117-1047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龋病学 主编周学东, 岳松龄 978-7-117-1047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疾病诊断病理学 编著郭丽娜 978-7-117-1048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12导联心电图 Tim Phalen，Barbara Aehlert原著 978-7-117-1048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与青春期妇科学 主编杨冬梓, 石一复 978-7-117-1049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商品学 主编张贵君 978-7-117-1049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科学研究与设计 主编孙振球 978-7-117-105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大脑内结构及神经纤维手术显微镜下解剖
图谱

李小勇, Albert L Rhoton Jr.著 978-7-117-1050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杂病证治精义 周仲瑛，周学平主编 978-7-117-1050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高潮的科学
Barry R. Komisaruk，Carlos Beyer-

Flores，Beverly Whipple原著
978-7-117-1051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营养学 Barbara A.Bowman，Robert M.Russell原著 978-7-117-1051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尤曼斯神经外科学.第3卷 原著H. Richard Winn ... [等] 978-7-117-1051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尤曼斯神经外科学.第4卷 原著H. Richard Winn ... [等] 978-7-117-1051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后出血:产后出血的评估、治疗和外科手术
综合指南

原著Christopher B-Lynch ... [等] 978-7-117-1051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底病激光治疗指南 编著黎晓新, 廖菊生 978-7-117-1052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物治疗学图表解 主编向明 978-7-117-1052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性药物分析 主编姚彤炜 978-7-117-1052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
10.第三卷

世界卫生组织 978-7-117-1053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威廉姆斯产科学手册,妊娠并发症 KENNETH J.LEVENO[等]原著 978-7-117-1053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手术图示 王建业, 朱刚主编 978-7-117-1054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感染性疾病图谱 Carol J. Baker原著 978-7-117-1054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状动脉血管内超声的临床应用与实践 主编周玉杰 ... [等] 978-7-117-1055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何炎燊医案集 马凤彬编著 978-7-117-1056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学 主编沈渔邨 978-7-117-1056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膝关节置换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 主编Mark W. Pagnano, 吕厚山 978-7-117-1056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图表解 主编赵怀清 978-7-117-1057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呼吸病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057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ESC指南解读与实践 周玉杰[等]主编 978-7-117-1057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方法学评价 杨有业，张秀明主编 978-7-117-1058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胸外科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058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心血管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058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放射学检查技术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058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同仁头颈外科手册 韩德民主编 978-7-117-1058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剂学图表解 主编龙晓英 978-7-117-1059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风病防治要览 王永炎著 978-7-117-1059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宛临床心电图学 主编陈新 978-7-117-1059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肌肉骨骼系统基础生物力学 原著Margareta Nordin, Victor H. 
Frankel

978-7-117-1060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剂学 主编许济群, 王绵之 978-7-117-1060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各家学说 主编裘沛然, 丁光迪 978-7-117-1060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天然药物化学图表解 主编舒晓宏, 高慧媛 978-7-117-1061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分析图表解 石娟主编 978-7-117-1061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临床护理常规 主编黄金, 姜冬九 978-7-117-106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061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外科 主编幕内雅敏，高山忠利 978-7-117-1061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帕金森病临床诊治手册 陈生弟主编 978-7-117-1062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重症医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062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图谱 主编王兴海, 原林编著 978-7-117-1063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证一得集 李士懋，田淑霄著 978-7-117-1063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右心疾病:基础与临床 程显声主编 978-7-117-1063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材薄屋色谱彩色图
集.第一册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著（Chinese 
pharmacopoeia commission）

978-7-117-1064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口腔科学,基础·总论卷 主编王翰章, 周学东 978-7-117-1064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痰瘀相关学说与疑难病治疗 于俊生编著 978-7-117-1065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基本功 王玉兴主编 978-7-117-1065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文化基本功 王玉兴主编 978-7-117-106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外循环灌注技术 主编龙村 978-7-117-1066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方临证答疑 王付编著 978-7-117-1067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心理救助:突发事件心理救
援与心理干预手册

刘新民主编 978-7-117-1067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皮激光椎间盘减压术 任龙喜主编 978-7-117-1067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肺吸虫病学 主编沈一平 978-7-117-1069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葡萄膜炎诊断与治疗 杨培增著 978-7-117-1069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管直肠良性疾病诊断与治疗新选择:肛管直
肠内超声图谱

G.A.Santoro，G.Di Falco原著 978-7-117-1070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膳学 马继兴著 978-7-117-1070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治疗的个体化:理论与实践 袁洪主编 978-7-117-1070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类风湿关节炎 栗占国，张奉春，鲍春德主编 978-7-117-1071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学 主编王新房 978-7-117-1071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健康与精神疾病 Dawn Freshwater原著 978-7-117-1071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奈特骨科疾病彩色图谱 Walter B. Greene原著 978-7-117-1072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足踝部骨折 原著George Gumann 978-7-117-1072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手术图谱 原著Kenneth J.Koval, Joseph 
D.Zuckerman

978-7-117-1072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膝关节韧带损伤修复与重建 主编刘玉杰, 敖英芳, 陈世益 978-7-117-1072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折分类手册 张长青，施慧鹏主编 978-7-117-1072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出生缺陷图谱 主编朱军，李胜利 978-7-117-1072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皮肤病学 原著Bernard A Cohen 978-7-117-1073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康复学
主编王茂斌, Bryan J. O`Young, 

Christopher D. Ward
978-7-117-1074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过量与中毒手册
原著Christopher H. Linden, James M. 

Rippe, Richard S. Irwin
978-7-117-1075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应
用指南

樊永祥主译 978-7-117-1077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口腔医学:infancy through 
adolescence

原著Jimmy R. Pinkham ... [等] 978-7-117-1079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龙治平疑难病验案与方论 龙治平著 978-7-117-1079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证备查中药500味 常章富编著 978-7-117-1081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疼痛医学原理与实践 原著Carol A. Warfield, Zahid H. Bajwa 978-7-117-1082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疾病CT诊断 主编梁长虹 978-7-117-1082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疑难病证治心悟:周平安临床经验辑要 周平安审定 978-7-117-1083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难经校释 南京中医学院校释 978-7-117-1083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脉经校释 校释单位福州市人民医院 978-7-117-1083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甲乙经校释.上册 山东中医医院校释 978-7-117-1083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甲乙经校释.下册 山东中医医院校释 978-7-117-1083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灵枢经校释 校释单位河北医学院 978-7-117-1084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2008版,肠外肠内营养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084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眼科词典 主编许时昭, 葛能洁, 徐承慧 978-7-117-1084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病理生理学 主编谭基明 978-7-117-1085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灵回归:违法犯罪心理访谈录 郑晓边主编 978-7-117-1085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肺复苏 原著Joseph P.Ornato, Mary Ann Peberdy 978-7-117-1086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病理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086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药彩色图谱 主编阎文玫 978-7-117-1087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临床实践手册
Michel E. Bertrand，Spencer B. King 

III原著
978-7-117-1087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Blackwell护理学词典:第2版
原著Dawn Freshwater, Sian E. Maslin-

Prothero
978-7-117-1087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Shields青光眼教科书 原著R. Rand Allingham ... [等] 978-7-117-1087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口腔科学,口内·修复卷 主编王翰章, 周学东 978-7-117-108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口腔科学,口外·正畸卷 主编王翰章, 周学东 978-7-117-1088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症肾脏病学 张训，侯凡凡主编 978-7-117-1089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上 张朝佑主编 978-7-117-1090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下 张朝佑主编 978-7-117-1090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合理用药指南 肖平田编著 978-7-117-1090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神经图谱:anatomie, clinique, 
imagerie

原著Dominique Doyon, Kathlyn Marsot-
Dupuch, Jean-Paul Francks

978-7-117-1091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技术药物 主编郭葆玉 978-7-117-1092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标志物 Alan H.B.Wu原著 978-7-117-1093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诸病源候论校释.上册 南京中医学院校释 978-7-117-1093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诸病源候论校释.下册 南京中医学院校释 978-7-117-1093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研究常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主编方肇勤 978-7-117-1093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康复医学 主编南登昆, 黄晓琳 978-7-117-1094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室检测指导手册 Merrily A.Kuhn原著 978-7-117-1094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盆部CT和MRI病例解析:a teaching file 原著Pablo R. Ros ... [等] 978-7-117-1094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内科病例分析:入门与提高 徐蔚海，赵重波主编 978-7-117-109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透析手册 梅长林，叶朝阳，戎殳主编 978-7-117-1097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多动障碍 主编李荐中 978-7-117-1098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食品标签用营养素参考数值 荫士安，杨月欣主编 978-7-117-1099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颜正华中药学讲稿 颜正华著 978-7-117-1099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颜正华中药学讲稿 颜正华著 978-7-117-1099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科研思路方法与程序 主编贲长恩 978-7-117-1099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学
原著Jaroslav F. Stark, Marc R. de 

Leval, Victor T. Tsang
978-7-117-1100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外科临床研究 主编唐汉钧 978-7-117-1100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温病学理论与实践 主编杨进 978-7-117-1101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腭裂语音治疗学 李宁毅主编 978-7-117-1101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直肠癌保肛手术 主编韩方海 ... [等] 978-7-117-1101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镇痛药研究方法学 主编洪庚辛 978-7-117-1107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证备查方剂500首 樊巧玲主编 978-7-117-1107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校释.上册 山东中医学院, 河北医学院校释 978-7-117-1107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骨科诊疗手册 Mark Dutton原著 978-7-117-1107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默克诊疗手册.上册 Mark H. Beers主编 978-7-117-110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默克诊疗手册.下册 Mark H. Beers主编 978-7-117-110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肥胖的预防及治疗 李榴柏编著 978-7-117-1110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薪火传承,永炎篇 王玉来，张允岭主编 978-7-117-1110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血吸虫病学 主编任光辉 978-7-117-1111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支气管肺泡癌 乔贵宾，曾伟生，钟文昭主编 978-7-117-1111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文献信息获取与利用 主编蒋永光 978-7-117-1111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炮制学专论 主编蔡宝昌, 龚千锋 978-7-117-1111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 王滨有，李枫主编 978-7-117-1111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校释.下册 山东中医学院, 河北医学院校释 978-7-117-1112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病中医辨治新探 何立群编著 978-7-117-1112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妇科临床研究 主编肖承悰 978-7-117-1112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折诊治失误分析及对策 张根民编著 978-7-117-1112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病治疗技术 主编熊利泽 978-7-117-1113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外科手术麻醉 主编李立环 978-7-117-1113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学临床研究 主编王玲玲 978-7-117-1113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外科及泌尿外科手术麻醉 主编郭曲练 978-7-117-1114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心血管外科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114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实用药物手册 刘华钢主编 978-7-117-1114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费兆馥中医诊断学讲稿 费兆馥著 978-7-117-1114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麻醉基本技术 主编姚尚龙 978-7-117-1114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命机能监测 主编岳云 978-7-117-1115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术期麻醉药物治疗学 主编徐康清, 冯霞 978-7-117-1115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临床研究 主编施杞, 王和鸣 978-7-117-1116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道疾病急症的处理 主编姚彬 978-7-117-1116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工作规范管理流程手册 主编丁淑贞 978-7-117-1116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证中医药临床研究方法 主编刘建平 978-7-117-1116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整形外科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116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张其成主编 978-7-117-1117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难经理论与实践 主编烟建华 978-7-117-1117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奇经八脉证治发挥 孙朝宗，孙梅生主编 978-7-117-1117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古代漢語 許敬生主编 978-7-117-1117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关节解剖与疾病影像诊断 主编王子轩 ... [等] 978-7-117-111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小儿脑瘫按摩与训练 徐明成编著 978-7-117-1119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内镜外科学 主编王跃建, 虞幼军 978-7-117-1119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肠道溃疡性疾病 主编钟英强 ... [等] 978-7-117-1119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 孙广仁主编 978-7-117-1119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内科中西医结合治疗 王居祥主编 978-7-117-1120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医师指导手册 Lynn Fitzgerald Macksey原著 978-7-117-1120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Benumof气道管理学 原著Carin A. Hagberg 978-7-117-1120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骼疾病的临床与生化 Roger Smith，Paul Wordsworth原著 978-7-117-1121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肩肘手外科学:骨科核心知识
原著Thomas E. Trumble, Jeffrey E. 

Budoff, Roger Cornwall
978-7-117-1121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折手册
John A. Elstrom，Walter W. Virkus，

Arsen M. Pankovich原著
978-7-117-1121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原理:药物治疗学的病理生理基础 原著David E. Golan ... [等] 978-7-117-1121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髋关节置换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 主编Vincent D. Pellegrini, 邱贵兴 978-7-117-1122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近视眼学 主编胡诞宁 ... [等] 978-7-117-1122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决策信息管理 刘朝杰，Heather Grain主编 978-7-117-1123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不孕与不育 罗丽兰主编 978-7-117-1124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T细胞受体的研究和应用 主编李扬秋 978-7-117-1124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古籍校读法 主编段逸山 978-7-117-1124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垂体腺瘤手术图谱 王任直等著 978-7-117-1124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现场调查技术与统计分析 主编郭秀花 978-7-117-1124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精要
原著Neville F. Hacker, J. George 

Moore, Joseph C. Gambone
978-7-117-1125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介入治疗 主编葛均波 978-7-117-1125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异体肢体移植 主编裴国献 978-7-117-1125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宽QRS波心动过速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黄元铸，邹建刚主编 978-7-117-1126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历代名方 连建伟编著 978-7-117-1126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热点问题 主编姚婉贞, 孙德俊 978-7-117-1127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淋巴瘤
原著Howard J. Weinstein, Melissa M. 

Hudson, Michael P. Link
978-7-117-1127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微创技术案例评析 刘联群主编 978-7-117-1127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骼肌肉系统影像诊断手册 原著Thomas H. Berquist 978-7-117-1128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志远临证七十年碎金录 张志远著 978-7-117-1128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外伤 主编龚怡 978-7-117-1129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儿科临床研究 主编汪受传, 俞景茂 978-7-117-1129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医碑传集 方春杨编著 978-7-117-1129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制剂注解 主编何仲贵 978-7-117-1129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毒急危重症诊断治疗学 主编菅向东, 杨晓光, 周启栋 978-7-117-1130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功能检查实用指南 郑劲平，高怡主编 978-7-117-1130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肿瘤学 主编储大同 978-7-117-1130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病诊治与单验方 贝新法，江凤鸣，贝芹编著 978-7-117-1130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国三临证经验集 刘玉洁，蔡春江主编 978-7-117-1130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外循环原理与实践
Glenn P. Gravlee ... [等] 原著 ; 姚尚

龙，龙村主译
978-7-117-1131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肩关节镜学
James E. Tibone，Felix H. Savoie III，

Benjamin S. Shaffer原著
978-7-117-1131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关节炎:诊断与治疗 主编施桂英, 栗占国 978-7-117-1131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治疗学 主编孙宁玲 978-7-117-1132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危重症监护 原著Allan H. Ropper ... [等] 978-7-117-1133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病早期症状中西医防治问答 孙升云著 978-7-117-1133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源性寄生虫病图释 主编林金祥...[等] 978-7-117-1133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卫生服务规范管理 主编刘子民, 程繁银, 张玺春 978-7-117-1134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卫生“六位一体”服务解读 主编马文元, 曹建波, 于彤 978-7-117-1134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移植治疗学
主编张小东, (日) Kazunari Tanabe, 

Arthur J. Matas
978-7-117-1134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条例》与《护士守则》问答读本 主编姜小鹰 978-7-117-1134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并发症
原著Emilio B. Lobato, Nikolaus 
Gravenstein, Robert R. Kirby

978-7-117-1134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焦虑、恐惧和恐怖的认知行为集体治疗 Tian P. S. Oei原著 978-7-117-1134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现代启示录 主编吴群红 978-7-117-1135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癌射频消融:基础与临床 主编陈敏华, S. Nahum Goldberg 978-7-117-1137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证家珍集要 刘善锁著 978-7-117-1137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通外科腹腔镜手术操作规范与指南 主编郑民华 978-7-117-1137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手足口病防治知识 徐子刚编著 978-7-117-1137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移植病理学 主编陈实, 郭晖 978-7-117-1138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阜外心电图运动试验 主编方丕华 978-7-117-1138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诊断学手册 原著Donald E. Greydanus [等] 978-7-117-1138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咨询技术与方法 主编马莹, 顾瑜琦 978-7-117-1138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护理学会百年史话:1909-2009 李秀华，郭燕红主编 978-7-117-1139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阴疾病图谱 原著Edward J. Wilkinson, I. Keith 
Stone

978-7-117-1139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源性疾病暴发:调查和控制指南 主译周祖木，仝振东 978-7-117-1139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心律失常药物临床指南 Richard N. Fogoros原著 978-7-117-1139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青少年心理创伤干预指导 主编静进 978-7-117-1140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西医综合考试大纲与历年真题“1对1”
解析

卫生部教材办公室考试用书专家组编写 978-7-117-1140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正畸病例集 主编傅民魁 ... [等] 978-7-117-1141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鼻内镜外科学技术及应用 主编李源 978-7-117-1141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医大师 王国强主编 978-7-117-1141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路志正医林集腋 路志正编著 978-7-117-1141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邓铁涛医案与研究 邱仕君主编 978-7-117-1142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朱良春医论集 朱良春著 978-7-117-1142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抑郁障碍的抗抑郁药物治疗和其他治疗 国际神经精神药理学会特别工作组[编] 978-7-117-1142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及听力初级保健教材,基础读本 世界卫生组织原著 978-7-117-1142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及听力初级保健教材:学生读本 原著世界卫生组织 978-7-117-1142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及听力初级保健教材:中级读本 原著世界卫生组织 978-7-117-1142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及听力初级保健教材:高级读本 原著世界卫生组织 978-7-117-1142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自然辩证法概论 主编张宗明 978-7-117-1143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晶状体屈光手术学 主编张振平 978-7-117-1143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营养学 主编张爱珍 978-7-117-1143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临床操作手册 主编李仲智, 申昆玲 978-7-117-1143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各家学说专论 主编鲁兆麟 978-7-117-1143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剂学专论 主编张兆旺 978-7-117-1144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外科手术学 主编王果, 李振东 978-7-117-1144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裴福兴 978-7-117-1144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关节镜手术学 主编陈启明 978-7-117-1145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养生保健研究 主编谭兴贵 978-7-117-1145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耳鼻喉口腔皮肤科诊疗常规 主编李仲智, 申昆玲 978-7-117-1146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临床服务与疑难精解 主编刘新春, 米文杰, 马亚兵 978-7-117-1146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资源学专论 主编万德光, 王文全 978-7-117-1146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皮肤病学基础.上册 主编张学军, 刘维达, 何春涤 978-7-117-1147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皮肤病学基础.下册 主编张学军, 刘维达, 何春涤 978-7-117-1147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与脊髓影像诊断学
原著J. W. M. Van Goethem, L. van den 

Hauwe, P. M. Parizel
978-7-117-1147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 主编张树生 978-7-117-115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200句六语种互译手册:中、英
、法、西、德、日

彭幼清主编 978-7-117-1150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急诊手册 Steven A. Haist，John B. Robbins原著 978-7-117-1150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内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申昆玲 978-7-117-1150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微创外科治疗学 原著Mark A. Talamini 978-7-117-1151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时珍脉象学习图谱 李申清，余海根，王义编著 978-7-117-1151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眼科临床研究 主编段俊国 978-7-117-1151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科常见病用药处方分析 蔡映云，吕迁洲主编 978-7-117-1151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内科常见病用药处方分析 王玉平主编 978-7-117-1151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用药选择 主编段慧灵, 段文若, 赵旭传 978-7-117-1151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与骨伤科中成药合理应用手册 朱立国，于杰主编 978-7-117-1152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中成药合理应用手册 孙轶秋主编 978-7-117-1152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理论与实践 主编张家礼, 陈国权 978-7-117-1152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神经:基础与临床 Linda Wilson-Pauwels[等]主编 978-7-117-1152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师工作指南 主编高清芳, 刘高峰, 颜青 978-7-117-1152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诊疗常规 北京儿童医院编 978-7-117-1153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 主编叶进 978-7-117-1153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韩德民 978-7-117-1153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医风湿病学 王承德，沈丕安，胡荫奇主编 978-7-117-1153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邓铁涛审定中医简便廉验治法 邓中光，陈安琳，郑洪整理 978-7-117-115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在疾病防治中的临床应
用: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153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节肢动物学 主编李朝品 978-7-117-1154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神经药理学 主编张庆柱 978-7-117-1154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大成校释 张缙主编 978-7-117-1154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住院医师手册
Haresh Kirpalani, Aideen M. Moore, Max 

Perlman原著
978-7-117-1154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专科护理培训指导 主编苏兰若, 李丹 978-7-117-1154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常用药物的联用与辅用 孟瑞雪，高淑丽，樊德厚主编 978-7-117-1155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瓷修复技术 万乾炳主编 978-7-117-1155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科临床规范化操作图谱 主编余擎 978-7-117-1155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Topol心血管病学 原著Eric J. Topol ... [等] 978-7-117-115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晶型药物 主编吕扬, 杜冠华 978-7-117-1157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内分泌系统疾病用药指导 苗志敏主编 978-7-117-1157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每日头痛诊断与处置
Peter J. Goadsby，Stephen D. 

Silberstein，David W. Dodick主编
978-7-117-1157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器械管理手册 主编张锦 978-7-117-1157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科少见病例 张微微，戚晓昆主编 978-7-117-1157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学与你:一本通俗的心理学导论 Julia C.Berryman[等]原著 978-7-117-1157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剂学新思维 邢斌著 978-7-117-1158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胆道外科 主编二村雄次 978-7-117-1159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经 主编翟双庆 978-7-117-1159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医院信息系统 主编金新政 978-7-117-1159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护士手册 主编席淑新 978-7-117-1159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 原著Ronald G. Davidson 978-7-117-1160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超声学 原著Peter W. Callen 978-7-117-1160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用药指导 隋忠国主编 978-7-117-1161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分析信息学及应用 吴玉田，柴逸峰主编 978-7-117-1161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达拉斯鼻整形术:大师的杰作.下卷
原著Jack P. Gunter, Rod J. Rohrich, 

William P. Adams
978-7-117-1162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护士手册 主编席淑新 978-7-117-1163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阴道手术学 主编刘新民, 万小平 978-7-117-1163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干脊髓连续切片图谱 王云祥, 张雅芳编著 978-7-117-1163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腰背部疼痛常见问题解答 原著David R. Gutknecht 978-7-117-1164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磁共振成像临床应用入门 靳二虎主编 978-7-117-1164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病常用中药 张晓杰主编 978-7-117-1164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肩关节外科学原理与实践: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原著Frederick A. Matsen Ⅲ, Steven B. 
Lippitt

978-7-117-1165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中成药合理应用手册 张婷婷主编 978-7-117-1165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儿科腹部超声诊断学 贾立群, 王晓曼著 978-7-117-1165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营养治疗学 郭姣主编 978-7-117-1166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中的长寿之道 张焱编著 978-7-117-1166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腹泻病学 主编方鹤松 978-7-117-1166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癌根治术图谱 原著笹子三津留, 垣添忠生 978-7-117-1166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药物的安全应用 李德爱, 周大勇主编 978-7-117-1167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对 刘家骅编著 978-7-117-1167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脉诊知识 费兆馥, 许家佗编著 978-7-117-1167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足踝外科手术学 王正义主编 978-7-117-1167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哮喘手册 主编沈华浩 978-7-117-1168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IgA肾病 主编史伟 978-7-117-1168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光谱分析 主编张正行 978-7-117-1174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压氧治疗学 主编肖平田 978-7-117-1174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药材经验鉴别 郝近大编著 978-7-117-1175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明智养生 理性保健 朱明德编著 978-7-117-1175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情感障碍 主编李功迎 978-7-117-1175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波特急诊与重症监护指导手册 William Porter原著 978-7-117-1176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现代生物技术 主编胡之璧 978-7-117-1176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应用分子生物学 李昭鋐 (美) 978-7-117-1176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常见疼痛 刘怀清，卢建明，刘祥平主编 978-7-117-1176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实用手册 黄浩，成翼娟主编 978-7-117-1176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营养师手册 主编蔡东联 978-7-117-1177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鉴定学专论 主编康廷国 978-7-117-1178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按摩心悟 爱新觉罗·宝辉著 978-7-117-1178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哈里森风湿病学 主编Anthony S. Fauch, Carol A. 
Langford

978-7-117-1178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颈椎外科学 主编贾连顺, 袁文 978-7-117-1178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症状与体征
原著Scott Kahan，Redonda Miller，Ellen 

G. Smith
978-7-117-1179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对比临床应用 主编龚洪翰 978-7-117-1179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β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的规范使用 胡大一，严晓伟主编 978-7-117-1181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结核药品不良反应诊疗手册 肖东楼，马玙，朱莉贞主编 978-7-117-1182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伤科典籍 赖镭成, 赖嘉凌编著 978-7-117-1182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Harley小儿眼科学 原著Leonard B. Nelson, Scott E. 
Olitsky

978-7-117-1182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 主编王庆其 978-7-117-1182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伤杂病临床研究 主编金实 978-7-117-1182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胆石病的诊断与治疗:Basic science, 
current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原著Giuseppe Borzellino, Claudio 
Cordiano

978-7-117-1183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论文英文摘要写作 主编李朝品 978-7-117-1184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学术成功起步:研究·写作·演讲
Reginald C. Tsang，William Oh，Lynda 

L. Price原著
978-7-117-1184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案例分析500例 主编赵志刚 978-7-117-1184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局部和系统体征彩色图谱 Franklin B. Saksena原著 978-7-117-1185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髋关节影像诊断学 主编黄耀华 978-7-117-1185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住院医生临床手册 许树强，王文跃主编 978-7-117-1186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学.上 陈灏珠，林果为主编 978-7-117-1186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学.下 陈灏珠，林果为主编 978-7-117-1186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数字人体解剖与内镜超声 原著Manoop S. Bhutani, John C. Deutsch 978-7-117-1186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抑郁症常见问题解答
Susan L. Paolucci，Stephen J. Paolucci

原著
978-7-117-1187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超声与病理 主编严松莉 978-7-117-1187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科手术学:世纪版
原著Thomas F. Baskett, Andrew A. 
Calder, Sabaratnam Arulkumaran

978-7-117-1188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心脏病学 主编马长生 ... [等] 978-7-117-1189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椎间盘源性疼痛微创治疗学 主编张德仁, 任龙喜, 宋文阁 978-7-117-1189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类风湿关节炎:常见问题解答 Eric D. Newman，Cynthia K. Matzko原著 978-7-117-1189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精神病学 主编胡泽卿 978-7-117-1190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临床学 主编刘技辉 978-7-117-1190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学概论 主编丁梅 978-7-117-1190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汤益明临证经验精粹 汤益明，杨宁编著 978-7-117-1190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刑事科学技术 主编李生斌, 万立华 978-7-117-1191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护理技术实践指导及习题集 李晓松主编 978-7-117-1191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谢幸 978-7-117-119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神经母细胞瘤 主编张锦华 978-7-117-1191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力衰竭实用治疗策略:a practical 
approach to treatment

原著William T. Abraham, Henry Krum 978-7-117-1191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药临床研究常见问题 主编赵戬 978-7-117-1192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中药药对分析与应用 李贵海，涂晓龙主编 978-7-117-1192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科常用药物的联用与辅用 主编殷立新, 张力辉 978-7-117-1192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基于临床病例的诊治析评 主编王辰, 曹彬 978-7-117-1193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科常用药物的联用与辅用 主编王淑梅，张晓岚，王川平 978-7-117-119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影像学 主编周伟生 978-7-117-1193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科常用药物的联用与辅用 主编张志清 978-7-117-1193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膜疾病手册 施焕中主编 978-7-117-1193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病理学 主编赵子琴 978-7-117-1193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物证学 主编侯一平 978-7-117-1193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毒理学 主编刘良 978-7-117-1194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毒物分析 主编廖林川 978-7-117-1194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病学 主编William F. Kern 978-7-117-119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状动脉分叉病变介入治疗技术 主编陈绍良, 高润霖 978-7-117-1194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理学专论 主编沈映君 978-7-117-1194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直肠癌诊断、治疗与康复新进展 Gian Gaetano Delaini原著 978-7-117-1194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嘌呤能信号转导的功能与疾病 主编梁尚栋 978-7-117-1195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法学 主编丛斌, 常林 978-7-117-1195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人类学 主编张继宗 978-7-117-1196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见细菌、真菌鉴定手册 陈瑜主编 978-7-117-1196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方法确认与性能验证 王治国主编 978-7-117-119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耳鼻咽喉科临床研究 主编王士贞 978-7-117-1196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急诊医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196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菲根鲍姆超声心动图学
原著Harvey Feigenbaum, William F, 

Armstrong, Thomas Ryan
978-7-117-1197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寄生虫检验学 张进顺， 高兴政主编 978-7-117-1197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细胞癌 W. Y. Lau原著 978-7-117-1198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外感病证临床研究 主编吴银根, 黄永生 978-7-117-1198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辅助生殖技术与精子库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198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毒性出血热 主编罗端德, 易建华 978-7-117-1198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科常用药物的联用与辅用 主编丰艳梅, 殷立新 978-7-117-1198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内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康健 978-7-117-1200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量表手册 主编张婧 978-7-117-1200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重症监护与治疗手册 主编刘丽萍, 杨中华 978-7-117-1200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卒中单元操作手册 主编赵性泉 978-7-117-1200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临床检查与诊断手册 主编董可辉 978-7-117-1200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国际疾病分类手册 主编董可辉 978-7-117-1200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危重症监护诊疗与护理 主编吴本清 978-7-117-1200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理论与实践 主编郝万山, 李赛美 978-7-117-1201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学 原著Michael J. Murphy, Ronald L. Cowan 978-7-117-1201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美容激光与光子治疗 周展超主编 978-7-117-1201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家庭医学 原著Martin S. Lipsky, Mitchell S. King 978-7-117-1202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临床妙用锦囊 楼锦英编著 978-7-117-1202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生酮饮食疗法:一种针对小儿和其他类癫
痫患者的治疗方法

原著John M. Freeman ... [等] 978-7-117-1203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急诊临床研究 主编姜良铎 978-7-117-1203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释要 主编陈仁旭 978-7-117-1203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用植物学 杜泽乡主编 978-7-117-1204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医学 原著Nathan W. Mick ... [等] 978-7-117-1204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癌症筛查及早诊早治技术方案:试行 董志伟主编 978-7-117-1204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儿科学 主编汪受传 978-7-117-1204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百药鉴别 赵中振，李应生主编 978-7-117-1204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眶病诊疗手册 主编肖利华 978-7-117-1205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疾病营养学 何志谦编著 978-7-117-1205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托:临床应用指南 Scott A. Farrell主编 978-7-117-1205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病诊断与鉴别诊断图谱 吴晓芝主编 978-7-117-1205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技术 主编李晓捷 978-7-117-1206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专论 主编郭霞珍 978-7-117-1206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温病学 主编谷晓红, 沈庆法 978-7-117-1206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 主编李赛美 978-7-117-1206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汉英医学寄生虫学词汇 主编余森海 978-7-117-1206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卫生化学 主编杜晓燕 ... [等] 978-7-117-1207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有机化合物光谱解析 吴立军编著 978-7-117-1207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保健食品功效成分检测技术与方法 主编马双成, 魏锋 978-7-117-1207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心血管疾病护理 主编杨丽娟 978-7-117-1207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影像与病理诊断 主编孔祥泉, 杨秀萍, 查云飞 978-7-117-1208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用药指导 田字彬主编 978-7-117-1209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精神药物学 主编王来海, 吕路线 978-7-117-1209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自身抗体
原著 (以) Yehuda Shoenfeld, (美)M. 

Eric Gershwin, (意) Pier Luigi Meroni
978-7-117-1209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吸虫病实用防治技术 李岳生主编 978-7-117-1209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医学与康复秘要
原著Bryan J. O`Young, Mark A. Young, 

Steven A. Stiens
978-7-117-1210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伤害预防与急救 主编张佩斌, 朱宗涵, Joan Ozanne-Smith 978-7-117-1210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实践2009:新进展与临床案例 主编胡大一, 马长生 978-7-117-1210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常见病用药处方分析 张七一，宋文宣，张维君主编 978-7-117-1211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脑电图图谱 刘晓燕编著 978-7-117-1211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风湿病学 主编叶志中, 李博, 何伟珍 978-7-117-1212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舒张性心衰的新理念 郭继鸿著 978-7-117-1212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起搏与除颤 吕斐，张澍主编 978-7-117-1212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咽鼓管:结构、功能及在中耳炎中的作用 (美)Charles D. Bluestone著 978-7-117-1213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经临床医学 王庆其主编 978-7-117-1213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肝病中西医结合治疗学 潘志恒，赵志新主编 978-7-117-1213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护理手册 主编陈燕燕 978-7-117-1213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科常见病用药处方分析 于世英，李德爱主编 978-7-117-1213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孟澍江温病学讲稿 孟澍江著 978-7-117-1213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前超声诊断常见问题思考策略 原著Basky Thilaganathan [等] 978-7-117-1214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病理学 主编龚西騟, 丁华野 978-7-117-1214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系统症状鉴别诊断学 主编程德云 978-7-117-1214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感染药物合理应用 主编王海生 978-7-117-1215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急症救护模拟训练手册 主编Anne R.Hansen … [等] 978-7-117-1215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门纯德中医临证要录 门纯德著 978-7-117-1215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低视力患者生存质量与康复 孙葆忱主编 978-7-117-1216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
J.Richard Bowen，Anastacio Kotzias-

Neto原著
978-7-117-1216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和肝脏疾病治疗学 主编Theodore M. Bayless Anna Mae Diehl 978-7-117-1216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激光医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216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运动控制原理与实践
原著Anne Shumway-Cook, Marjorie H. 

Woollacott
978-7-117-1216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脂异常和动脉粥样硬化精粹
Christie M. Ballantyne，James H. 
O`Keefe，Antonio M. Gotto原著

978-7-117-1216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治法与方剂 陈潮祖著 978-7-117-1217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农村中医临床顾问 张奇文，朱鸿铭编著 978-7-117-1217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儿科营养 主编Berthold Koletzko 978-7-117-1217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信息学概论 董建成主编 978-7-117-1217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干细胞调控与癌变 李连宏[等]主编 978-7-117-1217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前列腺相关疾病 王汝龙，那彦群主编 978-7-117-1217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名家中医温病汇讲 方药中，许家松编 978-7-117-1217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性学
原著Jerrold S. Greenberg, Clint E. 

Bruess, Sarah C. Conklin
978-7-117-1218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呼吸系统卷 主编李铁一 978-7-117-1218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心血管药物学 主编宋文宣, 李德爱 978-7-117-1218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感染性疾病的临床用药 主编殷立新, 张志清 978-7-117-1218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病毒性疾病 主编刘克洲, 陈智 978-7-117-1218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眼科学 主编刘家琦, 李凤鸣 978-7-117-1220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腹腔镜手术并发症防治: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李光仪著 978-7-117-1221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病理生理学 主编肖海鹏, 杨惠玲 978-7-117-1223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默克患者症状手册:病因、评估和治疗的简明
实践指南

Robert S. Porter主编 978-7-117-1225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2009 侯岩，胡国臣主编 978-7-117-1225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中医优势病种治法集粹 王英，盛增秀主编 978-7-117-1226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与软组织肿瘤疑难病例影像诊断 主编陈建宇, 刘斯润 978-7-117-1228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药大胜局:医药企业管理案例与评析 主编李金良 978-7-117-1228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病理学图鉴 主编竞花兰, 利焕祥 978-7-117-1228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内科常见病用药处方分析 程庆砾，史伟，郭代红主编 978-7-117-1228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颈癌 赵霞主编 978-7-117-1229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学 原著Robert R. Gaiser 978-7-117-1229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务人员心理健康指导 李晓雯，韩秀华主编 978-7-117-1230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市场营销案例 主编钟明炼 978-7-117-12301-3 人民出版社

中医心神学说与临床 江妙津著 978-7-117-1230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口腔微生物学图谱 主编肖丽英, 肖晓蓉 978-7-117-1230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华法林抗凝治疗临床药师指导手册 葛卫红主编 978-7-117-1231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学前沿进展 主编曹雪涛 978-7-117-1231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麻醉学 菲德瑞克 ·西贝尔原著 978-7-117-1231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症肌无力中医实践录 李广文著 978-7-117-1231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周围血管介入治疗 原著Krishna Kandarpa 978-7-117-1232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联用宜忌速查手册 主编张志清 978-7-117-1232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嗅觉基础与临床 倪道凤主编 978-7-117-1232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伯讷中医学基础讲稿 张伯讷著 978-7-117-1232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Wintrobe临床血液病学图谱
原著Doualas C. Tkachuk, Jan V. 

Hirschmann
978-7-117-1232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药理学与药物治疗学 主编张洪泉 978-7-117-1233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分离原理与技术 郭立玮编著 978-7-117-1233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学大辞典 《中国药学大辞典》编委会编写 978-7-117-1233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流行病学词典 主编施侣元, 李立明 978-7-117-1234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颈淋巴结转移癌临床:经典与现代理念 主编屠规益, 唐平章, 徐震纲 978-7-117-1234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临床研究进展 主编王彤 978-7-117-1235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药理学与生理学手册
Robert K. Stoelting，Simon C. Hillier

原著
978-7-117-1235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神经病学诊断与治疗 原著R. Douglas Collins 978-7-117-1235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科显微手术 葛贤锡，葛能泓，邵维如主编 978-7-117-1235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前房角图谱:[中英文本] 黄秀贞主编 978-7-117-1235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统计学基础
原著Geoffrey R. Norman，David L. 

Streiner
978-7-117-1235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婴儿营养原理与实践 Reginald C. Tsang ...[等]原著 978-7-117-1236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精神病学 翟金国，陈敏主编 978-7-117-1236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意外 主编王世泉, 王明山 978-7-117-1236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核医学 Abdelhamid H.Elgazzar原著 978-7-117-1236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医学寄生虫学 主编 (美) Lynne Shore Garcia 978-7-117-1236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鉴定新技术新方法及其应用 主编黄璐琦, 胡之璧 978-7-117-1237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小儿呼吸病学 主编江载芳 978-7-117-1238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流派概论 魏稼，高希言主编 978-7-117-1239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持续状态的诊断和治疗 王学峰，肖波，洪霞主编 978-7-117-1239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视路疾病基础与临床进展 主编童绎, 魏世辉, 游思维 978-7-117-1239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龚士澄临证医案选 龚士澄著 978-7-117-1239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谚语集成 王绪前编著 978-7-117-1241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心理学 沈雁英主编 978-7-117-1242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危重症实战攻略:评价、推断、决策、反思 孟新科，潘景业主编 978-7-117-1243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美沙酮与丁丙诺啡治疗指导手册:methadone 
and buprenorphine

孙丽丽[等]翻译 978-7-117-1243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评价指导手册 主编杨克虎 978-7-117-1243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实用中药药理手册.2009 梅全喜主编 978-7-117-1244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
原著Eric H. Awtry, Cathy Jeon，Molly 

G. Ware
978-7-117-1244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肾脏病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244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咨询理论研究 编著马莹 978-7-117-1245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的免疫预防 编著迮文远, 陈海平, 宋继萍 978-7-117-1246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3.0T磁共振临床扫描指南 主编龚启勇, 宋彬 978-7-117-1246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化学实验方法学 主编徐文方 978-7-117-1246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毒学与医院感染学英汉·汉英词典 主编陈昭斌 978-7-117-1246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心理学临床研究 主编何裕民 978-7-117-1246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实验方法学 主编魏伟, 吴希美, 李元建 978-7-117-1247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见非合理用药 主编张安年, 张慧颖 978-7-117-1247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疑难病例影像诊断 主编黄穗乔, 黄力 978-7-117-124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要双语人体解剖学 车向新主编 978-7-117-1249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骨科学,手外科卷 总主编邱贵兴, 戴尅戎 978-7-117-1249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骨科学,足踝外科卷 总主编邱贵兴, 戴尅戎 978-7-117-1249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店店长手册 陈玉文主编 978-7-117-1249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与心血管疾病现代治疗学 主编Emile R. Mohler, Raymond R. 
Townsend

978-7-117-1249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吸虫病及血吸虫病防治的社会学:导论与文
献评析

杨国静主译 978-7-117-1250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名家中医基础汇讲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编 978-7-117-1250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药物治疗学:principles and practice 主编唐仕波, 唐细兰 978-7-117-1250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引导下脊柱介入治疗 原著John M. Mathis 978-7-117-1250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煎服法图解 主编吴伟 978-7-117-1250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腺肿瘤外科学
原著Shailesh V. Shrikhande, Helmut 

Friess, Markus W. Buchler
978-7-117-1251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2009年版 基层部分,化
学药品和生物制品

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编委会主编 978-7-117-1251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急诊医学 赵祥文主编 978-7-117-1251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骨科学,运动创伤卷 总主编邱贵兴, 戴尅戎 978-7-117-1251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鉴定研究方法学 主编张贵君 978-7-117-1252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标本采集送检手册 童明庆主编 978-7-117-1252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丁运良主编 978-7-117-1252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物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王学民主编 978-7-117-1252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中药标准物质分析图谱 马双成，钱勇，谢天培主编 978-7-117-1252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骨折临床分型 Seyed Behrooz Mostofi原著 978-7-117-1253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皮肤性病诊断与治疗 主编冉玉平 978-7-117-1253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腔内超声诊断图谱 主编孙鲲 978-7-117-1253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磁共振导引微创诊疗学 主编李成利, 武乐斌, 吕玉波 978-7-117-1253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第6集 王永炎，陶广正主编 978-7-117-1253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语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段晓静主编 978-7-117-1253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静脉用药调配方法与配伍禁忌速查手册 张峻主编 978-7-117-1254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心脏外科学 主编刘中民, Roland Hetzer, 翁渝国 978-7-117-1254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运动疗法应用研究进展 主编胡永善 978-7-117-1254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名著30种 主编余瀛鳌 978-7-117-1254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急症
原著Markus Hohenfellner, Richard A. 

Santucci
978-7-117-1254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第1集 董建华主编 978-7-117-1254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基础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陈吴兴主编 978-7-117-1255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姜凤良，许正敏主编 978-7-117-1255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经》临证温课与辅导 黎敬波编著 978-7-117-1255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店店员手册 陈玉文主编 978-7-117-1255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晕厥临床案例解析 Roberto Garcia-Civera[等]原著 978-7-117-1256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标准拔牙手术图谱 主编胡开进 978-7-117-1256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楼渝英主编 978-7-117-1256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旅行医学与健康手册
Robert Steffen，Herbert L. DuPont，

Annelies Wilder-Smith主编
978-7-117-1256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医学成像导读,中枢神经系统分册 总主编祁吉 978-7-117-1256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应用解剖学实物图谱 主编纪荣明, 丁光辉 978-7-117-1256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部应用解剖学实物图谱 主编纪荣明 978-7-117-1256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部应用解剖学实物图谱 主编纪荣明 978-7-117-125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盆部、会阴和脊柱区应用解剖学实物图谱 主编纪荣明 978-7-117-1257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四肢应用解剖学实物图谱 主编纪荣明 978-7-117-125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古今药方纵横.上 曲京峰，赵兴连，韩涛主编 978-7-117-1257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古今药方纵横.下 曲京峰，赵兴连，韩涛主编 978-7-117-1257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彭波主编 978-7-117-1257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费舍尔接触性皮炎
主编Robert L. Rietschel, Joseph F. 

Fowler
978-7-117-1258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中药制剂设计理论与实践 侯世祥主编 978-7-117-1258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界 易利华编著 978-7-117-1258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技术 主编李继承 978-7-117-1259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化生恐怖医学应对处置 邹飞，万成松主编 978-7-117-1259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肾衰竭 主编陈孝文, 刘华锋 978-7-117-1259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化学专论 主编匡海学 978-7-117-1260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第3集 董建华，王永炎主编 978-7-117-1260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屈光不正的手术治疗
Jean-Jacques Saragoussi，Jean-Louis 

Arne原著
978-7-117-1260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创伤康复学 主编舒彬 978-7-117-1261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内科常用药物的联用与辅用 主编党瑜华, 孙国举, 刘辉 978-7-117-1261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攻克CTO:慢性完全闭塞冠状动脉病变介入治
疗

韩雅玲, 吕树铮, (日) 土金悦夫主编 978-7-117-1261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刘文庆，吴国平主编 978-7-117-1261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瘫痪康复 主编燕铁斌, 窦祖林, 冉春风 978-7-117-1261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SPECT与γ照相机质量控制及参考规程 赵德善，张承刚主编 978-7-117-1262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治疗学 主编孙明, 杨侃 978-7-117-1262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妇产科护理模式 主编周昌菊 ... [等] 978-7-117-1262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术中经食管超声心动图 原著Robert M. Savage, Solomon Aronson 978-7-117-1262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与糖尿病 主译王吉云 978-7-117-1262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药物治疗案例评析 丁强主编 978-7-117-1263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第4集 董建华，王永炎主编 978-7-117-1263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静脉用药调配与使用指南 主编吴永佩, 焦雅辉 978-7-117-1263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保健工作手册 主编刘晓丹 978-7-117-1263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保健工作手册 主编刘晓丹 978-7-117-1263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内科常用药物的联用与辅用 主编刘皋林, 袁伟杰 978-7-117-1263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输血质量管理 主编杨江存, 曹晓莉 978-7-117-1263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美容口腔医学 主编韩科, 刘峰 978-7-117-1264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粹.第5集 王永炎，陶广正主编 978-7-117-1264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
原著David L. Streiner, Geoffrey R. 

Norman
978-7-117-1264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甲乙经理论与实践 主编李鼎 978-7-117-1264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女保健工作手册 刘晓丹主编 978-7-117-1264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计划生育工作手册 刘晓丹主编 978-7-117-1264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灾害儿科学 原著Stephen Berman 978-7-117-1264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内固定物及假体影像学 原著Thomas H. Berquist 978-7-117-1265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外科手术图谱.上卷 John L. Cameron，Corinne Sandone原著 978-7-117-1265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英汉药物词汇 主编王在震 ... [等] 978-7-117-1265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李兰娟 978-7-117-1265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外科手术图谱 原著J. S. P. Lumley, J. J. Hoballah 978-7-117-1265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寄生虫病学 主编闻礼永 978-7-117-1265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病学实用手册:30天速成
Robert F. Reilly，Mark A. Perazella原

著主编
978-7-117-1265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解剖学 主编王启华 978-7-117-1265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骨科治疗学 原著Letha Yurko Griffin 978-7-117-1266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与眼眶疾病超声诊断 主编孙丰源, 宋国祥 978-7-117-1266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单味中药超微配方颗粒的质量标准研究 主编蔡光先, 杨永华 978-7-117-1266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常见疾病彩色图谱
原著Robert P. Langlais, Craig S. 

Miller, Jill S. Nield-Gehrig
978-7-117-1266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进展与争
议:neonatology questions and 

controversies

原著Eduardo Bancalari, Richard A. 
Polin

978-7-117-1266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镜鼻窦外科学:解剖学基础、CT三维重建和
手术技术

原著Peter-John Wormald 978-7-117-1266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介入治疗并发症的防治 主编陈纪林 978-7-117-1267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婴儿摇荡综合征 焦富勇主编 978-7-117-1267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病综合干预医生工作指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编著
978-7-117-1267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短程心理治疗的艺术与科学:临床指南
原著Mantosh J. Dewan, Brett N. 
Steenbarger, Roger P. Greenberg

978-7-117-1267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长程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基础读本 原著Glen O. Gabbard 978-7-117-1268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理与临床研究进展.第七册 王建华，张永祥，周文霞主编 978-7-117-1268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整合与分治 原著Michelle B. Riba, Richard Balon 978-7-117-1268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支持性心理治疗导论
原著Arnold Winston, Richard N. 

Rosenthal, Henry Pinsker
978-7-117-1268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江苏省中医院中医临床家 刘沈林，马明深主编 978-7-117-1269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新进展 主编宁宁, 朱红 978-7-117-1269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中药材购销指南 龙兴超，马逾英主编 978-7-117-1269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儿科影像卷 总主编吴恩惠 978-7-117-1269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折与关节损伤 董福慧主编 978-7-117-1270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眼病案例评析 韦企平，周剑主编 978-7-117-1270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实践与学习指导 于海红，黄力毅，张玉兰主编 978-7-117-1270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火神派探讨 张存悌著 978-7-117-1270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电子健康档案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业务篇 主编饶克勤 978-7-117-1270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电子健康档案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技术篇 主编饶克勤 978-7-117-1270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进展.第12卷 主编詹思延 978-7-117-1270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热点荟萃.2010 杨水祥，胡大一主编 978-7-117-1271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火神派扶阳第一要药——附子 傅文录编著 978-7-117-1271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SAS实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主编胡良平 978-7-117-1271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磁共振成像 978-7-117-1271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临床用药 张力辉，王绵，殷立新主编 978-7-117-1271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发性骨髓瘤 主编陈世伦, 武永吉 978-7-117-1271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幼卫生保健学概论 主编罗家有, 曾嵘 978-7-117-1271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美国医学课程改革历程探索 俞方主编 978-7-117-1272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临床肝移植 沈中阳，潘澄主编 978-7-117-1272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证临床麻醉学 原著Lee A. Fleisher 978-7-117-1272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悟践疗法 彭旭主编 978-7-117-1272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执业医师心电图必读 张新民主编 978-7-117-1272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癌 韩瑞发，孙保存，姚智主编 978-7-117-1272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学习认知行为治疗图解指南
原著Jesse H. Wright, Monica R. Basco, 

Michael E. Thase
978-7-117-1272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培生伤寒论讲稿 李培生著 978-7-117-1272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应用神经解剖学 主编张守信 978-7-117-1273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学 主编贾战生, 陈智 978-7-117-1273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 曹林生，廖玉华主编 978-7-117-1273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名优中成药研究与应用:乌鸡白凤丸 石任兵，刘斌，解素花主编 978-7-117-1273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古今奇经验案选编 孙朝宗，孙松生主编 978-7-117-1273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影像核医学卷 主编周前, 屈婉莹 978-7-117-1274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灿晖温病学讲稿 王灿晖编著 978-7-117-1274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治疗学 主编马沛然 978-7-117-1274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胆道疾病的手术治疗 Jean-Francois Gigot原著 978-7-117-1274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综合牙科学 毛渝编著 978-7-117-1274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下肢缺血性疾病诊断与治疗 主编杨牟, 张小明 978-7-117-1274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感染典型病例分析与防控要点 主编王力红 978-7-117-1275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士日记 主编潘夏蓁 978-7-117-1275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间质性肺疾病 主编蔡后荣, 李惠萍 978-7-117-1275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非小细胞肺癌治疗 (德)Christian Manegold原著 978-7-117-1276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动物药现代研究 主编李建生, 高益民, 卢颖 978-7-117-1276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移植超声影像学图谱 主编罗燕 978-7-117-1276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周动脉疾病:无创血流动力学检测技术 主编张雄伟 978-7-117-1276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浸润性膀胱癌 原著PierFanceso Bassi, Francesco 
Pagano

978-7-117-1277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阿维森纳医典 (英)格儒勒原译 978-7-117-1277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主编韩玉昆 ... [等] 978-7-117-1277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初学《内经》400问 王玉兴编著 978-7-117-1277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妇科内分泌诊疗手册 薛敏主编 978-7-117-1277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检查法简明图解 陈立杰，付锦主编 978-7-117-1277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学治疗手册 主编Martin A. Samuels 978-7-117-1278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CT诊断图谱 主编马小静 978-7-117-1278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卫生手册,外科分
册

沈雁英主编 978-7-117-1279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移植肝脏病学 陈规划主编 978-7-117-1279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外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李仲智 978-7-117-1279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遗传学 主编韩骅, 蒋玮莹 978-7-117-1279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选汉英医学词汇 主编李慎廉, 程惠珍 978-7-117-1280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胆道病学 主审黄志强 978-7-117-128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部高分辨率CT:解剖基础、影像特征、鉴别
诊断

主编Gurney ... [等] 978-7-117-1280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和成人脊柱外科并发症 原著Alexander R. Vaccaro[等] 978-7-117-1280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切除与肝移植应用解剖学 刘允怡主编 978-7-117-1281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并发症 李昌祁，霍立光，张永昌主编 978-7-117-1282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骨科学,骨肿瘤卷 总主编邱贵兴, 戴尅戎 978-7-117-1282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血液病学 李金梅，周晋主编 978-7-117-1282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热疗生物学 主编唐劲天 978-7-117-1282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超声诊断与鉴别诊断学 主编王正滨 ... [等] 978-7-117-1283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鸣谦临证实录 帅来福整理 978-7-117-1283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仲景治法与方剂临证探微 连建伟主编 978-7-117-1283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表系统解剖学 主编邵旭建 978-7-117-128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创伤学 姜洪池主编 978-7-117-1283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道肿瘤诊断与治疗:a critical 
multidisciplinary team approach

原著Janusz Jankowski ... [等] 978-7-117-1284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科医师手册 李建章主编 978-7-117-1284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丙型肝炎临床实践 主编江家骥 978-7-117-1284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源性膀胱的评估与治疗 原著Jacques Corcos, Erik Schick 978-7-117-128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专病护理路径 主编刘联群 978-7-117-1285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画像石与中医文化 杨金萍著 978-7-117-1286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年流感大流行:全球应对思考与启示 高星主编 978-7-117-1286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移植手册 主编朱有华, 石炳毅 978-7-117-1286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病与高血压 Charles N. Jacobs，Dmitry Opolinsky主
编

978-7-117-1286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庆其内经讲稿 王庆其著 978-7-117-1287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柳叶刀》临床研究基本概念 Kenneth F. Schulz，David A. Grimes主编 978-7-117-1287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机构药品风险管理 主编王少华, 刘双梅, 闫美兴 978-7-117-1287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瓣膜病
Dennis A. Tighe，Theo E. Meyer，Gerard 

P. Aurigemma原著
978-7-117-1288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状动脉血栓
Richard C. Becker，Frederick A. 

Spencer原著
978-7-117-1289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瓣膜病 旅朝霞主编 978-7-117-1289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Abrams介入放射学 主编Stanley Baum, Michael J.Pentecost 978-7-117-1289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液容量监测葡萄糖稀释技术 (日)H. Ishihara，(美)A. H. Giesecke原
著

978-7-117-1289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袖珍药物治疗手册 郭艾武主编 978-7-117-1289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医学 原著Alina Uzelac, Ryan W. Davis 978-7-117-1290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沈宝藩临证经验集 王晓峰[等]编著 978-7-117-129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膝关节外科学 主编吕厚山 978-7-117-1290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对照医务英语会话 主编王文秀, 李志红, 冯永平 978-7-117-1290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实验技术 主编郭晓奎 978-7-117-1290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相关仪器设备使用与维护 主编吴惠平, 罗伟香 978-7-117-1290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髋关节外科学 主编毛宾尧, 庞清江, 吕厚山 978-7-117-1291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文献信息检索 主编罗爱静 978-7-117-1292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材及原植物彩色图
鉴.上册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

978-7-117-1292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材及原植物彩色图
鉴.下册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

978-7-117-1292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下尿路修复重修手术学 主编王忠 978-7-117-1292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气艺:养生呼吸术 徐美芬著 978-7-117-1295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表组织学与胚胎学 主编姚忠祥, 张际绯 978-7-117-1296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 孙贵范主编 978-7-117-1296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延年益寿话灵芝 王守东，姜帆，王晓云编著 978-7-117-1297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生殖器官发育异常的微创手术及图谱 朱兰，Felix Wong，郎景和主编 978-7-117-1297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种植临床操作图解 主编谷志远 978-7-117-1298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足与踝关节重建外科 Mark S. Myerson原著 978-7-117-1299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妊娠期哺乳期用药医师案头参考 编著蒋式时, 邵守进, 陶如风 978-7-117-1299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专业护士及助产士起点教育全球标准 臧渝梨主译 978-7-117-1299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萨密伊神经外科精要
Ricardo Ramina, Paulo Henrique Pries 

Aguiar, Marcos Tatagiba原著
978-7-117-1300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超声诊断 主编詹维伟 978-7-117-1300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学生极端行为案例分析 主编王红星 978-7-117-1300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静脉用药集中调配质量管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978-7-117-1300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卫生手册,内科分
册

沈雁英主编 978-7-117-1301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学 主编于兹喜 978-7-117-1302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成像理论 主编李月卿 978-7-117-1302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断面与影像解剖学 主编王振宇, 徐文坚 978-7-117-1302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睡眠医学原理与实践
主编Meir H.Kryger, Thomas Roth, 

William C.Dement
978-7-117-1302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设备学 主编韩丰谈, 朱险峰 978-7-117-1302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奇经辨治与方药运用 谢鸣，王蕾编著 978-7-117-1303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表妇产科学 主编胡丽娜 978-7-117-1303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预防接种手册 主编夏宪照，罗会明 978-7-117-1304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与胃肠道疾病 (美)Mark H. Delegge著 978-7-117-1304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医学成像导读,腹部分册 主编沈文 978-7-117-1304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疾病核医学诊断图集 彭京京主编 978-7-117-1304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非处方药(OTC)营销与实务 王悦主编 978-7-117-1304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突发事件应急药事管理 甄健存主编 978-7-117-1304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系统影像学 N. Reed Dunnick[等]主编 978-7-117-1305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表儿科学 主编易著文 978-7-117-1305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早期诊断和综合治疗 主编秦新裕, 许剑民 978-7-117-1305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SmartClip TM自锁托槽矫治器系统概念和生
物力学

原著Hugo Trevisi 978-7-117-1306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前列腺癌 原著Jacob Ramon，Louis J. Denis 978-7-117-1306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设备学 主编徐跃, 梁碧玲 978-7-117-1306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诊断学 主编白人驹，张雪林 978-7-117-1306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哮喘诊疗手册 主编刘志发, 杨文 978-7-117-1307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疑难病例,消化分册 主编冯桂建, 徐顺福 978-7-117-1307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新生儿学 邵肖梅，叶鸿瑁，丘小汕主编 978-7-117-1307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电子学基础 主编陈仲本 978-7-117-1307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疑难病例,泌尿分册 主编杜新, 齐卡 978-7-117-1307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疑难病例,循环分册 主编张铭, 易忠, 刘光辉 978-7-117-1308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学 主编张云亭, 于兹喜 978-7-117-1308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常用注射药物手册 崔振泽，徐立新主编 978-7-117-1308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用药安全指南
Melanie J. Rantucci，Christine 

Stewart，Ian Stewart原著
978-7-117-1308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药市场营销与实务 主编符华平, 杨金凤 978-7-117-1308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放射治疗学 主编徐向英, 曲雅勤 978-7-117-1308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物理学 主编吉强, 洪洋 978-7-117-1309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常用对药配伍 苏庆英编著 978-7-117-1309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卒中病例研究:常见和罕见表现 Michael G. Hennerici[等]原著 978-7-117-1309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GABBARD精神障碍治疗学 主编Glen O.Gabbard 978-7-117-1310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初涉神经病学 Howard S. Kirshner原著 978-7-117-131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表病理生理学 主编吴伟康 978-7-117-1310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生产企业经营管理与实务 主编周进东, 罗兴洪 978-7-117-1310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核医学 主编黄钢 978-7-117-1311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超声影像学 主编姜玉新, 王志刚 978-7-117-1311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根尖外科临床操作技术 主编苏凌云 978-7-117-1311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儿童少年卫生学 主编季成叶 978-7-117-1311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鼻功能重建外科学 翟立杰主编 978-7-117-1311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寿山温病学讲稿 金寿山著 978-7-117-1312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盐敏感性高血压 刘治全主编 978-7-117-1312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炮制品古今演变评述 张炳鑫主编 978-7-117-1312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治疗教程 主编王辰 978-7-117-1313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实验方法与技能 让蔚清主编 978-7-117-1313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至阴之品——地黄说 李卫民，邓中甲编著 978-7-117-1313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淋巴瘤诊疗手册 克晓燕主编 978-7-117-1313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及耳神经疾病的手术治疗
原著Philippe Bordure, Alain Robier, 

Olivier Malard
978-7-117-1313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学 原著Vincent B. Young ... [等] 978-7-117-1313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艾滋病相关心理问题及干预策略 吴均林编著 978-7-117-1313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上颈椎外科学 主编谭明生 978-7-117-131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食反流与呼吸道疾病:胃食管喉气管综合征 主编汪忠镐 978-7-117-1313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疑难病例,感染病与肝病分册 主编辛永宁, 闫杰 978-7-117-1314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支气管哮喘基础与临床 主编李昌崇 978-7-117-1314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疼痛治疗学 原著Steven D. Waldman 978-7-117-1314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肌肉骨骼系统手术图谱 原著M. Llusa, A. Meri, D. Ruano 978-7-117-1315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区域麻醉与急性疼痛治疗学 原著Admir Hadzic 978-7-117-1315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内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谢毅主编 978-7-117-131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皕一选方治验实录.上册 陶御风, 史欣德主编 978-7-117-131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英诊断学大辞典 主编杨志寅 978-7-117-1315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ECMO:体外膜肺氧合 龙村主编 978-7-117-1315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祛病强身导引功法 董少萍，何永，陈居伟编著 978-7-117-1315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疑难病例,血液分册 主编安刚, 周虎 978-7-117-1315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手册 主编梅长林, 李兆申, 朱樑 978-7-117-1316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诸病源候论养生方导引法研究 丁光迪编著 978-7-117-1316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生殖道感染性疾病 原著Richard L. Sweet, Ronald S. Gibbs 978-7-117-1316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学用中医体会录 魏子孝著 978-7-117-1316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消毒技术 主编钱万红, 王忠灿, 吴光华 978-7-117-1316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血脂学 迟家敏主编 978-7-117-131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放射学临床与并发症 主编李麟荪, 滕皋军 978-7-117-1317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表生物化学 主编屈伸 978-7-117-1317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表医学微生物学 主编徐志凯 978-7-117-1317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疑难病例,风湿病分册 马建, 顾越英主编 978-7-117-1317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放射学 主编郭启勇 978-7-117-1317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门诊外科学 主编许怀瑾, 张建中 978-7-117-1318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口腔正畸治疗学 主编Ravindra Nanda, Sunil Kapila 978-7-117-1318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底病学 主编张承芬 978-7-117-1319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手术难点与技巧图解 主编刘新民, 万小平, 邹淑花 978-7-117-1319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运气学说的研究与评述 邢玉瑞主编 978-7-117-1319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非血管介入治疗临床病例集 主编Saadoon Kadir 978-7-117-1319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常用药物手册 主编徐淑秀, 蒋志文 978-7-117-132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围手术期病理生理与临床 主编石汉平, 詹文华 978-7-117-1320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超低温冷冻治疗 王洪武，宋华志主编 978-7-117-1320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 PET/CT 肿瘤诊断学 主编崔新建, 兰克涛 978-7-117-1320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症与心脏 主编Michael S. Ewer, Edward Yeh 978-7-117-1320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室性心律失常与心脏性猝死 Paul J. Wang[等]原著 978-7-117-1321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证思辨集要 张炳秀，陶国水著 978-7-117-1321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吉辨治疑难病经验集 张吉主编 978-7-117-1321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2010版,器官移植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321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孟河马培之医案论精要 吴中泰编纂 978-7-117-1321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中百误歌浅说 马有度主编 978-7-117-1322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皕一选方治验实录.下册 陶御风, 史欣德主编 978-7-117-1322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肥厚型心肌病 姜腾勇著 978-7-117-1322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学教科书
主编Robert E. Hales, Stuart C. 

Yudofsky, Glen O. Gabbard
978-7-117-1322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治疗学 原著Simon D. Shorvon ... [等] 978-7-117-1322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360种静脉注射药物理化性质配伍 余明莲主编 978-7-117-1323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眼病 主编李筱荣, 黎晓新, 惠延年 978-7-117-1323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师人文与艺术 刘志敏, 吴晓球著 978-7-117-1323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东垣学说论文集 丁光迪著 978-7-117-1323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汉英消化病学词典 董卫国主编 978-7-117-1324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儿科学新进展 申昆玲主编 978-7-117-1324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潜厂医话 杨则民遗著 978-7-117-1325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再生与修复:生物学与临床应用
Jay R. Lieberman，Gary E. Friedlaender

原著
978-7-117-1325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真菌感染性疾病的药物治疗 主编姜远英 978-7-117-1325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理性疼痛临床诊疗学 黄宇光，徐建国主编 978-7-117-1325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合理用药问答 宋文宣[等]主编 978-7-117-1325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口腔免疫学与技术 主编张平 978-7-117-1325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汉英黄帝内经词典 李照国主编 978-7-117-1326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哈里森内分泌学 原著J. Larry Jameson 978-7-117-1326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质量管理规范概论 主编宋丽丽, 岳淑梅 978-7-117-1326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下消化道疾病的手术治疗 原著Pacrice valleur 978-7-117-1327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乳腺卷 主编鲍润贤 978-7-117-1328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表药理学 主编袁秉祥, 臧伟进 978-7-117-1328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与应对 曾聪彦，梅全喜主编 978-7-117-1328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从瘀热论治内科难治病 周仲瑛，周学平主编 978-7-117-1328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华西口腔 百年史话 主编周学东, 吴亚菲 978-7-117-1328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务人员求职应聘指南 黄建萍，钱阳明主编 978-7-117-1328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黑色素瘤基础与临床 主编张晓实, 陈映波, 黄文林 978-7-117-1328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疾病诊疗手册 主编黄明生, 刘协和 978-7-117-1329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畸形超声图谱
原著Asim Kurjak, FA Chervenak, JM 

Carrera
978-7-117-1329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上市后临床再评价关键技术 王永炎，吕爱平，谢雁鸣主编 978-7-117-1329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暴力流行病学 主编王声湧, 林汉生 978-7-117-1330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循证治疗学 原著Hertzel C.Gerstein, R.Brian Haynes 978-7-117-1330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保健食品研制思路与方法 赵余庆著 978-7-117-1330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主编代涛 978-7-117-1332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热点及难点解析 马根山，张代富主编 978-7-117-1332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癌生物靶向治疗 周彩存, 吴一龙主编 978-7-117-1332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癎外科手册 谭启富，林志国主编 978-7-117-1333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视网膜脱离的手术治疗 Dominique Chauvaud， Frédéric Azan原著 978-7-117-1334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子影像学 主编申宝忠 978-7-117-1334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病 (美)Edward Ringel[著] 978-7-117-1334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表生理学 主编王卫国 978-7-117-1334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阿片类药物的应用 Enno Freye, Joseph Victor Levy原著 978-7-117-1335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简明指南:短程、间断和
长程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的原则和技术

(美)Robert J. Ursano，Stephen M. 
Sonnenberg，Susan G. Lazar原著

978-7-117-1335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围产医学 主编张为远 978-7-117-1335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观疗法 (日) 真荣城辉明著 978-7-117-1335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HIV耐药监测策略和检测技术 邵一鸣主编 978-7-117-1335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脑病变CT与MR对比临床应用 主编龚洪翰, 肖香佐 978-7-117-1336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口腔健康指导 主编葛立宏 978-7-117-1336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眼科疾病图谱 李志英著 978-7-117-1336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肿瘤 主编牛晓辉, 郝林 978-7-117-1336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关节置换与翻修 主编于建华, 李晓辉 978-7-117-1336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关节镜微创术 主编冯华, 姜春岩 978-7-117-1336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液相与气相色谱定量分析使用指南 原著Hans-Joachim Kuss, Stavros 
Kromidas

978-7-117-1337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头颈肿瘤学 主编邱蔚六 978-7-117-1337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风病康复学 王永炎，谢雁鸣主编 978-7-117-1337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中的治病防病智慧 陈明编著 978-7-117-1338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眶病学 主编宋国祥 978-7-117-1338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正畸治疗常用弓丝弯制技术 李小彤主编 978-7-117-1338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性脑病及其远期预后
主编Marina Nikanorova, Pierre Genton, 

Anne Sabers
978-7-117-1339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底荧光血管造影及光学影像诊断 主编李瑞峰 978-7-117-1339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通人群口腔健康指导 主编台保军 978-7-117-1340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血液病实验诊断技术 主编周义文 978-7-117-134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周检查技术与常见牙周疾病诊断 栾庆先编著 978-7-117-1340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袖珍口腔椅旁教育手册 孙正主编 978-7-117-1340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名优中成药研究与应用,参附注射液 赵军宁，何继东主编 978-7-117-1341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健康教育学 王滨有主编 978-7-117-1341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寄生虫病检测技术 陈家旭主编 978-7-117-1341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血管与血管吻合临床解剖学 庞刚，张为龙著 978-7-117-1342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试题库 梁尚栋[等]主编 978-7-117-1342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痴呆与认知障碍诊治指南 贾建平主编 978-7-117-1342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单孔腹腔镜手术操作技术 吴硕东主编 978-7-117-1342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快速筛检发热性疾病的新方法:红外体温检测
技术

吕志平主编 978-7-117-1342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儿科护理常规 郑显兰，符州主编 978-7-117-1342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人际沟通 Julia Balzer Riley原著 978-7-117-1343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中医(含针炙)诊所设置与服务标
准:SCM0004-201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编] 978-7-117-1343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疾病及门静脉高压的手术治疗
Denis Castaing，Daniel Azoulay，Rene 

Adam原著
978-7-117-1343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中成药临床应用手册 林洪生主编 978-7-117-1343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 王永炎，鲁兆麟主编 978-7-117-1343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 王永炎，鲁兆麟主编 978-7-117-1343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调强放射治疗学:a clinical 
perspective

主编Arno J. Mundt, John C. Roeske 978-7-117-1344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疑难病症中医辨治 瞿岳云编著 978-7-117-1344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管病学 厉有名主编 978-7-117-1344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炮制学 主编叶定江, 张世臣, 吴皓 978-7-117-1344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细胞癌 原著Brian I. Rini，Steven C.Campbell 978-7-117-1344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蛋白质组学 邱洁主编 978-7-117-1345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抑郁症 龚绍麟编著 978-7-117-1345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常见肿瘤诊治指南 曹泽毅主编 978-7-117-1345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肩、肘疾病的手术治疗 原著Michel Mansat 978-7-117-1345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生素安全合理应用手册 主编丁选胜 978-7-117-1346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图谱 主编唐红, 蒲岷 978-7-117-1346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代谢综合征与心血管疾病
原著T. Barry Levine, Arlene Bradley 

Levine
978-7-117-1346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癌临床治疗学 主编李强 978-7-117-1346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性虐待医学评估实用指南:a practical 
guide

原著Martin A. Finkel, Angelo P. 
Giardino

978-7-117-1346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采供血及临床输血管理 杨宝成，张印则主编 978-7-117-1347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临床教学案例解析,典型案例与疑难案例
篇

李廷玉，李秋主编 978-7-117-1347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剂起沉疴 仝小林主编 978-7-117-1347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和循环系统体格检查 主编Joseph K. Perloff 978-7-117-1347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康复学 主编于长隆 978-7-117-1347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功能性磁共振诊断 主编夏黎明, 朱文珍 978-7-117-1348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实践2010:中西医结合卷 胡大一，马长生，王显主编 978-7-117-1348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廓手术学 原著德Hilko，Weerda 978-7-117-1348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主编金泰廙 ... [等] 978-7-117-1348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系结石 主编叶章群 ... [等] 978-7-117-1348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下肢血管外科 主编谷涌泉, 张建 978-7-117-134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专科医师培训指南:内科病例讨论 冯起校，黄汉伟主编 978-7-117-1349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黏膜病学 主编周曾同 978-7-117-1349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性精神疾病的认知行为治疗图解指南 (美)Jesse H. Wright[等]原著 978-7-117-1349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急症 黄建群，齐国先，谷天祥主编 978-7-117-1349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冠心病诊断与治疗指南 颜红兵，马长生，霍勇主编 978-7-117-1350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实践2010:规范化治疗 胡大一，马长生主编 978-7-117-1350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外科学概要 主编Zacharias Zachariou 978-7-117-1350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遗传性心律失常 主编浦介麟 ... [等] 978-7-117-1351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临证指要 孙尚见，陈博主编 978-7-117-1351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眼科学 高富军著 978-7-117-1351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非肿瘤性疾病诊断病理学 主编刘鸿瑞 978-7-117-1351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主编赵学良, 邢杰 978-7-117-1351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学笔记 翟华强，吴庆光，向楠主编 978-7-117-135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周病学 主编王勤涛 978-7-117-1351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后牙冠桥的〓接触 徐军等著 978-7-117-1351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道间质瘤 主编师英强, 梁小波 978-7-117-1351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缺血性心脏病的体表心电图:与临床和影像技
术对比及预后意义

原著A. Bayes de Luna, M. Fiol-Sala 978-7-117-1351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侧颅底显微外科手术图谱 原著Mario Sanna ... [等] 978-7-117-1352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急症处理 原著Stanley F. Malamed 978-7-117-1352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少年行为问题预防与心理干预:prevention 
of multiple problem behaviors

Anthony Biglan...[等]原著 978-7-117-135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卫生手册,妇产科
分册

沈雁英主编 978-7-117-1353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放射治疗学习题集 主编徐向英 978-7-117-1353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和共识.2010 胡大一主编 978-7-117-1353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修复学 主编巢永烈 978-7-117-1356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发育生物学与再生医学 主编金岩 978-7-117-135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肿瘤腹腔镜手术 原著Allan Covens, Rachel Kupets 978-7-117-1356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因组学与蛋白质组学实验技术及常见问题
对策

郭葆玉编著 978-7-117-1357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层卫生监督机构基本建设的评估标准与内
设机构设置指南

赵同刚主编 978-7-117-1359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学实验指导 主编于兹喜 978-7-117-1359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包疾病:Clinical diagnostic imaging 
atlas

原著Stuart J. Hutchison 978-7-117-1359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锥形束CT的临床应用 主编马绪臣 978-7-117-1359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牛津传染病学
主编David A. Warrell, Timothy M. Cox, 

John D. Firth
978-7-117-1360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治疗的微创技术 赵德伟主编 978-7-117-1360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新进展 韩德民主编 978-7-117-1360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疑难病例讨论精选 那彦群,陈山主编 978-7-117-1360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肌细胞离子通道复合体与心律失常 刘泰槰编著 978-7-117-1361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血管性疾病DSA诊断学 主编冷冰 978-7-117-1361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物理学学习指导 主编吉强, 童家明 978-7-117-1361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数字化骨折分类 主编裴国献 978-7-117-1361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颈肩痛 主编周秉文, 陈伯华 978-7-117-1361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药物分析 主编毕开顺 978-7-117-1362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格心理学 主编王伟 978-7-117-1362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科合理用药问答 靳培英主编 978-7-117-1362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颈椎手术要点与图解 主编刘少喻, 田慧中, 丁亮华 978-7-117-1362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电子学基础学习指导 主编陈仲本 978-7-117-1362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生素的应用 Burke A. Cunha原著 978-7-117-1362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虫媒寄生虫病 王善青主编 978-7-117-1363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内科护士安全用药操作指南 主编王少华 978-7-117-1363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学习题集 主编张云亭, 于兹喜 978-7-117-1363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症加强监护治疗学 主编谢灿茂, 陈升汶 978-7-117-1363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管理你的大脑 原著Gillian Butler, Tony Hope 978-7-117-1363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日英实用牙科诊疗会话 孙健主编 978-7-117-1363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部疾病生物标志物 Simon Lovestone主编 978-7-117-1363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颌外科学 主编胡静 978-7-117-1364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头颈部卷 主编王振常，鲜军舫，兰宝森 978-7-117-1364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家庭治疗 王伟主编 978-7-117-1364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超声诊断学卷 总主编吴恩惠 978-7-117-1364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保健食品安全性检测 马双成, 魏锋主编 978-7-117-1365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症用药 段慧灵，段文若，赵旭传主编 978-7-117-1365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监测方法:治疗性用药与药物滥用 原著Amitava Dasgupta 978-7-117-1365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皮质激素在内科疾病中的合理应用 王海燕，沈悌主编 978-7-117-1365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与脊髓CT、MRI诊断学图谱 主编李联忠 978-7-117-1366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癌分册 张保宁主编 978-7-117-1366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设备原理与应用 主编王宁利, 汪东生 978-7-117-1366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今日中医耳鼻喉科 主编熊大经, 李凡成 978-7-117-1367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今日中医眼科 王永炎，庄曾渊主编 978-7-117-1367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解读张仲景 庞景三编著 978-7-117-1367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外科解剖学:临床标本剖析 朱晓东著 978-7-117-1367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重症监护诊断与治疗
主编Frederic S.Bongard, Darryl Y.Sue, 

Janine R.E. Vintch
978-7-117-1367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体肿瘤细胞免疫治疗 郝希山，任秀宝主编 978-7-117-1367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合理用药指导 主编隋忠国, 苏乐群, 孙伟 978-7-117-1368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波前像差与临床视觉矫正 主编王雁, 赵堪兴 978-7-117-1368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护士安全用药操作指南 刘双梅主编 978-7-117-1368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旅行腹泻
Charles D. Ericsson，Herbert L. 

DuPont，Robert Steffen原著
978-7-117-1369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制剂工艺技术图表解 主编杨明 978-7-117-1369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用植物立体照片彩色图集 主编关昕璐, 宋辉 978-7-117-1370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病例分析 原著George Shorten ... [等] 978-7-117-1370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士安全用药操作指南 冯婉玉主编 978-7-117-1370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士安全用药操作指南 主编王玉玲 978-7-117-1370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髓病学 主编彭彬 978-7-117-1370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尿道修复重建外科学 徐月敏主编 978-7-117-1371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格理论 原著Jess Feist, Gregory J. Feist 978-7-117-1371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椎管内麻醉并发症处理 主编谭冠先, 申黎光, 屠伟峰 978-7-117-1371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疾病的手术治疗:principes et 
généralités

原著Alain-Charles Masquelet 978-7-117-1371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爆炸与冲击相关损伤 原著Nabil M. Elsayed，James L. Atkins 978-7-117-1371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眼科学 李传课主编 978-7-117-1371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产科麻醉 Brenda A. Bucklin[等]著 978-7-117-1372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断面与影像解剖学实验学习指导及习题
集

主编付升旗, 王振宇 978-7-117-1372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中药500味效用便览 王睿林主编 978-7-117-1372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十二指肠疾病 主编邓长生, 夏冰 978-7-117-1372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动脉高压的诊断和循证治疗 原著Robyn J.Barst 978-7-117-1373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表外科学 主编戴显伟 978-7-117-1374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病原生物学研究技术 主编余新炳, 沈继龙 978-7-117-1374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正畸自锁托槽技术:生物力学与临床治疗
的循证方法

主编Theodore Eliades, Nikolaos Pandis 978-7-117-1374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乙型肝炎诊疗及管理 范小玲，成军主编 978-7-117-1375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理学 沈映君主编 978-7-117-1375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药新用 陈冠容主编 978-7-117-1375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室有机化合物制备与分离纯化技术 刘新泳，刘兆鹏编著 978-7-117-1375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质子及带电粒子放射治疗学 主编Thomas F. DeLaney, Hanne M. Kooy 978-7-117-1376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生殖系肿瘤外科学 主编李鸣, 那彦群 978-7-117-1376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诊断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龚洪翰, 白人驹, 张雪林 978-7-117-1376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神经外科学 主编雷霆 978-7-117-1376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设备学实验教程与习题集 主编韩丰谈 978-7-117-1376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心律失常学 张澍主编 978-7-117-1376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正畸学 主编林久祥 978-7-117-1377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生物材料学 主编孙皎 978-7-117-1377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腹部外科学 主编王果, 冯杰雄 978-7-117-1377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创伤外科学 主编李祖兵 978-7-117-1377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有机化合物光谱解析百题解 主编吴立军, 王晓波 978-7-117-1377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科临床问题解答 主编Edwaed W. Odell 978-7-117-137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甲型H1N1流感危重症临床诊断与治疗 李宁主编 978-7-117-1378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手术径路:the anatomic approach
原著Stanley Hoppenfeld, Piet deBoer, 

Richard Buckley
978-7-117-1378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儿科学 主编汪受传 978-7-117-1378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治疗学 主编张舒心, 唐炘, 刘磊 978-7-117-1378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药物手册 主编张家铨, 程鹏 978-7-117-1378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药物学 主编陈新谦, 金有豫, 汤光 978-7-117-1378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病因、预防及案例研究 主编N.Shetty, J.W.Tang, J.Andrews 978-7-117-1378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医学装备管理分册 主编曹荣桂 978-7-117-1379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太白七药研究与应用 宋小妹，刘海静主编 978-7-117-1379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注射剂临床应用指南 任德权，张伯礼主编 978-7-117-1379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经 王洪图主编 978-7-117-1379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生物化学与技术 主编李伟 978-7-117-1380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学基础 原著Robert K.Stoelting, Ronald 
D.Miller

978-7-117-1380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与妇幼保健信息系统 主编秦耕, 张彤, 汤学军 978-7-117-1380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发现与合成途径 陈芬儿编著 978-7-117-1380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应试指南:2011修
订版,口腔执业医师

岳林主编 978-7-117-1380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汗法临证发微 李士懋，田淑霄著 978-7-117-1380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的沟通:案例分析200例 主编顾兵, 郑明华, 陈兴国 978-7-117-1381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口义齿教科书
主编Arthur O.Rahn, John R.Ivanhoe, 

Kevin D.Plummer
978-7-117-1381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小儿耳鼻咽喉科学 主编张亚梅, 张天宇 978-7-117-1381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下肢及骨盆畸形的手术治疗 原著Henri Carlioz, Remi Kohler 978-7-117-1381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国家中成药 宋民宪，郭维加主编 978-7-117-1382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注册的国际技术要求.2011,临床部分 主译周海钧 978-7-117-1382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肿瘤学词汇 王振华编著 978-7-117-1382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科合理用药问答 陆伦根，赵航主编 978-7-117-1384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康复治疗学 主编张通 978-7-117-1384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缺血性脑血管病学 主编罗祖明, 丁新生 978-7-117-1384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专家临床笔录丛书,内科分册 曾昭耆，刘凤奎总主编 978-7-117-1384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术室护士手册 主编曲华, 宋振兰 978-7-117-1384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耐药结核病化学治疗指南.2010年 肖和平主编 978-7-117-1384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骼肌影像检查答疑
主编William B. Morrison, Timothy G. 

Sanders
978-7-117-1384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危重病学 主编黄绍光, 周新 978-7-117-1385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人文案例精粹:法学、心理、伦理专家会
诊医学人文难题

主编孙红, 王晓燕 978-7-117-1385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文化管理:中国医院改革中的文化思考 王桦编著 978-7-117-1385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与医学遗传学实验教程 蔡绍京，魏文科，肖桂芝主编 978-7-117-1386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今日中医内科.下卷 李乾构，沈绍功，栗德林主编 978-7-117-1386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今日中医内科.上卷 晁恩祥，孙塑伦，鲁兆麟主编 978-7-117-1386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恶性淋巴瘤 主编沈志祥, 朱雄增 978-7-117-1386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 熊曼琪主编 978-7-117-1386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剂学.上册 主编李飞 978-7-117-138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剂学.下册 主编李飞 978-7-117-138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人类基因词典 张闻编译 978-7-117-1387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评价、Meta-分析设计与实施方法 刘鸣主编 978-7-117-1387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检验项目指南:帮你解析化验结果 尚红，潘柏申主编 978-7-117-1387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咨询与治疗流派体系 严由伟著 978-7-117-1387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注册的国际技术要求:2011,安全性部分 主译周海钧 978-7-117-1387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 朱良春主编 978-7-117-1387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性心内膜炎 主编熊长明, 熊辉 978-7-117-1387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古文 段逸山主编 978-7-117-1388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种植学 主编刘宝林 978-7-117-1388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小儿麻醉学 主编陈煜, 连庆泉 978-7-117-1388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注册的国际技术要求:2011,质量部分 ICH 978-7-117-1388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龋病学 主编周学东 978-7-117-1389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 李德新主编 978-7-117-1389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骨质疏松骨折 主编沈惠良, 姜保国 978-7-117-1389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养生名言谚语集锦 郭霞珍主编 978-7-117-1390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遗传统计分析与SAS应用 主编胡良平, 郭晋 978-7-117-1390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与护理教育 主编范秀珍 978-7-117-1390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金属危害与食品安全 张东杰著 978-7-117-1390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黄疸 主编魏克伦, 杨于嘉, 刘义 978-7-117-1391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妊娠和哺乳期患者治疗临床药师指导手册 主编童荣生 978-7-117-1391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幼泌尿外科学 主编刘国庆 978-7-117-1392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实验诊断与致癌机制 刘锡光，白东亭，贾继东主编 978-7-117-1392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力衰竭的起搏治疗
原著Kenneth A. Ellenbogen, Angelo, 

Auricchio
978-7-117-1393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英语口语实训手册 主编董玲玲, 王平, 王秀菊 978-7-117-1393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肿瘤学 主编Barrie R. Cassileth ... [等] 978-7-117-1393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白内障与人工晶状体 主编李筱荣 978-7-117-1393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从理论到实践 朱金富著 978-7-117-1393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处方药营销与实务 主编刘兰茹 978-7-117-1393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椎管内麻醉学 主编谭冠先, 郭曲练, 黄文起 978-7-117-1393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晕厥 杜军保，王成主编 978-7-117-1393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宋鸿钊滋养细胞肿瘤学 主编向阳 978-7-117-1393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管理理论与实践 主编姜小鹰 978-7-117-1393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缺血性脑血管病介入治疗技术与临床应用 缪中荣，黄胜平主编 978-7-117-1394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性腹泻病 主编聂青和 978-7-117-1394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鉴定学图表解 卫莹芳主编 978-7-117-1394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淋巴造血组织肿瘤 编著邱丙森 978-7-117-1394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影像检查答疑
主编Neal C.Dalrymple, John 

R.Leyendecker, Michael Oliphant
978-7-117-1394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影像学 主编龚启勇 978-7-117-1395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角膜病图谱 谢立信著 978-7-117-1395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住院医师综合能力建设 赵群，孙宝志主编 978-7-117-1395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疾病的动物模型 主编张孝文, 张建国 978-7-117-1395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桂枝汤现代研究与应用 姜廷良主编 978-7-117-1396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四物汤现代研究与应用 高月,杨明会,马百平主编 978-7-117-1396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静脉输液实用手册 主编吴玉芬 978-7-117-1396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青少年临床精神药理学 杜亚松主编 978-7-117-1396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物理学实验 主编仇惠, 吉强 978-7-117-1396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核医学习题集 主编陈跃, 黄钢 978-7-117-1396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哀伤平复自助手册 John W. James，Russell Friedman原著 978-7-117-1397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状动脉开口病变的介入治疗 主编陈纪林 978-7-117-1397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血小板治疗 主编张灏, 米登海 978-7-117-1397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外科学 主编丁嘉安，姜格宁，高文 978-7-117-1398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综合医院心理联络会诊手册 主编吴大兴 978-7-117-1398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肠易激综合征应对指南 原著Nicholas J.Talley 978-7-117-1398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今日中医外科 主编王沛, 张耀圣, 王军 978-7-117-1398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移植患者手册 柳东夫，王科主编 978-7-117-1398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骼肌疾病临床病理诊断 胡静著 978-7-117-1398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输血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估:建立血型血清学室
间质量评估指南

原著世界卫生组织 978-7-117-1399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 主编焦富勇, 李鸿光 978-7-117-1399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病诊疗与预防 主编叶顺章, 邵长庚 978-7-117-1399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图解 徐蔚海主编 978-7-117-1400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放射防护学 洪洋，谢晋东主编 978-7-117-1400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力衰竭 主编张健, 陈兰英 978-7-117-1400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壁整形手术图谱 原著Joseph P.Hunstad, Remus Repta 978-7-117-1401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器官移植学 主编夏穗生, 陈孝平 978-7-117-1401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管理者必读:医疗服务支付方式的选择与
管理

常文虎主编 978-7-117-1401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放疗物理学 原著Faiz M. Khan 978-7-117-1401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家庭教养与儿童青少年心理 杨世昌，杜爱玲编著 978-7-117-1402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名优中成药研究与应用,藿香正气液 彭成，白礼西主编 978-7-117-1402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症早期诊断与治疗,前列腺癌 主编Li-Ming Su 978-7-117-1402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药理学 主编苏定冯, 陈丰原 978-7-117-1402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妇产科学 主编顾美皎, 戴钟英, 魏丽惠 978-7-117-1402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周围神经外科病例分析:a case-based 
approach

原著Rajiv Midha，Eric L. Zager 978-7-117-1403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肿瘤护理学 主编闻曲, 刘义兰, 喻姣花 978-7-117-1403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疾病分类与严重程度评测
原著Jens R Chapman, Joseph R Dettori, 

Daniel Norvell
978-7-117-1403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及婴幼儿中耳炎 主编Bluestone, Klein 978-7-117-1403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管胃外科常规手术操作要领与技巧 原著上西纪夫 ... [等] 978-7-117-1403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前列腺癌诊断治疗学 主编邢金春 978-7-117-1403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创伤骨科:血管损伤学 主编张英泽 978-7-117-1403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痕形态证据取证与分析:objective 
approaches and case applications

原著Anita Y. Wonder 978-7-117-1403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临床实验室管理学 主编丛玉隆, 王前 978-7-117-1404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癌淋巴转移 主编何裕隆 978-7-117-1404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膀胱癌与前列腺癌分册 李长岭主编 978-7-117-1404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创伤 张长青著 978-7-117-1404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源性休克 Judith S. Hochman，E. Magnus Ohman原著 978-7-117-1404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今日中医骨伤科 主编孙树椿, 朱立国 978-7-117-1404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药理学基础与临床 主编叶铁虎, 李大魁 978-7-117-1405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生物药剂学 主编朱家壁 978-7-117-1405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神经解剖 原著Richard S. Snell 978-7-117-1405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承气汤类方现代研究与应用 吴咸中主编 978-7-117-1405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 主编周伯平, 崇雨田 978-7-117-1406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部恶性肿瘤: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
原著Louis B. Harrison, Roy B. 

Sessions, Waun Ki Hong
978-7-117-1406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病理诊断难点 主编Frederick C. Koerner 978-7-117-1406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鼠害防治技术 主编钱万红, 王忠灿, 吴光华 978-7-117-1406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场流行病学 原著Michael B. Gregg 978-7-117-1406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学类专业研究生英语写作教程 主编张勤, 于晓丽 978-7-117-1407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文阅读视力表 王晨晓，吕帆，瞿佳著 978-7-117-1407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人口腔健康指导 主编刘洪臣 978-7-117-140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房内危重新生儿急救 魏克伦，王晓茵主编 978-7-117-1408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美容皮肤学 主编Murad Alam[等] 978-7-117-1408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腹部外科肿瘤治疗
病例讨论精选

赵平，蔡建强主编 978-7-117-1408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主动脉疾病 原著Stuart J. Hutchison 978-7-117-1408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腺癌分册 赵平，王成锋主编 978-7-117-1409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外科症状诊断与鉴别诊断学 张启瑜主编 978-7-117-1409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矿难后心理危机干预 李建明，苑杰主编 978-7-117-1409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康复实践手册 陈美玉，徐佳军编著 978-7-117-1409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情志病学 蔡光先主编 978-7-117-1409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主编李国彰 978-7-117-1409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普通外科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 主编王果 978-7-117-1409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影像诊断图谱 主编周纯武 978-7-117-1410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管胃外科复杂手术操作要领与技巧 原著上西纪夫 ... [等] 978-7-117-1410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胆胰外科常规手术操作要领与技巧 原著上西纪夫 ... [等] 978-7-117-1410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岗前培训教程 主编王宝珠, 杨辉, 孙建民 978-7-117-1410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自由基与衰老 主编陈瑗, 周玫 978-7-117-1410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临床教学案例解析,医患沟通篇 李廷玉，李秋主编 978-7-117-1410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输血个案精选 主编汪德清, 李卉 978-7-117-1410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性肺病学 主编陈正贤 978-7-117-1411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电疾病:遗传学、机制、治疗与预防 Ihor Gussak，Charles Antzelevitch主编 978-7-117-1411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病理诊断 主编李铁军 978-7-117-1411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林掌故 许敬生编著 978-7-117-1411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气相色谱速查手册 主编孙毅坤 978-7-117-1411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腰椎疾病 主编陈伯华 978-7-117-1411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四逆汤现代研究与应用 吴伟康主编 978-7-117-1412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齿疼痛 王健平主编 978-7-117-1412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热点荟萃.2011 杨水祥，胡大一主编 978-7-117-1413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脾外科常规手术操作要领与技巧 原著 (日) 上西纪夫 ... [等] 978-7-117-1414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病防治培训手册:学员用书,疫情监测 主编龚向东 978-7-117-1414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2010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978-7-117-1414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移植影像学 主编Alexander A. Bankier 978-7-117-1414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际护理实践分类:英汉对照 编译臧渝梨 978-7-117-1414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微创技术治疗四肢骨折 孙捷主编 978-7-117-1414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β受体阻滞剂在治疗心血管疾病中的现代作
用

John Malcolm Cruickshank原著 978-7-117-1415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靶向递药系统 主编蒋新国 978-7-117-1415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碘-131治疗甲状腺疾病 主编邢家骝, 朱家瑞, 丁勇 978-7-117-1415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碘-131治疗甲状腺疾病 主编邢家骝, 朱家瑞, 丁勇 978-7-117-1415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专家临床笔录丛书,外科分册 曾昭耆，刘凤奎总主编 978-7-117-1416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廖厚泽经方临证传心录 赵宇宁，罗非主编 978-7-117-1416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临床营养学 主编韦军民 978-7-117-1416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温病学 彭胜权，林培政主编 978-7-117-1416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麻醉学新进展 邓小明，曾因明主编 978-7-117-1416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全髋关节翻修术 主编陈安民, 郭风劲 978-7-117-141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牙科诊疗、管理缺憾与防范 桂和明主编 978-7-117-1417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有效成分药理与应用 季宇彬主编 978-7-117-1417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钟友彬, 张坚学, 康成俊编著 978-7-117-1417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动脉粥样硬化 主编孟晓萍, 布艾加尔·哈斯木 978-7-117-1417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困惑与挑战 主编Graham R. Foster, K. Rajender 
Reddy

978-7-117-1417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计算机辅助骨科手术学 主编田伟 978-7-117-1418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癌转移:新型生物机制及其对临床的影响
Venkateshwar Keshamouni，Douglas 
Arenberg，Gregory Kalemkerian主编

978-7-117-1418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检验专科医师培训与管理 张曼，尚红主编 978-7-117-1418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症医学:规范·流程·实践 邱海波，杨毅主编 978-7-117-1418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孕妇婴幼儿口腔健康指导 荣文笙主编 978-7-117-1418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铝的神经毒性及其神经细胞死亡干预 张勤丽著 978-7-117-1418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会精神医学 主编吴文源, 张明园 978-7-117-1418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中医学导论 袁冰著 978-7-117-1419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继承发挥临证录 徐凌云著 978-7-117-1419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病防治培训手册:学员用书,预防与干预 主编梁国钧 978-7-117-1419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畸形截骨矫形学 主编田慧中，李明，马原 978-7-117-1419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病实验动物学 主编霍勇, 陈明 978-7-117-1419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内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崔丽英 978-7-117-1419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专家临床笔录丛书,儿科分册 曾昭耆，刘凤奎总主编 978-7-117-1419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危急重症救治 主编黄艳仪, 王沂峰, 黄东健 978-7-117-1420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陈亦人伤寒论讲稿 陈亦人著 978-7-117-1420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放射学辞典 主编祁吉, 杨仁杰 978-7-117-1420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病防治培训手册(学员用书),诊断与治疗 王千秋主编 978-7-117-1420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分子生物学与口腔实验动物模型 主编王松灵 978-7-117-1420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视网膜脱离:原理与实践 Daniel A. Brinton，C.P. Wilkinson原著 978-7-117-1420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裘沛然医论医案集 裘沛然著 978-7-117-1420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操作技术图谱 主编徐淑秀, 谢晖 978-7-117-1420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病防治培训手册:学员用书,规划与管理 主编王宝玺 978-7-117-1420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西北燥证诊治与研究 周铭心著 978-7-117-1421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癫痫药物治疗临床药师指导手册 主编杨莉, 齐晓涟 978-7-117-1421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病磁共振及超声诊断与治疗 主编James D.KATZ, Kathleen BRINDLE 978-7-117-1421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药外治疗法集锦 徐三文主编 978-7-117-1421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士安全用药操作指南 李杨主编 978-7-117-1421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血液病理学:实验和临床方法 主编Dan Jones 978-7-117-1421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分子心血管病学 主编康维强, 宋达琳, 葛志明 978-7-117-1421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创伤治疗学 主编黄显凯, 张连阳, 蒋耀光 978-7-117-1421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医学成像导读,呼吸系统分册 总主编祁吉 978-7-117-1422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 主编陈纪藩 978-7-117-1422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炎症性肠病诊疗新进展 Derek P. Jewell[等]原著 978-7-117-1422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疾病的心理治疗 李殊响编著 978-7-117-1422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遗传病学 主编刘焯霖, 梁秀龄, 张成 978-7-117-1422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损伤后昏迷评估 宿英英主编 978-7-117-1422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源性疾病暴发应对指南 主译杨杏芬, 吴蜀豫 978-7-117-1423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学用歌诀图解 何正显主编 978-7-117-1423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墙内心理问题探秘:罪犯心理咨询与矫治案
例

马立骥, 董长青, 朱国强编著 978-7-117-1423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腧穴通考:《中华针灸穴典》研究.上册 黄龙祥，黄幼民编著 978-7-117-1423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腧穴通考:《中华针灸穴典》研究.下册 黄龙祥，黄幼民编著 978-7-117-1423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四逆散现代研究与应用 张磊主编 978-7-117-1423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对照护理英语会话 主编王文秀, 王颖 978-7-117-1423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抑郁障碍概述 于欣，司天梅主译 978-7-117-1423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躯体疾病与抑郁障碍 于欣，司天梅主译 978-7-117-1423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特殊人群中抑郁障碍与自杀的预防 于欣，司天梅主译 978-7-117-1423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抑郁障碍教育和培训方法 世界精神病学协会 978-7-117-1424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层医院急诊超声诊断实用手册 主编戴九龙 978-7-117-1424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实体肿瘤诊疗指南 金先庆，施诚仁主编 978-7-117-1424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早产原因、结局和预防: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revention

原著Richard E. Behrman, Adrienne Stith 
Butler

978-7-117-1424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表病理学 主编李玉林 978-7-117-1424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医学教育学 主编孙宝志 978-7-117-1424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妇产科学.上 刘敏如，谭万信主编 978-7-117-1425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妇产科学.上 刘敏如，谭万信主编 978-7-117-1425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妇产科学.下 刘敏如，谭万信主编 978-7-117-1425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肿瘤学 主编黄强, 董军, 王之敏 978-7-117-1425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纲目廉验效方精编 王绪前主编 978-7-117-1425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金匮方临床应用 黄仰模主编 978-7-117-1425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技术学,影像设备质量控制管理卷 总主编秦维昌 978-7-117-1425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管、胃静脉曲张内镜治疗 主编刘浔阳 978-7-117-1426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强迫症心理疏导治疗 黄爱国著 978-7-117-1426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病治疗学:最新循证治疗策略 原著Mark G. Lebwohl ... [等] 978-7-117-1426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自身免疫性肝病:临床与病理 主编杨晋辉, 章宗籍 978-7-117-1426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腹膜透析治疗学 主编袁伟杰, 刘军 978-7-117-1426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道肿瘤内镜诊断学 主编王贵齐 ... [等] 978-7-117-1426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吉峰，白波主编 978-7-117-1427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进展.2010 苏定冯，缪朝玉，沈甫明主编 978-7-117-1427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家庭暴力现状及干预 主编张亚林, 曹玉萍 978-7-117-1427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府逐瘀汤现代研究与应用 王阶主编 978-7-117-1427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脉诊:从初学到提高 徐培平著 978-7-117-1427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籍续考 刘时觉编著 978-7-117-1427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外科影像与治疗 主编朱悦, 范国光 978-7-117-1427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和青少年头痛 原著Winner P, Lewis DW, Rothner AD 978-7-117-1427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杂人工膝关节置换 主编童培建 978-7-117-1428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名老中医成才之路 总主编贺兴东，翁维良，姚乃礼 978-7-117-1429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抗击癌症预防、治疗和康护策
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
防防控中心编译

978-7-117-1429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球行动 抗击癌症:2005年最新版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编译
978-7-117-1429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膜透析 主编刘伏友, 彭佑铭 978-7-117-1429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外科围手术期护理技术 主编张秀华, 吴越 978-7-117-1429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病理学图谱 原著Philip B. Clement, Robert H. Young 978-7-117-1429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分子生物学 主编胡维新 978-7-117-1429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学校心理辅导实务:个案分析、活动设计、课
程纲要

主编郑晓边 978-7-117-1430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药数理统计方法 主编高祖新 978-7-117-1430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肿瘤整形与重建手术图谱 原著A. Fitoussi ... [等] 978-7-117-1430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植物药活性成分大辞典.上册 天津药物研究院编著 978-7-117-1430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植物药活性成分大辞典.下册 天津药物研究院编著 978-7-117-1430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植物药活性成分大辞典.中册 天津药物研究院编著 978-7-117-1430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运动与营养
原著William D. McArdle, Frank I. Katch

、Victor L. Katch
978-7-117-1430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同仁眼科疾病护理健康教育指南 刘淑贤,李越主编 978-7-117-1430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恶性肿瘤分子靶向治疗 主编李恩孝 978-7-117-1430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CT与MRI影像解读 主编全冠民 978-7-117-1431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肽药物研究与开发 主编厉保秋 978-7-117-1431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Smith腔内泌尿外科学 主编Arthur D.Smith ... [等] 978-7-117-1431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条款评价要素与方法
说明:2011年版

中国医院协会编写 978-7-117-1432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美容皮肤科学基础 主编Michèle Verschoore，刘玮，甄雅贤 978-7-117-1432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衰老相关疾病及综合征 主编张一辉 978-7-117-1432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学导论 主编毕开顺 978-7-117-1432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疾病社区防治手册 主编翁永振 978-7-117-1432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前列腺疾病的手术治疗 原著Claude Abbou, Jean-Michel 
Dubernard

978-7-117-1432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手术操作与技巧 主编魏文斌, 施玉英 978-7-117-1432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瓣切取技术图解手册 Kartik G. Krishnan原著 978-7-117-1432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造血干细胞.Ⅶ Lothar Kanz[等]主编 978-7-117-1433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偏瘫康复训练图解 主编王俊华, 唐丹 978-7-117-1433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胆胰外科复杂手术操作要领与技巧 原著上西纪夫 ... [等] 978-7-117-1433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学 原著Bradley S. Marino, Katie S. Fine 978-7-117-1433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病学.上册 张之南[等]主编 978-7-117-1433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病学.下册 张之南[等]主编 978-7-117-1433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道微创外科手术学 主编陈德兴 978-7-117-1433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癌症治疗新动向 徐瑞荣主编 978-7-117-1434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案例分析教程
Robert S. Feder, Christopher J. 

Rapuano主编
978-7-117-1434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学分子生物学 主编张景海 978-7-117-1434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物治疗学 主编姜远英 978-7-117-1434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技术制药 主编王凤山 978-7-117-1434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杀虫技术 主编钱万红, 王忠灿, 吴光华 978-7-117-1434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研究方法学 吕玉波, 吴大嵘, 邹旭主编 978-7-117-1435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指导 主编吴立军 978-7-117-1435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外科学.上册 主编张延龄, 吴肇汉 978-7-117-1435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外科学.下册 主编张延龄, 吴肇汉 978-7-117-1435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天然药物化学习题集 主编吴立军 978-7-117-1435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浅表器官和软组织超声诊断学 主编岳林先 978-7-117-1435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电子内镜超声诊断及介入技术 主编孙思予 978-7-117-1435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学概论 主编王建 978-7-117-1435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事管理学 主编杨世民 978-7-117-1435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 主编高振利, 刘庆祚 978-7-117-1435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学 赵群主编 978-7-117-1436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陆涛 978-7-117-1436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缺血性卒中溶栓治疗 主编王拥军, 赵性泉 978-7-117-1436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危重症诊断与治疗精要 主编赵世光, 刘恩重 978-7-117-1436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欠发达地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与研究 刘维忠主编 978-7-117-1436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室外科学 主编张亚卓 978-7-117-1436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疑难病症中医治验心悟 雷昌林著 978-7-117-1437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症预防手册 Dirk Schrijvers[等]原著 978-7-117-1437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眼科名家十讲 彭清华，秦裕辉主编 978-7-117-1437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毒理学 主编楼宜嘉 978-7-117-1437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用植物学 主编张浩 978-7-117-1437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 李发美主编 978-7-117-1437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天然药物化学 主编吴立军 978-7-117-1437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叶天士用经方 张文选编著 978-7-117-1438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辛古今研究与临床应用 周祯祥主编 978-7-117-1438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睾丸肿瘤临床诊断与治疗:从指南到临床 那彦群，孙光，李鸣主编 978-7-117-1438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淋巴疾病超声诊断 戴九龙主编 978-7-117-1438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 主编陆涛 978-7-117-1438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机化学 主编张天蓝, 姜凤超 978-7-117-1438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前列腺癌临床诊断与治疗:从指南到临床 主编那彦群, 李鸣 978-7-117-1438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管理学基础 Petra Seeber，Aryeh Shander原著 978-7-117-1438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实验指导 主编赵怀清 978-7-117-1439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事管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杨世民 978-7-117-1439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动力学常见问题速查手册 主编吴笑春 978-7-117-1439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郭子光各家学说临证精要 刘渊主编 978-7-117-1439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化学 主编李三鸣 978-7-117-1439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用植物学实践与学习指导 主编黄宝康 978-7-117-1439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 主编陈奇 978-7-117-1439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结核病学 唐神结，高文主编 978-7-117-1439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癫痫生酮疗法 主编廖建湘, 万力生 978-7-117-1440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主编刘建平 978-7-117-144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药学 主编蔡少青 978-7-117-1440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 主编朱依谆, 殷明 978-7-117-1440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分析 主编杭太俊 978-7-117-1440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设计学 主编徐文方 978-7-117-1440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波谱解析 主编孔令义 978-7-117-1440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水电解质平衡与紊乱 张家骧, 史延芳编著 978-7-117-1440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图经》研究 主编苏颖, 赵宏岩 978-7-117-1441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眼科临证心悟 杨树立主编 978-7-117-1441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推拿治疗学 宋一同[等]主编 978-7-117-1441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瘫物理治疗 原著Freeman Miller 978-7-117-1441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肝胆胰脾卷 [吴恩惠总主编] 978-7-117-1441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癌 主编David J. Winchester ... [等] 978-7-117-1441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赵怀清 978-7-117-1441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 主编姚文兵 978-7-117-1441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等数学 主编顾作林 978-7-117-1442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创神经外科学 Mark R. Proctor，Peter M. Black原著 978-7-117-1442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学 主编武宏 978-7-117-1442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武宏 978-7-117-1442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概论 主编于锋 978-7-117-1442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面部美容技术 原著David J. Goldberg 978-7-117-1442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机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姜凤超 978-7-117-1442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脾外科复杂手术操作要领与技巧 原著上西纪夫 ... [等] 978-7-117-1443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剂学 主编崔福德 978-7-117-1443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化学 主编尤启冬 978-7-117-1443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薄层色谱速查手册 主编刘勇, 刘永刚 978-7-117-1443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安全手术体位图谱 主编周力，吴欣娟 978-7-117-1443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异种脱细胞真皮基质临床应用与基础研究 冯祥生，潘银根主编 978-7-117-1443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化学实验指导:双语 主编崔黎丽 978-7-117-1443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道MRI诊断学 主编Jaap Stoker ... [等] 978-7-117-1445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病理学 李青, 印弘, 宋建华主编 978-7-117-144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脊柱外科术中护理技术 主编洪瑛, 黄文霞 978-7-117-144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Barrett食管与腺癌 张军主编 978-7-117-1445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外科学,治疗皮肤外科 原著Luigi Rusciani, Perry Robins 978-7-117-1445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与软组织肿瘤的治疗 原著Per-Ulf Tunn 978-7-117-1446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颌面骨缝合术图谱:微型钢板、小型钢板和
螺钉的应用

原著Franz Haerle, Maxime Champy, Bill 
C. Terry

978-7-117-1446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脾胃病知识问答 张声生，陶琳主编 978-7-117-1446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CT引导肝肿瘤消融治疗学 郑加生，李宁，袁春旺主编 978-7-117-1446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外科学原理与争论 原著John W. Miller, Daniel L. 
Silbergeld

978-7-117-1447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药学实验指导 主编刘塔斯 978-7-117-1447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科医师心血管病诊治手册 主编胡大一, 霍勇, 王斌 978-7-117-1447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生殖医学 主编李力, 乔杰 978-7-117-1447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余漫笔话妙方 程宝书著 978-7-117-1448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周病临床诊治要点 主编Walter B. Hall 978-7-117-1448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 郑金生著 978-7-117-1448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的历史 张志斌，李经纬，郑金生著 978-7-117-1448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英对照中医古方治疗糖尿病精粹 喇万英，白素芬，喇孝瑾主编 978-7-117-1448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行为主义心理学与行为医学 王翔南，韦波编著 978-7-117-1449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外科 主编小原孝男 978-7-117-1449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外科学,美容皮肤外科 原著Luigi Rusciani, Perry Robins 978-7-117-1449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理问题指南 主编姜乾金, 张宁 978-7-117-1450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输血1000问 主编王学锋, 滕本秀, 欧阳锡林 978-7-117-1451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王宁利，谢立信，崔浩 978-7-117-1452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李三鸣 978-7-117-1452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主编沈关心 978-7-117-1452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知情同意理论与实践 李庆功编著 978-7-117-1452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学英语.上册 主编史志祥 978-7-117-1453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学英语.下册 主编史志祥 978-7-117-1453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接触镜学 主编吕帆 978-7-117-1453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视光器械学 主编吕帆 978-7-117-1454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等数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王敏彦 978-7-117-1454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液脱落细胞学图谱 卢兴国, 马顺高, 康可上编著 978-7-117-1455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问题与解答 冯玉麟，徐永健主编 978-7-117-1456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Peterson口腔颌面外科学.上 (美)Michael Miloro主编 978-7-117-1456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Peterson口腔颌面外科学.下 (美)Michael Miloro主编 978-7-117-1456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男性避孕与节育 主编黄勋彬, 谷翊群 978-7-117-1456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症监测与治疗技术 王祥瑞，于布为主编 978-7-117-1456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胃肠卷 [吴恩惠总主编] 978-7-117-1457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戒毒人员团体心理咨询实操手册 李娜主编 978-7-117-1457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外科学 主编王澍寰 978-7-117-1457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治疗专家共识 李学旺主编 978-7-117-1457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心血管合并症 李学旺主编 978-7-117-1457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天性巨结肠及其同源病 王果，冯杰雄主编 978-7-117-1457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视光学理论和方法实训指导 主编瞿佳 978-7-117-1457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机器人泌尿外科学 主编H. John, P. Wiklund 978-7-117-1458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科学扩展 主编齐建国 978-7-117-1458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疾病防治 张志斌著 978-7-117-1458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宫廷医疗 李经纬等著 978-7-117-1458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逍遥散现代研究与应用 曾南主编 978-7-117-1458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视觉神经生理学 主编刘晓玲 978-7-117-1458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吸烟与心血管疾病 王吉云，侯晓霞主编 978-7-117-1458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疏导疗法 鲁龙光著 978-7-117-1459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数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张爱芹主编 978-7-117-1459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镜学 主编瞿佳 978-7-117-1459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南少林理筋整脊康复疗法 王和鸣，王诗忠主编 978-7-117-1459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医武功夫整脊手法 (菲)张大勇，张凌岚，陈英晖主编 978-7-117-1459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际中医医师专业技术职称分级标准 李振吉主编 978-7-117-1459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百药炮制 赵中振主编 978-7-117-1459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 胡良平，王琪主编 978-7-117-1460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视光学理论和方法 主编瞿佳 978-7-117-1460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曹德明，许正敏主编 978-7-117-1460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微创手术操作与技巧 主编王彦, 姜学强 978-7-117-1460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腔镜胃癌手术学 主编余佩武 978-7-117-1460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临床技能 主编赵文海 978-7-117-1461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视光应用光学 主编姚进 978-7-117-1461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病学 主编褚仁远 978-7-117-1462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生物标志物:病理生理学及疾病治
疗中的应用

David A. Morrow原著 978-7-117-1462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疑难病例,肿瘤分册 主编陈东, 卢震海 978-7-117-1462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直肠肛门外科手术操作要领与技巧 原著渡边昌彦 ... [等] 978-7-117-1462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毒性脑病 彭英主编 978-7-117-1462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经济学典型案例分析 高广颖主编 978-7-117-1462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美容学 黄霏莉，佘靖主编 978-7-117-1463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药临床调剂技术 翟华强，黄晖，郑虎占主编 978-7-117-1463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组织病理学图谱 主编岑小波, 胡春燕 978-7-117-1463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难愈合创面防治理论与实践 主编付小兵 978-7-117-1464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养生 张志斌，郑金生著 978-7-117-1464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镜学实训指导 主编瞿佳 978-7-117-1464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疑难病例诊治分析 主编徐肇敏, 邹晓平 978-7-117-1464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管癌和胃癌的ESD策略与实践 小山恒男原著 978-7-117-1464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主动脉外科学 主编孙立忠 978-7-117-1465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双眼视觉学 主编王光霁 978-7-117-1465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低视力学 主编徐亮 978-7-117-1465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李高 978-7-117-1465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唇腭裂与面裂畸形 主编马莲 978-7-117-1466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文化学 昝加禄, 昝旺编著 978-7-117-1466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疑难病细胞学诊断 主编丛玉隆, 李顺义, 卢兴国 978-7-117-1466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药理学实践指导及习题集 徐红，张庆主编 978-7-117-1466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牙科博览 傅民魁，李世俊主编 978-7-117-1466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合理用药问答 杨甫德，王传跃主编 978-7-117-1466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颈椎手术误区:并发症预防与治疗
原著Luca Denaro, Domenico D`Avella, 

Vincenzo Denaro
978-7-117-1466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唇腭裂综合治疗学
主编Joseph E. Losee，Richard E. 

Kirschner
978-7-117-1467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数码摄影 主编刘峰 978-7-117-1467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应用解剖学:病例讨论及分析 丁文龙，华佳编著 978-7-117-1468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靶点药物研究及应用 主编李学军 978-7-117-1468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解剖学 主编张励才 978-7-117-1468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连解毒汤现代研究与应用 主编石任兵, 孙建宁 978-7-117-1468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药理学 主编戴体俊, 喻田 978-7-117-1468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生理学 主编罗自强, 谭秀娟 978-7-117-1469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麻醉学 主编郭曲练, 姚尚龙 978-7-117-1469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外循环教程 主编黑飞龙 978-7-117-1469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实践指导及习题集 陈命家主编 978-7-117-1469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病医学 主编邓小明, 李文志 978-7-117-1469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视光公共卫生学 主编赵家良 978-7-117-1469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学基础 主编刘祖国 978-7-117-1469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与关节损伤 王亦璁, 姜保国主编 978-7-117-1469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内科治疗药物的安全应用 主编李德爱, 孙伟 978-7-117-1469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患者报告结局的测量:原理、方法与应用 主编刘保延 978-7-117-1470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藏象辨证论治学 主编严世芸, 李其忠 978-7-117-147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设备学 主编赵嘉训 978-7-117-1470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沟通技巧 原著Lisa Kennedy Sheldon 978-7-117-1470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超声心动图手册
Jing Ping Sun,Joel M. Felner,John D. 

Merlino原著
978-7-117-1470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制定医疗决策:医生指南 主编Alan Schwartz, George Bergus 978-7-117-1470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和主动脉外科新进展 主编John A. Kern, Irving L. Kron 978-7-117-1470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运动损伤的预防 原著Roald Bahr, Lars Engebretsen 978-7-117-1471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原理 Harold P. Adams原著 978-7-117-1471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疼痛诊疗学 主编谭冠先 978-7-117-1471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脏超声影像学 主编杨舒萍, 沈浩霖 978-7-117-1471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牛奶过敏诊断与相关理论的指导意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翻译 978-7-117-1471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肿瘤药物Ⅰ期临床研究实践指南
原著Elizabeth A Eisenhauer，Chris 

Twelves，Marc Buyse
978-7-117-1471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学英语学习指导 主编史志祥 978-7-117-1471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斜视弱视学 主编赵堪兴 978-7-117-1472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屈光手术学 主编王勤美 978-7-117-1472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肿瘤学理论与实践 封国生主编 978-7-117-1472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心理保健与咨询:培训教程 郑毅，胡佩诚主编 978-7-117-1473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实践指南 主编K.J.Lee 978-7-117-1473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循证治疗 主编董卫国 978-7-117-1473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儿科临床技能 主编原晓风 978-7-117-1473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杂肩关节置换与翻修 原著Robert H. Cofield, John W. 
Sperling

978-7-117-1474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新药特药手册 主编隋忠国 978-7-117-1474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主动脉外科学
原著Mark D. Morasch, William H. 

Pearce, James S.T. Yao
978-7-117-1474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移植药物手册 主编田野, 郭宏波 978-7-117-1475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护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陈文松主编 978-7-117-1475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疾病护理学 主编杨莘 978-7-117-1475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手册 主编陈礼刚, 李定君 978-7-117-1475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合树脂多层美学修复:基础理论与临床 主编樊明文 978-7-117-1475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液代谢的平衡与紊乱 朱蕾主编 978-7-117-1475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结核病影像诊断 伍建林，路希伟主编 978-7-117-1475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睡眠疾病
主编Paul R.Carney, Richard B.Berry, 

James D.Geyer
978-7-117-1475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分析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于治国 978-7-117-1476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护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罗悦性主编 978-7-117-1476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学前沿进展 主编曹雪涛 978-7-117-1476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方方法论 孙朝宗，孙眉生主编 978-7-117-1476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新进展 韩德民主编 978-7-117-1476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卵巢癌
Robert E. Bristoe, MD，Deborah K. 

Armstrong, MD主编
978-7-117-1476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经典名医心悟选粹 吕志杰主编 978-7-117-1476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害虫管理学 主编姜志宽, 郑智民, 王忠灿 978-7-117-1477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移植学.上册 主编陈实 9.78712E+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移植学.下册 主编陈实 9.78712E+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神经病学 主编周丛乐 978-7-117-1477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外科学 主编王深明 978-7-117-1477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程能能 978-7-117-1477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妇科临床技能 主编凌霞 978-7-117-1477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外科临床技能 主编韩万峰 978-7-117-1478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临床技能 朴春丽主编 978-7-117-1478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伤药物配对集粹 张虹，杜志军，肖振杰编写 978-7-117-1478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整形外科学 原著Jesse A.Taylor 978-7-117-1478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定位神经阻滞图谱 主编田玉科, 梅伟 978-7-117-1478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宫腔内人工授精与促排卵
原著Richard P. Dickey, Peter R. 

Brinsden, Roman Pyrzak
978-7-117-1478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咨询与治疗基本技能训练 张伯华主编 978-7-117-1478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解析焦虑 陈晋东，严虎编著 978-7-117-1478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器官外科获取技术 Andrzej Baranski原著 978-7-117-147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颌面部骨骼牵引成骨 主编William H.Bell, Cesar A.Guerrero 978-7-117-1479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眼病诊断图谱 主编闵寒毅 978-7-117-1479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肠结肠外科手术操作要领与技巧 原著渡边昌彦 ... [等] 978-7-117-1479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分析实验指导 主编范国荣 978-7-117-1479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溯本求源 平脉辨证 李士懋，田淑霄著 978-7-117-1479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经尿道手术学 刘春晓主编 978-7-117-1479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病变CT与MR对比临床应用 龚洪翰, 吕农华主编 978-7-117-1479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外科手术技术
Gordon H. Baltuch，Jean-Guy Villemure

原著
978-7-117-1479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被忽视的热带病:全球影响与防治对策 世界卫生组织原著 978-7-117-1479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实践2011:中西医结合卷 胡大一，马长生，王显主编 978-7-117-1480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Hall皮肤病学:系统疾病的皮肤表现 主编John C. Hall, Brian J. Hall 978-7-117-1480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化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杨艳杰主编 978-7-117-1480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实践指导及习题集 马秀芬，张世琴，张展主编 978-7-117-1480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实践2011,新进展与临床案例 胡大一，马长生主编 978-7-117-1480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身体评估实践指导手册 主编孙玉梅 978-7-117-1480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骨肿瘤 José Ca?adell，Mikel San-Julian原著 978-7-117-1480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实践指导及习题集 程瑞峰主编 978-7-117-1481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住院医师手册 原著Manish Mehta，Arun Mathews 978-7-117-1481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传播疾病 主编刘全忠, 王千秋 978-7-117-1481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皮肾镜取石术 曾国华，李逊主编 978-7-117-148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心脏病学 主编杨思源, 陈树宝 978-7-117-1481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科疑难病例分析 主编朱继红, 周倩云 978-7-117-1481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学
原著Seth J.Karp, James P.G.Morris, 

Stanley Zaslau
978-7-117-1482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护理学辞典 主编殷磊, 刘明 978-7-117-1482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 郭立新，李玉珍主编 978-7-117-1482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腰椎间盘突出症 主编胡有谷 978-7-117-1482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威廉姆斯血液学 主编Kaushansky ... [等] 978-7-117-1482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阻塞性肺病综合管理
Jean Bourbeau，Diane Nault，Elizabeth 

Borycki著
978-7-117-1482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护理技术 任辉, 余珊主编 978-7-117-1482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端医学期刊论文写作指南 主编肖先福, 马彦茹, 张立红 978-7-117-1482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病防治培训手册:学员用书,实验室检测 主编尹跃平 978-7-117-1482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病防治培训手册:教员用书 主编陈祥生 978-7-117-1483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前房角镜检查 主编张莉林, 阴正勤 978-7-117-148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应用新解:视网膜和青
光眼

黎晓新, 陈玮志, 李立新著 978-7-117-1483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肿瘤学原理与实践
（美）Richard R. Barakat,Maurie 

Markman,Marcus Randall原著
978-7-117-1483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内镜经鼻中央颅底解剖图谱 王任直[等]著 978-7-117-1483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物理学仿真实验 主编张瑞兰, 吉强 978-7-117-1483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临床手册 Jonathan D. Walker原著 978-7-117-1483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核医学典型病例精选图谱 主编左书耀, 黄钢 978-7-117-1484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图表解 陈家旭主编 978-7-117-1484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图表解 主编陈家旭 978-7-117-1484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疼痛护理手册 主编赵继军, 周玲君 978-7-117-1484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代谢性骨病学 主编邱明才, 戴晨琳 978-7-117-148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理技术 主编沈南平 978-7-117-1484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技术 主编陈晓莉 978-7-117-1484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护理技术 主编尼春萍 978-7-117-1484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危重症护理技术 主编朱京慈, 胡敏 978-7-117-1484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技术 主编李小麟 978-7-117-1485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耳鼻咽喉和口腔科护理技术 主编程红缨，张绍蓉 978-7-117-1485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三基”训练指南与习题集丛书,内科分
册

汪道文, 王伟主编 978-7-117-1485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三基”训练指南与习题集丛书,外科分
册

陈孝平，杨为民主编 978-7-117-1485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三基”训练指南与习题集丛书,妇产科
及儿科分册

马丁, 罗小平主编 978-7-117-1485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三基"训练指南与习题丛书,五官科及康
复科分册

主编毛靖, 黄晓琳 978-7-117-1485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图谱 原著S. Bert Litwin 978-7-117-1485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骨肌系统卷 978-7-117-1485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氩离子激光及其医学应用 孙朝晖编著 978-7-117-1485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病理学技术 编著梁英杰，凌启波，张威 978-7-117-148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结构学实践指导及习题集 杨壮来，牟兆新主编 978-7-117-1486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隆乳术 William P. Adams原著 978-7-117-1486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鼻整形入门 李战强主编 978-7-117-1486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淋巴结清扫技巧 主编黄昌明 978-7-117-1486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病毒名称 主编邵一鸣 978-7-117-1487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管直肠疾病超声诊断 主编焦彤 978-7-117-1487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盆底超声学图谱
主编Hans Peter Dietz, Lennox P.J. 

Hoyte, Anneke B. Steensma
978-7-117-1487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道医学理念与实践 主编S. William A. Gunn, Michele 
Masellis

978-7-117-1487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儿童结核病防治手册 主编王黎霞 ... [等] 978-7-117-1487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膀胱癌流行病学 钟惟德主编 978-7-117-1487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姑息药学关怀 Jennifer M.Strickland主编 978-7-117-1487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导论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王瑞敏主编 978-7-117-1487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重性精神疾病社区防治手册 栗克清[等]主编 978-7-117-1488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医生的秘密:心理咨询特案集锦 王翔南著 978-7-117-1488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口腔保健 储冰峰，刘洪臣主编 978-7-117-1488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苟文丽主编 978-7-117-1488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 主编吴长有，杨安钢 978-7-117-1488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侵袭性肺真菌病影像学图集 何礼贤，李华茵，邵长周主编 978-7-117-1488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神经科学基础
Paul A. Young, Paul H. Young，Daniel 

L. Tolbert主编
978-7-117-1488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影像医学,泌尿生殖系统卷 王霄英, 蒋学祥主编 978-7-117-1488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肿瘤外科治疗学 原著Rapheal E. Pollock ... [等] 978-7-117-1488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现场学 主编万立华 978-7-117-1489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周围动脉硬化性疾病 主编李小鹰 978-7-117-1489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男性包皮外科 主编程跃, 彭弋峰, 李石华 (Philip S. Li) 978-7-117-1489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彩色图谱 主编胡建国, 杨一峰 978-7-117-1489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肝病学 吴孟超，李梦东主编 978-7-117-1489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髓损伤基础与临床 胥少汀, 郭世紱主编 978-7-117-1489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膝关节镜基础 主编潘海乐, 刘玉杰 978-7-117-1489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瓣与重建外科 原著Fu-Chan Wei, Samir Mardini 978-7-117-1489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常用药物处方手册 主编李德爱，孙伟 978-7-117-1489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脑电图培训教程
中国抗癫痫协会, 脑电图和神经电生理分会, 

临床脑电图培训教程编写组
978-7-117-1490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技术 主编李晓玲, 白阳静 978-7-117-1492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技术学,X线造影检查技术卷 总主编秦维昌 978-7-117-1495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门诊治疗材料护理技术 主编李秀娥, 王春丽 978-7-117-1495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精神疾病药物治疗案例评析 主编孙长凯 978-7-117-1495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创伤外科治疗学 主编郝定均, 王岩, 田伟 978-7-117-1496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中成药用药指导 隋忠国，张辉主编 978-7-117-1496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高等卫生职业教育现状与发展 孟群主编 978-7-117-1496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肘关节外科学 主编毛宾尧, 庞清江 978-7-117-1498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商品名通用名速查手册 卢海儒编著 978-7-117-1498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实习医师手册 陈学良，寿楠海，关广聚主编 978-7-117-1498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 主编王维治 978-7-117-149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技术学,X线摄影技术卷 主编李萌, 余建明 978-7-117-1498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药物动力学 主编蒋新国 978-7-117-1499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方的魅力:黄煌谈中医 黄煌著 978-7-117-1499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DNA条形码分子鉴定 陈士林编著 978-7-117-1499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剂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王东凯 978-7-117-1499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肌细胞离子通道和通道病研究进展 刘泰槰编著 978-7-117-1499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Ballenger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鼻科学分册 主编James B. Snow, P. Ashley Wackym 978-7-117-1499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Ballenger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头颈外科学
分册

主编James B. Snow Jr., P. Ashley 
Wackym

978-7-117-1500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Ballenger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喉与支气管
食管病学分册

James B. Snow，P. Ashley Wackym主编 978-7-117-150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Ballenger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小儿耳鼻咽
喉科学分册

James B. Snow，P. Ashley Wackym主编 978-7-117-1500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Ballenger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面部整形与
重建外科学分册

James B. Snow，P. Ashley Wackym主编 978-7-117-1500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Ballenger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耳科学与耳
神经科学分册

主编James B. Snow Jr., P. Ashley 
Wackym

978-7-117-1500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Ballenger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主编James B. Snow Jr., P. Ashley 
Wackym

978-7-117-1500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技术学,急诊影像检查技术卷 总主编秦维昌 978-7-117-1500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鼻窦和前颅底内镜手术学 主编Malte Erik Wigand 978-7-117-1500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误诊误治与防范 王滔主编 978-7-117-1501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际尿控学标准化指南:中英文对照 国际尿控学会原著 978-7-117-1501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内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钱家鸣 978-7-117-1501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病理学图谱 主编赵桂秋, 林锦镛, 林红 978-7-117-1501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名方学用挈要 沈涛，贾波主编 978-7-117-1501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仪器学 主编曾照芳, 贺志安 978-7-117-1501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症的整合医学心理防治 主编黄雪薇 978-7-117-1502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寄生虫病的外科治疗 主编邓维成, 何永康 978-7-117-1502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检验职业技能实训与评价指南 主编马少宁 978-7-117-1502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小手术学 许怀瑾主编 978-7-117-1502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学临床实践指导 赵桂秋主编 978-7-117-1502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TIP技术”的理论与
实践

汪卫东著 978-7-117-1502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发展治疗学:基于异常发展的心理治疗理论体
系

汪卫东著 978-7-117-1503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基础实验指导 主编吴晓蔓 978-7-117-1503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仪器学实验指导 曾照芳主编 978-7-117-1503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精神病理学 刘协和编著 978-7-117-1504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灵芝扶正袪邪辅助治疗肿瘤 林志彬编著 978-7-117-1504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基础习题集 主编刘成玉, 罗春丽 978-7-117-1504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循环介质推拿疗法 (新加坡)林春发, 谭家祥主编 978-7-117-1504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病累及眼耳鼻咽喉特殊病例精选 主编王振刚 978-7-117-1505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淋巴管结构与癌转移 主编王云祥, 张雅芳 978-7-117-1506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另辟蹊径: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实践 Thorana S. Nelson原著 978-7-117-1506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输血学检验实验指导 主编秦莉 978-7-117-1507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剂学实验指导 主编崔福德 978-7-117-1508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妇产科实习医生手册 主编杨菁 ... [等] 978-7-117-1508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学理论与实践 主编蔡卫民, 吕迁洲 978-7-117-1508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少年健康与发展研究:双语
中文主编臧渝梨, 赵勇, 英文主编臧渝梨, 

罗杰·华生
978-7-117-1508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抗感染治疗学 汪复，张婴元主编 978-7-117-1508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产基础与临床 主编张建平 978-7-117-1508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手册 王临虹主编 978-7-117-1508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证必读名句解析 郭霞珍主编 978-7-117-150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基础 主编刘成玉, 罗春丽 978-7-117-1509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商环包皮环切术 程跃，李石华(Philip S. Li)主编 978-7-117-1509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系列丛书,心血管疾
病专辑

主编刘梅林, 袁洪 978-7-117-1509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时辰与合理用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编著 978-7-117-1510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实验指导与习题集 沈继龙主编 978-7-117-1510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检验实验指导 主编刘辉 978-7-117-1510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解毒药物的合理使用 主编赖伟华, 冯婉玉 978-7-117-1510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疾病的合理用药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编著

978-7-117-1510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输血学检验 主编胡丽华 978-7-117-1511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层医师诊疗操作技术图解 刘志敏著 978-7-117-1511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治疗药物的安全应用 主编李德爱, 孙伟 978-7-117-1511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病学.上册 主编廖二元 978-7-117-151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病学.下册 主编廖二元 978-7-117-151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理治疗与行为干预 主编李荐中 978-7-117-1511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质疏松治疗药物的合理使用 北京积水潭医院编著 978-7-117-1511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妊娠期合理用药 中国药学会组织编写 978-7-117-1511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疾病的合理用药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温州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编著
978-7-117-1511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解热镇痛抗炎药物的合理使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昌明市儿童

医院, 海口市人民医院编著
978-7-117-1512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激素的合理使用 四川省人民医院编著 978-7-117-1512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治疗药物的合理使用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学编著 978-7-117-1512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治疗药物的合理使用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编著

978-7-117-1512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治疗药物的合理使用 中国药学会组织编写 978-7-117-1512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养生卷 978-7-117-1512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14],临证各科卷 978-7-117-1512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11],临证各科卷 978-7-117-1512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13],临证各科卷 978-7-117-1512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临证各科卷 978-7-117-1512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10],临证各科卷 978-7-117-1513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23],综合性著作
卷

978-7-117-151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22],医案医话医
论卷

978-7-117-1513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医案医话医论卷 978-7-117-1513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12],临证各科卷 978-7-117-1513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8],方书卷 978-7-117-1513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7],方书卷 978-7-117-1513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6],方书卷 978-7-117-1513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一,方书卷 刘景源整理 978-7-117-1513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毒性理论与安全性评价 赵军宁，叶祖光主编 978-7-117-1513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疾病诊疗新技术 主编陈平, 周锐, 陈燕 978-7-117-1514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农药学文化研究 马继兴著 978-7-117-1514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男科手术学 主编邓春华, 戴宇平, 陈炜 978-7-117-1514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周围神经阻滞 主编黄宇光, Jian Hang 978-7-117-151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实验技术 孟国林, 吕荣, 刘建主编 978-7-117-1514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鼻内镜外科学 主编韩德民 978-7-117-1514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肿瘤药物的合理使用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编著
978-7-117-1514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物与合理用药 主编尹一子, 李艳妍 978-7-117-1514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三基”训练指南与习题集丛书,医技分
册

漆剑频，孙自镛主编 978-7-117-1514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三基”训练指南与习题集丛书,护理分
册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主编 978-7-117-1515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调脂药物的合理使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邵逸夫医院，山东省立医院编著
978-7-117-1515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治疗药物的合理使用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三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编

978-7-117-1515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输液治疗用药的合理使用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编著 978-7-117-1515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疾病的合理用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编著 978-7-117-1515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胶质瘤治疗技术与进展 江涛, 马文斌, 杨学军主编 978-7-117-1515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25],综合性著作
卷

978-7-117-1516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15],临证各科卷 978-7-117-1516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9],临证各科卷 978-7-117-1516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实验指导 主编钱士匀 978-7-117-1517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4],本草卷 978-7-117-1517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针灸卷 978-7-117-1517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伤寒·金匮·温病
卷

978-7-117-1517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医经·理论·诊法
卷

978-7-117-1518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学 原著Grant Cooper 978-7-117-1518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临证各科卷 978-7-117-1518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临证各科卷 978-7-117-1518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24],综合性著作
卷

978-7-117-1518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24],综合性著作
卷

978-7-117-1518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临证各科卷 978-7-117-1518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院前创伤救治教程 李巍主编 978-7-117-1518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血液学检验实验指导 主编夏薇 978-7-117-1519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指导 主编吴爱武 978-7-117-1519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平乐推按法 陈汴生，尚鸿生，黄梅主编 978-7-117-1519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乙型肝炎基础和临床 骆抗先, 陈金军, 李平编著 978-7-117-1520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从经典到临床:熊继柏《内经》与临证治验十
三讲

熊继柏著述 978-7-117-1520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输血学检验习题集 主编胡丽华 978-7-117-1520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血液学检验 主编许文荣, 王建中 978-7-117-1520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杏园金方名医验案 王道瑞[等]编著 978-7-117-1520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验方汇编第一辑 中医研究院主编 978-7-117-1521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 主编李艳, 李山 978-7-117-1521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抑郁症:治疗与研究 主编徐汉明 978-7-117-1521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假肢与矫形器的临床应用 主编武继祥 978-7-117-1521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脑卒中康复治疗指南 主编张通 978-7-117-1521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经验方 沈仲圭编著 978-7-117-1522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检验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王兰兰, 许化溪 978-7-117-1522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前超声诊断学 严英榴, 杨秀雄主编 978-7-117-1522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剂学图表解 李庆业，杨斌主编 978-7-117-1522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难经答问 周发祥编著 978-7-117-1522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认识领悟疗法 钟友彬 ... [等] 著 978-7-117-1522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主编府伟灵, 徐克前 978-7-117-1522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 沈继龙, 张进顺主编 978-7-117-1522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感染药物的合理使用 中国药学会组织编写 978-7-117-1523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输血科诊疗常程 北京协和医院编 978-7-117-1523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主编倪语星, 尚红 978-7-117-1523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仪器学习题集 主编曾照芳 978-7-117-1523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检验 主编王兰兰, 许化溪 978-7-117-1523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立法论治要义 范仁忠编著 978-7-117-1523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的配伍运用 丁光迪著 978-7-117-1524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科诊疗常规 梁晓春, 孙华主编 978-7-117-1524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骨经验汇萃 山东中医学院编写 978-7-117-1525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缺血性卒中二级预防循证医学证据 张茁，张微微主编 978-7-117-1525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缺血性脑血管病介入诊断与治疗影像图谱 主编周华东 978-7-117-1525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人合理用药与抗衰老药 谢惠民，李林主编 978-7-117-1525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状动脉搭桥术后再次血运重建策略 主编周玉杰 ... [等] 978-7-117-1525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直肠癌:临床 病理 MRI图谱 原著Arnd-Oliver Schafer, Mathias 
Langer

978-7-117-1526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今日中医推拿 主编房敏 978-7-117-1526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验案四百例传心录 赵国仁著 978-7-117-1526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病症中医辨治 瞿岳云编著 978-7-117-1526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风湿病手册 栗占国，陈适主编 978-7-117-1526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实用心脏起搏技术 主编华伟 978-7-117-1526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实验指导 主编王晓春 978-7-117-1526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潘世扬 978-7-117-1527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四君子汤现代研究与应用 彭成主编 978-7-117-1527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佐林格外科手术图谱
原著Robert M. Zollinger, E.Christopher 

Ellison
978-7-117-1527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做称职的神经科医生 Louis R. Caplan，Joshua Hollander原著 978-7-117-1527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中成药合理应用手册 主编梅全喜 978-7-117-1527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源性肝肾损害及其防治对策 主编侯连兵, 周静 978-7-117-1527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应用写作 王峰编著 978-7-117-1527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关节置换临床实践与思考 主编张先龙, 吴海山 978-7-117-1527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基本药物政策与基层医疗机构用药管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编著
978-7-117-1528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袖珍药物手册 张家铨主编 978-7-117-1528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多学科防治与行为干预 编著张锡明, 刘尊永, 刘新民 978-7-117-1528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用药400品历验心得 马大正著 978-7-117-1528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实践经验录 魏长春编著 978-7-117-1528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临床生用与制用 陆拯编著 978-7-117-1529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 吕建新, 樊绮诗主编 978-7-117-1529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急救手册 魏克伦主编 978-7-117-1529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疾病腔镜治疗 姜军主编 978-7-117-1530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面向问题的统计学.1,科研设计与统计基础 主编胡良平 978-7-117-1530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艾滋病影像学 李宏军主编 978-7-117-1530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晴指引:焦虑障碍防治指南大众本 吴文源，季建林，司天梅编著 978-7-117-1530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医生用药手册 杨继章主编 978-7-117-1530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卫生与咨询 马莹，黄晞建主编 978-7-117-1530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面向问题的统计学.3,试验设计与多元统计分
析

主编胡良平 978-7-117-1530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面向问题的统计学.2,多因素设计与线性模型
分析

主编胡良平 978-7-117-1530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林吟韵:历代医家诗词赏析 朱伟常编著 978-7-117-1531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梗死 赵建国主编 978-7-117-1531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Robert B. Wallace 978-7-117-1531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支气管镜介入治疗 王洪武, 金发光, 柯明耀主编 978-7-117-1531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疑难神经病例 主编戚晓昆, 黄旭升, 魏东宁 978-7-117-1531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科临床药师经典案例分析 主编王育琴，齐晓涟 978-7-117-1532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实验室技术 主编黄国宁, 孙海翔 978-7-117-1532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淋巴瘤图解指南
（美）Lorenzo Cerroni,Kevin 

Gatter,Helmut Kerl原著
978-7-117-1532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生物力学 主编于海洋 978-7-117-1532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温病条辨 (清) 吴瑭著 978-7-117-1532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灵枢经 978-7-117-1532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方论 (汉) 张仲景述 978-7-117-1533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 978-7-117-1533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西医难治病种中西医结合诊疗方略 魏玮，唐艳萍主编 978-7-117-1533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分裂症 主编赵靖平 978-7-117-1533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关键概念术语考论 主编赵京生 978-7-117-1533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检验实验教程.上册 冯文莉, 樊绮诗主编 978-7-117-1533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检验实验教程.下册 冯文莉, 樊绮诗主编 978-7-117-1533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再生医学 丁斐, 刘伟, 顾晓松主编 978-7-117-1533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门诊外科诊断图谱 主编陈晋杰, 孙国强 978-7-117-1534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发性硬化 胡学强主编 978-7-117-1534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 主编陈学荣 978-7-117-1534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类颍川医案 丁学屏，张景仙整理 978-7-117-1534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理实验方法学 主编郭瑞臣 978-7-117-1534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科麻醉原理与临床:principles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

吴新民 ... [等]主编 978-7-117-1535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骨科学,创伤骨科卷 主编曾炳芳, 梁国穗 978-7-117-1535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儿童重症医学 主编封志纯, 祝益民, 肖昕 978-7-117-1535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逐次访谈指南 原著MIchael L. Perlis ... [等] 978-7-117-1535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心脏病学 主编王士雯, 钱方毅, 周玉杰 978-7-117-1536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疾病疗效评价标准 主编胡永成 ... [等] 978-7-117-1536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痉挛:肉毒毒素定位注射技术 主编窦祖林, 欧海宁 978-7-117-1536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人用药指导 主编殷立新, 张力辉 978-7-117-1536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释义和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培训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 卫生部合理
用药专家委员会组织编写

978-7-117-1537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科合理用药问答 段文若主编 978-7-117-1537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从敬业到精业:华西护理创新管理 成翼娟主编 978-7-117-1537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从授业到树人:华西医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万学红主编 978-7-117-1537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从开源到节流:华西医院后勤管理创新 张伟主编 978-7-117-153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疾病诊疗常规 主编孙强 978-7-117-1538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科诊疗常规 孙秋宁主编 978-7-117-1538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计划生育诊疗常规 主编刘欣燕 978-7-117-1538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科诊疗常规 主编边旭明 978-7-117-1538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诊疗常规 主编郎景和 978-7-117-1538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科诊疗常规 黄宇光主编 978-7-117-1538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外科诊疗常规 主编苗齐 978-7-117-1538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免疫科诊疗常规 主编张奉春 978-7-117-1538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内科诊疗常规 主编白春梅 978-7-117-1539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科诊疗常规 主编于学忠, 王仲, 马遂 978-7-117-1539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诊断科诊疗常规 姜玉新, 戴晴主编 978-7-117-1539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放射科诊疗常规 主编金征宇 978-7-117-1539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通外科诊疗常规 赵玉沛, 邱辉忠主编 978-7-117-1539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科诊疗常规 马方, 于康主编 978-7-117-1539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内科诊疗常规 钱家鸣，孙钢主编 978-7-117-1539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诊疗常规 主编王任直 978-7-117-1539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剂科工作常规 北京协和医院编 978-7-117-1539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 张翔，邢春燕主编 978-7-117-1540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系统疾病 王绵，张力辉，殷立新主编 978-7-117-1540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 张鉴，雒琪主编 978-7-117-1540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功能障碍与性心理障碍 陆峥主编 978-7-117-1540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酒精及药物滥用与成瘾 主编赵敏, 郝伟 978-7-117-1540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系统疾病 许冬梅，贾晓妍主编 978-7-117-1540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格障碍与冲动控制障碍 编著谢斌, 邵阳, 张天宏 978-7-117-1540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双相障碍 主编江开达, 黄继忠 978-7-117-1541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机事件心理干预策略 主编杨艳杰 978-7-117-1541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抑郁障碍 主编方贻儒 978-7-117-1541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外科诊疗常规 主编桑新亭 978-7-117-1541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物治疗学 程德云，陈文彬主编 978-7-117-1541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品中可能的非法添加物危害识别手册 主编李宁, 贾旭东 978-7-117-1542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救护理 主编叶文琴 978-7-117-1542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郝万山话中医 郝万山著 978-7-117-1542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内镜高清内镜和窄带成像综合图谱 主编Jonathan Cohen 978-7-117-1543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分裂症 主编徐一峰 978-7-117-1543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不良反应与药源性疾病 中国药学会组织编写 978-7-117-1543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失眠防治指南 杨甫德，陈彦方主编 978-7-117-1543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寄生虫图鉴 主编李朝品, 高兴政 978-7-117-1543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炎症性肠病问题与解答 郑家驹编著 978-7-117-1543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采供血操作技术 韩存连，耿微主编 978-7-117-1544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针灸医案选 刘冠军编 978-7-117-1544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防治急性脑血管病 王松龄，王爱凤，张社峰主编 978-7-117-1544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住院医师手册 周希亚，彭澎主编 978-7-117-1544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科诊疗常规 主编李方 978-7-117-1544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住院医师手册 韩显林主编 978-7-117-1545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代动力学与药效动力学 原著Malcolm Rowland, Thomas N.Tozer 978-7-117-1545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从竞争到协作:华西区域协同医疗服务模式的
启示

李为民主编 978-7-117-1546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龚志贤临床经验集 龚志贤编著 978-7-117-1546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组织病理彩色图谱 主编夏胜海, 宋旭东 978-7-117-1546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老年疾病用药:案例版 李淑媛主编 978-7-117-1546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类方汇参 左季云编著 978-7-117-1546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陆银华治伤经验 沈敦道，陆海善，叶海整理 978-7-117-1546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火痰瘀论 章真如编著 978-7-117-1546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阴道镜诊断案例精选 章文华，李淑敏主编 978-7-117-1546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纤维桩修复技术 刘峰主编 978-7-117-154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住院医师手册 李冀，吴晓燕主编 978-7-117-1547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住院医师手册 主编吴东，李骥 978-7-117-154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脏病康复学 主编燕铁斌 978-7-117-1547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症监护 主编方芳 978-7-117-1547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专科护理 主编吴蓓雯 978-7-117-1547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本药物合理遴选技术指南 主编史录文 978-7-117-1547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儿童哮喘防治常识 黄英主编 978-7-117-1547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口腔医学词典 周学东, 王翰章主编 978-7-117-1548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医学诊疗常规 刘晓红, 朱鸣雷主编 978-7-117-1548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内科诊疗常规 肖毅，蔡柏蔷主编 978-7-117-1548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外科诊疗常规 主编李单青 978-7-117-1548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医学康复科诊疗常规 华桂茹, 陈丽霞主编 978-7-117-1548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站管理学 江朝富，孙启凤，付涌水主编 978-7-117-1548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围产期护理 主编黄群 978-7-117-1548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 主编赵爱平 978-7-117-1548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 徐欣昌，鲁春燕主编 978-7-117-1548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常规 吴欣娟，张晓静主编 978-7-117-1549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上消化道超声内镜入门 丁祥武著 978-7-117-1549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移植 郑树森主编 978-7-117-1549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援疆实用五官科手册 阴赪宏总主编 978-7-117-1549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通外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49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49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外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0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0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诊疗常规 主编李汉忠 978-7-117-1550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外科诊疗常规 主编刘昌伟 978-7-117-1550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0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0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病学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0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内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0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内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0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编著 978-7-117-1551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内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1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内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1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SCI医学英文论文的撰写与发表 文师吾，谢日华编著 978-7-117-1551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及个体化治疗 主编段文若 978-7-117-1551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信号转导与疾病 主编黄文林, 朱孝峰 978-7-117-1551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学 原著Tamara Callahan, Aaron B. Caughey 978-7-117-1551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医学词典 主编宋为群 978-7-117-1551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液相色谱技术导论
原著Lloyd R.Snyder, Joseph J.Kirkland, 

John W.Dolan
978-7-117-1552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常用药物速查手册 徐淑秀，蒋志文主编 978-7-117-1552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实验室仪器管理 主编丛玉隆 978-7-117-1552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急难重症病情评估与处理 许建明主编 978-7-117-1552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导论 主编程云 978-7-117-1553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内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5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编著] 978-7-117-1555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6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6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6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6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6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6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喉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6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外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6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诊疗常规 主编董方田 978-7-117-1556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注射剂的配伍及合理使用 主编唐尧 978-7-117-1556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 孙淑娟，于翠香主编 978-7-117-1557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临床路径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57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读书教学与临症 徐荣斋编著 978-7-117-1557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协和妇科肿瘤手册 吴鸣主编 978-7-117-1557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标志物临床与检验 黄山，刘志琴，樊学军主编 978-7-117-1558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发性骨髓瘤诊疗常规 主编陈世伦, 于力, 邱录贵 978-7-117-1558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营养学 主编蔡东联 978-7-117-1558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部肿瘤诊治图谱 主编高峻青, 李逸群, 杨克非 978-7-117-1558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解剖性肝切除手术操作病例精选 主编吴金术 978-7-117-1558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病与卒中:病理生理学和治疗
主编Venkatesh Aiyagari，Philip B. 

Gorelick
978-7-117-1560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方新论 吕志杰著 978-7-117-1560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肠疾病图谱 任东林, 汪建平著 978-7-117-1561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通外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姜洪池 978-7-117-1561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葡萄多酚基础与临床 主编高海青, 李保应 978-7-117-1561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音乐治疗:理论 应用 实践 陈美玉著 978-7-117-1562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系统疾病 王清，牟燕主编 978-7-117-1562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用药物不良反应观察与护理 主编吴惠平, 李荣 978-7-117-1562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机构药师工作要点与细节 主编周文 978-7-117-1562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信息搜集与处理 主编赵文龙 978-7-117-1562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制剂药物动力学 周莉玲主编 978-7-117-1563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Martin物理药剂学与药学 原著Patrick J. Sinko 978-7-117-1563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用药指导 主编张志清 978-7-117-1563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诊疗指南 主编季卫东, 张瑞岭 978-7-117-1563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外科学 谭启富，李龄，吴承远主编 978-7-117-1563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药物剂型及合理使用 胡汉昆，刘萍主编 978-7-117-1563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路径:合订本 卫生部医政司 978-7-117-1563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腹症影像学 主编黄进...[等] 978-7-117-1564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 王淑民编著 978-7-117-1564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生物生物膜与感染 周学东，施文元主编 978-7-117-1564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学伦理思想史 曹志平编著 978-7-117-1564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核病治疗学 李亮[等]主编 978-7-117-1564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理解孩子,6~7岁 Corinne Aves原著 978-7-117-1565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理解孩子,4~5岁 Lesley Maroni原著 978-7-117-1565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骨科学.上册 主编张铁良, 王沛, 马信龙 978-7-117-1565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骨科学.下册 主编张铁良, 王沛, 马信龙 978-7-117-1565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学 丰有吉主编 978-7-117-1565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阴道镜诊断图谱 章文华主编 978-7-117-1565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检验科诊疗常规 主编徐英春 978-7-117-1565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地震伤的分级整合救治 石应康主编 978-7-117-1566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理 主编楼建华 978-7-117-1566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患行为与医患沟通技巧 主编李功迎 978-7-117-1566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铁代谢失衡疾病的分子生物学原理 主编常彦忠, 段相林 978-7-117-1566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中西药物治疗案例评析 主编张婷婷, 王采文 978-7-117-1566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跟名师临床学伤寒 李赛美主编 978-7-117-1566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躯体形式障碍 主编吴文源 978-7-117-1566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内血管畸形与动脉瘤诊检与治疗 原著M. Forsting, I. Wanke 978-7-117-1567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疑难病例解析 刘晓红主编 978-7-117-1567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豆状核变性 梁秀龄, 李洵桦主编 978-7-117-1567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部肿瘤放射性粒子治疗学 主编柴树德, 郑广钧 978-7-117-1567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激光治疗精粹 原著David J. Goldberg 978-7-117-1568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鼠肝移植手术图谱 李立主编 978-7-117-1568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病学临床病例解析 原著Menna Clatworthy 978-7-117-1568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科良药——芍药说 陈建杉，江泳，邓中甲编著 978-7-117-1568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真伪质量快速影像检定.上册 主编陈代贤, 郭月秋 978-7-117-1569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学生犯罪与干预 王明旭, 李兴民编著 978-7-117-1569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疫苗可预防疾病：流行病学和预
防: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of 

vaccine-preventable diseases

Athinson W，Wolfe S，Hamborsky J著 978-7-117-1569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放射性神经损伤 主编唐亚梅, 彭英 978-7-117-1569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热点荟萃.2012 杨水祥，胡大一主编 978-7-117-1569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学 朱明德主编 978-7-117-1570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急重症与疑难病例诊治评述 主编张淑兰, 刘彩霞 978-7-117-157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精神病学 主编马辛 978-7-117-1570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材料学 主编赵信义 978-7-117-1570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临床药物学 主编史宗道 978-7-117-1570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介入性超声学 主编何文 978-7-117-1570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科医学 主编Robert E. Rakel, David P. Rakel 978-7-117-1570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改善卫生服务绩效:政策和行动 孟庆跃 ... [等] 编著 978-7-117-1570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固定肢体功能重建 主编黄雷, 石文元 978-7-117-1571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肿瘤全球展望 Reinhard Dummer[等]主编 978-7-117-1571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微波消融治疗学 范卫君, 叶欣主编 978-7-117-1571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主编杜亚松 978-7-117-1571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临床用药速查手册 主编苏冠华, 王朝晖 978-7-117-1572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认识儿童生长障碍: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及生长
障碍鉴别

主编张知新 978-7-117-1572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质性骨病影像诊断图谱 主编曹庆选 ... [等] 978-7-117-1572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检测新技术:从HPLC到UHPLC 马双成主编 978-7-117-1572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底病激光治疗 主编张惠蓉 978-7-117-1572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癌外科病理新进展 主编Philip T. Cagle ... [等] 978-7-117-1572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患沟通学基础 主编周桂桐 978-7-117-1573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古代哲学 主编李俊 978-7-117-1573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三叉神经痛 主编康非吾...[等] 978-7-117-1573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诊断学 马绪臣主编 978-7-117-1573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物手册
Kelly M. Smith，Daniel M. Riche，

Nickole N. Henyan原著
978-7-117-1573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肝脏疾病超声造影图谱 主编王文平, 丁红, 黄备建 978-7-117-157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习题集 主编府伟灵, 徐克前 978-7-117-1574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孕妇哺乳期妇女用药指导 主编孙安修, 刘歆农, 单清 978-7-117-1574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经讲义 主编贺娟, 苏颖 978-7-117-1574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神经:功能及障碍 原著L. Wilson-Pauwels ... [等] 978-7-117-1574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宋伟民, 杨克敌 978-7-117-1574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 主编陈家旭, 邹小娟 978-7-117-1574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李艳, 李山 978-7-117-1574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年版《中国药典》中药标准物质分析图
谱.上卷

马双成，钱勇，安蓉主编 978-7-117-1575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证医学 主编刘建平 978-7-117-1575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正畸学 主编傅民魁 978-7-117-157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OCT阅片手册:眼底病OCT影像分析与解读 俞素勤编著 978-7-117-157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智齿外科学 主编鲁大鹏 978-7-117-1575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学 主编张志愿 978-7-117-1575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管理学 主编胡艳宁 978-7-117-1576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医学概论 主编陈立典 978-7-117-1576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器质性精神障碍 徐文炜编著 978-7-117-1576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预防医学 主编胡德渝 978-7-117-1576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 主编王泓午 978-7-117-1576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介入治疗与手术麻醉 主编Laura B. Myers, Linda A. Bulich 978-7-117-157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栓塞:多学科病例分析 主编温绍君 ... [等] 978-7-117-1576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诊断学图谱.上册 主编王建中 978-7-117-1576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诊断学图谱.下册 主编王建中 978-7-117-1576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仪器分析 尹华, 王新宏主编 978-7-117-1577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化学 主编武雪芬 978-7-117-1577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内伤学 主编刘献祥 978-7-117-1577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评估 主编张雅丽, 王瑞莉 978-7-117-1577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护理学 主编李春玉 978-7-117-1577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正畸学:基础、技术与临床 主编陈扬熙 978-7-117-1577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美容中医学 刘宁，吴景东主编 978-7-117-1577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学生自杀与干预 王明旭，李小龙编著 978-7-117-1577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学 主编余雨枫 978-7-117-1578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人文修养与沟通技术 主编张翠娣 978-7-117-1578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影像学 主编尹志伟 978-7-117-1578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主编虞坚尔 978-7-117-1578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中药学 主编王建, 张冰 978-7-117-1578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解剖生理学 主编邵水金, 朱大诚 978-7-117-1578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基础 主编何建成, 潘毅 978-7-117-1578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推拿功法学 主编吕明, 金宏柱 978-7-117-1578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推拿手法学 主编王之虹 978-7-117-1578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物学 主编王明艳 978-7-117-1578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学 主编梁繁荣, 赵吉平 978-7-117-1579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 主编廖端芳 978-7-117-1579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学史 主编梁永宣 978-7-117-1579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微生物学 主编张朝武 978-7-117-1579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病学 主编钟南山，刘又宁 978-7-117-1579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管理 主编李晓淳 978-7-117-1579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伦理学 主编张忠元 978-7-117-1579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护理学基础:中医特色 主编陈佩仪 978-7-117-1580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人文修养 主编史瑞芬, 史宝欣 978-7-117-158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信息化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研究 孟群主编 978-7-117-1580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镜神经外科学 主编张亚卓, 邸虓 978-7-117-1580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证用药手册,基本药物（化学药品和生物制
品）分册

李幼平主编 978-7-117-1580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药数理统计 主编李秀昌 978-7-117-1580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学 主编王芳军 978-7-117-1580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主编唐四元 978-7-117-1580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 主编詹思延 978-7-117-1581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透析用血管通路建立手册 主编郁正亚, 谭正力 978-7-117-1581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内科学 张文武主编 978-7-117-1581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疾病 饶明俐, 林世和主编 978-7-117-1581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 主编单伟颖 978-7-117-1581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导论 主编杨巧菊 978-7-117-1581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事管理与法规 主编谢明, 田侃 978-7-117-1581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西医内科学 主编熊旭东 978-7-117-1581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 主编张其成 978-7-117-1581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学基础 主编成战鹰 978-7-117-1581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理论, 方法与临床 姜乾金著 978-7-117-1582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不育症 主编廖爱华 978-7-117-1582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 陈紫榕主编 978-7-117-1582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 主编李丽华 978-7-117-1582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制药工程 主编王沛 978-7-117-1582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理学 主编陆茵, 张大方 978-7-117-1582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科研思路与方法 主编刘平 978-7-117-1582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主编孔军辉 978-7-117-1582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常人体解剖学 主编杨茂有 978-7-117-1582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讲义 主编李赛美, 李宇航 978-7-117-1583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学 主编陈蔚文 978-7-117-1583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活检病理解读 Stephen A. Geller, Lydia M. Petrovic原
著

978-7-117-1583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超声心动图实用手册 主编于岚 978-7-117-1583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康复 主编彭德忠 978-7-117-1583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成药学 主编阮时宝 978-7-117-1583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经典概要 主编张再良 978-7-117-1583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文献检索 主编高巧林 978-7-117-1583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温病学 主编马健, 杨宇 978-7-117-1583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 主编席淑新 978-7-117-1583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护理学 主编张先庚 978-7-117-1584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学基础 主编冷向阳 978-7-117-1584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 主编连方, 齐聪 978-7-117-1584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针灸学 主编余曙光, 徐斌 978-7-117-1584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郭顺根主编 978-7-117-1584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母婴护理学 主编王玉琼 978-7-117-1584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体牙髓病学 主编樊明文 978-7-117-1585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生物学 主编边专 978-7-117-1585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组织病理学 主编于世凤 978-7-117-1585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解剖生理学 主编王美青 978-7-117-1585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学 主编杨克敌 978-7-117-1585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痛的快速诊治
William Franklin Peacock, Christopher 

P. Cannon原著
978-7-117-1585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古文 主编沈澍农 978-7-117-1585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内屈光手术学 主编王宁利 978-7-117-1585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物学实验 吴勃岩主编 978-7-117-1585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市场营销学 主编汤少梁 978-7-117-1585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炮制学 主编吴皓, 胡昌江 978-7-117-1586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等数学 主编杨洁, 于鹤丹 978-7-117-1586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癫痫 陈蕾，Anne Sabers，冯培民编著 978-7-117-1586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 主编凌文华 978-7-117-1586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危患者麻醉技术 Ian McConachie原著 978-7-117-1586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营养学 主编石汉平, 凌文华, 李薇 978-7-117-1586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 主编范昕建, 黄象安 978-7-117-1586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用植物学 主编熊耀康, 严铸云 978-7-117-1586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言语治疗学 主编万萍 978-7-117-1587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性骨与关节外科治疗
原著Reinhard Schnettler, Hans-Ulrich 

Steinau
978-7-117-1587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学实习指导 主编吴志刚, 郑玉建 978-7-117-1587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护理学 主编陈璇 978-7-117-1587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化学 主编张小华, 夏厚林 978-7-117-1587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 于英君主编 978-7-117-1587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 主编高思华, 王键 978-7-117-1587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实践技能 单伟颖主编 978-7-117-1588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救护理学 主编许虹 978-7-117-1588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筋伤学 主编马勇 978-7-117-1588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创伤急救学 主编童培建 978-7-117-1588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正骨学 主编黄桂成, 王庆普 978-7-117-1588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 主编史周华 978-7-117-1588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 主编彭晓玲 978-7-117-1588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全科医学导论 主编姜建国 978-7-117-1588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临床医学概论 施红主编 978-7-117-1589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工程学 主编刘夕东 978-7-117-1589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运动医学 主编褚立希 978-7-117-1589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分析学 主编蔡宝昌 978-7-117-1589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妇科学 主编罗颂平, 谈勇 978-7-117-1589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生理学 主编赵铁建 978-7-117-1589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科技论文写作 主编李成文 978-7-117-1589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讲义 主编张琦, 林昌松 978-7-117-1589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护理学 主编范玲 978-7-117-1589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心理学 主编杨艳杰 978-7-117-1589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专业英语 主编宋军 978-7-117-1590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 主编安云庆 978-7-117-1590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心理学 主编李丽萍 978-7-117-1590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主编谢建兴 978-7-117-1590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he] 学 主编易新竹 978-7-117-1590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冠桥学 马轩祥主编 978-7-117-1590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化学与生物化学 主编金国琴 978-7-117-1591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手术学 主编黄枫 978-7-117-1591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外科学 主编陈红风 978-7-117-1591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光动力疗法 主编顾瑛 978-7-117-1591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法律制度与监督学 主编樊立华 978-7-117-1591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文科研论文的撰写和发表技巧 单良, 孔北华, 杨其峰编著 978-7-117-1591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力学 主编杨华元 978-7-117-1591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 主编张凌, 李锦 978-7-117-1591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主编阮岩 978-7-117-1592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导论 主编何裕民 978-7-117-1592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急重症学 主编刘清泉 978-7-117-1592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常人体学 主编张志雄, 孙红梅 978-7-117-1592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 主编张跃明 978-7-117-1592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 主编李澎涛, 范英昌 978-7-117-1592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外伤教科书及彩色图谱
主编J. O. Andreasen, F. M. Andreasen，

L. Andersson
978-7-117-1593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及其咬合的诊断与治疗 Jeffrey P. Okeson原著 978-7-117-1593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骨伤科学 主编王拥军 978-7-117-1593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儿科学 主编马融, 韩新民 978-7-117-1593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 主编王飚 978-7-117-1593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学基础与病原生物学实验 罗晶，关洪全主编 978-7-117-1593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护理学 主编陈锦秀 978-7-117-1593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 主编段红梅 978-7-117-1593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护理学 主编孙秋华，孟繁洁 978-7-117-1594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机化学 主编刘幸平, 吴巧凤 978-7-117-1594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药拉丁语 主编李峰 978-7-117-1594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各家学说 主编朱邦贤 978-7-117-1594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学语文 李亚军主编 978-7-117-1594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护理学 主编孙秋华 978-7-117-1594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学 主编孙忠人 978-7-117-1594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营养学 主编张爱珍 978-7-117-1594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护理学 主编燕铁斌 978-7-117-1594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自我催眠术:激活你的大脑
(美)C.Alexander Simpkins,(美)Annellen 

M.Simpkins主编
978-7-117-1594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学基础与病原生物学 主编关洪全, 罗晶 978-7-117-1595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公共卫生医师工作指南 主编张丹, 程锦泉 978-7-117-1595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养生康复学 主编郭海英, 章文春 978-7-117-1595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剂学 主编李范珠, 李永吉 978-7-117-1595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推拿治疗学 主编宋柏林, 于天源 978-7-117-1595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西医外科学 主编王广 978-7-117-1595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眼科学 主编段俊国 978-7-117-1596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剂学 主编谢鸣, 周然 978-7-117-1596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管理学 主编李继平 978-7-117-1596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伦理学 主编姜小鹰 978-7-117-1596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养生与食疗 (中医特色) 主编陈岩 978-7-117-1596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黏膜病学 主编陈谦明 978-7-117-1596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结直肠癌外科学 李世拥主编 978-7-117-1596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被覆上皮扫描电镜图谱 王丽著 978-7-117-1596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经济学 主编程晓明 978-7-117-1597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品中化学物风险评估原则和方法 主译刘兆平, 李凤琴, 贾旭东 978-7-117-1597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证胃肠病学和肝病学 John W.D. McDonald[等]主编 978-7-117-1597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口腔卫生服务技术规范:2012版 孙正，陈博文主编 978-7-117-1597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刺法灸法学 主编方剑乔, 王富春 978-7-117-1597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 主编郑修霞 978-7-117-1597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会医疗保险学 主编卢祖洵 978-7-117-1597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理解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原著Pamela Bartram 978-7-117-1598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海绵窦疾病诊治 原著Vinko V. Dolenc, Larry Rogers 978-7-117-1598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年全国乡村二级卫生技术队伍现状及培
训需求调查

席彪[等]著 978-7-117-1598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疼痛治疗临床药师指导手册 张峻主编 978-7-117-1598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学 主编刘新峰 978-7-117-1598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室化学安全手册 王国清，赵翔主编 978-7-117-1598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系统内部审计操作指南 卫生部规划财务司主编 978-7-117-1598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吴松泉主编 978-7-117-1598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基础 主编马小琴 978-7-117-1599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 主编黄敏 978-7-117-1599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理解孩子,3岁 Louise Emanuel原著 978-7-117-1599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理解孩子:婴儿期 (英)Sophie Boswell原著 978-7-117-1599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定位诊断学 主编张云云 978-7-117-1599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评定学 主编王诗忠, 张泓 978-7-117-1599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疗法学 主编陈红霞 978-7-117-1599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研究 主编胡雁 978-7-117-1599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症控制——从理论到行动:世界卫生组织行
动规划指南,规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编译

978-7-117-1600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少年卫生学 主编季成叶 978-7-117-160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护理学基础 姜安丽主编 978-7-117-1600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病学 主编张俐 978-7-117-1600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危重症护理学 主编张波, 桂莉 978-7-117-1600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彩色图谱 主编段坤昌, 王振宇, 佟晓杰 978-7-117-1600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 主编崔焱 978-7-117-1600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学 主编刘哲宁 978-7-117-1600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理解孩子,10~11岁 Rebecca Bergese原著 978-7-117-1601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主编韩杰, 刘淑贤 978-7-117-1601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化学 主编郭爱民, 杜晓燕 978-7-117-1601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教育学 主编姜安丽 978-7-117-1601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波谱解析 主编冯卫生 978-7-117-1601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 主编尤黎明, 吴瑛 978-7-117-1601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 主编吉卯祉, 彭松 978-7-117-1601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主编韩杰, 杜晓霞 978-7-117-1602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理解孩子,12-14岁 (英)Margot Waddell著 978-7-117-1602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外科急重症与疑难病例诊治评述 主编刘金钢 978-7-117-1602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 主编高国全 978-7-117-1602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高国全 978-7-117-1602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主编步宏 978-7-117-1602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活体器官移植学
主编Rainer W. G. Gruessner, Enrico 

Benedetti
978-7-117-1602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护理学 主编化前珍 978-7-117-1602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推拿与护理:中医特色 主编刘明军 978-7-117-1602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口腔医学 葛立宏主编 978-7-117-1603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麻醉学 王恩真，熊利泽，薛富善主编 978-7-117-1603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康复学 主编唐强, 张安仁 978-7-117-1603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学 主编樊粤光, 詹红生 978-7-117-1603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推拿学 主编房敏, 刘明军 978-7-117-1603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 主编董志 978-7-117-1603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信息管理学 主编罗爱静 978-7-117-1603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微生物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张朝武 978-7-117-1603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疾病学基础 主编王易, 王亚贤 978-7-117-1604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救医学 主编罗翌 978-7-117-1604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ICU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主编成守珍 978-7-117-1604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形态学 主编周瑞祥, 杨桂姣 978-7-117-1604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治疗学 主编杜元灏, 董勤 978-7-117-1604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实践与学习指导 郑修霞主编 978-7-117-1604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 主编徐桂华 978-7-117-1604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作业治疗学 主编胡军 978-7-117-1605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治疗学 主编金荣疆, 张宏 978-7-117-1605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传统康复技能 主编苏友新, 冯晓东 978-7-117-1605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鉴定学 主编王喜军 978-7-117-1605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化学 主编石任兵 978-7-117-160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文献检索 主编张兰珍 978-7-117-160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络腧穴学 主编沈雪勇, 许能贵 978-7-117-1605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推拿学 主编廖品东 978-7-117-1605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医籍选读 主编徐平 978-7-117-1605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 主编张伯礼, 薛博瑜 978-7-117-1605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关节创伤X线诊断图谱 黄耀华编著 978-7-117-1606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主编孙长颢 978-7-117-1606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毒理学基础 主编王心如 978-7-117-1606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腔内技术:血管外科发展趋势 Mark K. Eskandari[等]主编 978-7-117-1606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生素手册:常用药物应用指南
[美]David Schlossberg，[美]Rafik 

Samuel主编
978-7-117-160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化学专论 编著郭宗儒 978-7-117-1606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指导:英文版 曾园山，常青，杨雪松主编 978-7-117-1606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心律学.2012 郭继鸿，胡大一主编 978-7-117-1607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预防接种手册 夏宪照，罗会明主编 978-7-117-1607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 主编李乐之, 路潜 978-7-117-1607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护理学 主编李小寒, 尚少梅 978-7-117-1607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导论 李小妹主编 978-7-117-1607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护理学 主编郭爱敏, 周兰姝 978-7-117-1607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护理学 主编郭爱敏, 周兰姝 978-7-117-1607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评估 主编吕探云, 孙玉梅 978-7-117-1607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基础 主编王琦, 樊巧玲 978-7-117-1607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基础 主编王琦, 樊巧玲 978-7-117-1607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护理学:中医特色 主编徐桂华，张先庚 978-7-117-1608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学 孙锟主编 978-7-117-1608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起搏与除颤 林文华，邸成业著 978-7-117-1608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外科疑难病症诊断决策 Mark K. Ferguson原著 978-7-117-1608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主动脉疾病 John A. Elefteriades主编 978-7-117-1608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事业管理学 主编梁万年 978-7-117-1608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美容牙科学 刘洪臣主编 978-7-117-1609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席淑新 978-7-117-1609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肠超声诊断与解剖图谱 主编吴长君 978-7-117-1609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唐四元 978-7-117-1609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经济与政策 Stuart O. Schweitzer编著 978-7-117-1609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市2011年度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 北京市人民政府编著 978-7-117-1610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综合实验 主编姜小鹰 978-7-117-1610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层临床医师心电图必读 熊琼玛编著 978-7-117-1610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恶性肿瘤影像学检查优选指南 主编周纯武 978-7-117-1610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核病临床诊治进展年度报告.2011 唐神结主编 978-7-117-1610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骨关节临床影像学 主编吴振华, 张立军 978-7-117-1610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理解孩子,1岁 Sarah Gustavus Jones原著 978-7-117-1611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理解孩子,8~9岁 Biddy Youell原著 978-7-117-1611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高兴华 978-7-117-1611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痴呆诊疗指南 田金洲主编 978-7-117-1611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危孕产妇重症监测与治疗 刘长文主编 978-7-117-1611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毒学:基础与临床 主编王得新 978-7-117-1611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南 汪复，张婴元主编 978-7-117-1612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卫生服务组织文化 主编邹宇华 978-7-117-1612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基本技能操作 康熙雄主编 978-7-117-1612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张加玲 978-7-117-1612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化学实验 主编康维钧 978-7-117-1612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2011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978-7-117-1613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同等学力临床医学学科综合备考全攻略 同等学力考试命题研究专家组主编 978-7-117-1613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修复学 主编赵铱民 978-7-117-1613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标准对数远视力表:2011国家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发布
978-7-117-1613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疾病口腔颌面部表征 主编Crispian Scully ... [等] 978-7-117-1614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理解孩子,2岁 Lisa Miller原著 978-7-117-1614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于顾客价值导向的医院营销理论与实践 主编吴群红, 毛静馥 978-7-117-1614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病临证十法 尹常健编著 978-7-117-1614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疾病的皮肤表现 原著Jeffrey P. Callen ... [等] 978-7-117-1615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药物的临床应用 李华芳主编 978-7-117-1615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全科医师临床操作手册 主编陈永进, 宋红, 张旻 978-7-117-1615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门部胆管癌 主编刘允怡 978-7-117-1615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综合征及临床治疗 C. P. Panayiotopoulos主编 978-7-117-1615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干细胞临床研究与应用 谷涌泉，韩忠朝，付小兵主编 978-7-117-1616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与哮喘 邱晨主编 978-7-117-1616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病病例教程
Victor Hirth, Darryl Wieland, Maureen 

Dever-Bumba原著
978-7-117-1616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宫颈病变与宫颈癌 主编张为远, 吴玉梅 978-7-117-1616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评估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吕探云, 孙玉梅 978-7-117-1616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历代本草药用动物名实图考 高士贤著 978-7-117-1616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电诊断技能教程 江雪玲，丁雅英，王慧主编 978-7-117-1617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复苏教程 John Kattwinkel主编 978-7-117-1617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毒理学实验方法与技术 主编王心如 978-7-117-1617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主编孙贵范 978-7-117-1617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卡普兰临床高血压 原著Norman M. Kaplan, Ronald G. Victor 978-7-117-1618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雨润圆荷:医改背景下农村卫生实地观察手记 吕兆丰, 王晓燕, 线福华主编 978-7-117-1618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抑郁的团体认知行为治疗 Tian Po Oei原著 978-7-117-1618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罗定昌临证经验集 朱文杰主编 978-7-117-1618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外科技术 张庆泉主编 978-7-117-1618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实践与学习指导 主编崔焱 978-7-117-1618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骨折治疗
原著Robert J. Pignolo, Mary Ann 

Keenan, Nader M. Hebela
978-7-117-1619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膀胱癌临床诊断与治疗:从指南到临床 主编那彦群, 李宁忱, 李鸣 978-7-117-1619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膀胱活检病理解读
原著Jonathan I. Epstein, Mahul B. 

Amin, Victor E. Reuter
978-7-117-1619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统计学 主编方积乾 978-7-117-1619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创伤骨科教程 王满宜主编 978-7-117-1619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风险综合征:诊断和随访手册
Thomas H. McGlashan，Barbara C. 

Walsh，Scott W. Woods原著
978-7-117-1619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教育学 主编马骁 978-7-117-1620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用药速查掌中宝 周文主编 978-7-117-1620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消毒学进展.第一卷 主编薛广波 978-7-117-1620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脊髓血管外科学 主编游潮, 毛伯镛 978-7-117-1620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际交往心理学:教你做一个受欢迎的人 编著王翔南 978-7-117-1620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性呼吸内镜技术 主编张杰 978-7-117-1620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部变态反应病学 主编顾之燕, 李源 978-7-117-1620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同等学力临床医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
试模拟试题

同等学力考试命题研究专家组主编 978-7-117-1621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护理学实践与学习指导 主编鲍秀芹 978-7-117-1621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生物学变异与参考区间 主编王治国 978-7-117-1621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神经病学定位
Paul W. Brazis，Joseph C. Masdeu，Jose 

Biller原著
978-7-117-1621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抗微生物治疗指南 何礼贤...[等]主编 978-7-117-1622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脑病会诊与治疗 主编刘中霖, 王丽敏, 刘军 978-7-117-1622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抗肿瘤现代研究技术与进展 主编王一涛 978-7-117-1622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肝脏病学 主编谢渭芬, 陈岳祥 978-7-117-1622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学 石应康主编 978-7-117-1622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颅磁刺激技术基础与临床应用 主编窦祖林,廖家华,宋为群 978-7-117-1623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证求索集 白习明著 978-7-117-1623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内科急重症与疑难病例诊治评述 主编赵立 978-7-117-1623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Cottrell and Young`s 神经外科麻醉学 主编Cottrell, Young 978-7-117-1623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导管室药理学 原著Ron Waksman,Andrew E. Ajani 978-7-117-1623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 王振常主编 978-7-117-1623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肝衰竭机制与治疗
Peter Gines，Patrick S. Kamath，

Vicente Arroyo原著
978-7-117-1624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治疗临床药师指导手册 肇丽梅，郭善斌主编 978-7-117-1624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杂病论方证捷咏 成秉真著 978-7-117-1624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护理技术操作标准及流程 主编石贞仙, 张晓红 978-7-117-1624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王泓午主编 978-7-117-1624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护理学实践与实习指导 范玲主编 978-7-117-1624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色觉检查图 王克长[等]编绘 978-7-117-1625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康复护理学 主编郑彩娥, 李秀云 978-7-117-1625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会医学 主编李鲁 978-7-117-1625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经络理论与实效的现代研究 李定忠, 李秀章, 傅松涛著 978-7-117-1626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不孕不育患者必读 主编刘晓红, 张运平 978-7-117-1626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腰椎手术要点与图解 主编田慧中, 李明, 王正雷 978-7-117-1626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流储备分数与冠状动脉功能评价 王建安主编 978-7-117-1626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祝谌予经验集 董振华，季元，范爱平编著 978-7-117-1626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语言学 原著 H. Wind Cowle 978-7-117-1626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筹建务实 叶炯贤主编 978-7-117-1627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药物治疗学 主编李小鹰 978-7-117-1627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技术学,CT检查技术卷 总主编秦维昌 978-7-117-1627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CT介入治疗学 主编胡效坤, 张福君 978-7-117-1627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孟河陈耀堂医案 陈耀堂遗著 978-7-117-1627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急诊学 姜良铎主编 978-7-117-1627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信息学理论与医学实践 主编李霞 978-7-117-1627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专科医师培训指南: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必读 陈伟强[等]总主编 978-7-117-1627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癌临床诊断与治疗:从指南到临床 那彦群，马建辉，李鸣主编 978-7-117-1628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危重症护理学实践与学习指导 主编桂莉, 张波 978-7-117-1628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学 姚尚龙，王国林主编 978-7-117-1628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症医学科诊疗常规 主编刘大为 978-7-117-1628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部诊断病理学 主编刘红刚 978-7-117-1628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廖端芳, 李海涛 978-7-117-1628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成药临床对证选用速查 徐世军主编 978-7-117-1629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证脉学十六讲 姚梅龄编著 978-7-117-1629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书种室歌诀二种 程门雪编 978-7-117-1629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自体脂肪移植 原著Melvin A. Shiffman 978-7-117-1629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医学美学 主编杜晓岩, 商维荣 978-7-117-1629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常人体解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韩立民, 李启华 978-7-117-1629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实践与学习指导 主编李乐之, 路潜 978-7-117-1630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角膜手术学 史伟云著 978-7-117-1630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制药工程实训 主编王沛 978-7-117-163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机化学实验 主编吴巧凤, 刘幸平 978-7-117-1630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危重症血液净化问题与解答 潘曙明，蒋更如主编 978-7-117-1630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战略研究 李振吉主编 978-7-117-1630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告知程序 主编杨辉, 王宝珠, 孙建民 978-7-117-1630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身血管影像解剖学图谱 主编谷涌泉, 张建 978-7-117-1630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扶阳要药论附子 傅文录编著 978-7-117-1630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图谱 罗京伟, 徐国镇, 高黎编著 978-7-117-1631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灾难医学理论与实践 主编王一镗, 刘中民 978-7-117-1631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动态心电图分析手册
Jan Adamec，Richard Adamec，Cheuk-Man 

Yu原著
978-7-117-1631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睡眠障碍诊疗手册:各科睡眠问题及对策 张秀华，谢于鹏，何金彩主编 978-7-117-1631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髓栓系综合征 原著Shokei Yamada 978-7-117-1631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解剖生理学学习指导和习题集 主编李春芳 978-7-117-1632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高思华, 王键 978-7-117-1632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肝病与肝癌MSCT及MRI诊断 主编黄仲奎, 龙莉玲 978-7-117-1632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口腔疾病防治学校健康教育指导手册 主编马军, 郑树国 978-7-117-1632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抑郁障碍中西医基础与临床 唐启盛主编 978-7-117-1632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物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高碧珍 978-7-117-1632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灾害护理学 主编李春玉, 朱京慈 978-7-117-1632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护理学基础实习指导 主编叶旭春, 姜安丽 978-7-117-1633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材料学学习指导和习题集 主编赵信义 978-7-117-1633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静脉输液治疗学 主编吴玉芬, 彭文涛, 罗斌 978-7-117-1633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针灸经穴速查手册 黄龙祥, 黄幼民编著 978-7-117-1633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针灸经穴速查手册 黄龙祥, 黄幼民编著 978-7-117-1633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相关疾病学 主编韦贵康, 王守东 (美) , 张俐 978-7-117-1633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梁繁荣, 赵吉平 978-7-117-1633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牙髓腔解剖学 主编朱友家, 杜昌连, 陈作良 978-7-117-1634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内科治疗药物的安全应用 李德爱，孙伟，童荣生主编 978-7-117-1634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普通外科单孔腹腔镜手术图谱 主编吴硕东, 孔静 978-7-117-1634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灾后本土化心理干预指南 李静，杨彦春主编 978-7-117-1634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肿瘤学理论与实践.2012 封国生，周保利主编 978-7-117-1634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郭顺根 978-7-117-1634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护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尚少梅, 李小寒 978-7-117-1634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口腔正畸生物力学机制解析 主编林新平 978-7-117-1634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学学习指导和习题集 主编赵怡芳, 石冰 978-7-117-1635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生、他的患者及所患疾病 Michael Balint原著 978-7-117-1635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肠外科手术技巧 主编李春雨, 汪建平 978-7-117-1635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喘息性病例集锦及评析 洪建国主编 978-7-117-1635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肥厚型心肌病:基础与临床 主编乔树宾 978-7-117-1635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放射损伤诊疗手册 主编唐亚梅 978-7-117-1635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化学实验方法学 主编匡海学 978-7-117-1635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诺尔曼·白求恩:一个非凡的加拿大人 (加)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著] 978-7-117-1636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腹腔入路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操作技巧 主编张大宏 978-7-117-1636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盆底疾病:影像学及多学科临床实践
主编Giulio A.Santoro, Andrzej 
P.Wieczorek, Clive l.Bartram

978-7-117-1636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庞赞襄中医眼科验案精选 庞荣, 张彬整理 978-7-117-1636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真菌学 温海，李若瑜主编 978-7-117-1636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部病变CT与MR对比临床应用 主编龚洪翰, 张伟 978-7-117-1636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部整形 Mark L. Urken原著 978-7-117-1636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6σ质量设计与控制 主编王治国 978-7-117-1636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水与电解质平衡 主编蒋朱明 978-7-117-1637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超声诊断学 主编张建兴 978-7-117-1637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上市后临床再评价设计方法与实施 王永炎，杜晓曦，吕爱平主编 978-7-117-1637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 原著Rene Rizzoli 978-7-117-1637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讲义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张琦, 林昌松 978-7-117-1637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甲状腺病学 向光大主编 978-7-117-1637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面部损伤影像诊断与司法鉴定 主编陈祥民, 刘增胜 978-7-117-1638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疗常规 主编高志强 978-7-117-1638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单伟颖 978-7-117-1638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哮喘治疗临床药师指导手册 王长连主编 978-7-117-1638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学基础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成战鹰 978-7-117-163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预警理论与实践 主编杨维中 978-7-117-1639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管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胡艳宁 978-7-117-1639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院评审评价追踪方法学操作手册:试行
本

刘庭芳，刘勇主编 978-7-117-1639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断面解剖图谱 金连弘, 张雅芳主编 978-7-117-1639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余雨枫 978-7-117-1640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历书写原则与推荐格式 主编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978-7-117-1640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 王进，霍颖浩，张志清主编 978-7-117-1640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部影像学 M. Galanski...[等]原著 978-7-117-1640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疾病治疗:理论与实践 徐俊冕著 978-7-117-1640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王燕 978-7-117-1640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Chestnut产科麻醉学:理论与实践 主编David H. Chestnut ... [等] 978-7-117-1640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整脊学 韦以宗编著 978-7-117-1641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学.上册 主编高学敏, 钟赣生 978-7-117-1641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学.下册 主编高学敏, 钟赣生 978-7-117-1641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学服务案例解析丛书,感染性疾病分册 王少华,李杨主编 978-7-117-1641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分册 主编杜光 978-7-117-1641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影像学诊断手册 主编李文华, 徐文坚, 耿海 978-7-117-1641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镇静护理指南 (英)Nicola Rogers原著 978-7-117-1642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数字化体层摄影与诊断图谱 主编田军, 宋少娟 978-7-117-1642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关节周围骨折 主编姜保国, 王满宜 978-7-117-1642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抗癌研究与临床运用 徐力，鹿竞文主编 978-7-117-1642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髓灰质炎:疾病及预防接种知识手册 罗凤基主编 978-7-117-1642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卒中 黄如训, 苏镇培主编 978-7-117-1642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典名方在艾滋病治疗中的应用 王阶主编 978-7-117-1642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规范化培训教材 主编朱天刚, 霍勇, 张运 978-7-117-1643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秦伯未临证经验集粹 王凤岐，吴大真，王雷编 978-7-117-164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底病鉴别诊断学 主编魏文斌, 陈积中 978-7-117-1643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救医疗服务全球实用指南:a practical 
global guidebook

主编Judith E. Tintinalli，Peter 
Cameron，C. James Holliman

978-7-117-1643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连方, 齐聪 978-7-117-1643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追求优质的精神卫生服务 Graham Thormicroft, Michele Tansella原
著

978-7-117-1643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肥胖与代谢综合征 主编梁黎, 傅君芬 978-7-117-1643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凝治疗医护指南
原著William E. Dager, Michael P. 

Gulseth, Edith A. Nutescu
978-7-117-1644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化学与生物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张学礼 978-7-117-164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微生态学 主编李兰娟 978-7-117-1644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疾病案例诊疗思路 主编杨世昌, 王国强 978-7-117-1644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综合征出血热 主编白雪帆, 徐志凯 978-7-117-1644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影像学 原著 (德) H. Imhof 978-7-117-1644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障碍的物理治疗 王继军主编 978-7-117-1644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与标准化病人 主编董卫国,朱俊勇 978-7-117-1645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邹小娟, 丁成华 978-7-117-1645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评估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张雅丽, 王瑞莉 978-7-117-1645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护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周兰姝, 郭爱敏 978-7-117-1645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眼科免疫学 主编杨朝忠 978-7-117-1646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贵州名医名方选析 石恩骏主编 978-7-117-1646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和共识.2012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等主编] 978-7-117-1646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增强型体外反搏:理论与实践 伍贵富，杜志民主编 978-7-117-1646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胰腺炎理论与实践 龚彪, 王伟主编 978-7-117-1647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儿科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俞建 978-7-117-1647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实践2012:规范化治疗 胡大一，马长生主编 978-7-117-1647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脾胃病临证新探·新识·新方 何晓晖编著 978-7-117-1647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科临床药师常见疾病药历精选 王育琴, 齐晓涟主编 978-7-117-1647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个体化医学原则 主编黄文林 978-7-117-1647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干细胞技术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 主编马依彤, 葛均波 978-7-117-1647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血液学检验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夏薇 978-7-117-1647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疾病:案例与思考 主编陈永平 978-7-117-1648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周病学 主编孟焕新 978-7-117-1648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急诊介入治疗学 吉训明主编 978-7-117-1648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验光配镜手册 闵国光,闵敏编著 978-7-117-1648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肌影像学 M. Reiser, A. Baur-Melnyk, C. Glaser原
著

978-7-117-1648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输血理论与实践 张印则，杨宝成，孟庆宝编著 978-7-117-1648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腹腔镜手术难点与对策 主编李光仪 978-7-117-1648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临床中药学,中成药部分 李学林，崔瑛，曹俊岭主编 978-7-117-1649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颈椎病外科治疗 主编申勇 978-7-117-1649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转移性肿瘤外科学 郭卫主编 978-7-117-1649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流行病学基础与实践 主编周宜开, 叶临湘 978-7-117-1649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名老中医带教录 巫君玉著述 978-7-117-1650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病诊治经验辑要 陈贤编著 978-7-117-1650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白血病诊断学 主编卢兴国 978-7-117-1650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辛与临床 刘沛然著 978-7-117-1650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腹腔镜与机器人手术图谱
主编Jens-Uwe Stolzenburg, Ingolf A. 

Turk, Evangelos N. Liatsikos
978-7-117-1650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任应秋临证心验 任廷革, 汤尔群整理 978-7-117-1650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银花研究应用新进展 主编刘嘉坤, 尹传贵 978-7-117-1650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病论治:杜建临证经验集粹 蔡晶，黄守清主编 978-7-117-1650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左金丸现代研究与应用 主编陈蔚文 978-7-117-1651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衣原体 主编吴移谋 978-7-117-1653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肿瘤学 主编张保宁 978-7-117-1654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永炎中医心脑病证讲稿 郭蓉娟，张允岭整理 978-7-117-1654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段红梅主编 978-7-117-1654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遗传性疾病:诊断 预防 治疗 主编Aubrey Milunsky, Jeff M. Milunsky 978-7-117-1655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急救心电图 主编刘元生, 郭继鸿 978-7-117-1655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影像学 原著G. Staatz ... [等] 978-7-117-1655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紫外辐射的科学基础及应用 刘玮主编 978-7-117-1655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清宫药引精华 陈可冀主编 978-7-117-1656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干祖望医话 干祖望著 978-7-117-1656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名老中医养生宝鉴 主编卢传坚 978-7-117-1656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细胞培养技术 主编张卓然 978-7-117-1656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遗传病学 段小红编著 978-7-117-1656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病理学 主编Brad W. Neville ... [等] 978-7-117-1656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内科疑难病例诊治评述 主编李岩, 郑长青 978-7-117-1657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Mayo区域麻醉与超声引导神经阻滞图谱 原著James R. Hebl, Robert L. Lennon 978-7-117-1657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毒生物 孙承业, 谢立璟主编 978-7-117-1657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律失常的现代治疗 Gan-Xin Yan, Peter R. Kowey原著 978-7-117-1658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桥脑小脑角外科学
Nicholas C. Bambakidis, Cliff A. 
Megerian, Robert F. Spetzler主编

978-7-117-1658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生殖影像学 B. Hamm...[等]原著 978-7-117-165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的守护者: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中国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研究与实践

主编赵玉虹, 孙宝志 978-7-117-1658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外科学 主编吕学明, 张子文, 谢立信 978-7-117-1666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新进展 韩德民主编 978-7-117-1666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科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主编姜梅 978-7-117-1666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医疗质量管理 李刚，郭平川编著 978-7-117-1666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诊所病人管理 李刚编著 978-7-117-1666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诊所开业准备 李刚编著 978-7-117-1666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疫苗研究与应用 主编赵铠 978-7-117-1667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护理学基础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陈佩仪 978-7-117-1667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学习指南 主编董志 978-7-117-1667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少年卫生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陶芳标 978-7-117-1667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命的颜色:一群护理学专业女生的成长日记 主编陈华莉, 姜安丽 978-7-117-1667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牙体牙髓病治疗学 主编周学东, 叶玲 978-7-117-1667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见疾病合理用药指南.第一册 樊代明主编 978-7-117-1667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脂肪性肝病 主编范建高, 曾民德 978-7-117-166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患者非心脏手术麻醉 郑宏主编 978-7-117-1668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生化检验诊断学.上册 张秀明[等]主编 978-7-117-1668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生化检验诊断学.下册 张秀明[等]主编 978-7-117-1668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学:诊断与治疗 主编Diana W. Bianchi ... [等] 978-7-117-1668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技术中的“惑”与“获”:insights 
into overcoming challenges

主编顾兵, 王华, 王汉军 978-7-117-1668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学实践与学习指导 杨敏主编 978-7-117-1668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应激与疾病 唐典俊主编 978-7-117-1668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焦虑 原著Moshe Zeidner, Gerald Matthews 978-7-117-1668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认知行为治疗:故事和类比的应用 原著Raul Blenkiron 978-7-117-1669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不孕症与辅助生殖 主编Botros Rizk ... [等] 978-7-117-1669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内科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主编杨莘 978-7-117-1669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病理学 主编刘彤华 978-7-117-1669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前列腺外科学 主编金杰 978-7-117-1669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防治 张令玉编著 978-7-117-1669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疑难病症思辨录:评释本 柯雪帆著 978-7-117-1670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膜后肿瘤 主编罗成华 978-7-117-1670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各部电生理学研究进展 刘泰槰编著 978-7-117-1670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范昕建, 黄象安 978-7-117-1670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西医综合全真模拟试卷 研究生入学考试专家组主编 978-7-117-1671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内科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成守珍主编 978-7-117-1671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学习指南 主编李连宏, 余丽君 978-7-117-1671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层医师心血管病诊疗简明手册 主编霍勇,周玉杰,王斌 978-7-117-1671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癌、子宫颈癌筛查实用技术手册 主编阴赪宏 978-7-117-1671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上海市名中医学术经验集.第二集 夏翔，王庆其主编 978-7-117-1672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疾病病理彩色图谱 付丽著 978-7-117-1672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病CT诊断学 主编戴汝平 978-7-117-1672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讲义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李赛美, 李宇航 978-7-117-1672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长手册 主编丁淑贞, 姜平 978-7-117-1672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院品管圈操作手册 刘庭芳，刘勇主编 978-7-117-1672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坏死 主编李子荣 978-7-117-1672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技术学,总论卷 秦维昌主编 978-7-117-1673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陈镜合中西医结合临证新悟 黄汉超主编 978-7-117-1673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围术期临床监测手册 佘守章，岳云主编 978-7-117-1673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诗歌 唐中华著 978-7-117-1673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诊所空间设计 李刚编著 978-7-117-1673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医疗市场拓展 李刚编著 978-7-117-1673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癌瘀毒论 郑伟达著 978-7-117-1674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临床护理技术操作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 黄金，李乐之主编 978-7-117-1674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和精神药品使用管理手册 李德爱，陈美文主编 978-7-117-1674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王陇德主编 978-7-117-1674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王陇德主编 978-7-117-1674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王陇德主编 978-7-117-1674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阜外心血管体外循环手册 主编龙村，李景文 978-7-117-1675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经讲义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贺娟, 苏颖 978-7-117-1675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方内科应用集成 戴西湖，欧阳学农主编 978-7-117-1675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核医学 潘中允主编 978-7-117-1675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系统疑难病例解析 主编陈平, 诸兰艳 978-7-117-1675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临床指南 美国眼科学会编 978-7-117-1676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比较与临床合理选择,心血管疾病分册 童荣生，李刚主编 978-7-117-1676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西医综合考点图表解 研究生入学考试专家组主编 978-7-117-1676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从垂直管理到合纵连横:华西医院高效运营管
理实务

程永忠主编 978-7-117-1676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危机干预 主编顾瑜琦, 孙宏伟 978-7-117-1676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再生医学基础与临床 主编付小兵, 王正国, 吴祖泽 978-7-117-167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裴学义儿科临证百案按 胡艳编著 978-7-117-167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内科合理用药问答 杨伟民主编 978-7-117-1677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银屑病中医诊治彩色图谱 魏雅川, 卢贺起主编 978-7-117-1677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运动障碍疾病的原理与实践
主编Stanley Fahn, Joseph Jankovic, 

Mark Hallett
978-7-117-1677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习题集 主编安云庆，任云青 978-7-117-1677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1型糖尿病诊治指南 中国1型糖尿病诊治指南制定委员会编著 978-7-117-1677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 2012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978-7-117-1677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温病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马健, 杨宇 978-7-117-1678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白血病诊疗常规 主编李金梅, 周晋 978-7-117-1678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131I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 主编匡安仁 978-7-117-1678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子影像学:原理与实践 主编Ralph Weissleder ... [等] 978-7-117-1678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内科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主编蔡金辉 978-7-117-1678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心理学 主编李静 978-7-117-1678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2013西医综合真题分考点解析 研究生入学考试专家组主编 978-7-117-1679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管理师,基础知识 王陇德主编 978-7-117-1679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体牙髓病学学习指导和习题集 主编凌均棨 978-7-117-1679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颌面骨骼整形手术图谱 主编胡静, 王大章 978-7-117-1679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临床实用手册 程海英编著 978-7-117-1679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下肢静脉疾病诊断与治疗 主编杨牟, 张居文 978-7-117-1679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伟胜从医50年临证集萃 李柳宁[等]整理 978-7-117-1679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胆胰肿瘤外科 主编戴显伟 978-7-117-1679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镜颅底外科学 张秋航编著 978-7-117-1679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组织病理学 主编孙建方, 高天文 978-7-117-1680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底病疑难病例解析精选:2012 刘宁朴主编 978-7-117-1680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外职业健康监护与职业病诊断鉴定制度研
究

主编李涛 978-7-117-1680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超声诊断学 主编夏焙 978-7-117-1680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病学 主编王家〓, 李绍白 978-7-117-1680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 主编吴观陵 978-7-117-1680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血管病影像诊断学 张兆琪主编 978-7-117-1680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DOHaD在中国 杨慧霞，段涛主编 978-7-117-1680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检验医学.下册 王金亮 ... [等] 主编 978-7-117-1681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检验医学.上册 王鸿利 ... [等] 主编 978-7-117-1681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神经系统感染疾病学 主编陈宗波, 孙若鹏, 孙锦平 978-7-117-1681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尿酸血症 主编何青 978-7-117-1681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组织病理学学习指导和习题集 主编高岩 978-7-117-1681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修复临床实用新技术 朱智敏主编 978-7-117-1681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疑难病例影像诊断评述 主编郭启勇, 卢再鸣 978-7-117-1681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张立实，赵艳主编 978-7-117-1681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学 主编华克勤, 丰有吉 978-7-117-1681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康复学 王刚主编 978-7-117-1682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隐球菌病学 主编廖万清, 温海 978-7-117-1682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行动孕育希望:焦点解决晤谈在自杀和危机干
预中的应用

Heather Fiske原著 978-7-117-1682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会计与财务管理 高广颖，赵晓雯，李月明主编 978-7-117-1682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诊所健康教育 李刚编著 978-7-117-1682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医疗设备管理 李刚编著 978-7-117-1682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诊所感染控制 李刚编著 978-7-117-1682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医疗安全管理 李刚编著 978-7-117-1682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医疗人力资源 李刚编著 978-7-117-1683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科常见病用药处方分析 主编殷立新, 王绵, 张力辉 978-7-117-1683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疫苗的质量控制与评价 王军志主编 978-7-117-1683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药师基本技能与实践 主编王育琴, 李玉珍, 甄健存 978-7-117-1683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三百味常用中药材识别与药膳 罗兴洪，刘圣金主编 978-7-117-1683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病理快速诊断图谱 Christine J. Ko,Ronald J. Barr原著 978-7-117-1683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员 陈晓红主编 978-7-117-1683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剂学 主编平其能 ... [等] 978-7-117-1683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感染诊治指南解读·病案分析 薛凤霞，廖秦平主编 978-7-117-1684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黏膜病学学习指导和习题集 主编陈谦明 978-7-117-1684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结核病诊断技术 主编张贺秋, 赵雁林 978-7-117-1684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西医综合考点透析4500题详解 研究生入学考试专家组主编 978-7-117-1684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精子学 主编熊承良, 商学军, 刘继红 978-7-117-1684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院前急救手册 主编涂汉军, 刘菊英, 肖敏 978-7-117-1684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诊断和治疗技术 石一复主编 978-7-117-1684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灵枢解难 彭荣琛编著 978-7-117-1685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科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主编陈伟菊 978-7-117-1685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临床起点 常杏芝主编 978-7-117-1685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和代谢病功能检查 赵文娟，杨乃龙主编 978-7-117-1685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手术室规范化管理实用手册 主编崔福荣, 张瑾 978-7-117-1686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吴庆光 978-7-117-1686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医学史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梁永宣 978-7-117-1686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心理学基础理论 王克勤，杨秋莉编著 978-7-117-1686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腔镜结直肠肿瘤手术学 主编池畔, 李国新, 杜晓辉 978-7-117-1686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平台评估标准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伦理审查委员会[著] 978-7-117-1687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感染药物临床治疗三用检索表 宗希乙,等主编 978-7-117-1687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发育学 主编李晓捷 978-7-117-1687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介入治疗经验与技巧 刘福全，李捍卫，李志伟主编 978-7-117-1687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直肠癌肝转移外科治疗策略与实践 蔡建强，Mark E. Reeves主编 978-7-117-1687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外科疾病围术期护理指南 主编孙桂芝 978-7-117-1688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应急物资保障 主编刘剑君 978-7-117-1688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泌尿病理学图谱 主编夏同礼 978-7-117-1689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护理指南 主编史淑杰 978-7-117-1689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临证发挥 陈代祥编著 978-7-117-1689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证手记 刘越撰 978-7-117-1690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美学修复牙体预备 刘峰主编 978-7-117-1691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颈及子宫内膜活检病理解读
原著Anais Malpica, Michael T.Deavers, 

Elizabeth Euscher
978-7-117-1691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核病实验室标准化操作与网络建设 赵雁林，刘志敏主编 978-7-117-1692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岛叶癫痫 主编孙涛 978-7-117-1695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场磁共振周围神经、血管与水成像 主编孔祥泉, 韩萍, 徐海波 978-7-117-1695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证临床药物配伍 主编刘治军, 宁颖 978-7-117-1696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内科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罗健, 刘义兰主编 978-7-117-1696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李春盛 978-7-117-1696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陈捷, 陶明 978-7-117-1696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数据集.201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著 978-7-117-1696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 主编左伋 978-7-117-1697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例疑难病症诊治实录 赵智强编著 978-7-117-1697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骨折分型 主编张英泽 978-7-117-1697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 主编杨宝峰 978-7-117-1697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继发性肾脏病学 主编关广聚 978-7-117-1698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神经外科学 主编赵继宗 978-7-117-1698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症临床护理指南 主编温韬雪 978-7-117-1698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肠肛门外科 杉原健一主编 978-7-117-1698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鼻咽癌诊断和治疗 主编王跃建 978-7-117-1698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细胞生物学 主编陈誉华 978-7-117-1698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牙科博览 樊明文，李世俊主编 978-7-117-1699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血管疾病经典问答1000问 周玉杰[等]主编 978-7-117-1699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专辑 主编许樟荣, 莫朝晖 978-7-117-1699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系列丛书,内分泌疾
病专辑

许樟荣，莫朝晖主编 978-7-117-1699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 主编李俊 978-7-117-1699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因性疲乏 米登海主编 978-7-117-1699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 主编诸欣平, 苏川 978-7-117-1699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治疗性沟通系统 王维利编著 978-7-117-1699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寒热并用药对串解 朱步先著 978-7-117-1699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传说:300个中药故事助您学会用中药治
病

主编罗兴洪, 赵霞 978-7-117-1699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高等数学 主编张选群 978-7-117-1700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麻醉学新进展 邓小明，姚尚龙，曾因明主编 978-7-117-1700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患者规范化管理 孙宁玲编著 978-7-117-1700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部影像诊断学 原著Anne G. Osborn 978-7-117-1700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康复学 主编倪朝民 978-7-117-1700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科专科医师临床思维 胡中杰主编 978-7-117-1701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纤维桩理论与实践 主编牛光良 978-7-117-1701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主编邹仲之, 李继承 978-7-117-1701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肌肉骨骼康复学 主编张长杰 978-7-117-1701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皮肤病图谱 虞瑞尧 ... [等] 编著 978-7-117-1701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内镜手册 诸琦, 久保光彦主编 978-7-117-1701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诊断基本功与临床 庄泽澄，庄欣，月辰编著 978-7-117-1701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功效学 张廷模主编 978-7-117-1702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学 主编陈孝平, 汪建平 978-7-117-1702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长沙方歌括白话解 聂惠民 ... [等] 编著 978-7-117-1702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PET/CT疑难病例精解 主编李方, 姚稚明 978-7-117-1702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KDIGO急性肾损伤临床实践指南 王海燕主译 978-7-117-1702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KDIGO肾小球肾炎临床实践指南 主译王海燕 978-7-117-1702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系列丛书,呼吸系统
疾病专辑

主编胡成平, 林江涛 978-7-117-1703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系列丛书,儿科疾病
专辑

主编杨作成，陈翔 978-7-117-1703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外伤新概念 主编李建民, 李树峰 978-7-117-1703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女常见病筛查技术指南 王临虹，魏丽惠主编 978-7-117-1703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孕产期保健技术指南 王临虹主编 978-7-117-1703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科学 主编张志愿, 俞光岩 978-7-117-1703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赵亚双, 王滨有 978-7-117-1703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语言治疗学 主编李胜利 978-7-117-1704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运营艺术 主编赵惠源 ... [等] 978-7-117-1704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管影像学 主编李文华, 杨仁杰, 王现亮 978-7-117-1704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MR临床手册 王霄英，卢光明，金征宇主编 978-7-117-1704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英、英汉诊断学词汇 杨志寅，朱荔芳主编 978-7-117-1704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黃帝内經 978-7-117-1704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胸部外科学 林强主编 978-7-117-1704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病的光动力治疗 主编Michael H. Gold 978-7-117-1704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体药物研究与应用 主编邵荣光, 甄永苏 978-7-117-1705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药品说明书用药参考 张波，郑志华，李大魁主编 978-7-117-1705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方歌括白话解 尉中民 ... [等] 编著 978-7-117-1705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内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王清图[等]主编 978-7-117-1705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性赋白话解 高学敏, 李兴广, 王淳编著 978-7-117-1705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经络腧穴歌诀白话解 谷世喆 ... [等] 编著 978-7-117-1705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性歌括四百味白话解 高学敏, 白玉, 王淳编著 978-7-117-1705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三字经白话解 高学敏 ... [等] 编著 978-7-117-1705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医学 主编傅华 978-7-117-1705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胸腔镜肺切除规范化手术图谱 主编王俊 978-7-117-1706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 刘续宝, 王素萍主编 978-7-117-1706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常用护理技术操作流程与评分标准 许虹，陈雪萍主编 978-7-117-1706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急诊护理技术操作流程与评分标准 许虹，李艳娟主编 978-7-117-1706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伤经典名著选读 叶新苗主编 978-7-117-1706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救医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方邦江, 罗翌 978-7-117-1706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伦理学 主编孙福川, 王明旭 978-7-117-1706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主编姚树桥, 杨彦春 978-7-117-1707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学 主编郝伟, 于欣 978-7-117-170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 主编沈洪兵, 齐秀英 978-7-117-1707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邹仲之 978-7-117-1707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灵枢经:校勘本 刘衡如校 978-7-117-1707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学 主编杨拔贤, 李文志 978-7-117-1707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学 主编万学红, 卢雪峰 978-7-117-1707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 主编李康, 贺佳 978-7-117-1707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语言治疗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陈卓铭 978-7-117-1708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功能评定学实训指导 主编张秀花 978-7-117-1708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地震灾区环境卫生技术指南 主编张琦, 陶勇 978-7-117-1708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皮肤病救治 鲁严，骆丹，张美华主编 978-7-117-1708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重症监测与治疗 主编周建新 978-7-117-1708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度近视 主编张金嵩 978-7-117-1708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病学临床病例解析 原著Kathryn Nash, Indra Neil Guha 978-7-117-1709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 主编乔建中 978-7-117-1709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伤害医院监测数据集.201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编著
978-7-117-1709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叶景华诊治肾病经验集 叶景华主编 978-7-117-1709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药数理统计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李秀昌，钱微微 978-7-117-1709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用植物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熊耀康, 严铸云 978-7-117-1709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膜后间隙原发性肿瘤影像诊断学 主编王其军, 刘红光, 修建军 978-7-117-1709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排螺旋CT临床手册 主编王霄英, 严福华, 周诚 978-7-117-1709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解剖生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朱大诚, 邵水金 978-7-117-1709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物学 主编傅松滨 978-7-117-1710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 主编曹雪涛 978-7-117-1710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傷寒論校注 主編劉渡舟 978-7-117-17102-1 人民衛生出版社

药学服务案例解析丛书,心血管与内分泌疾病
分册

李妍，李宏建主编 978-7-117-1710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发性骨髓瘤骨病外科治疗 主编杜心如，陈文明，陈世伦 978-7-117-1710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临床技能实训 王新月主编 978-7-117-1710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管理心理学 主编崔光成 978-7-117-1710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医技管理手册 主编张锦 978-7-117-1710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护英语水平考试(METS)指导与训练.第三
级,护理类

王莘主编 978-7-117-1711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护英语水平考试(METS)指导与训练.第二
级,护理类

王莘主编 978-7-117-1711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外伤手术实践与思考 贾金辰主编 978-7-117-1711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心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张伟 978-7-117-1711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經素問校注 主編郭藹春 978-7-117-1711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諸病源候論校注 主編丁光迪 978-7-117-17118-2 人民衛生出版社

传染病学 主编李兰娟, 任红 978-7-117-1712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缺血性心脏病的抗血小板药物治疗 Stephen D. Wiviott主编 978-7-117-1712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标志物临床应用进展 马依彤，霍勇主编 978-7-117-1712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邱明才 978-7-117-1712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事管理与法规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谢明, 田侃 978-7-117-1712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物理学 主编王磊, 冀敏 978-7-117-1712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学 主编贾建平, 陈生弟 978-7-117-1712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物理学学习指导 主编王磊 978-7-117-1712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主编田勇泉 978-7-117-1712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主编朱大年, 王庭槐 978-7-117-1712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舒缓疗护 主编白琴 978-7-117-1713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患沟通 主编王锦帆, 尹梅 978-7-117-1713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康复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王刚, 赵凯 978-7-117-1713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学 主编王卫平 978-7-117-1713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有机化学 主编陆阳, 刘俊义 978-7-117-1713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导论 主编马建辉, 闻德亮 978-7-117-1713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肌肉骨骼康复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岳寿伟 978-7-117-1714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病例检验结果剖析 巫向前主编 978-7-117-1714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疼痛学 主编刘延青, 崔健君 978-7-117-1714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与灾难医学 主编沈洪, 刘中民 978-7-117-1714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放射师临床工作指南 石明国, 王鸣鹏, 余建明主编 978-7-117-1714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脈經校注 主編沈炎南 978-7-117-17146-5 人民衛生出版社

神農本草經輯注 主編馬繼興 978-7-117-1714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儿科学 主编沈晓明, 桂永浩 978-7-117-1714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 主编柏树令, 应大君 978-7-117-1714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制药工程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王沛 978-7-117-1715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医学概论 王宁华主编 978-7-117-1715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 主编李凡, 徐志凯 978-7-117-1715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发育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陈翔 978-7-117-1715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语译 主编刘渡舟 978-7-117-1715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难经语译 主编凌耀星 978-7-117-1715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基础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何建成, 潘毅 978-7-117-1715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濒湖脉学白话解 刘文龙，刘兴仁，张保春编著 978-7-117-1715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疾病戒烟治疗 郑劲平，汤彦主编 978-7-117-1715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诊断临床技能实训 李峰，李雁主编 978-7-117-1715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心理学 主编何金彩 978-7-117-1716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康复工程学 主编舒彬 978-7-117-1716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行为医学 主编韦波 978-7-117-1716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 主编张学军 978-7-117-1716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细菌性食物中毒快速处置 主编于维森, 王伟栋, 孙健平 978-7-117-1716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藏经语译 主编李聪甫 978-7-117-1716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Meta分析软件应用与实例解析 郑明华主编 978-7-117-1716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语译 主编郭霭春 978-7-117-1717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语译 主编何任 978-7-117-1717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康复工程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舒彬 978-7-117-1717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外科门诊手术操作规范 主编胡开进 978-7-117-1717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学 主编李玉林 978-7-117-1717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套筒冠义齿 主编张富强 978-7-117-1717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微生态学 主编周学东, 施文元 978-7-117-1717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学 主编谢幸, 苟文丽 978-7-117-1718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波谱解析手册 主编吴立军, 王晓波 978-7-117-1718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会心理学 主编苑杰 978-7-117-1718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刘续宝, 王素萍 978-7-117-1718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育 主编裴海泓 978-7-117-1718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医学史 主编周学东, 唐洁, 谭静 978-7-117-1718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妇产科学.上册 曹泽毅主编 978-7-117-1719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物学学习指导 主编傅松滨, 陈峰 978-7-117-1719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学 主编赵堪兴, 杨培增 978-7-117-1719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核医学 主编陈跃, 庄红明 978-7-117-1719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藏經校注 主編李聰甫 978-7-117-17194-6 人民衛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校注 主編何任 978-7-117-17195-3 人民衛生出版社

難經校注 主編凌耀星 978-7-117-17196-0 人民衛生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 主编刘树伟, 李瑞锡 978-7-117-1719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 主编李少林, 王荣福 978-7-117-1719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移植感染
主编Raleigh A. Bowden，Per Ljungman，

David R. Snydman
978-7-117-1719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法 主编汪建荣 978-7-117-1720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神经解剖图谱 主编王云祥, 张雅芳, 马晶 978-7-117-1720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 主编白人驹, 徐克 978-7-117-1720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廖玉华主编 978-7-117-1720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生物治疗技术 宋鑫，侯建红，谭晶主编 978-7-117-1720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英语词汇 孔令泉，蒲莹晖编著 978-7-117-1720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妊娠合并糖尿病:临床实践指南 杨慧霞主编 978-7-117-1720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进食障碍 主编陈珏 978-7-117-1720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实习指导 主编邵旭建, 柏树令 978-7-117-1720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科医学概论 主编祝墡珠 978-7-117-1720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身医学 主编潘芳, 吉峰 978-7-117-1721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化学 主编魏祖期, 刘德育 978-7-117-1721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计算机应用 主编袁同山, 阳小华 978-7-117-1721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主编郭继军 978-7-117-1721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主编查锡良, 药立波 978-7-117-1721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 主编王建枝, 殷莲华 978-7-117-1721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炫速双源CT心脑血管病诊断 刘国荣，李月春主编 978-7-117-1721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炫速双源CT心脑血管病诊断 刘国荣，李月春主编 978-7-117-1721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心理学 主编钱明 978-7-117-1721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功能评定学 主编王玉龙 978-7-117-1721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高等数学学习指导 主编张选群 978-7-117-1722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Holland-frei癌症医学.上册 Waun Ki Hong[等]主编 978-7-117-1722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Holland-frei癌症医学.下册 Waun Ki Hong[等]主编 978-7-117-1722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腰骶椎手术要点与图解 主编田慧中, 刘少喻, 曾昭池 978-7-117-1722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机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刘幸平，吴巧凤主编 978-7-117-1722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陈潮祖临证精华 宋兴主编 978-7-117-1722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等数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杨洁, 于鹤丹 978-7-117-1722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学 主编朱启星 978-7-117-1722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统康复方法学 主编陈立典 978-7-117-1723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外科学 主编陈仲强, 刘忠军, 党耕町 978-7-117-1723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仲景药证探验 史亦谦，周郁鸿，寿越敏编著 978-7-117-1723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学 主编王维治 978-7-117-1723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学 主编王维治 978-7-117-1723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治疗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姜贵云, 燕铁斌 978-7-117-1723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种植影像学 主编王虎, 欧国敏 978-7-117-1723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习题集 主编文小军, 柏树令 978-7-117-1724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DeLisa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理论与实践.上卷 原著Walter R. Frontera ... [等] 978-7-117-1724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DeLisa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理论与实践.下卷 原著Walter R. Frontera ... [等] 978-7-117-1724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疾病概要 主编陈志斌 978-7-117-1724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心理学 主编李荐中, 邱鸿钟 978-7-117-1724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行为医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张东军 978-7-117-1724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息汤新砺 薛振声著 978-7-117-1724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养生大辞典 周永学，孙理军主编 978-7-117-1724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证针灸治疗学 杜元灏主编 978-7-117-1725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奇经八脉考》笺注 孙朝宗，孙震编著 978-7-117-1725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电图解析与应用 主编晋军, 黄岚 978-7-117-1725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渡舟医论医话100则 王庆国主编 978-7-117-1726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地震灾后伤员康复手册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康复

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编著
978-7-117-1726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学.上册 主编陈灏珠, 林果为, 王吉耀 978-7-117-1727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内科学.下册 主编陈灏珠, 林果为, 王吉耀 978-7-117-1727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治疗 主编胡佩诚 978-7-117-1727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作业治疗学 主编窦祖林 978-7-117-1727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格心理学 主编王伟 978-7-117-1727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活性物质依赖 贾少微主编 978-7-117-1727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症患者的心理疏导技术 主编陈璐 978-7-117-1728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 杜亚松主编 978-7-117-1728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夏厚林, 张小华 978-7-117-1728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学 主编王保捷, 侯一平 978-7-117-1728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修复与再造 主编赵德伟 978-7-117-1729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剂员 明延波，黄丽萍主编 978-7-117-1729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治疗学实训指导 主编潘翠环 978-7-117-1729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健康教育学 主编孙宏伟 978-7-117-1729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于德志主编 978-7-117-1730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恶性淋巴瘤诊断治疗学 主编林桐榆, 朱军, 高子芬 978-7-117-173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咨询心理学 主编杨凤池 978-7-117-1730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科学研究方法 主编李功迎 978-7-117-1730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变态心理学 主编刘新民 978-7-117-1730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学基础 主编杜文东 978-7-117-1730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部超声诊断图谱 主编李立新 978-7-117-1730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渡舟伤寒论专题讲座 刘渡舟著录 978-7-117-1731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折 主编田伟, 王满宜 978-7-117-1731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学 主编葛均波, 徐永健 978-7-117-1731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门诊感染控制操作图谱 主编俞雪芬, 谷志远 978-7-117-1731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创泌尿外科手术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主编夏术阶 978-7-117-1731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结核 主编马远征 ... [等] 978-7-117-1732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幽门螺杆菌感染诊疗指南 胡伏莲主编 978-7-117-1732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八名方临床应用 郑伟达编著 978-7-117-1732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诗词歌赋谜联集 罗兴洪，赵霞主编 978-7-117-1732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护士手册 主编王金爱 978-7-117-1733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运动学 主编黄晓琳 978-7-117-1733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外科疾病康复学 主编何成奇 978-7-117-1733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儿科临床技能实训 王俊宏主编 978-7-117-1733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发热腹泻症状监测与传染病疫情预警 刘民著 978-7-117-1733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著] 978-7-117-1733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外科急症学 主编潘凯 978-7-117-1733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学实验教程 主编罗正里 978-7-117-1733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组织学图谱:中英对照 编著Ronald W. Dudek，罗娜 978-7-117-1734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贾建平 978-7-117-1734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通俗讲话 刘渡舟编著 978-7-117-1735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十四讲 刘渡舟编著 978-7-117-1735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诠解 刘渡舟，傅士垣主编 978-7-117-173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诠解 刘渡舟，苏宝刚，庞鹤编著 978-7-117-173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伤寒论类方 刘渡舟编著 978-7-117-1735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方临证指南 刘渡舟编著 978-7-117-1735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病证治概要 刘渡舟，程昭寰编著 978-7-117-1735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发传染病临床影像诊断 主编陆普选, 周伯平 978-7-117-1737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个体化医疗中的临床分子诊断 主编李艳, 李金明 978-7-117-1737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主编曹新妹 978-7-117-1737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学图表解 钟赣生主编 978-7-117-1738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学图表解 钟赣生主编 978-7-117-1738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感染禽流感防治手册 高占成, 冯子健, 姜宁编著 978-7-117-1738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 高鹏翔主编 978-7-117-1738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阜外心血管内科手册 主编杨跃进, 华伟 978-7-117-1738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儿科药物学 万瑞香，刘涵云，韩志武主编 978-7-117-1739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统计学 主编姚应水 978-7-117-1739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年版《中国药典》化学药品标准物质分
析方法及应用图谱

马双成，刘明理，黄悯嘉主编 978-7-117-1739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 主编张建宁 978-7-117-1739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科医生案头药物速查 张树林主编 978-7-117-1740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诊疗常规 邱贵兴主编 978-7-117-1740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家庭保健与急救 姜小鹰主编 978-7-117-1740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骨外固定学 夏和桃主编 978-7-117-1740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超声心动图学 主编何怡华 978-7-117-1740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质子泵抑制剂临床应用的药学监护 高申，邹多武主编 978-7-117-1741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护理学 主编刘保江, 晁储璋 978-7-117-1741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人家庭护理 姜小鹰主编 978-7-117-1741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评估 主编姚树桥 978-7-117-1742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必读,基础护理篇 主编李丹, 李霞 978-7-117-1743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必读,专科护理篇 主编李丹，杨艳 978-7-117-1743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志远临证七十年医话录 张志远著 978-7-117-1743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2012年版,化学
药品和生物制品

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处方集编委会 978-7-117-1743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养生一本通 贾文魁主编 978-7-117-1743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计算机辅助神经外科手术学 章翔, 王守森主编 978-7-117-1744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燕池医论证治选 刘燕池主编 978-7-117-1744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心理学 郭秀艳主编 978-7-117-1745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学概论 主编王冠军, 赫捷 978-7-117-1745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髓性白血病分子监测手册 秦亚溱，主鸿鹄编著 978-7-117-1745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面面观:健康与理解 主编Mary Jane England ... [等] 978-7-117-1745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过敏性鼻炎 韩德民主编 978-7-117-1745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骨科手术技术
主编Mininder S. Kocher，Michael B. 

Millis
978-7-117-1745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癌外科病理新进展 (美)Dongfeng Tan[等] 主编 978-7-117-1745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智商测试 Alan S. Kaufman原著 978-7-117-1746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外科技术与应用原则 主编龙厚清, 刘少喻 978-7-117-1746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创伤医学 付小兵，王正国，李建贤主编 978-7-117-1746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仪器分析实验 主编尹华, 张振秋 978-7-117-1746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母胎医学:新生儿常见疾病诊断与处理 主编魏克伦, 刘绍基 978-7-117-1747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髋关节外科学 主编毛宾尧, 庞清江 978-7-117-1747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急重症与疑难病例诊治评述 主编尚云晓, 薛辛东 978-7-117-1747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西方心理学史 主编郭本禹 978-7-117-1747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乔国芬 978-7-117-1747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读片诊断图谱,头颈分册 总主编丁建平, 王霄英 978-7-117-1747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 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处方集编委会 978-7-117-1747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震中医实践领悟与研究心得 张震著 978-7-117-1748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病症的诊断与治疗 主编李文志 978-7-117-1749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接种手册,疫苗篇 罗凤基主编 978-7-117-1749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发展心理学 主编马莹 978-7-117-1749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左伋, 张咸宁 978-7-117-1749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实习医师手册 主编杨镇 978-7-117-1749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腺微创病理组织学与细胞学诊断技术 主编李兆申 ... [等] 978-7-117-1750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心理学 主编杨艳杰 978-7-117-1750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吴国豪 978-7-117-1750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功能解剖学实训指导 主编倪秀芹 978-7-117-1751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 主编王瑞元 978-7-117-1751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SCI论文写作与发表实用教材 李振吉主编 978-7-117-1751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内膜癌外科病理新进展:endometrial 
cancer

主编Anna E. Sienko, Philip T. Cagle, 
Timothy Craig Allen

978-7-117-1752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2012版,神经外科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117-1752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诊疗进展 主编乔树宾 978-7-117-1752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和伯医案精选 王荣祖主编 978-7-117-1753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视觉神经系统疾病定位诊断学 金崇华，于春江编著 978-7-117-1754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断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万学红，卢雪峰 978-7-117-1754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毒事件处置 主编孙承业 978-7-117-1754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部肿瘤学 赫捷主编 978-7-117-1755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实习指导 李勇，赵秀娟主编 978-7-117-1755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专业OSCE考核指南 仰曙芬主编 978-7-117-1755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中药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王建, 张冰 978-7-117-1756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筋伤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马勇 978-7-117-1756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病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张俐主编 978-7-117-1756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修复学学习指导和习题集 主编赵铱民 978-7-117-1756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核医学 谭天秩主编 978-7-117-1757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功能解剖学 主编汪华侨 978-7-117-1758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MEEK微型皮片移植技术的临床转化与探索 主编葛绳德, 夏照帆, 孙永华 978-7-117-1758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概论 主编毛群安 978-7-117-1758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紧急医学救援 主编李宗浩 978-7-117-1758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和辐射突发事件处置 主编苏旭 978-7-117-1758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乡村医生临床手册 主编李建民, 李建新 978-7-117-1758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突发事件处置 主编冯子健 978-7-117-1758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仪器分析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尹华, 王新宏 978-7-117-1758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病养生指导 卢传坚，丁邦晗主编 978-7-117-1758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外伤康复300问 张皓主编 978-7-117-1759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会心理流行病学 主编曲成毅 978-7-117-1759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妇儿科疾病家庭护理 姜小鹰主编 978-7-117-1759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认知心理学 主编周爱保 978-7-117-1759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性镇痛药:芬太尼族药品临床应用手册 张友干主编 978-7-117-176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心理学 主编庄田畋 978-7-117-1761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员工心理援助教程 主编洪炜 978-7-117-1761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理治疗学 主编燕铁斌 978-7-117-1762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方肿瘤科应用集成 欧阳学农，陈曦主编 978-7-117-1762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心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许华山 978-7-117-1763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陈道隆学术经验集 丁学屏，陈梦月主编 978-7-117-1763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情景模拟教学应用指南及典型病例
荟萃

梁涛，郭爱敏主编 978-7-117-1763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绝经学 主编郁琦 978-7-117-1763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作业治疗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李奎成 978-7-117-1763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更年期相关症状及疾病防治理论与实践 主编阮祥燕, Alfred O. Mueck 978-7-117-1764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血流动力学 主编刘大为 978-7-117-1765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矫形外科手术麻醉 主编马正良 978-7-117-1765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精选国际保健手法套路 吕亚南主编 978-7-117-1765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病人家庭护理 姜小鹰主编 978-7-117-1765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交通事故伤救治 徐如祥主编 978-7-117-1765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以评判性思维为导向的护理试题的编制 陈京立，梁涛主编 978-7-117-1766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内外科疾病家庭护理 姜小鹰主编 978-7-117-1766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沈洪兵，齐秀英 978-7-117-1767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临床特殊病例剖析 布艾加尔·哈斯木，孟晓萍主编 978-7-117-1767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护理技术及临床应用 孙秋华主编 978-7-117-1767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管理心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付伟 978-7-117-1767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淋巴瘤简明诊疗策略 主编王树叶, 王晨 978-7-117-1768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习题集 主编李凡, 徐志凯 978-7-117-1768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药研究与评价概论 主编李晓辉, 杜冠华 978-7-117-1768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金哲小儿外科学.上册 张金哲主编 978-7-117-1768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金哲小儿外科学.下册 张金哲主编 978-7-117-1768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颈腰椎间盘疾病微创治疗 主编陈鸿儒 978-7-117-176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疑难心电图100例精解 王建安主编 978-7-117-1769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尿液分析技术与临床 主编丛玉隆, 马骏龙, 张时民 978-7-117-1769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内科治疗药物的安全应用 李德爱[等]主编 978-7-117-1769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功能检查在气道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主编戴元荣 978-7-117-1769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原发性肝癌放射治疗临床实践 主编曾昭冲 978-7-117-1769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临床速查手册 封志纯主编 978-7-117-1771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王彩云，贾金秀主编 978-7-117-1771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身医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吉峰，潘芳主编 978-7-117-177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人员岗位培训 主编温贤秀, 孙晓燕 978-7-117-1771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应急风险沟通 主编毛群安 978-7-117-1771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斜视诊断详解 胡聪，刘桂香主编 978-7-117-1771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豁达治疗 主编黄雪薇 978-7-117-1772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化血红蛋白 主编纪立农, 宁光 978-7-117-1772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余平 978-7-117-1772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骨伤科痛症治疗手法 谢冰主编 978-7-117-1772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系列丛书,疼痛专辑 主编王家双, 廖琴 978-7-117-1772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层螺旋CT成像技术 李真林，宋彬，刘荣波主编 978-7-117-1772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作业治疗学实训指导 主编姜志梅 978-7-117-1772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影像导航技术 主编张庆泉 978-7-117-1773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过量与中毒 Kent R. Olson主编 978-7-117-1773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际高血压防治指南及解读 霍勇主编 978-7-117-1773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运动学实训指导 主编敖丽娟 978-7-117-1774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X线摄影技术 燕树林，牛延涛主编 978-7-117-1774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医学进展.2013 主编李小鹰 978-7-117-1774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影像设备(CT/MR/DSA)成像原理与临床应
用

石明国主编 978-7-117-177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解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张励才 978-7-117-1774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纵隔疾病 Federico Venuta主编 978-7-117-1775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行为的脑影像学SPECT图谱 Daniel G. Amen原著 978-7-117-1775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出生缺陷产前诊断的行业规范与指南 贺林主编 978-7-117-1775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学:中药基础与应用 赵越主编 978-7-117-1775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麻醉 主编田玉科 978-7-117-1775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发作性疾病与癫痫 主编王学峰 978-7-117-1775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寻常型银屑病(白疕):中医药临床循证实践指
南

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北京中医药学
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

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编]

978-7-117-1776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邵世和 978-7-117-1777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病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刘铁桥, 王绪轶 978-7-117-1777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社区呼吸道感染 刘又宁主编 978-7-117-1778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性医学 主编徐晓阳, 马晓年 978-7-117-1778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手术麻醉学 主编王月兰, 姚尚龙 978-7-117-1778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科急症医学 王伟，杨明山主编 978-7-117-1778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部缺损修复与重建 主编Peirong Yu, 孙长伏 978-7-117-1778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系列丛书,肾脏风湿
免疫性疾病专辑

主编张浩, 许韩师 978-7-117-1778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语言治疗学实训指导 主编张庆苏 978-7-117-1778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血管病 熊长明主编 978-7-117-1779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眼底病 主编张卯年, 黄厚斌 978-7-117-1780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疾病概要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夏晓玲 978-7-117-1780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教师辅导用书 主编张学军 978-7-117-1781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医生预防接种工作手册 主编王普生 978-7-117-1781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肾脏 姚荷生，潘佛巖，廖家兴编著 978-7-117-1782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男科病证诊断与疗效评价标准 曹开镛，庞保珍主编 978-7-117-1782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中成药 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处方集编委会 978-7-117-1784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诊疗手册 主编朱有华 978-7-117-1784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康复工程学实训指导 主编舒彬 978-7-117-1784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外科影像诊断学 主编贾宁阳, 陈雄生 978-7-117-1784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王建枝, 殷莲华, 周新文 978-7-117-1785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内分泌学热点聚焦 主编Thomas Rabe, 阮祥燕, Alfred O. 
Mueck

978-7-117-1786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一分钟医学速记:协和医学博士的漫画笔记 舒畅[主编] 978-7-117-1786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赴英国攻读护理专业指南 主编Graeme D. Smith, 沈翠珍 978-7-117-1786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治疗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郭丽 978-7-117-1788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外科疾病康复学实训指导 主编陈健 978-7-117-1788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李俊 978-7-117-1788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统康复方法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唐强 978-7-117-1788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包虫病影像学 唐桂波主编 978-7-117-1789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运动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刘志成 978-7-117-1789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系内镜检查 张旭主编 978-7-117-1790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临床肿瘤学进展.2013 秦叔逵，马军，吴一龙主编 978-7-117-1792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疑难病案精粹 主编Dieter Schmidt, Steven C. 
Schachter

978-7-117-1792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与实施 唐旭东，翁维良，高蕊主编 978-7-117-1792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魏祖期, 刘德育 978-7-117-1795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晶状体病学 何守志编著 978-7-117-1795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引导肿瘤消融治疗学 主编郑加生, 李宁, 袁春旺 978-7-117-1795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评讲 姚荷生著 978-7-117-1796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脾脏、肝脏
、肺脏

姚荷生，潘佛巖，廖家兴编著 978-7-117-1796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道肿瘤早期诊断钡餐造影与内镜对照图
谱

李春卫，王道才主编 978-7-117-179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围术期体温调控与管理策略 郑宏，张源明主编 978-7-117-1798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患纠纷调解之路 郭永松[编著] 978-7-117-1798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临床指南 主编孙爱华，郑宏良 978-7-117-1798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统康复方法学实训指导 主编王忠华 978-7-117-1798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癫痫外科学 李龄[等]主编 978-7-117-1799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祖贻临证精华 卜献春，刘芳主编 978-7-117-1799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髓系肿瘤诊断学 卢兴国主编 978-7-117-1799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手术麻醉 古妙宁主编 978-7-117-1799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前列腺癌外科病理新进展 Jae Y. Ro[等]主编 978-7-117-1800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外科疾病康复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高敏 978-7-117-1800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阴茎硬结症 商学军，王忠主编 978-7-117-1800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艾滋病检测咨询实用手册 主编吴尊友 978-7-117-1800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检验项目选择与临床应用路径手册 王兰兰主编 978-7-117-1801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检验项目选择与临床应用 王兰兰主编 978-7-117-1801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杨拔贤 978-7-117-1801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黑色素瘤诊治指南:2013版 CSCO黑色素瘤专家委员会编著 978-7-117-1801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肾癌诊治指南:2013版 CSCO肾癌专家委员会编著 978-7-117-1801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咨询心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刘传新 978-7-117-1802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微创手术学 马潞林主编 978-7-117-1802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工作指南 主编张丹，程锦泉 978-7-117-1802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鼻咽癌放疗并发症防治手册 主编刘军 978-7-117-1802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创伤心理学 主编施琪嘉 978-7-117-1802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妇科临床技能实训 肖承悰，刘雁峰主编 978-7-117-1802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学基础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吕航 978-7-117-180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谢幸, 苟文丽 978-7-117-1803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英语常用词辞典 洪班信主编 978-7-117-1803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中草药汇编.卷一 王国强主编 978-7-117-1803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中草药汇编.卷三 王国强主编 978-7-117-1803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中草药汇编.卷二 主编王国强 978-7-117-1803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职业素养手册 主编王以朋，陈杰 978-7-117-1804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徐克前主编 978-7-117-180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关节置换与成形术:肩与肘
Bernard F. Morrey，Kai-Nan An，John W. 

Sperling主编
978-7-117-1804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石家百年医案精选 石恩骏主编 978-7-117-1805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细胞色素P450结构、药理和生化 Paul R. Ortiz de Montellano原著 978-7-117-1805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关节外科教程 王坤正，王岩主编 978-7-117-1805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发育组织学 李进，安靓，晏芳编著 978-7-117-1806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静脉血栓栓塞症诊断与治疗 主编张福先, 王深明 978-7-117-180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SARS十年回响:中国呼吸界的情感与思考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编] 978-7-117-1806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标准化病人培训手册 主编王以朋，管远志 978-7-117-1806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细印模技术 主编刘峰 978-7-117-1806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医生案头药物速查 张树林主编 978-7-117-1806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疑难病例诊断剖析 刘银红主编 978-7-117-1807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中药学专论 主编张冰 978-7-117-1807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名老中医经验方汇粹.上册 贺兴东[等]总主编 978-7-117-1807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定位诊断图解 王丽华, 陈立杰, 芮德源主编 978-7-117-1807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临床药学 主编梅全喜, 曹俊岭 978-7-117-1807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中草药汇编.卷四 王国强主编 978-7-117-1808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内科学:从临床到实验室到临床和社区 主编秦岭 978-7-117-1808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孕产妇专科护理指南 主编谭文华 978-7-117-1808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部影像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卷 王振常，鲜军舫总主编 978-7-117-1809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和共识.2013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等]主编 978-7-117-1809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科学研究方法实践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赵静波, 陈敏 978-7-117-1809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临床精神药理学 翟金国，李君主编 978-7-117-1810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自然灾害与相关疾病防范 主编周祖木 978-7-117-1810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血瘀证学 陈可冀，史载祥主编 978-7-117-1810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学考必备速记速查 李赛美主编 978-7-117-1810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防控新型流感作用与体系建设 王永炎主编 978-7-117-1810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学考必备速记速查 高思华，王键主编 978-7-117-1811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肠扁虫病学 杨维平，沈一平主编 978-7-117-1811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剂学学考必备速记速查 高琳，杨桢，马少丹编著 978-7-117-1811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学学考必备速记速查 吴庆光主编 978-7-117-1811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注射剂临床安全性评价技术指南 王永炎，杜晓曦，谢雁鸣主编 978-7-117-1812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变态心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刘新民 978-7-117-1812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实践.2013 胡大一，马长生主编 978-7-117-1812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律失常临床简读手册 蒋文平编著 978-7-117-1812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髓损伤后残存自主神经功能国际标准 美国脊柱损伤协会编著 978-7-117-1812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髓损伤神经学分类国际标准 美国脊柱损伤协会编著 978-7-117-1812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产科手术学 刘兴会[等]主编 978-7-117-1812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Sherlock肝胆病学 主编Dooley ... [等] 978-7-117-1813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Carpentier瓣膜重建外科 原著Carpentier, Adams, Filsoufi 978-7-117-1813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非精神科临床心理行为问题诊治 主编邓云龙, 马鑫 978-7-117-1813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许寿生主编 978-7-117-1813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罗自强 978-7-117-1814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上消化道超声内镜实用诊疗手册 徐有青主编 978-7-117-1814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发展心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马莹, 王群 978-7-117-1814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典方丝弓矫治技术:技术原理与操作步骤详
解

卢海平，周彦恒，吴建勇主编 978-7-117-1814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肌电图诊断与临床应用 党静霞编著 978-7-117-1814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遗传代谢病学 封志纯，刘海洪主编 978-7-117-1815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心理障碍诊疗学 杜亚松主编 978-7-117-1815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实习指导 主编邬堂春 978-7-117-1815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妇产科学.中册 曹泽毅主编 978-7-117-1815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妇产科学.下册 曹泽毅主编 978-7-117-1815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玉川古方求学笔记 王玉川著 978-7-117-1815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科医生案头药物速查 张树林主编 978-7-117-1815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危药品临床应用指导 孙世光，闫荟主编 978-7-117-1816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泌尿外科学 主编郭震华, 那彦群 978-7-117-1816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神经病学 主编高旭光 978-7-117-1816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名老中医典型医案集.第二辑,儿科分册 总主编贺兴东 ... [等] 978-7-117-1816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学临床病案分析 刘进，李文志主编 978-7-117-1816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注射美容外科学 范巨峰主编 978-7-117-1817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名老中医典型医案集.第二辑,内科分册
(脾胃肝胆疾病)

贺兴东[等]总主编 978-7-117-1817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外科临床技能实训 杨博华主编 978-7-117-1817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工作场所行动模式:a model for action 世界卫生组织 978-7-117-1817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FAO/WHO在食品安全应急中应用风险分析原则
和程序的指南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978-7-117-1817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柏龄脊柱疾病临证经验集 赵文海，冷向阳主编 978-7-117-1818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新生儿外科学 主编郑珊 978-7-117-1818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老年病学 汪耀主编 978-7-117-1818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脑创伤诊断与治疗:临床实践与思考 江基尧主编 978-7-117-1818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骨科学,关节外科卷 邱贵兴，戴尅戎总主编 978-7-117-1819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评估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刘畅 978-7-117-1819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名老中医典型医案集.第二辑,内科分册
(气血津液肢体经络疾病)

贺兴东[等]总主编 978-7-117-1819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角膜病学 谢立信著 978-7-117-1819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足与踝关节重建外科:并发症的防治 原著Mark S. Myerson 978-7-117-1819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丹溪医集 (元) 朱震亨撰 978-7-117-1820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辅料全书 杨明，宋民宪主编 978-7-117-1821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年缺血性脑卒中 毕齐主编 978-7-117-1821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房管理规范:2012-2013版 美国卫生系统药师协会编著 978-7-117-1821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默克诊疗手册.上册 Robert S. Porter主编 978-7-117-1821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默克诊疗手册.下册 Robert S. Porter主编 978-7-117-1821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尿液有形成分图鉴 张时民主编 978-7-117-1822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名家学说与现代内科临床 吴伟主编 978-7-117-1823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名老中医经验方汇粹.下册 贺兴东[等]总主编 978-7-117-1823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理性疼痛学 主编高崇荣, 樊碧发, 卢振和 978-7-117-1823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信息管理学学习指导与实验 胡西厚，李彬主编 978-7-117-1824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温病学学考必备速记速查 马健主编 978-7-117-1824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学考必备速记速查 邹小娟，陈家旭主编 978-7-117-1825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分子诊断学 潘世扬主编 978-7-117-1825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科医生案头药物速查 张树林主编 978-7-117-1826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名老中医典型医案集.第二辑,内科分册
(心脑疾病)

贺兴东[等]总主编 978-7-117-1826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名老中医典型医案集.第二辑,外、皮肤
、骨伤、眼、耳鼻咽喉、口腔科分册

总主编贺兴东 ... [等] 978-7-117-1826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杏林40年临证手记 舒鸿飞著 978-7-117-1826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名老中医典型医案集.第二辑,内科分册
(外感肺肾疾病)

贺兴东[等]总主编 978-7-117-1827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继承创新心悟 李配富著 978-7-117-1827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状动脉分叉病变介入治疗精要 陈良龙主编 978-7-117-1829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诊疗及管理 范小玲，成军主编 978-7-117-1829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影像诊断与鉴定 王云钊主编 978-7-117-1830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分析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潘金火主编 978-7-117-1830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医学博士外语统一考试指南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主编] 978-7-117-1830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处方调剂和患者用药指导 杨长青主编 978-7-117-1830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小儿血液病学 黄绍良，陈纯，周敦华主编 978-7-117-1831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康复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史长青 978-7-117-1831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安全与药物警戒 崔燕宁主编 978-7-117-1832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华理论话金匮:《金匮要略》理论学用二十
讲

陈国权编著 978-7-117-1832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实验室诊断 李力主编 978-7-117-1832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影像诊断学 陈丽英，蔡爱露主编 978-7-117-1833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唾液腺病学 俞光岩，马大权主编 978-7-117-1833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视神经疾病 Lanning B. Kline，Rod Foroozan主编 978-7-117-1833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便血 林琳主编 978-7-117-1833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功能不全患者治疗临床药师指导手册 文爱东主编 978-7-117-1834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心力衰竭治疗临床药师指导手册 张幸国主编 978-7-117-1834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器械可用性测试
原著Michael Wiklund, Jonathan Kendler, 

Allison Y. Strochlic
978-7-117-1834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心脏外科解剖图解 苏业璞，周其文主编 978-7-117-1834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外科手术并发症 卫洪波主编 978-7-117-1834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基层医师诊疗手册 张信江，鲁东平主编 978-7-117-1835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婴幼儿早期学习指导 毛萌，金星明主编 978-7-117-1835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泌尿外科热点聚焦 史沛清，叶章群，张旭主编 978-7-117-1835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眶面部整形手术视频图谱 Bobby S. Korn，Don O. Kikkawa主编 978-7-117-1835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鉴定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刘训红主编 978-7-117-1835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技术学,MR检查技术卷 章伟敏主编 978-7-117-1835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学史参考 谢惠民，丛骆骆主编 978-7-117-1836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排便障碍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王维林主编 978-7-117-1836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名老中医治疗优势病种诊疗方案选 吴焕林主编 978-7-117-1836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损伤外科治疗:Surgical techniques
Vikas V.Patel，Evalina Burger，

Courtney W.Brown编著
978-7-117-1836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医生案头药物速查 张树林主编 978-7-117-183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朱启星主编 978-7-117-1837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学监护典型案例分析 郭代红，朱曼主编 978-7-117-1837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神经训导康复治疗学 赵文汝编著 978-7-117-1838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飞秒激光屈光手术学 王雁，赵堪兴主编 978-7-117-1838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低视力学 孙葆忱，胡爱莲主编 978-7-117-1838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师执业法律法规知识问答 李俊峰主编 978-7-117-1838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理论与实践 樊立华主编 978-7-117-1838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性心肌梗死 张敏州主编 978-7-117-1839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更年期综合征 王小云主编 978-7-117-1839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肾衰竭 刘旭生主编 978-7-117-1839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系统性红斑狼疮 黄清春主编 978-7-117-1839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推拿临床技能实训 刘长信主编 978-7-117-1840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肿瘤淋巴系统解剖与临床 王云祥，吕玉峰主编 978-7-117-1840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病综合征 王立新主编 978-7-117-1840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疾病的分类与分型标准 胡永成，马信龙，马英主编 978-7-117-1841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颞骨及侧颅底解剖训练手册 主编吴皓 978-7-117-1841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图谱 主编何春涤, 张学军 978-7-117-1841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部影像学 U. Moedder[等]原著 978-7-117-1841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影像学 C.D. Claussen[等]原著 978-7-117-1841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鱼油基础与临床 蒋朱明主编 978-7-117-1842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疼痛诊疗技术 傅志俭主编 978-7-117-1843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赤厓医案评注 (清) 汪廷元著 978-7-117-1843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药理学进展.2014年 戴体俊，喻田，徐礼鲜主编 978-7-117-1843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怎样识别呼吸系统疾病 主编张伟, 张波, 高占成 978-7-117-1844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婚姻健康教育指南 吴任钢主编 978-7-117-1844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动物类中药残留毛显微鉴定研究与应用 康廷国主编 978-7-117-1844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肿瘤生殖医学 石一复，郝敏主编 978-7-117-1844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康复病例分析 Tarek A.-Z.K. Gaber原著 978-7-117-1844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疾病速查 周文浩，程国强主编 978-7-117-1845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癌早期诊断与多学科治疗示例 李厚文主编 978-7-117-1845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围手术期心血管疾病处理 张抒扬，刘大为主编 978-7-117-1845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疾病诊断病理学 郭丽娜编著 978-7-117-1845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笑气和氧气镇静手册 Morris S. Clark，Ann L. Brunick原著 978-7-117-1845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刀医学应用解剖 易秉瑛主编 978-7-117-1846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护理学 度淑新，陶磊主编 978-7-117-1847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室生物安全 主编叶冬青 978-7-117-1848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非编码RNA与肿瘤 郭俊明，汤华主编 978-7-117-1848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活动修复工艺学 于海洋主编 978-7-117-1848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造血干细胞移植问与答 黄晓军主编 978-7-117-1849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内科合理用药问答 杨继红，毛永辉主编 978-7-117-1849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科医生案头药物速查 张树林主编 978-7-117-1849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病营养治疗手册 William E. Mitch，T. Alp Ikizler主编 978-7-117-1849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膝关节韧带损伤修复与重建 刘玉杰，敖英芳，陈世益主编 978-7-117-1849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统计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方积乾主编 978-7-117-1850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五运六气探微 苏颖著 978-7-117-1850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环境卫生与呼吸系统疾病 主编魏立平, 高占成 978-7-117-1850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传染病影像学 主编李宏军 978-7-117-1850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大百科,慢性肝病防治篇 主编金荣华 978-7-117-1851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吞咽障碍治疗技术 曾西，许予明主编 978-7-117-1851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并发症中西医治疗 王居祥主编 978-7-117-1852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岭南陈氏飞针 主编陈秀华, 李颖 978-7-117-1852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科临床规范化操作图谱 主编余擎 978-7-117-1852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甲状腺细针穿刺诊疗术 刘超，姚青主编 978-7-117-1853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流行病学 主编黄悦勤 978-7-117-1854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影像诊断流程 高波，吕翠主编 978-7-117-1854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诊断学 潘祥林，王鸿利主编 978-7-117-1854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骨移植技术 王大伟，韩士章主编 978-7-117-1855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视觉效果体验手册 王晨晓，吕帆，瞿佳著 978-7-117-1855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层中医师临证便览 金汉明著 978-7-117-1855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诸欣平, 苏川 978-7-117-1855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同仁眼科诊疗指南 魏文斌主编 978-7-117-1856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同仁间接检眼镜临床应用手册 魏文斌主编 978-7-117-1856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同仁眼底激光治疗手册 魏文斌，史雪辉编著 978-7-117-1856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同仁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手册 魏文斌，杨丽红编著 978-7-117-1856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科研方法学 主编刘民 978-7-117-1856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科研方法学 主编刘民 978-7-117-1856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同仁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手册 魏文斌主编 978-7-117-1856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部CT诊断学 孟存芳主编 978-7-117-1856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电图精解 廉姜芳，周建庆主编 978-7-117-1857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科医生案头药物速查 张树林主编 978-7-117-1857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科医生案头药物速查 张树林主编 978-7-117-1857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我是铁杆中医:彭坚学术观点与临床心得集 彭坚著 978-7-117-1857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日本“3·11”回望与启示:连锁型危机的应
对与管理

吴群红，郝艳华，李斌主编 978-7-117-1857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系统疾病 刘健，宋毅斐分册主编 978-7-117-1857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医学概论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王宁华 978-7-117-1857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理法与实践 贾秀林，贾勇编著 978-7-117-1858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临床实验室血液标本分析前标准共识 主编府伟灵 978-7-117-1858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科医生案头药物速查 张树林主编 978-7-117-1858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理心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杨艳杰主编 978-7-117-1858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科医生案头药物速查 张树林主编 978-7-117-1858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脏科医生案头药物速查 张树林主编 978-7-117-1858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第三卷 李立明总主编 978-7-117-1858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神经外科学 何永生，黄光富，章翔主编 978-7-117-1859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源性疾病应急管理:德国应对O104大肠杆菌
疫情启示

郝晓宁，张振忠，薄涛主编 978-7-117-1859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与眼部疾病:过去、现在与未来治疗
Ingrid U. Scott，Harry W. Flynn，

William E. Smiddy主编
978-7-117-1859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膝关节置换技巧 于建华，李晓辉主编 978-7-117-1859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病理标本采集 孙青编著 978-7-117-1859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理学进展.2013 苏定冯，缪朝玉，沈甫明主编 978-7-117-1859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髓检查规程与管理 卢兴国编著 978-7-117-1859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角膜断层地形图学
Michael W. Belin，Stephen S. 

Khachikian，Renato Ambrosio主编
978-7-117-1860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李兰娟 978-7-117-186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谭新华医案精华 主编周青 978-7-117-1860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肖国士医案精华 主编肖国士, 吴利龙 978-7-117-1860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潘敏求黎月恒医案精华 主编潘博, 李东芳 978-7-117-1860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壁、腹膜、腹腔和腹膜后超声诊断 岳林先，蔡志清编著 978-7-117-1860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行宽医案精华 主编范金茹 978-7-117-1861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孙广生医案精华 主编廖怀章, 孙燕, 刘绪银 978-7-117-1861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祖贻医案精华 主编刘芳, 周慎 978-7-117-1861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欧阳锜医案精华 主编周慎, 欧阳剑虹 978-7-117-1861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实务 李振吉主编 978-7-117-1861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祟泉医案精华 主编张崇泉 978-7-117-1861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种植关键技术实战图解 谭震主编 978-7-117-1861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尿石症诊疗策略 顾晓箭，吕建林主编 978-7-117-1861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奇经方药简编 孙朝宗主编 978-7-117-1862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膝关节镜手术学 陈坚编著 978-7-117-1862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怀安医案精华 编著张健 ... [等] 978-7-117-1862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眼科手册 黎晓新主编 978-7-117-1862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经候脉法 曲伟，刘艳辉，赵宇宁编著 978-7-117-1862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眼科疑难病例精粹 魏世辉，邱怀雨主编 978-7-117-1862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眼底病,外科卷 刘文主编 978-7-117-1863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 李云霞,王静主编 978-7-117-1863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系统疾病 时银萍,崔学艳主编 978-7-117-1863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 孙永超，宛纪宝主编 978-7-117-1863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 王玉升主编 978-7-117-1863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 杨小玉主编 978-7-117-1863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 王玉香主编 978-7-117-1863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础护理学 陈荣凤，李芳芳主编 978-7-117-186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脑卒中患者康复护理技术 张振香主编 978-7-117-1864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录便览 (清)刘福庆原著 978-7-117-1864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朱氏中医世家学验秘传 朱祥麟著 978-7-117-1864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于问题的学习(PBL)导论:医学教育中的问
题发现、探讨、处理与解决

黄钢，关超然主编 978-7-117-1864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甲状腺恶性肿瘤超声及病理图谱 王彬主编 978-7-117-1864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辅助生殖实验室技术 黄国宁主编 978-7-117-1864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证治法备要 侯树平编著 978-7-117-1865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喉咽反流相关疾病 冯桂建，叶京英主编 978-7-117-1865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皮针疗法 主编周达君 978-7-117-186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讲堂实录.上册 陈明著 978-7-117-186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领导力 Michael D. Mumford原著 978-7-117-1865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显微牙髓治疗学 凌均棨主编 978-7-117-1865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 孙淑娟，张才擎主编 978-7-117-1865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讲堂实录.下册 陈明著 978-7-117-1865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发性骨髓瘤简明诊疗策略 王树叶，王巍主编 978-7-117-1866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相关的小儿遗传和代谢性疾病综合征
Victor C. Baum，Jennifer E. O`Flaherty

主编
978-7-117-1866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口腔微生物学 Lakshman Samaranayake主编 978-7-117-1866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软骨影像学:意义·技术·新进展 Thomas M. Link主编 978-7-117-1866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造血干细胞移植 黄晓军主编 978-7-117-1866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科临床实践（习）导引与图解 吴德沛，黄晓军主编 978-7-117-1866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护理工作指
南

韩杰，杜晓霞主编 978-7-117-1866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寿世保元 (明)龚廷贤撰 978-7-117-1866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皮肤病诊疗学 刘巧主编 978-7-117-1867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低位直肠肿瘤内括约肌切除 Rudolf Schiessel，Peter Metzger主编 978-7-117-1867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SCI论文发表全攻略:教你轻松发表医学
SCI论文

叶波，乔滨主编 978-7-117-1868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系列丛书,神经系统
疾病专辑

宋治，侯德仁主编 978-7-117-1868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筛查与评估 石汉平[等]主编 978-7-117-1868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卫生年鉴.2013 《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978-7-117-1868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学基本概念术语通典.上册 赵京生主编 978-7-117-1868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学基本概念术语通典.下册 赵京生主编 978-7-117-1868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与发展 孟群主编 978-7-117-1869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卒中杂志病例精选 王春雪，张宁主编 978-7-117-1869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输尿管软镜术 曾国华,高小峰主编 978-7-117-1869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系肿瘤药物治疗学 程跃，谢立平主编 978-7-117-1869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磁共振分类诊断 余永强主编 978-7-117-1869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际视野下的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 胡志，秦侠主编 978-7-117-1870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酒精相关障碍的诊断与治疗指南 主编郝伟 978-7-117-1870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普勒超声诊断学 曹铁生，段云友主编 978-7-117-1871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常用英汉词汇与表达 徐淑秀，张静主编 978-7-117-1871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病五十年临证笔录 宋兆友主编 978-7-117-1871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孙达武医案精华 主编孙绍裘, 董克芳 978-7-117-1871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阴道微生态图谱 廖秦平主编 978-7-117-1871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案析口腔黏膜病学 陈谦明，曾昕主编 978-7-117-1871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袖珍药物治疗手册 刘华钢主编 978-7-117-1872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固定修复工艺学 于海洋主编 978-7-117-1872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早产基础与临床 张建平主编 978-7-117-1873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 (唐) 孙思邈著 978-7-117-1873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千金翼方校释 (唐) 孙思邈著 978-7-117-1873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妇科恶性肿瘤诊治指南 沈铿，崔恒，丰有吉主编 978-7-117-1873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内科学 主编黄晓军, 黄河 978-7-117-1873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医学 主编黄子通, 于学忠 978-7-117-1874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开创卫生计生事业科学发展新局面:“面对面
大讲堂”专题报告集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 978-7-117-1874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及急性心肌梗死:中医临床辨证标准及
防治指南

陈可冀, 史大卓主编 978-7-117-1874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2014西医综合真题分考点解析 研究生入学考试专家组主编 978-7-117-1874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腔镜肝脏外科手术操作要领与技巧 刘荣著 978-7-117-1875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微距摄影速成 于海洋主编 978-7-117-1875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ECMO实用手册 黄伟明编著 978-7-117-1875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功能不全患者治疗临床药师指导手册 姜玲，史天陆主编 978-7-117-1875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黑色素瘤 郭军主编 978-7-117-1875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氧与健康 高春锦，王国忠编著 978-7-117-1875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教育学 徐震雷，张玫玫主编 978-7-117-1875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电散点图 李方洁，向晋涛著 978-7-117-1876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从规模发展到精细化服务:大型公立医院转型
的探索与实践

杨叔禹，姜杰主编 978-7-117-1876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药纵横:中药成方制剂用药规律分析 杨洪军[等]编著 978-7-117-1876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服务标准体系构建与实施:创建AAAA级标
准化良好行为企业

卢传坚，李慧主编 978-7-117-1877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信息搜集与利用 主编代涛 978-7-117-1877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病理诊断和鉴别诊断 丁华野总主编 978-7-117-1877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热点关注 魏武，吴云林主编 978-7-117-1878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医学词汇 陆再英,唐锦治,陈安民主编 978-7-117-1878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活血化瘀方药临床使用指南 史载祥，杜金行主编 978-7-117-1878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包家明主编 978-7-117-1878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围产期神经疾病 陈蕾，周东主编 978-7-117-1878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患者必读 主编韦企平, 路明, 邓慧娟 978-7-117-1878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疾病临床护理路径 尹安春，史铁英主编 978-7-117-1879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脑损伤 游潮，黄思庆主编 978-7-117-1879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外科学 主编冯杰雄, 郑珊 978-7-117-1880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健康教育路径 尹安春，史铁英主编 978-7-117-1880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护理健康教育路径 尹安春，史铁英主编 978-7-117-1880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应急处置案例,霍乱、手足口、预防接种、健
康教育和现场心理干预篇

胡志，江启成主编 978-7-117-1880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手术核心技术
Rahul Jandial，Paul C. MeCormick，

Peter M. Black主编
978-7-117-1881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雷火灸疗法 主编赵时碧 978-7-117-1881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三棱针法 主编陈秀华 978-7-117-1881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 山口俊晴编著 978-7-117-1881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应急处置技术指南 杨超，王世平，郝艳华主编 978-7-117-1881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章富临床中药学讲稿 常章富著 978-7-117-1881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比较与临床合理选择,呼吸科疾病分册 童荣生，刘跃建，杨勇主编 978-7-117-1882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化工制图习题集 韩静主编 978-7-117-1882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治疗临床医师指导手册 纪立伟，郭立新主编 978-7-117-1882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 主编刘恩岐 978-7-117-1882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症并发症的辨证论治 郑伟达主编 978-7-117-1882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医学速查手册 刘晓红,朱鸣雷主编 978-7-117-1883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18岁以下患者治疗临床药师指导手册 王晓玲主编 978-7-117-1883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骼肌肉病变CT与MR对比临床应用 龚洪翰，曾献军，何来昌主编 978-7-117-1884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和医集 (金)张从正撰 978-7-117-1884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碥 (清)何梦瑶撰 978-7-117-1884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东垣医集 (金)李杲撰 978-7-117-1884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谢锡亮灸法医案 谢锡亮著 978-7-117-1884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病治疗名方验方 秦东风主编 978-7-117-1885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预防医学学习指导和习题集 台保军，胡德渝主编 978-7-117-1885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技术 主编王治国 978-7-117-1885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水针刀微创疗法 主编吴汉卿, 吴军瑞 978-7-117-1885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为了生命的托付:护士成长录 《中国护理管理》杂志社编著 978-7-117-1885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毒病疑难病例解析 王得新主编 978-7-117-1885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移植护理学 李燕君，曾珠主编 978-7-117-1886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药师日记 赵志刚主编 978-7-117-1886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式细胞术的基础与临床应用 吴长有主编 978-7-117-1886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戒烟治疗临床药师指导手册 杜广清主编 978-7-117-1886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实践指南 郭莉主编 978-7-117-1887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士在职培训指导 叶志弘，冯金娥主编 978-7-117-1887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战略管理概论 易利华主编 978-7-117-1888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诊治流程 李启富主编 978-7-117-1888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心电图与冠脉影像 林文华，邸成业编著 978-7-117-1888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围术期重症监测与治疗 朱蕾，樊嘉主编 978-7-117-1888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临床手册 李秋主编 978-7-117-1888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瘾医学精要 Christopher A. Cavacuiti主编 978-7-117-1888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唇颜面美容丰盈术 Robert Gordon原著 978-7-117-1889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和细胞培养技术 主编章静波 978-7-117-1889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综合一,眼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皮肤科、
中医科)

范先群主编 978-7-117-1889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整合肝肠病学:肝肠对话 刘玉兰主编 978-7-117-1889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技术操作并发症预防及处理 吴惠平，罗伟香主编 978-7-117-1889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精神障碍 施慎逊主编 978-7-117-1890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孙朝宗奇经病证治疗经验 孙松生，孙震编著 978-7-117-1890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名家诊治多囊卵巢综合征临证经验 主编韩延华, 胡国华 978-7-117-1890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解剖学,头颈部分册 丁自海总主编 978-7-117-1890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临床青光眼诊治 张秀兰，王宁利著 978-7-117-1891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川芎嗪的化学、药理与临床应用 陈可冀主编 978-7-117-1891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格心理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方建群，袁勇贵主编 978-7-117-1891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阴道镜技术难点与对策 钱德英编著 978-7-117-1891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眶骨折的诊断与治疗 肖利华，王毅著 978-7-117-1891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医院英语 雷慧编著 978-7-117-1892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宫颈癌手术难点与技巧图解 林仲秋，张三元编著 978-7-117-1892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药物治疗学 杨杰孚，许锋主编 978-7-117-1892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解剖学,胸部分册 丁自海总主编 978-7-117-1892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麻醉学.上册 邓小明[等]主编 978-7-117-1892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麻醉学.下册 邓小明[等]主编 978-7-117-1892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药理学 戴体俊，徐礼鲜，黄宇光主编 978-7-117-1894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眼科学.上册 李凤鸣，谢立信主编 978-7-117-1894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眼科学.下册 李凤鸣，谢立信主编 978-7-117-1894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眼科学.中册 李凤鸣，谢立信主编 978-7-117-1894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 主编张永学 978-7-117-1894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感染学 王力红，朱士俊主编 978-7-117-1895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肌电图在司法鉴定中的应用 王珏编著 978-7-117-1896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诊断图谱 唐炘主编 978-7-117-1896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热点问题系统评价 董卫国主编 978-7-117-1896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医学 张建，范利主编 978-7-117-1896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学教程 杨述华主编 978-7-117-1897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手术配合技巧 吴素虹主编 978-7-117-1897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门诊疼痛控制与镇静技术专家共识 中华口腔医学会麻醉学专委会口腔镇静学组
著

978-7-117-1897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器官移植学 主编刘永锋, 郑树森 978-7-117-1898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护理技术 杜春萍，梁红锁主编 978-7-117-1901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缔组织疾病肺部表现 蔡柏蔷主编 978-7-117-1901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护理技术 杨晓玮,岳树锦主编 978-7-117-1901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临床实践(习)导引与图解 王军明,张虹主编 978-7-117-1902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IT人员心理研究与心理素质提升 胡征，顾萱编著 978-7-117-1902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美观卡环修复技术 于海洋主编 978-7-117-1906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药物代谢动力学 刘克辛主编 978-7-117-1908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病治疗名方验方 左振素，朱孟铸，李宝惠主编 978-7-117-1908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聪甫医案精华 整理李肇夷, 黄立中, 何清湖 978-7-117-1908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临床路径 李春盛主编 978-7-117-1908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重症监护治疗病房(RICU)医生工作手册 王辰主编 978-7-117-1908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心脏外科再次手术学
V.R. Machiraju，Hartzell V. Schaff，

Lars G. Svensson主编
978-7-117-1910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第一卷 总主编李立明 978-7-117-1911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学习纲要与习题集 主编姚树桥, 杨彦春 978-7-117-1915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分诊指导手册 王红萍，潘曙明主编 978-7-117-1915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李少林, 王荣福 978-7-117-1917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痛风与晶体性关节病 伍沪生主编 978-7-117-1917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症临床护理实用手册 赵庆华主编 978-7-117-1917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显微男科手术学 涂响安，孙祥宇，邓春华主编 978-7-117-1917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问题解决治疗热线干预培训教程 李献云编著 978-7-117-1918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论治精神药物不良反应 贾竑晓，康玉春主编 978-7-117-1918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元御医集.三,伤寒悬解 伤寒说意 (清)黄元御撰 978-7-117-1919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元御医集.二 (清)黄元御撰 978-7-117-1919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元御医集.一,素问悬解 素灵微蕴 (清)黄元御撰 978-7-117-1919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元御医集.六 (清)黄元御撰 978-7-117-1919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元御医集.四 (清)黄元御撰 978-7-117-1919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精神医学 马辛主编 978-7-117-1919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元御医集.五,四圣心源 四圣悬枢 (清)黄元御撰 978-7-117-1919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细胞肺癌 程颖，孙燕，吴一龙主编 978-7-117-1920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免疫科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罗健，徐玉兰主编 978-7-117-192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种植应用解剖实物图谱 纪荣明，王少海主编 978-7-117-1923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五音疗疾:中国传统音乐疗法理论与
实践

吴慎著 978-7-117-1923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 主编王宝玺 978-7-117-1923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表系统解剖学 徐飞主编 978-7-117-1923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内科学 刘鸣，谢鹏主编 978-7-117-1924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放射诊断学 主编郭启勇 978-7-117-1925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约翰·霍普金斯妇产科手册 K. Joseph Hurt[等]主编 978-7-117-1926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动画感人体解剖学彩色图谱 主编幸健华, 孟威宏 978-7-117-1927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辅助生殖的伦理与管理 于修成主编 978-7-117-1927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急重症医学进展.2014 李春盛主编 978-7-117-1927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服务沟通手册 邱玉梅, 黄刚著 978-7-117-1927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袖珍血液学图谱 李顺义，卢兴国，李伟皓主编 978-7-117-1927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特殊药品剂量手册 张友干，史红卫，霍自香主编 978-7-117-1927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白内障学 谢立信，黄钰森主编 978-7-117-1928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合理用药指南 宁光主编 978-7-117-1928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感染性疾病诊疗规范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编著 978-7-117-192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学 黎晓新，王景昭主编 978-7-117-1929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癌保乳治疗 苏逢锡，宋尔卫主编 978-7-117-1929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市2013年度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解
读

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978-7-117-1929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介安儿科临床经验集 蔡建新主编 978-7-117-1929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习护生300问 唐中华编著 978-7-117-1930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洪元内科临床经验集 马丽主编 978-7-117-1932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病理学 主编申培红 978-7-117-1932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信息系统 主编金新政 978-7-117-193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继发性高血压 李南方主编 978-7-117-1933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部影像学,眼科卷 王振常，鲜军舫总主编 978-7-117-1933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创伤学新进展.2014 张赛，李建国主编 978-7-117-1934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血管病的防与治 刘新峰主编 978-7-117-1934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市2013年度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 北京市人民政府[编著] 978-7-117-1934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综合评价方法及其医学应用 孙振球，王乐三主编 978-7-117-1935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种植学 宿玉成主编 978-7-117-1935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生物化学 李凌，李恩民主编 978-7-117-1935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跟师赵炳南手记 主编徐宜厚 978-7-117-193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救急 主编王富春 978-7-117-1936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英语习题集 雷慧主编 978-7-117-1936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住院医师日记:医学生到眼科医生的成长
历程

张慧著 978-7-117-1938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KDIGO慢性肾脏病评价及管理临床实践指
南:2012版

王海燕主译 978-7-117-1938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 主编杜传书 978-7-117-1939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张凌，李锦主编 978-7-117-1940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心律学.2014 郭继鸿，胡大一主编 978-7-117-1941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防盲手册 王宁利，胡爱莲主编 978-7-117-1941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系列丛书,精神疾病
专辑

邓云龙，赵敏主编 978-7-117-1941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学 主编曾益新 978-7-117-1941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串雅内编》选注 胡永盛主编 978-7-117-1941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公共卫生监测概论 丛黎明，许亮文主编 978-7-117-1942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内科学科进展报告 林江涛主编 978-7-117-1944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眶病临床实践与思考 高占国主编 978-7-117-1946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关节炎 陈百成，张静主编 978-7-117-1946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围手术期康复 张静主编 978-7-117-1946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心理行为发展与评估 王惠珊，何守森主编 978-7-117-1947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婴幼儿营养与体格生长促进 蒋竞雄，赵丽云主编 978-7-117-1947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部影像学 K. Sartor，S. Haehnel，B. Kress原著 978-7-117-1947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变态反应学 主编刘光辉 978-7-117-1948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麻醉学精要 主编Lee A. Fleisher, Michael F. Roizen 978-7-117-1948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美容激光治疗原理与技术 项蕾红，周展超主编 978-7-117-1948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年版《中国药典》中药标准物质分析图
谱.下卷

马双成，钱勇，安蓉主编 978-7-117-1948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民族药成方制剂 宋民宪主编 978-7-117-194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英医学大词典 主编赵群 978-7-117-1948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解剖学,脊柱与四肢分册 丁自海总主编 978-7-117-1948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X线摄影曝光参数 秦维昌，刘传亚主编 978-7-117-1949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血液系统疾病诊疗规范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编著 978-7-117-1949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内科手册 主编张文武 978-7-117-1949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状术语规范化基础 主编王志国 978-7-117-1949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学 主编胡大一, 马长生 978-7-117-1949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技术手册 余建明主编 978-7-117-1950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珂医案医论精选 董荣芬主编 978-7-117-1950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基础化学(英) 魏祖期，傅迎主编 978-7-117-1950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影像学 (德)K.J.Wolf[等]原著 978-7-117-1950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性交疼痛障碍:评估和处理
编者Andrew T. Goldstein, Caroline F. 

Pukall, Irwin Goldstein
978-7-117-1951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近视·远视·弱视 主编董子献, 周行涛 978-7-117-1951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人要懂内分泌:妇科内分泌经典问答200问 阮祥燕，Alfred O. Mueck主编 978-7-117-1951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PBL教程 主编王振常, 张晓鹏 978-7-117-1951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常见疾病临床诊疗路径 夏慧敏，龚四堂主编 978-7-117-1951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慢性病中医防治手册:高血压、糖尿病、
脑血管病防治中医适宜技术

王耀献主编 978-7-117-1951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胆胰疾病CT、MRI诊断 主编王成林 978-7-117-1952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医学进展.2014 李小鹰，樊瑾主编 978-7-117-1953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自身抗体免疫荧光图谱 李永哲主编 978-7-117-1953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临床骨科学 主编郝定均 978-7-117-1953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肾脏疾病经典问答800问 陈香美主编 978-7-117-1954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石筱山伤科学 主编施杞, 石仰山 978-7-117-1954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与分子影像临床操作规范 黄钢主编 978-7-117-1954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重症病例剖析 刘鲁沂，李小丽，田行瀚主编 978-7-117-1955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汪受传儿科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 主编汪受传 978-7-117-1956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层中医师必备药物手册 徐世军主编 978-7-117-1956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内科学 主编陈顺乐, 邹和建 978-7-117-1957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动脉高压 王辰主编 978-7-117-195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肿瘤生物学:基础和临床 鲁大鹏主编 978-7-117-1958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恶性肿瘤规范化、标准化诊治丛书,
低级别胶质瘤分册

张力伟主编 978-7-117-1958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临床CBCT影像诊断学 王虎，郑广宁主编 978-7-117-1958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美学修复的临床分析设计与实施.第一册,临
床分析设计

于海洋主编 978-7-117-1958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PBL-情境-模拟综合案例护理教程,学生用书 章雅青主编 978-7-117-1958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PBL－情境－模拟综合案例护理教程,教师用
书

章雅青主编 978-7-117-1959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早期发展总论 朱宗涵，徐海青主编 978-7-117-1959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孕产期营养 杨慧霞主编 978-7-117-1959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孕产期心理保健 赵更力，何燕玲主编 978-7-117-1959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危儿管理与干预 徐海青，刘兴莲主编 978-7-117-1959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家庭养育与家庭规划 郝波，江帆主编 978-7-117-1959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促进心理行为发育适宜技术 戴耀华，王惠梅主编 978-7-117-1959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儿童微生态学 黄志华，郑跃杰，武庆斌主编 978-7-117-1959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不孕症内镜诊疗图谱 杨菁，谢青贞主编 978-7-117-1960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解剖学,腹盆部分册 丁自海总主编 978-7-117-1961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胆汁淤积和自身免疫性肝病 陆伦根，曾民德主编 978-7-117-1961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口腔诊疗镇静技术 Stanley F. Malamed主编 978-7-117-1961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美容外科手术精要 范巨峰主编 978-7-117-1962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症肌无力 刘卫彬主编 978-7-117-1963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急症学 主编杨甫德, 陈彦方 978-7-117-1963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信息化案例设计与研究 主编孟群 978-7-117-1963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骨科手术学 田慧中，王正雷，王成伟主编 978-7-117-1963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之道:国医大师陆广莘论医集 陆广莘著 978-7-117-19648-2 图

百岁名医干祖望耳鼻喉科临证精粹 主编陈小宁, 严道南 978-7-117-1965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唐蜀华衷中参西临证求是录 唐蜀华，方祝元，陈晓虎主编 978-7-117-1965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胰腺疾病多学科诊治 赵玉沛主编 978-7-117-1965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道出血的诊断和处理 戈之铮，刘文忠主编 978-7-117-1965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乳腺外科学 姜军主编 978-7-117-1965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衷中参西录:王育良临证经验撷粹 主编白宇峰 978-7-117-1965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术室实习护士手册 崔福荣编著 978-7-117-1966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朱秉宜治疗肛瘘经验传承与创新 谷云飞，陈玉根主编 978-7-117-1966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龚丽娟治疗肾病临证实录 主编盛梅笑 978-7-117-1966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余承惠肾系病临证心悟 余承惠主编 978-7-117-1966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七一从痰瘀论治心系病集验录 主编李七一 978-7-117-1966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胡铁城诊治老年病临证经验撷要 郭宏敏主编 978-7-117-1966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殖内分泌学热点聚焦 Thomas Rabe，阮祥燕，Alfred O. Mueck主
编

978-7-117-1966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实风湿免疫疾病证治经验荟萃 金实，钱先主编 978-7-117-196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邹燕勤中医肾病临床求真 主编周恩超, 易岚 978-7-117-1967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再朋外科疑难病治验录 主编夏成勇, 杨能华 978-7-117-1967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周福贻伤科医案医论集 主编王培民, 夏建龙 978-7-117-1967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临床肿瘤学进展.2014 吴一龙，秦叔逵，马军主编 978-7-117-1967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门诊备要:刘善锁临床经验集录 孙艳淑，刘继如，刘红梅编著 978-7-117-1967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骨治伤心集:许建安伤科医案医论集 主编马勇, 王培民 978-7-117-1968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包皮环切缝合器手术技巧 李云龙主编 978-7-117-1968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足口病中西医基础与临床 李秀惠主编 978-7-117-1968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光明“围脖”:中医眼科名家博客问答实录 主编张健 978-7-117-1968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机械通气学:生理学与临床应用 J. M. Cairo原著 978-7-117-1968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百草枯中毒 魏路清，李国强，王海石主编 978-7-117-1969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经颅多普勒超声诊断 赵洪芹，李宏主编 978-7-117-1969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早产儿护理学 李杨，彭文涛，张欣主编 978-7-117-1969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沈林脾胃病临证心悟 主编刘沈林 978-7-117-1970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方药量效关系名医汇讲 仝小林主编 978-7-117-1970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实习指导 王荣福,李少林主编 978-7-117-1970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要略》方证解析与应用 于俊生，于惠青编著 978-7-117-1970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说伤寒论 李赛美主编 978-7-117-1971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医大师徐景藩临证百案按 主编徐丹华, 陆为民, 罗斐和 978-7-117-1971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学前沿进展 主编曹雪涛 978-7-117-1971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躯干淋巴系统解剖图谱 潘伟人编著 978-7-117-1971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围手术期合理输血 严敏主编 978-7-117-1971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诸方受伤科医集 主编黄桂成, 马勇, 王培民 978-7-117-1972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吸虫病监测手册 闻礼永主编 978-7-117-1972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技能操作 主编王庸晋, 魏武 978-7-117-1972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生成研究方法与技术 陆茵主编 978-7-117-1972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理论与技术指南 吴群红，康正，焦明丽主编 978-7-117-1973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哲学 主编柯杨, 张大庆 978-7-117-1973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窒息和多脏器损伤诊疗进展 陈自励主编 978-7-117-1973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2013-2014 王辰主编 978-7-117-1974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流行病学.第二卷 李立明总主编 978-7-117-1974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临床药理学 主编王丽 978-7-117-1974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分子流行病学 沈洪兵主编 978-7-117-1974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李虹，王建业主编 978-7-117-1975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普通外科手术学 主编杨春明 978-7-117-1975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符为民急难病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 符为民, 李运伦, 王永生主编 978-7-117-1976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人就医指导 陈峥, 马毅主编 978-7-117-1976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整合胃肠肿瘤学基础 任建林，王秀伯，刘润皇主编 978-7-117-1976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学 刘进，于布为主编 978-7-117-1976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徐福松男科临证实践录 主编徐福松 978-7-117-1976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创伤骨科流行病学 张英泽主编 978-7-117-1976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坤壶撷英:夏桂成妇科临证心悟 主编谈勇 978-7-117-1977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韩树人肺系疾病证治精要 朱佳，谈欧主编 978-7-117-1977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吴旭杂病针灸治验录 主编孙建华, 陆斌 978-7-117-1977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西医护理技术 张传秀，李菲菲，金昌兰主编 978-7-117-1977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苑蹊径:奚肇庆急重症学术经验与医案集 主编奚肇庆, 张文曦 978-7-117-1977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脑性瘫痪作业治疗 李林主编 978-7-117-1977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杂合以治:殷明儿科临证心悟 主编殷明 978-7-117-1977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郑毓琳临证金针 郑魁山口述 978-7-117-1978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单兆伟治疗脾胃病经验撷粹 单兆伟，沈洪主编 978-7-117-1978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发育与行为儿科学 主编金星明, 静进 978-7-117-1978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走出就医的误区,感染科 主编李兰娟 978-7-117-1978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内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主编胡豫 978-7-117-1978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学 侯树勋主编 978-7-117-1979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讲堂实录 李灿东著 978-7-117-1979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院前急救调度专业培训教材 付大庆编著 978-7-117-1979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灾害救援与护理 李红玉，刘玉锦主编 978-7-117-1980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证辨思 任志红，夏日勋编著 978-7-117-1980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结直肠肛门外科学 主编汪建平 978-7-117-1981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眼病诊疗常规 项道满，于刚主编 978-7-117-1981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研究质量控制与评估 翁维良,易丹辉主编 978-7-117-1982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章次公博采众方医案补注 王羲明主编 978-7-117-1982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特种针法:蟒针 主编龙国日 978-7-117-1982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风湿骨病针刀规范治疗 主编王海东 978-7-117-1982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听力筛查 吴皓，黄治物主编 978-7-117-1982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肌瘤 主编郎景和, 石一复, 王智彪 978-7-117-1982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腔积液 唐承薇，谢渭芬主编 978-7-117-1983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医疗救护员资格考试指导 张进军主编 978-7-117-1983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师实用英语 王文秀,王颖, 贾轶群编著 978-7-117-1983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先天性心脏病超声图例 于岚主编 978-7-117-1983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补充替代疗法:中医药治疗 吴万垠主编 978-7-117-1984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物联网医学 白春学主编 978-7-117-1984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常见疾病护理评估技能 王惠珍，周春兰主编 978-7-117-1984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常见疾病护理评估技能 周春兰，王惠珍主编 978-7-117-1984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病治疗名方验方 迟金亭，赵成欣，翟向红主编 978-7-117-1984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测评工具的开发与应用 赵秋利主编 978-7-117-1984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痛蜂疗法 主编成永明 978-7-117-1984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快速风险评估 主译倪大新, 金连梅 978-7-117-1985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次国家级卫生总费用核算与应用:北京市卫生
总费用研究

房耘耘，程薇主编 978-7-117-1985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毒品和吸烟:公共卫生案例实录 世界卫生组织[著] 978-7-117-1985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治疗名方验方 李瑾，龚静，李学松主编 978-7-117-1985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病治疗名方验方 任崇静，张坤，张海娟主编 978-7-117-1986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主编尚红, 王毓三, 申子瑜 978-7-117-1986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排螺旋CT基础诊断与临床应用 杜彦李，李旭文主编 978-7-117-1986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沙眼 主编王宁利, 胡爱莲, Hugh R. Taylor 978-7-117-1986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肺功能 主编朱蕾 978-7-117-1986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病理学 赵桂秋，孙为荣主编 978-7-117-1986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整合眼科学 王宁利主编 978-7-117-1986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感应、术数理论钩沉 卓廉士著 978-7-117-1987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临床和教学参考书 王荣福，李少林主编 978-7-117-1987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材料检验 主编孙成均 978-7-117-1987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心理学 主编程灶火 978-7-117-1987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犯罪现场勘查指导手册 李昌钰(Henry C. Lee)[等]编著 978-7-117-1987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大鼠肝移植图解 郑树森主编 978-7-117-1987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便秘 方秀才，刘宝华主编 978-7-117-1987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部疑难病例影像诊断 梁碧玲[等]主编 978-7-117-1988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症患者常见问题治疗与护理
Sai-Ching Jim Yeung，Carmen P. 
Escalante，Robert F. Gagel主编

978-7-117-1988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运动伤:预防、诊断、治疗与康复 Mahmut Nedim Doral主编 978-7-117-1988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指导与习题集 章静波主编 978-7-117-1988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烧伤康复学 吴宗耀主编 978-7-117-1988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对照中医英语会话 王文秀，贾轶群，王颖编著 978-7-117-1989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应急演练的理论与实践指南 吴群红，郝艳华，宁宁主编 978-7-117-1989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防范与走出常见诊疗误区:呼吸疾病临床病例
精粹

主编康健 978-7-117-1989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ICU相关国际指南解读 李建国主编 978-7-117-1989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防肿瘤学 主编赵平, 王陇德, 黎钧耀 978-7-117-1990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2013版
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中华医

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编
978-7-117-1991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新疗法:靶向针灸治疗 王茵萍编著 978-7-117-1994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常见疾病诊断口诀 黄耀华编著 978-7-117-1994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医大师张学文临床经验传承集 刘绪银，张宏伟主编 978-7-117-1995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医综合备考习题
集

赵琰主编 978-7-117-1995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医综合冲刺模考 赵琰主编 978-7-117-1995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毒物动力学 贠克明编著 978-7-117-1995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妇科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罗颂平，谈勇主编 978-7-117-199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基本思维原理十讲 邓中甲编著 978-7-117-199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抽动障碍 刘智胜编著 978-7-117-1996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 张文主编 978-7-117-199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透析专科护理操作指南:2014年版 向晶，马志芳主编 978-7-117-1997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五藏系统功能定位图谱 张启明，刘保延主编 978-7-117-1997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络腧穴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邓海平,沈雪勇主编 978-7-117-1998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癌影像诊断与临床新进展 主编刘士远, 孙铁英 978-7-117-1998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科医疗团队培训 席彪著 978-7-117-1998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炳凡医案精华 主编蔡铁如 978-7-117-1999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杂病治验录 叶世龙著 978-7-117-1999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戒毒医学 杜新忠主编 978-7-117-2000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等离子手术学 张庆丰主编 978-7-117-2001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压疮护理学 蒋琪霞主编 978-7-117-2001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洪德飞编著 978-7-117-2002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医院核心管理 主编陈安民 978-7-117-2002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严洁医案精华 主编刘密, 王超 978-7-117-2003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周慎医案精华 周慎著 978-7-117-2003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贺菊乔医案精华 主编席建元, 胡金辉 978-7-117-2003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尚品洁医案精华 主编沈智理, 李淑君 978-7-117-2003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任开益医案精华 主编肖燕, 周泽强 978-7-117-2003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汉英消化病学词典 董卫国，许昱主编 978-7-117-2003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住院患者健康教育手册 杨丽华，高玉芳主编 978-7-117-2004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张邦福 李济民 樊位德医案精华 主编宋原敏 978-7-117-2005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谌宁生医案精华 主编朱文芳, 孙克伟 978-7-117-2005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何裕民话肿瘤 何裕民编著 978-7-117-2006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恶性肿瘤中医诊疗指南 主编林洪生 978-7-117-2006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儿科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马融,韩新民主编 978-7-117-2006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眼科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段俊国主编 978-7-117-2006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影像融合技术图解 张敏，汪静，郭智萍主编 978-7-117-2006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试验精选案例统计学解读 陈峰, 于浩主编 978-7-117-2007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源性脑卒中 毕齐主编 978-7-117-2007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BRAUNWALD心脏病学:心血管内科学教科书.上
册

主编Robert O. Bonow ... [等] 978-7-117-2007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BRAUNWALD心脏病学:心血管内科学教科书.下
册

主编Robert O. Bonow ... [等] 978-7-117-2007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实验动物学 主编秦川 978-7-117-2007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检查规范化报告 主编田家玮, 姜玉新 978-7-117-2007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化险为夷:湘雅医疗安全SAFE-CARE体系探索
与实践

周胜华主编 978-7-117-2008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腔镜操作手册 薛敏，肖松舒主编 978-7-117-2009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不可逆电穿孔消融技术的应用原理与实践 吴沛宏，余俊豪主编 978-7-117-2009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刀临床ABC 陈关富主编 978-7-117-2009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疾病X线片百例解 闻善乐主编 978-7-117-2009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沟通与超越:心理咨询技术解析及案例评析 姚斌著 978-7-117-2010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住院患者健康教育手册 杨丽华，魏丽丽主编 978-7-117-201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呼吸功能检查实例解析 周怡，赖莉芬，李硕主编 978-7-117-2010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重症监护治疗病房(EICU)手册 柴艳芬，寿松涛，么颖主编 978-7-117-2010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丁磊主编 978-7-117-2011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见疾病并发症预防及护理要点 杨辉[等]主编 978-7-117-2011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治疗急症 王茵萍, 朱伟坚编著 978-7-117-2011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浅表器官超声造影诊断图谱 主编陈琴, 岳林先 978-7-117-2011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寄生虫病学 主编邓维成, 曾庆仁 978-7-117-2011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脂肪移植隆乳术与面部脂肪雕塑 李京主编 978-7-117-2012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PBL(问题导向学习):我们的思考与实践 徐平主编 978-7-117-2012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肿瘤内科手册 主编石远凯, 孙燕 978-7-117-2012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单穴针灸治急症 苗子庆, 苗卫萍编著 978-7-117-2013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理论与实践 赵虎，蔡伟雄主编 978-7-117-2013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西医综合考点透析4500题详解 研究生入学考试专家组主编 978-7-117-2014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辅助生殖护理技术 张学红,何方方主编 978-7-117-201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实验指导 林东红主编 978-7-117-201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问题与解答 陆伟主编 978-7-117-2017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理论与实践 何晓顺，焦兴元主编 978-7-117-2017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外科手术技巧 李荣祥，张志伟主编 978-7-117-2017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实验指导 刘辉主编 978-7-117-2018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实验室质量体系文件范例 庄俊华[等]主编 978-7-117-2018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 徐欣昌,田晓云主编 978-7-117-2018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陈宝义中医儿科经验辑要 胡思源，刘虹主编 978-7-117-2018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医中药入门 刘恩钊编著 978-7-117-2018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恶液质 石汉平[等]主编 978-7-117-2018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公共卫生服务基本技术与方法 陈坤，沈华浩，蒋健敏主编 978-7-117-2019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公共卫生服务教学理论与方法 郭永松，董恒进，曹启峰主编 978-7-117-2019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发性骨髓瘤问与答 李娟，侯健主编 978-7-117-2019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系统疾病 张雅慧主编 978-7-117-2019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王辉主编 978-7-117-2019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玻璃体视网膜手术 魏勇著 978-7-117-202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磁共振成像临床应用入门 主编靳二虎, 蒋涛, 张辉 978-7-117-2020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患沟通技巧 张捷，高祥福主编 978-7-117-2020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赵云斌主编 978-7-117-2020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西医综合备考笔记 研究生入学考试专家组主编 978-7-117-2020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温病条辨》研读与临证心悟九讲 许家松著 978-7-117-2021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手术学 主编葛坚, 刘奕志 978-7-117-2021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男性生殖道疾病与生育调节技术 双卫兵,章慧平主编 978-7-117-2023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通道护理技术 谌永毅,李旭英主编 978-7-117-2023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学 主编杨树源, 张建宁 978-7-117-2023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危重症护理学 郑显兰主编 978-7-117-2023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浙江省医疗卫生信息安全管理案例集 倪荣主编 978-7-117-2023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 《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修订委员会编
著

978-7-117-2024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肝胰肿瘤淋巴系统解剖与临床 主编王云祥, 王锡山 978-7-117-2024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生制饮片临床鉴别应用 贾天柱主编 978-7-117-2024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西医综合考前预测8套卷 研究生入学考试专家组主编 978-7-117-2024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输血学检验技术实验指导 胡丽华主编 978-7-117-2024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外科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护 胡勇,沈慧勇主编 978-7-117-2025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清太医院医家研究 杨叔禹编著 978-7-117-2025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科诊治指南:解读·病案分析 杨慧霞主编 978-7-117-2025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妇产科杂志临床指南荟萃:2015版 郎景和主编 978-7-117-2025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救治危重症60例精解与评析 主编韩云, 李芳 978-7-117-2026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科病例分析:入门与提高 辛永宁，柏愚主编 978-7-117-2026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胆外科腹腔镜手术并发症预防与处理策略 张洪义主编 978-7-117-2026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堪印骨伤科临证经验集 刘德玉，袁普卫主编 978-7-117-2026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益民医论集萃 高益民编著 978-7-117-2026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手术学:原理与实践 原著Danesh-Meyer Spaeth, Kampik 
Goldberg

978-7-117-2027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推拿学 王麟鹏，房敏主编 978-7-117-2027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医学统计学 方积乾，陆盈主编 978-7-117-2028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技术操作难点及对策 赵佛容，温贤秀，邓立梅主编 978-7-117-2028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灾害护理学 主编李秀华 978-7-117-2029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种植中的数字化技术 彭伟，游嘉主编 978-7-117-2029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相互作用基础与临床 刘治军，韩红蕾主编 978-7-117-2029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小儿外科
病例讨论精选

主编冯杰雄 978-7-117-2029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皮肤科暨北
京市皮肤病专家会诊中心病例讨论精选

主编赵俊英, 王增芳 978-7-117-2029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输血学检验技术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张循善主编 978-7-117-2030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刀医学临床问题解析 柳百智著 978-7-117-2030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实验指导 倪培华主编 978-7-117-2031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人体体表解剖全真图解 主编郭长青, 黄怡然 978-7-117-2031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痛风的护理与康复 张爱珍主编 978-7-117-2032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面向农村基层的全科医学教育 刘学政主编 978-7-117-2032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类风湿关节炎 主编黄清春 978-7-117-2032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麦卡锡整形外科学.第五分卷,乳房 Peter C. Neligan总主编 978-7-117-2033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实验室质量体系文件编写指南 庄俊华主编 978-7-117-2033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妇科腹腔镜手术学 主编李光仪 978-7-117-2033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软性输尿管镜术培训教程 杨嗣星主编 978-7-117-2033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咨询师考前冲刺技能考核全攻略 陈捷，曹雪主编 978-7-117-2034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学新进展.2015 主编邓小明, 姚尚龙, 曾因明 978-7-117-2034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病学热点辩论:专家点评 Donald M. Jensen主编 978-7-117-2034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腰椎椎管狭窄症 主编陈文治 978-7-117-2034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儿科学 主编马融, 许华 978-7-117-2035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咨询师考前冲刺论文写作与答辩全攻略 陈捷主编 978-7-117-2035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案类聚.上册 盛增秀[等]主编 978-7-117-2035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案类聚.下册 盛增秀[等]主编 978-7-117-2035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案类聚.中册 盛增秀[等]主编 978-7-117-2036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伤寒论》方药剂量与配伍比例研究 李宇航主编 978-7-117-2036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关节医学与康复 陈启明，戴尅戎主编 978-7-117-2036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症状辨治心悟 主编周安方 978-7-117-2037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主编李达 978-7-117-2037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外科学 主编刘胜, 陈达灿 978-7-117-2037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陈筱菲主编 978-7-117-2039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吴爱武主编 978-7-117-204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急症学 戴朝六主编 978-7-117-2040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朱德生皮肤病学 主编方洪元 978-7-117-2040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妇科学 主编罗颂平, 谈勇 978-7-117-2041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眼超声诊断手册 主编杨文利 978-7-117-2041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临床中药学 主编张廷模, 彭成 978-7-117-2041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学 主编詹红生, 冷向阳 978-7-117-2042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颈部血管外科 主编管珩 978-7-117-2042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上 人民卫生出版社整理 978-7-117-2042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下 人民卫生出版社整理 978-7-117-2043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湖南省中医单方验方精选.下册,内科 刘君武，易法银总主编 978-7-117-2043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淋巴结清扫技巧 主编黄昌明, 郑朝辉 978-7-117-2043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湖南省中医单方验方精选.中册,内科 刘君武，易法银总主编 978-7-117-2043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管理与慢病防控 主编田惠光, 张建宁 978-7-117-2044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左主干病变血运重建策略 柳景华，吕树铮主编 978-7-117-2044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低价药品手册:化学药品 刘皋林主编 978-7-117-2044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日医学大词典 王禾主编 978-7-117-2044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机器人外科学 高长青主编 978-7-117-2044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积水潭手外科护理与康复 高小雁主编 978-7-117-2045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肠病学 主编安阿玥 978-7-117-2045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肠病诊疗图谱 主编安阿玥 978-7-117-2045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主编孔维佳, 周梁 978-7-117-2045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灵枢 人民卫生出版社整理 978-7-117-2045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注解伤寒论 (汉)张机著 978-7-117-2046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匮玉函经 (汉)张机著 978-7-117-2046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癌非手术治疗 主编陆伟, 王平 978-7-117-2046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癌靶向治疗原则与实践 徐兵河主编 978-7-117-2046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患沟通指南 主编阐玉英, 许志玉, 姚文英 978-7-117-2047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外科临床护理手册 褚秀美，祝凯，魏丽丽主编 978-7-117-2047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胆特异性MR对比剂临床应用 冯仕庭，李子平主编 978-7-117-2048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妊娠糖尿病的难题与决策 Oded Langer 978-7-117-2048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颈病变的诊治要点 章文华主编 978-7-117-2048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复方口服避孕药社区服务使用指南 李瑛，王巧梅主编 978-7-117-2048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心理认知量表操作指南 彭丹涛，张占军主编 978-7-117-204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临床视野检测 袁援生, 钟华主编 978-7-117-2049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疾病 章成国主编 978-7-117-2049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骨伤科学 朱立国，李金学主编 978-7-117-2049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特殊儿童的语言康复 陈卓铭主编 978-7-117-2049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性肺损伤 王静，田桂珍，高占成主编 978-7-117-2050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中药药品检验检测技术指南 林瑞超[等]主编 978-7-117-2050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固定与足踝重建 主编秦泗河, 桂鉴超, 梁晓军 978-7-117-2050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炎症性肠病研究回顾与新知 邓长生主编 978-7-117-2050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兽共患病的检验诊断 楼永良，卢明芹主编 978-7-117-2051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心血管系统疾病诊疗规范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编著 978-7-117-205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外科锁孔手术 薛洪利主编 978-7-117-2051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内膜异位症 徐丛剑,郭孙伟主编 978-7-117-2051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管理者素质与能力修炼 史瑞芬，张晓静主编 978-7-117-2052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王辉，任健康，王明贵主编 978-7-117-2052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管理黄金法则 李继平，刘义兰主编 978-7-117-2052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管理案例精粹 刘华平，李红主编 978-7-117-2052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刑事篇 贾福军,郭光全,蔡伟雄主编 978-7-117-2052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ICU常用护理操作指南 杨辉主编 978-7-117-2052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立体定向与癫痫外科 Jean-Marie Scarabin主编 978-7-117-2052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生理学.上 主编姚泰 ... [等] 978-7-117-205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生理学.下 主编姚泰 ... [等] 978-7-117-205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控制和卫生防护手册 Jeremy Hawker[等]主编 978-7-117-2053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药品微生物检验检测技术指南 胡昌勤,杜平华,许华玉主编 978-7-117-2053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总义齿学续 徐军著 978-7-117-2053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母胎医学:胎儿常见疾病诊断与处理 刘彩霞主编 978-7-117-2053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肿瘤学 主编胡云洲, 宋跃明, 曾建成 978-7-117-2054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学学科体系构建与发展策略 张艳编著 978-7-117-2054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重症监测技术
Peter D. Le Roux，Joshua M. Levine，W. 

Andrew Kofke主编
978-7-117-2054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创伤后应激障碍 王庆松，谭庆荣主编 978-7-117-2056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剖宫产瘢痕妊娠 欧阳振波主编 978-7-117-205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脑性瘫痪运动治疗实践 陈秀洁，姜志梅主编 978-7-117-2056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早期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与诊治共
识.2014年

张澍田主编 978-7-117-2056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协和皮肤镜图谱 孙秋宁，刘洁主编 978-7-117-2056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学 主编吴江, 贾建平 978-7-117-2057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疼痛药物治疗学 李德爱，张文彬，严敏主编 978-7-117-2057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护理工作指南 马玉芬主编 978-7-117-2057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周病与口腔种植临床诊治要点 Lisa A. Harpenau[等]主编 978-7-117-2057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 林阳，王文主编 978-7-117-2057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包皮环切术 程跃，彭弋峰，严泽军主编 978-7-117-2058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神经病学
David A. Greenberg，Michael J. 
Aminoff，Roger P. Simon原著

978-7-117-2058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社区护理技术 阎国钢，范志刚主编 978-7-117-2060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操作与护患沟通情景一体化操作流程 钟冬秀，谢红英主编 978-7-117-2060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助产技能实训 蔡文智主编 978-7-117-2060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生殖系统疾病 主编李旭, 徐丛剑 978-7-117-2061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汉法医学大词典 郑民华主编 978-7-117-2061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湖南省中医单方验方精选.上册,内科 刘君武，易法银总主编 978-7-117-2061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表观遗传学 何世坤，郭海科主编 978-7-117-2061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牙齿美学病例精选.2015 王兴主编 978-7-117-2061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侧颅底显微外科解剖图谱 汤文龙，邱书奇著 978-7-117-2062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科学研究导论 主编詹启敏, 王杉 978-7-117-2062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颈椎损伤外科学 马迅主编 978-7-117-2064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髋关节翻修临床实践与思考 主编曹力, 周勇刚 978-7-117-2066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修复学 主编巢永烈 978-7-117-2066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士长札记 吴惠平，曾洪主编 978-7-117-2066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管理工具与方法实用手册 吴欣娟主编 978-7-117-2067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糖尿病学 迟家敏主编 978-7-117-2068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十八反配伍禁忌论述 范欣生，殷金廒主编 978-7-117-2068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危重病中西医结合诊疗对策 李志军，王东强主编 978-7-117-2069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从肝论治2型糖尿病:方药研究和临床应
用

王智明编著 978-7-117-2069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临床戒烟指南:2015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编]
978-7-117-2069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疾病与CT 于子龙主编 978-7-117-2071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系统疾病的检验诊断 王霄霞, 俞康主编 978-7-117-2072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三基”训练试题库 王爱平主编 978-7-117-2072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遗传代谢病 主编顾学范 978-7-117-2072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推拿实用技法 田常英编著 978-7-117-2073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生缺陷与遗传性疾病的检验诊断 金龙金，唐少华主编 978-7-117-2073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学概览 马根山，张代富主编 978-7-117-2074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的检验诊断 高基民，张筱骅主编 978-7-117-2074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跟师医案医话存珍 沈庆法主编 978-7-117-2074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如何提高辅助生殖技术的成功率:细节决定成
败

Gab Kovacs主编 978-7-117-2074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证通用中药 胡爱萍编著 978-7-117-2074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体外膜肺氧合培训手册 Billie Lou Short，Lisa Williams原著 978-7-117-2075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职业病防治院应急预案及工作流程 靳毅，李贤佐主编 978-7-117-2075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脑肿瘤诊断与治疗精要 赵世光，陈忠平主编 978-7-117-2075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肌保护 陈玉国，徐峰主编 978-7-117-2075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三叉神经痛:防治靠自己 主编卢振和 978-7-117-2076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腰椎术后疼痛综合征:防治靠自己 主编傅志俭 978-7-117-2076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一册 主编彭怀仁 ... [等] 978-7-117-2076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呼吸疾病诊疗指南专家共识解读 何权瀛主编 978-7-117-2076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功能性单心室与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手术图
谱

乔彬，刘中民，(德)翁渝国主编 978-7-117-2077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农本草经》觉悟之旅 朱燕中著 978-7-117-2077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群健康大型队列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金力主编 978-7-117-2077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介入护理学 李麟荪，徐阳，林汉英主编 978-7-117-2077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放大胃镜 八尾建史原著 978-7-117-2077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时珍说药:《本草纲目》养生药物串讲 王绪前编著 978-7-117-2077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的检验诊断 李向阳,金玲湘主编 978-7-117-207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系统疾病的检验诊断 颜卫华, 张奕荣主编 978-7-117-2078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学笔记 翟华强主编 978-7-117-2078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弥漫性泛细支气管炎 主编李惠萍 978-7-117-2079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会诊实录 徐文炜，祁国阳编著 978-7-117-2079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科诊所的医患沟通 于秦曦主编 978-7-117-2079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脑瘫引导式教育疗法 唐久来,吴德主编 978-7-117-2080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整合临床麻醉学 主编郑宏 978-7-117-2081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董德懋内科经验集 主编徐凌云, 高荣林 978-7-117-2081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杂病治疗心法 贝新法著 978-7-117-2081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图解 迟景利，高铁夫编著 978-7-117-2083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四肢肌骨高频超声检查方法及临床应用 鄂占森，周播江，郭瑞君主编 978-7-117-2085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月经病中医诊治 主编夏桂成 978-7-117-2085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黎炳南儿科经验集 主编黎世明 978-7-117-2085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绳武妇科经验集 编著梅乾茵 978-7-117-2085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干祖望耳鼻喉科医案选粹 编著陈国丰, 徐轩, 干千 978-7-117-2085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金针王乐亭经验集 张俊英, 陈湘生整理 978-7-117-2085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何任医论选 何若苹整理 978-7-117-2085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肺脏病学 李建生主编 978-7-117-2086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科研课题设计与实现 主编颜巧元 978-7-117-2086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类风湿关节炎及强直性脊柱炎中西医诊治 何羿婷主编 978-7-117-2086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研究成果产品化方案研究 李振吉主编 978-7-117-2086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卫生信息技术与应用 陈敏，周彬，肖兴政主编 978-7-117-208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临床护理学 王爱平主编 978-7-117-208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应用统计分析:SAS、SPSS版 陈青山主编 978-7-117-2087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辨证选药速查表典 王玉兴主编 978-7-117-2087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处方新解 彭荣琛, 万文蓉编著 978-7-117-2087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不孕不育治疗名方验方 庞保珍主编 978-7-117-2087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学的理性选择 梁茂新，范颖，李国信著 978-7-117-2088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硬性角膜接触镜验配案例图解 梅颖, 唐志萍编著 978-7-117-2088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角膜塑形镜验配技术:基础篇学习指导 吕帆主编 978-7-117-2088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东欧国家卫生体制研究 任明辉,王颖主编 978-7-117-2089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穿支皮瓣 徐永清，林涧，郑和平主编 978-7-117-2089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伦理学 主编尹梅, 肖锋刚 978-7-117-2091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输血救治理论与实践 主编李卉, 刘景汉 978-7-117-2091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内镜手术及常见并发症防治策略 主编姚礼庆, 周平红, 钟芸诗 978-7-117-2092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眩晕诊治 田军茹编著 978-7-117-2092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炎症性肠病学 夏冰,等主编 978-7-117-2092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脉介入诊治技巧及器械选择 主编吕树铮, 陈韵岱 978-7-117-2093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超声医学实践 穆玉明主编 978-7-117-2093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生物特性与治疗策略 张百红，岳红云主编 978-7-117-2093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药卫生计生期刊出版从业人员培训教材 吕书红,刘哲峰主编 978-7-117-2094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胃癌手术图解操作要领与技巧 编著钱锋 978-7-117-2094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诊疗精粹 主编毛定安, 易著文 978-7-117-2095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你有几个灵魂:心理咨询中人格意象的分解 朱建军著 978-7-117-2096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舌象数码摄影 梁嵘，李少文主编 978-7-117-2096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医大师张学文 主编李军 978-7-117-2098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患者用药指导 主编张波, 赵彬, 梅丹 978-7-117-2098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务人员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 蔡文智主编 978-7-117-2099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案例分析外科护理技能 张燕京主编 978-7-117-2099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肾脏疾病诊治指南解读·病案分析 徐虹主编 978-7-117-2099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椎间孔镜BEIS技术操作规范 白一冰编著 978-7-117-2099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护理案例分析内科护理技能 梁萍主编 978-7-117-2100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急诊医学手册 赵祥文，肖政辉主编 978-7-117-2100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耐药革兰阴性菌感染诊疗手册 王明贵主编 978-7-117-2100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灾难医学与人道救援词典 S. William A. Gunn原著 978-7-117-2100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超声内镜疑难病诊断图解 金震东，丁震主编 978-7-117-2100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急诊医学 赵祥文主编 978-7-117-2101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急诊科经典问答1000问 张国强, 柴枝楠主编 978-7-117-2101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低价药品手册,中成药 刘皋林主编 978-7-117-2101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创面修复外科 梁智主编 978-7-117-2101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毒理学 李波，袁伯俊，廖明阳主编 978-7-117-2101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病理诊断病例精选 张祥盛，步宏主编 978-7-117-2102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心律学.2015 郭继鸿，胡大一主编 978-7-117-2102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应用与发展研究 孟群主编 978-7-117-2102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护士工作手册 李亚明,王辉主编 978-7-117-2102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奈特人体解剖学彩色图谱 主编Frank H. Netter 978-7-117-2102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脆性斑块的基础与临床 严金川主编 978-7-117-2103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中球囊操作技巧 主编杨清, 王建龙 978-7-117-2103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螺杆菌先驱者 Barry Marshall主编 978-7-117-2103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呼吸系统疾病诊疗规范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编著 978-7-117-2103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临床诊断基础 黄如训编著 978-7-117-2104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海派中医蔡氏妇科流派医案集 黄素英，张利，苏丽娜主编 978-7-117-2104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周平安临床医案集 焦扬主编 978-7-117-2104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体肿瘤细胞免疫治疗 主编任秀宝, 郝希山 978-7-117-2104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品知识产权以案说法 主编袁红梅, 杨舒杰 978-7-117-2104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肘後備急方校注 (晉) 葛洪原著 978-7-117-21050-8 人民衛生出版社

甲状腺和头颈外科经验与教训 Claudio R. Cernea[等]原著 978-7-117-2105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科医师900问 王世泉，褚海辰主编 978-7-117-2105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难产 主编刘兴会, 漆洪波 978-7-117-2105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心理需
求

曲海英著 978-7-117-2105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伤科误诊误治案例分析与对策 李无阴，周中华主编 978-7-117-2106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损害判例评析 滕建荣主编 978-7-117-2106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二册 彭怀仁 ... [等] 主编 978-7-117-2106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保健与发育行为诊疗规范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编著 978-7-117-2107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机器人泌尿外科手术学 孙颖浩主编 978-7-117-2107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综合二,放射、超声、核医学、物理诊断学、
实验诊断学等

主编黄钢 978-7-117-2107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湿疹彩色图谱与李林中医疗法 李林著 978-7-117-2108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银屑病彩色图谱与李林中医疗法 李林著 978-7-117-2108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物联网医学分级诊疗手册 主编白春学 978-7-117-2108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癫痫病分册 中国抗癫痫协会编著 978-7-117-2108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 主编杨岚, 沈华浩 978-7-117-2108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主编杜立中 978-7-117-2108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 主编曹雪涛 978-7-117-2108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经典词典 主编邢玉瑞 978-7-117-2109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血液疾病经典问答1000问 主编王学锋, 许小平, 蒋慧 978-7-117-2109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傅青主女科 肖承悰主编 978-7-117-2109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病学 主编姜泊 978-7-117-2109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磁共振 (MRI) 局部解剖与功能图谱 主编崔世民, 刘梅丽, 靳松 978-7-117-2109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肾癌微侵袭治疗 主编张宁 978-7-117-2109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CTO前向介入治疗技术 刘斌主编 978-7-117-2110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 刘伟主编 978-7-117-2110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性病病理诊断 单士军编著 978-7-117-2110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意象对话心理治疗 朱建军著 978-7-117-2111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湘雅名医谈合理用药 主编陶立坚 978-7-117-2111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健康风险干预与管理 洪倩主编 978-7-117-2111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管理师,社区管理分册 主编武留信 978-7-117-2111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透析用血管通路护理操作指南 中华护理学会血液透析专业委员会编制 978-7-117-2111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指导手册:2014版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编著 978-7-117-2112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与关节损伤影像诊断学 主编丁建平, 李石玲, 殷玉明 978-7-117-2112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压氧临床应用技术:《高压氧临床应用技术
规范》解读

主编刘青乐, 郑成刚 978-7-117-2112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生态与健康 李华军, 康白编著 978-7-117-2112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吸入麻醉临床实践 主编刘进, 邓小明 978-7-117-2112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用化学实验 主编李发胜, 徐乃进 978-7-117-2113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护理工作指南 李艳梅主编 978-7-117-2113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临证心悟 周利军编著 978-7-117-2113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中药学 (士) 习题精选 主编张贵君 978-7-117-2113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合理用药指南 霍勇总主编 978-7-117-2114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场医护（POC）现状和进展 刘锡光,康熙雄,刘忠主编 978-7-117-2114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中草药识用图谱 主编郑小吉, 饶军 978-7-117-2114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3+2”经络锻炼法:健康Follow me 张维波著 978-7-117-2115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芪的基础与临床 陈可翼，孙燕主编 978-7-117-2116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微创骨科学 孟和，王和鸣主编 978-7-117-2116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化学治疗所致恶心呕吐的护理指导 徐波主编 978-7-117-2116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脐针入门 齐永著 978-7-117-2116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我是谁 朱建军编著 978-7-117-2116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渴病古今证治荟萃 李文瑞，李秋贵主编 978-7-117-2116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护理工作指南 赵艳伟主编 978-7-117-2117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继发性心血管病 布艾加尔·哈斯木,孟晓萍主编 978-7-117-2117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内科治疗药物的安全应用 主编李德爱, 吕良忠, 魏筱华 978-7-117-2117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中药学 (中级) 习题精选 主编张贵君 978-7-117-2117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与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法指南 978-7-117-2117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基础护理技术操作规范 主编丁炎明, 张大双 978-7-117-2118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专科护理技术操作规范 主编丁炎明, 张大双 978-7-117-2118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创伤感染学 主编蒋建新 978-7-117-2118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化研究 肖小河，黄璐琦主编 978-7-117-2118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烧伤康复治疗学 主编胡大海, 易南, 朱雄翔 978-7-117-2118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甲状腺癌诊疗 主编江学庆, 陆涤宇 978-7-117-2118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中药学 (师) 习题精选 主编张贵君 978-7-117-2119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与临床决策:疑难病例解析 主编朱天刚 978-7-117-2119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站技术手册 许建荣,李聚林,江朝富主编 978-7-117-2119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神经解剖学 主编芮德源, 朱雨岚, 陈立杰 978-7-117-2119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生物治疗学 主编罗荣城, 李爱民 978-7-117-2120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PBL教程 主编董卫国 978-7-117-2120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图形视力表 王晨晓,吕帆,瞿佳著 978-7-117-2120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PBL教程 主编董卫国 978-7-117-2120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甲状腺超声诊断 主编岳林先 978-7-117-2120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静脉药物配置使用手册 主编张伶俐, 罗碧如 978-7-117-2120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显微修复外科学 赵德伟主编 978-7-117-2120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危重症医学进展.2015 李春盛主编 978-7-117-2120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年麻醉药理学进展 戴体俊,张莉蓉,胡兴国主编 978-7-117-2120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肠外科手术学 主编李春雨, 汪建平 978-7-117-2121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临床肿瘤学进展.2015 吴一龙，秦叔逵，马军主编 978-7-117-2121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卡普兰心脏麻醉学:超声时代 主编Joel A. Kaplan 978-7-117-2122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毒理学 陈景元主编 978-7-117-2122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口腔科诊疗指南与护理常规 秦满主编 978-7-117-2122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腹腔镜与机器人手术学 主编张旭 978-7-117-2122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吉善内科经验传承集 主编刘安平 978-7-117-2122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皮质激素规范使用手册 文富强，谢其冰主编 978-7-117-2123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重症医学教程 主编康焰 978-7-117-2123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贫血诊断学 主编卢兴国 978-7-117-2123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泪器病诊治新进展 主编陶海, 白芳 978-7-117-2123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心脏病产前超声诊断咨询及围产期管理
指南

主编何怡华, 姜玉新 978-7-117-2123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口腔医学新进展 主编樊明文 978-7-117-2123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风相关病证中西医结合特色治疗 主编王松龄, 张社峰, 李彦杰 978-7-117-2123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阻生智齿拔除术临床实用图解:涡轮钻法 主编罗顺云 978-7-117-2123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注射剂安全应用案例分析 曾聪彦,梅全喜主编 978-7-117-2124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正畸策略、控制与技巧 主编白丁, 赵志河 978-7-117-2124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病中西药用药指导 主编刘恩钊 978-7-117-2124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医生案头药物速查 主编张树林 978-7-117-2125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立体眼底病图谱 主编闵寒毅 978-7-117-2125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核医学教程 主编蒋宁一 978-7-117-2125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难治性病变外科治疗与思考 主编焦德让, 刘暌 978-7-117-2125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子宫颈癌综合防控技术培训教程 主编毕蕙, 赵更力 978-7-117-2125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毛德西方药心悟 毛德西主编 978-7-117-2126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畸形胚胎学基础与超声诊断 主编任卫东, 张玉奇, 舒先红 978-7-117-2126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系统疾病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郑小璞, 马爱群 978-7-117-2126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部小结节诊断与治疗 主编林强 978-7-117-2126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膝关节置换术精要 主编Javad Parvizi, Brian Klatt 978-7-117-2126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幼保健质量与安全管理,孕产期保健 主编金曦, 罗荣 978-7-117-2126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床旁即时超声
主编Nilam J. Soni, Robert Arntfield, 

Pierre Kory
978-7-117-2127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种植手术学图解 主编王少海, 马威 978-7-117-2127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查房手册 主编胡勤刚 978-7-117-2127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妇科内分泌诊疗手册 主编薛敏 978-7-117-2128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梅毒实验室诊断技术与质量控制 主编郑和平 978-7-117-2128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质量学 主编张贵君 978-7-117-2128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操作手册 主编翁永振 978-7-117-2129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常见疾病科普教育手册 主编丁炎明 978-7-117-2129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病处方速查 主编袁洪 978-7-117-2130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住院医师用药手册 主编孙淑娟 978-7-117-2130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椎疾病影像诊断学 主编李联忠 ... [等] 978-7-117-2130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PBL教学案例集 主编李宗芳, 狄文 978-7-117-2130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中医名家巡讲实录 主编屠志涛, 傅延龄 978-7-117-2130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器官-系统整合课程PBL教程 主编曹永孝 978-7-117-2130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静脉治疗护士手册 主编丁炎明 978-7-117-2131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胰腺影像学 缪飞主编 978-7-117-2131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认知行为治疗手册 主编Keith S. Dobson 978-7-117-2131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区医生掌中宝 主编叶波, 陈冰雪 978-7-117-2132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从医开始:协和八的奇妙临床笔记 编著徐源 ... [等] 978-7-117-2132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实践,高血压 总主编王临虹 978-7-117-2132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茶方大健康 刘玥，徐志坚编著 978-7-117-2132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超声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解读 詹维伟, 周建桥编著 978-7-117-2132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整合大肠肿瘤学 主编房静远 978-7-117-2132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肾癌诊治指南:2015版 CSCO肾癌专家委员会编著 978-7-117-2132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麻醉难点解析 陈志扬编著 978-7-117-2133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脏内科护理工作指南 主编王兰, 曹立云 978-7-117-2133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医学影像技术 主编余建明 978-7-117-2133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膏方宝典:开好膏方 用好膏方 施仁潮，李明焱主编 978-7-117-2133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蛋白质临床应用 主编石汉平, 王昆华, 李增宁 978-7-117-2133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黑色素瘤诊治指南 CSCO黑色素瘤专家委员会编著 978-7-117-2133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物涂层球囊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 季福绥主编 978-7-117-2134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跟骨骨折微创治疗 主编张英泽 978-7-117-2135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肿瘤护理学 主编闻曲, 成芳, 李莉 978-7-117-2136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水针疗法 主编张卫华 978-7-117-2136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见疾病“一病一品”专科护理 主编丁炎明, 王兰 978-7-117-2136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修订工作组

[主编]
978-7-117-2136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武威汉简医方今用 主编张延昌 978-7-117-2137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病中医临床实践 陈立华著 978-7-117-2137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疑难病例解析 主编张大宏 978-7-117-2138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皮肤病护理与实践宝典 主编郭丽英 978-7-117-2138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肌肉骨骼系统感染:基本原则、预防、诊断和
治疗

本书编写组编 978-7-117-2138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口腔护理技术 主编李秀娥, 王春丽 978-7-117-2139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麻醉学快捷指南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编 978-7-117-2139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工膝关节置换临床实践与思考 主编沈惠良, 郭艾 978-7-117-2141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电子喉镜临床应用:鼻咽喉部肿瘤窄带成像内
镜图谱

倪晓光编著 978-7-117-2142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肿瘤淋巴系统解剖与临床 主编赵玲辉, 王云祥 978-7-117-2143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医大师贺普仁教我学针方 主编王红伟, 谢新才, 王贵春 978-7-117-2143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显微血管减压术 主编于炎冰 978-7-117-2143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风险管理 主编王治国, 康凤凤 978-7-117-214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型猪医学研究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主编陈华 978-7-117-214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睡眠障碍问与答 主编于逢春 978-7-117-2145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恶性肿瘤内科诊治思路及案例解析 主编殷东风, 高宏 978-7-117-2146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干燥综合征 主编董怡, 张奉春 978-7-117-2146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视盘病变 主编刘庆淮, 方严 978-7-117-2147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过敏性鼻炎 —— 哮喘综合征 主编李明华, 唐华平 978-7-117-2149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干细胞理论与应用 主编陆士新 978-7-117-2149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青光眼 主编葛坚 978-7-117-2149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折穿针外固定 主编张锴, 柴益民, 秦泗河 978-7-117-2150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曼氏足踝外科学.上卷
主编Michael J. Coughlin, Charles L. 

Saltzman, Robert B. Anderson
978-7-117-2151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曼氏足踝外科学.下卷
主编Michael J. Coughlin, Charles L. 

Saltzman, Robert B. Anderson
978-7-117-2151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眼震电图和眼震视图检查 李晓璐 ... [等] 编著 978-7-117-2151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非卫生合作:国际发展援助理论的探索与创
新

主编鲁新, 程峰 978-7-117-2152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烧伤康复治疗学 主编吴军, 唐丹, 李曾慧平 978-7-117-2152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永炎院士查房实录 主编田金洲 978-7-117-2152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风湿病及相关骨科疾病中西医结合诊治 阎小萍, 张烜, 翁习生主编 978-7-117-2152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危害评估新测试方法的验证和国际认可指南 原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理事会 978-7-117-2152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包虫病影像诊断图谱 主编唐桂波 978-7-117-2152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验方集粹 主编张伯礼, 王志勇 978-7-117-2153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分裂症评定量表指南 主编Richard Keefe 978-7-117-2153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际健康研究伦理问题案例汇编 Richard Cash[等]主编 978-7-117-2153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案集,内科 主编张伯礼, 王志勇 978-7-117-2154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案集,综合 主编张伯礼, 王志勇 978-7-117-2154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物与健康:科学证据共识 中国营养学会编著 978-7-117-2154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肥厚型心肌病合并心力衰竭:理论精要与典型
病例

主编张健, 韦丙奇, 张宇辉 978-7-117-2155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针灸学研读 曲生健编著 978-7-117-2157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喘息样发作疾病鉴别诊断 主编张清玲, 何梦璋, 李靖 978-7-117-2158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原与宿主防御系统 主编徐纪茹, 吕昌龙 978-7-117-2159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睑缘炎与睑板腺功能障碍 主编孙旭光 978-7-117-2159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急症:实例分析 主编赵家胜, 吴先正 978-7-117-2160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营养与疾病预防:医护人员读本 王陇德，马冠生主编 978-7-117-2161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从五脏相关论治心血管疾病:邓铁涛五脏相关
学说应用研究

主编吴焕林 978-7-117-2161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彭静山眼针疗法研究 主编王鹏琴 978-7-117-2165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识药记,良木篇 丁兆平著 978-7-117-2165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麦卡锡整形外科学.第二分卷,美容 总主编Peter C. Neligan 978-7-117-2165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物警戒 张冰编著 978-7-117-2165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绵阳市名中医临床经验集 主编何正显, 秦晓明 978-7-117-2165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多学科诊治 主编原标 ... [等] 978-7-117-2165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 主编李立明, 姜庆五 978-7-117-2165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老年医学经典问答1000问 主编李小鹰, 王建业 978-7-117-2166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头颈五官病变CT与MR对比临床应用 主编龚洪翰, 徐仁根, 沈海林 978-7-117-2166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因工程药物研究与应用 主编李校堃 978-7-117-2166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因编辑 主编李凯, 沈钧康, 卢光明 978-7-117-2167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门诊镇静镇痛技术及治疗前评估 主编郁葱 978-7-117-2167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识应用与管理 陈君石主编 978-7-117-2167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浅部真菌病中西医结合诊治 主编范瑞强 978-7-117-2168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卫生服务 主编刘哲宁 978-7-117-2168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专科中西医结合医案 主编李柳宁 978-7-117-2170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药师调剂服务手册 主编张晓乐 978-7-117-2170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科医师手册 主编李建章 978-7-117-2170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医学PBL教学案例集 主编夏强, 钱睿哲 978-7-117-2170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牙槽外科新技术 主编赵吉宏 978-7-117-2170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学 王新房，谢明星主编 978-7-117-2171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病分子诊断学 主编叶向军, 卢兴国 978-7-117-2171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名医验案400例 主编黄惠勇 978-7-117-2171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验动物屏障环境与设施管理技术 主编赵效国 978-7-117-2172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脾胃病学 张声生[等]主编 978-7-117-2172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华老年医学 主编李小鹰 978-7-117-2172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解剖学 李云庆，徐达传，徐永清主编 978-7-117-2172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阳明腑实证与急腹症现代研究与应用 主编陈海龙 978-7-117-2173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曲方丝弓正畸临床实战.第一卷 (韩)金贞一主编 978-7-117-2173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常见疾病药物治疗手册:住院医师版 主编郭涛, 史国兵 978-7-117-2173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记者看中医 周颖著 978-7-117-2173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病毒感染性疾病中西医诊治 主编周平安, 焦扬 978-7-117-2174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腔内静脉外科图谱 主编Jose I. Almeida 978-7-117-2174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手术学.上 邱贵兴，戴尅戎主编 978-7-117-2174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手术学.下 邱贵兴，戴尅戎主编 978-7-117-2174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传染病影像学诊断指南 李宏军，施裕新，陆普选主编 978-7-117-2174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儿科危重病抢救常规和流程手册 许峰主编 978-7-117-2174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恶性肿瘤TNM分期速查手册 主编程颖 978-7-117-2175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抗肿瘤中药药理与临床 主编季宇彬 978-7-117-2175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沈绍功女科临证精要 主编韩学杰, 沈宁 978-7-117-2175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孔令诩临证精要 主编徐世杰, 唐仕欢 978-7-117-2176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宫腔镜诊断与手术图谱 主编杨菁, 徐望明, 孙莹璞 978-7-117-2176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海鼠疫 王祖郧，李超主编 978-7-117-2176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耐药结构病化学治疗指南:2015年 肖和平主编 978-7-117-2177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化学中毒与检验 主编黄先青, 张艳芳 978-7-117-2177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物医学工程术语词典 主编周丹 978-7-117-2177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岭南针药相须流派精要传承 主编李滋平 978-7-117-2177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脉病证风药应用十六讲 王显编著 978-7-117-2177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外科疾病诊断与治疗 主编Gerard M. Doherty 978-7-117-2178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困难气道处理ABS流程及实践 马武华著 978-7-117-2178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一病一优”优质护理服务规范 王宝珠，孙建民，杨辉主编 978-7-117-2178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养老护理员必读 主编张振香, 张艳 978-7-117-2178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疼痛病学诊疗手册,神经病理性疼痛分册 总主编刘延青 978-7-117-2178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术中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的价值与实践 主编刘薇, 于春华, 宋锴澄 978-7-117-217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动脉狭窄及侧支循环评估与解读:经颅多普
勒检测技术

主编张雄伟, 王佳楠 978-7-117-2179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创牙体修复技术图解 主编杨雪超, 江千舟 978-7-117-2179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牙颌的种植修复图解 主编郭吕华 978-7-117-2179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直丝弓矫治技术图解 主编陈建明 978-7-117-2179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牙外伤诊疗图解 主编曾素娟 978-7-117-2179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增量种植修复图解 主编王丽萍 978-7-117-2179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颌面美容外科操作图解 主编朴正国, 柳大烈 978-7-117-2179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机构药学工作质量管理规范》操作手
册

夏文斌，朱珠，杨丹主编 978-7-117-2180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症状鉴别诊断学 廖清奎主编 978-7-117-2180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生物材料学 主编孙皎 978-7-117-2180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编临床用药速查手册 苏冠华,王朝晖主编 978-7-117-2180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痿病辨治心悟 李广文著 978-7-117-2180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心房颤动防治现状蓝皮书.2015 黄从新，张澍主编 978-7-117-2180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改专题研究 主编李滔 978-7-117-2180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技术评估与卫生政策评价,理论与方法篇 主编赵琨 978-7-117-2181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影像好医生病例集 主编郭启勇 978-7-117-2181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津下手外科手术图谱 原著津下健哉 978-7-117-2182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ICU超声手册
主编Keith Killu, Scott Dulchavsky, 

Victor Coba
978-7-117-2183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妇产科辞典 马大正编著 978-7-117-2183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轻松健康评估护士手册 韦伯Janet R. Weber主编 978-7-117-218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麻醉知多少 胡智勇主编 978-7-117-2184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孙伟正治疗血液病医案按 主编孙凤, 孙劲晖, 郝晶 978-7-117-2185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病简明鉴别诊断学 主编李娟, 王荷花 978-7-117-2185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学英语教程 主编李建明, 王伟 978-7-117-2185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核病 薛元坤主编 978-7-117-2186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临床合理用药理论与策略 主编张冰 978-7-117-2186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机上医疗救助 汪同欣著 978-7-117-2187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口腔医学文化博览:2016 主编赵铱民, 李世俊 978-7-117-2187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中药师药学服务策略与实践 主编张冰 978-7-117-2187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不良反应与警戒实践 主编张冰 978-7-117-2187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感染病诊断 主编汪能平 978-7-117-2188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发育行为心理评定量表 主编杨玉凤 978-7-117-2188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程丑夫医案精华 主编范伏元 978-7-117-2188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吴忠文医案精华 主编聂伟, 吴学珍 978-7-117-2188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成人心脏外科学 Laurence H. Cohn主编 978-7-117-2188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药大数据与真实世界 谢雁鸣，王志飞主编 978-7-117-2188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呦呦与青蒿素 王满元编著 978-7-117-2189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内压增高症影像诊断 主编李联忠 ... [等] 978-7-117-2189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 主编赵正言, 顾学范 978-7-117-2189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社会网络与健康模型、方法与应用 原著Thomas W. Valente 978-7-117-2190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卵巢癌中医治疗与调养 李佩文, 李仁杰, 刘猛编著 978-7-117-2190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康复:艺术治疗实操手册 主编杨甫德, 崔勇 978-7-117-2190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幕内肝脏外科学 编著 (日) 幕内雅敏 978-7-117-2190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净净医案精华 主编李振光, 刘绪银 978-7-117-2190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恶性腹膜间皮瘤 主编郑国启 978-7-117-2190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层医生门诊手册 主编刘赴平, 田兆嵩 978-7-117-2191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Mercer骨科创伤学 主编Sureshan Sivananthan ... [等] 978-7-117-2191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 978-7-117-2191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尤昭玲医案精华 主编谈珍瑜, 林洁 978-7-117-2191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创性血管诊断学:治疗实用指南 主编Ali F. AbuRahma, Dennis F. Bandyk 978-7-117-2191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陈大舜医案精华 主编胡方林, 唐现莉, 刘仙菊 978-7-117-2191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安医学临证用药求真 郑梅生主编 978-7-117-2192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透过影像看健康 王骏, 白树勤, 吴虹桥编著 978-7-117-2192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田道法医案精华 主编王贤文 978-7-117-2193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胶质瘤基础与临床研究 刘福生，金贵善主编 978-7-117-2193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格障碍的基础与临床 主编王伟 978-7-117-2193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科常用药物手册 刘铁榜主编 978-7-117-2194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炜医案精华 主编李臻琰, 李炜 978-7-117-2194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定安医案精华 主编雷波 978-7-117-2194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彭长文医案精华 主编彭长文, 彭莉, 彭娟 978-7-117-2194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五体针法诠新 金亚蓓, 金肖青编著 978-7-117-2195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癌个体化治疗 主编杨拴盈 978-7-117-2195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疼痛学 艾登斌，谢平，许慧主编 978-7-117-2195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麻醉学 主编艾登斌, 帅训军, 姜敏 978-7-117-2196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谢康明医案精华 主编谢文军, 谢思健 978-7-117-2196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的检验诊断 李小龙，张旭主编 978-7-117-2197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埃博拉病毒病暴发期间心理急救 周祖木译 978-7-117-2197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见招拆招:专家谈心理保健 马辛主编 978-7-117-2197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湖南省中医单方验方精选.下册,外科 阳春林，葛晓舒主编 978-7-117-2198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腕关节诊断与手术治疗 William P. Cooney主编 978-7-117-2198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内病外治 吴震西，吴自强编著 978-7-117-2198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前列腺癌早期发现与防治 李治编著 978-7-117-2199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功能障碍中西医康复 主编陈红霞 978-7-117-2199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药新识与临床 王明杰，罗再琼主编 978-7-117-2200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西医综合备考笔记 研究生入学考试专家组主编 978-7-117-220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临床X线检查手册 主编马信龙 978-7-117-2200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雾化中心规范化管理指南 申昆玲，洪建国，于广军主编 978-7-117-2200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儿童康复医学 主编李晓捷 978-7-117-2200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用药物新编 李学玲，秦红兵，邹浩军主编 978-7-117-2200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翁维良活血化瘀十二法 主编李秋艳 978-7-117-2201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蒙医学基础理论 主编董毅峰 978-7-117-2201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黏膜病临床病例精解 周刚主编 978-7-117-2201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诊治视网膜血管病:专家答疑解惑 主编张健, 张清 978-7-117-2201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辅导讲义同步练
习题集:解析版.二,药学专业知识

陈纭编著 978-7-117-2201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湖南省中医单方验方精选.上册,外科 刘君武，易法银总主编 978-7-117-2202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小儿临床肾脏病学 主编易著文, 何庆南 978-7-117-2202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天然药物化学 主编裴月湖, 娄红祥 978-7-117-2202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疾病诊疗规范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编著 978-7-117-2203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常人体医学影像学图谱:中枢神经系统影像
解剖图谱

主编薛静, 濮月华, 张东坡 978-7-117-2203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肥胖内分泌疾病针灸治疗 主编谢长才 978-7-117-2204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层医院外科手术经验与技巧 主编李荣祥, 张志伟 978-7-117-2204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的检验诊断 陈筱菲，黄智铭主编 978-7-117-2205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动物实验技术 魏泓主编 978-7-117-2205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效研究方法学 主编陈奇, 张伯礼 978-7-117-2205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医院感染防控手册 主编李宝珍, 陈明伟 978-7-117-2205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传播疾病 主编吴移谋, 王千秋 978-7-117-2205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实用技能学 主编曹蘅, 陈斌 978-7-117-2205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刘永年疑难病辨治传心录 刘永年著 978-7-117-2206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膀胱癌卡介苗免疫治疗原理与实践 主编韩瑞发, 姚智 978-7-117-2206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案例分析.第2辑 王伟主编 978-7-117-2206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增补食物本草备考》校注与研究:附《生草
药性备要》点校

何克谏原著 978-7-117-2206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护理工作指南 孙红主编 978-7-117-2207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护理工作指南 史冬雷主编 978-7-117-2207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神影像学 主编龚启勇 978-7-117-2207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产科手术学
(加)Thomas F. Baskett，Andrew A. 
Calder，Sabaratnam Arulkumaran主编

978-7-117-2208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尖峰白内障手术技术 刘保松主编 978-7-117-2208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硬性角膜接触镜验配跟我学 梅颖, 唐志萍编著 978-7-117-2208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镍钛根管预备和热牙胶根管充填技术图解 主编江千舟, 杨雪超 978-7-117-2208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创拔牙术图解 主编张清彬, 陈宇 978-7-117-2208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的检验诊断 王良兴，余方友主编 978-7-117-2208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殖内分泌疾病检查项目选择及应用 主编杨冬梓 978-7-117-2209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护理工作指南 董颖越主编 978-7-117-2209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积水潭医院难治性创面修复与整形 主编沈余明, 胡骁骅 978-7-117-2209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邢家骝，丁勇主编 978-7-117-2209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报告.2015 郭清主编 978-7-117-2210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纤维增强复合树脂修复技术图解 主编张倩 978-7-117-2210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葡萄膜炎诊治概要 杨培增著 978-7-117-2210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 黄龙祥著 978-7-117-2210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整形美容外科图谱 主编李冬梅 978-7-117-2211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起搏问答 主编华伟 978-7-117-2211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活得健全和健康:帮你摆脱疾病的伤害和困扰
Christopher R. Brigham，Henry Bennett

原著
978-7-117-2212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执业素质必备 石冰, 华成舸主编 978-7-117-2212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因为有你:中国护士在非洲 应春柳著 978-7-117-2213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激素类药物的合理应用 童荣生，李刚，陈岷主编 978-7-117-2213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肠道门诊手册 总主编阴赪宏 978-7-117-2213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血压用药咨询标准化手册 林阳主编 978-7-117-2214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脂异常用药咨询标准化手册 林阳主编 978-7-117-2214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证医学 王家良主编 978-7-117-2214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英汉对照医务英语会话 王文秀，王颖，贾轶群编著 978-7-117-2214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天然药物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裴月湖 978-7-117-2214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血液病鉴别诊断指导 闫树旭, 周合冰, 李晓辉编著 978-7-117-2215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实训 王振亮主编 978-7-117-2215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院长手册 易利华主编 978-7-117-2216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病中医诊疗思路与病例分析 主编刘爱民 978-7-117-2216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生殖器整形学 原著元铁 978-7-117-2216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小血管病诊断与治疗 主编李建章 978-7-117-2216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营养操作规程 李增宁，石汉平主编 978-7-117-2216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烧伤康复治疗学 胡大海，易南，朱雄翔主编 978-7-117-2217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内科常见病用药 肖波，崔丽英主编 978-7-117-2217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直肠癌综合治疗问答
编著Vincenzo Valentini, Hans-Joachim 
Schmoll, Cornelis J.H. van de Velde

978-7-117-2217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状动脉支架进展 崔连群主编 978-7-117-2217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药学服务手册 主编刘绍贵, 欧阳荣 978-7-117-2217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诊断结构与功能 Robert N. Weinreb，Erik L. Greve主编 978-7-117-2218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血流 Robert N. Weinreb，Alon Harris主编 978-7-117-2218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进展 Robert N. Weinreb[等]主编 978-7-117-2218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光皮肤病学 Henry W.Lim主编 978-7-117-2218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老年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问题与对策 齐海梅等著 978-7-117-2218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付平主编 978-7-117-2219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理咨询技术与方法 马莹主编 978-7-117-2219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药有效成分提取分离300例 主编关枫 978-7-117-2219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门静脉系统血栓介入治疗经验与技巧 主编刘福全, 李捍卫, 李志伟 978-7-117-2219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见并发症防治 主编张一亥 978-7-117-2220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道手术复杂并发症防治策略
Timothy M. Pawlik，Shishir K. 
Maithel，Nipun B. Merchant主编

978-7-117-2220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盆腔疾病影像图谱 主编刘波, 刘玉品 978-7-117-2220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临床操作技能 申昆玲主编 978-7-117-2220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ECMO:体外膜肺氧合 主编龙村, 侯晓彤, 赵举 978-7-117-2221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救护培训教程 张进军主编 978-7-117-2221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中国营养学会编著 978-7-117-2221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点专科优势病种诊疗规范 王清海主编 978-7-117-2221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切除与肝移植应用解剖学 刘允怡主编 978-7-117-2222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移植肾病理诊断 主编张小东 978-7-117-2222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肿瘤登记工作指导手册:2016 国家癌症中心编 978-7-117-2223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创面诊疗指南
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组织修

复与再生分会组织编写
978-7-117-2223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肿瘤学 马望，张明智主编 978-7-117-2223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疑难少见病例解析 林江涛主编 978-7-117-2224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外科手术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张福先[等]主编 978-7-117-2224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损伤后肢体痉挛的治疗与康复 张通主编 978-7-117-2224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局部解剖学 王海杰主编 978-7-117-2225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皮肤病理学 Ronald P. Rapini原著 978-7-117-2225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损害防范知识及案例解析 蔡继峰，常云峰主编 978-7-117-2225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远程眼科学 李建军，徐亮主编 978-7-117-2225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自救·他救·互救 石泽亚主编 978-7-117-2225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失禁护理理论与实践 丁炎明主编 978-7-117-2225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疑难杂症中的心身疾病:心灵的倾诉 张桂青，董原君，李林丰著 978-7-117-2226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卒中专科护理 郭燕红，李秀华主编 978-7-117-2226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卒中影像学评估 主编高培毅 978-7-117-2226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外科立体解剖图谱 戴朴，宋跃帅主编 978-7-117-2226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卒中内科治疗 蒲传强，崔丽英，霍勇主编 978-7-117-2226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卒中外科治疗 周良辅，赵继宗主编 978-7-117-2226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卒中康复治疗 励建安，张通主编 978-7-117-2226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护理手册 主编石小毛 978-7-117-2227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手册 徐鑫芬，熊永芳主编 978-7-117-2227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卒中健康管理 王陇德主编 978-7-117-2227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诊疗规范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编著 978-7-117-2228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急诊与危重症诊疗规范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编著 978-7-117-2228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综合验光仪的临床应用 李丽华主编 978-7-117-2228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实践指南:2016年版 郭莉主编 978-7-117-2228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内科常见病用药 杨长青，许树长，陈锡美主编 978-7-117-2228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室护理工作指南 徐梅主编 978-7-117-2228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药物治疗 Weinreb[等]主编 978-7-117-2228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手术：开角型青光眼
Robert N. Weinreb，Jonathan G. 

Crowston主编
978-7-117-2228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房角关闭及闭角型青光眼 Robert N. Weinreb，David S. Friedman主
编

978-7-117-2229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内压 Robert N. Weinreb[等]主编 978-7-117-2229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筋针疗法 刘农虞, 刘恒志编著 978-7-117-2229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麦卡锡整形外科学,下肢、躯干与烧伤分卷 总主编Peter C. Neligan 978-7-117-2229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病原快速检测技术与应用 主编杨智聪, 吴新 978-7-117-2229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艾滋病影像学诊断指南 李宏军，陆普选，施裕新主编 978-7-117-2229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管理理论与方法新进展 方鹏骞主编 978-7-117-2229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损害防范手册 蔡继峰，孟兴凯主编 978-7-117-2229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患友好度”建设实务指南:基层医院版 邓海华，周冰主编 978-7-117-2230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心脏组织学 郭志坤著 978-7-117-2230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易名方临证备要 陈永灿主编 978-7-117-2231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间质性肺疾病 主编蔡后荣, 张湘燕, 李惠萍 978-7-117-2231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智齿外科学图谱 主编鲁大鹏 978-7-117-2231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牙科诊所经营管理之学与思 于秦曦主编 978-7-117-2231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护理工作指南 郑一梅，高玲玲主编 978-7-117-2232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ADHD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家长指南 Michael I. Reiff主编 978-7-117-2232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脏免疫学基础与临床
M.Eric Gershwin，John M.Vierling，

Michael P.Manns主编
978-7-117-2232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程门雪未刊医论选集 何时希整理 978-7-117-2233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管外科技术临床精粹 主编杨牟, 张居文 978-7-117-2233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状动脉左主干疾病 徐泽升，霍勇主编 978-7-117-2233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手册诊断和处理 Roy Taylor原著 978-7-117-2233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防治现状蓝皮
书.2015

韩雅玲，颜红兵主编 978-7-117-2234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脑病治疗名方验方 秦东风主编 978-7-117-2234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脏病治疗名方验方 杨希，高利孝，冯立娟主编 978-7-117-2234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YAMADA胃肠病学手册 主编Tadataka Yamada 978-7-117-2234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显微骨科学 裴国献主编 978-7-117-2234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家庭中医育儿手册 杨千栋, 金涛, 羊长青编著 978-7-117-2234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手册 张美芬，王昆华主编 978-7-117-2235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治疗记录的撰写 窦祖林，李奎，李鑫主编 978-7-117-2235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王岱针灸临床十二讲 主编周立群 978-7-117-2235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症医学.2016 于凯江，管向东，中华医学会主编 978-7-117-2235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儿科营养 Berthold Koletzko主编 978-7-117-2236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见疾病药物治疗学 陈冠容主编 978-7-117-2236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指尖下的健康:小儿四时辨体捏脊疗法 马融，杜春雁编著 978-7-117-2236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神经疾病经典问答1000问 主编王化冰 978-7-117-2236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癌生物靶向治疗 周彩存，吴一龙，费苛主编 978-7-117-2237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用药咨询标准化手册 沈素主编 978-7-117-2238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护理工作指南 秦瑛主编 978-7-117-2239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药学服务标准与收费研究蓝皮书:2016年
版

赵志刚主编 978-7-117-2239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恶性肿瘤药物治疗毒副反应及处理 胡艳萍主编 978-7-117-2239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医生手册 祝益民主编 978-7-117-2239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不合理用药案例评析 张志清，殷立新主编 978-7-117-2239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守护针尖上的安全:中国输液安全与防护研究
蓝皮书

赵志刚主编 978-7-117-2240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护理工作指南 关玉霞主编 978-7-117-2240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期痴呆用药咨询标准化手册 蔡郁主编 978-7-117-2240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非小细胞肺癌 陆舜主编 978-7-117-2240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人健康顾问 郑寿贵，黄礼兰主编 978-7-117-2240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药盒子里的知识不可少 徐正著 978-7-117-2241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微创接骨板接骨术 吴丹凯，王金成主编 978-7-117-2241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基本理论与实践 田向阳，程玉兰主编 978-7-117-2241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源性病原微生物和天然毒素相关疾病防控
手册

原著Keith A. Lampel, Sufian Al-khaldi, 
Susan Mary Cahill

978-7-117-2241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核病现场流行病学 成诗明，王黎霞，陈伟主编 978-7-117-2242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小儿骨科学 潘少川主编 978-7-117-2242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科临床护理思维与实践 朱霞明，刘明红，葛永芹主编 978-7-117-2242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陪伴你长大:早产宝宝养育必读 郝波，周敏主编 978-7-117-2242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CT定位脊柱微创手术学 主编关家文 978-7-117-2242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放射性粒子治疗规范 主编王俊杰, 张福君 978-7-117-2242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哮喘用药咨询标准化手册 王晓玲主编 978-7-117-2242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用药咨询标准化手
册

王家伟主编 978-7-117-2243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结核病用药咨询标准化手册 郭振勇主编 978-7-117-2243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椎外科学 陈伯华，陈博光主编 978-7-117-2244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病学临床病例解析 Satish Keshav，Emma Culver原著 978-7-117-2244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周超凡中药临证新用 主编刘颖 978-7-117-2244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患沟通手册 郭启勇，任国胜主编 978-7-117-2244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麻醉科医生手册 姚尚龙，严敏主编 978-7-117-22448-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治疗名方验方 尚怀海，曹士华，冯尚彩主编 978-7-117-2245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艾叶实用百方 梅全喜，陈一玮主编 978-7-117-22452-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蕲艾灸治百病 主编梅全喜, 肖本大 978-7-117-2245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病变影像比较诊断学 韩志江，包凌云，陈文辉主编 978-7-117-2245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注射剂安全配置手册 张志清主编 978-7-117-2245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护理手册 余勤主编 978-7-117-2245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结核病年鉴.2015 唐神结[等]主编 978-7-117-2245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临床肿瘤学年度研究进展.2015 主编吴一龙 ... [等] 978-7-117-2246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高血压防治现状蓝皮书.2015 主编孙宁玲 978-7-117-2246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营养学 吴圣楣，蔡威主编 978-7-117-2246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高尿酸血症 主编何青, 刘德平 978-7-117-2246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推拿手法学 主编王之虹 978-7-117-2246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心力衰竭防治现状蓝皮书.2015 葛均波主编 978-7-117-2246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科疑难病治验录 李祥云主编 978-7-117-22468-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症医学:规范·流程·实践 邱海波，杨毅主编 978-7-117-2247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学生物学 主编高碧珍 978-7-117-2249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重症心脏超声 Armando Sarti, F. Luca Lorini主编 978-7-117-2249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阴道镜图谱 张志胜，刘毅智，刘凤英主编 978-7-117-2250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盆创伤急救手册 周东生主编 978-7-117-2254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五官科护理手册 赵佛容, 陈燕燕主编 978-7-117-2254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痴呆的诊疗及预防 张兆旭，王德生主编 978-7-117-2255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孕产期盆底保健核心手册:给妈妈的全程呵护 欧德成Mary O``Dwyer原著 978-7-117-2255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皮肤性病手册 方洪元[等]主编 978-7-117-2255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青光眼筛查
Robert N. Weinreb，Paul R. Healey，

Fotis Topouzis主编
978-7-117-2255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胸外科疑维病症诊断决策 Mark K. Ferguson主编 978-7-117-2255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胎儿产前超声检查规范 姜玉新主编 978-7-117-2256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营养及相关疾病 苏宜香主编 978-7-117-2257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有灵犀:心脏瓣膜病康复指导 邓勇志，赵薇著 978-7-117-2257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科诊疗常规 申昆玲，沈颖主编 978-7-117-2261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诊疗常规 孙宁，曾骐主编 978-7-117-2261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与危重症诊疗常规 钱素云，耿荣主编 978-7-117-2261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生儿诊疗常规 陈永卫, 齐宇洁主编 978-7-117-2261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遗传药理学 周宏灏，刘昭前主编 978-7-117-2262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核医学与分子影像临床应用指南 主编黄钢 978-7-117-2262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皮肤病临证心得 白彦萍，周冬梅主编 978-7-117-2262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检验图谱与案例 顾兵，马萍主编 978-7-117-2262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陆拯反佐药对 陆拯著 978-7-117-2263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护理诊疗常规 北京儿童医院编 978-7-117-2263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科诊疗常规 北京儿童医院编 978-7-117-2263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诊疗常规 于刚主编 978-7-117-2263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喉科诊疗常规 葛文彤，张杰主编 978-7-117-2263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科诊疗常规 北京儿童医院编 978-7-117-2264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临床操作手册 张建，徐樨巍主编 978-7-117-22641-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低温治疗学 李春盛主编 978-7-117-2264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感染 孙建民主编 978-7-117-22644-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积水潭脊柱外科护理与康复 高小雁，韩冰主编 978-7-117-2265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做个智慧的准妈妈:来自产科医生的健康私信 王玉玲著 978-7-117-2265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的奥秘与呵护 吴素虹主编 978-7-117-2265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妊娠及哺乳期用药咨询标准化手册 冯欣主编 978-7-117-2266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公立医院经济管理绩效考评操作手册 应亚珍著 978-7-117-2266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肿瘤与眼眶病病例精粹 马建民，尹卫靖主编 978-7-117-22670-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病家庭康复宝典 吴素虹主编 978-7-117-2267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遗传咨询:肿瘤是遗传疾病 Katherine A. Schneider原著 978-7-117-2267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在孩子下次生病前 裴洪岗著 978-7-117-2267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患者饮食须知 李景南主编 978-7-117-2267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低位直肠癌肛提肌外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主编王振军, 刘荫华 978-7-117-2267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体液检验图谱与案例 顾兵，郑立恒，孙懿主编 978-7-117-2268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实务与防范措施 蔡继峰主编 978-7-117-2268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唐宋医方钩沉 潘华信，王莉编著 978-7-117-22687-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静脉用药集中调配基础知识问答 米文杰，陈迹主编 978-7-117-22693-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协和妇科肿瘤笔记.第一辑 李雷，郎景和主编 978-7-117-2269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专家帮您解读痤疮 白彦萍，吴亚桐主编 978-7-117-2269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规避陷阱:心血管疾病介入并发症防治攻略 韩雅玲，王祖禄，朱鲜阳主编 978-7-117-2269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急诊科常见病用药 陈玉国，徐峰主编 978-7-117-2270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淋巴瘤诊治专家共识:2016年版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编著 978-7-117-2270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心脏畸形解剖与超声对比诊断 接连利，许燕主编 978-7-117-22706-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全科医生手册 肖传实，宣世英主编 978-7-117-2270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血液检验图谱与案例 顾兵，张丽霞，张建富主编 978-7-117-2270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肝癌微创介入治疗学 李家平，杨建勇，陆骊工主编 978-7-117-22715-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疼痛病学诊疗手册,头与颌面部疼痛病分册 刘延青总主编 978-7-117-2271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沈济苍讲伤寒 沈济苍著 978-7-117-2271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周动脉疾病与顽固性高血压临床手册 蒋雄京主编 978-7-117-22718-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烙法治疗慢性扁桃体炎 冷辉主编 978-7-117-2271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冠心病介入处置争鸣 陈韵岱，金琴花主编 978-7-117-2272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海马解剖学:功能、血管及比照MRI的系
列断面解剖

Henri Duvernoy，Francoise Cattin，
Pierre-Yves Risold著

978-7-117-2272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虞孝真针灸集验 主编马睿杰 978-7-117-2272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医生手册 吕帆主编 978-7-117-2272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的检验诊断 周铁丽，郑飞云主编 978-7-117-2272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循环系统疾病的检验诊断 胡云良，唐疾飞主编 978-7-117-2272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技术 李晓捷主编 978-7-117-2272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日间手术 马洪升主编 978-7-117-2272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面部临床外形解剖学:望浅表标志 知深面结
构

Joel E.Pessa，Rod J.Rohrich原著 978-7-117-2273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宽型与窄型QRS波心动过速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黄元铸，邹建刚主编 978-7-117-227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消化道肿瘤用药咨询标准化手册 宁华主编 978-7-117-2274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腹部疾病影像诊断流程 高波，王青，吕翠主编 978-7-117-2274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角膜显微手术图解 杨朝忠编著 978-7-117-2274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医生手册 刘兴会，梁志清主编 978-7-117-2275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癌痛治疗用药咨询标准化手册 张艳华主编 978-7-117-2275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性病和皮肤病的检验诊断 张文辉,杨毅主编 978-7-117-2275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及代谢疾病的检验诊断 吕建新,郑景晨主编 978-7-117-2275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肿瘤心理治疗指南.2016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编
写

978-7-117-2276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童保健用药咨询标准化手册 张君莉主编 978-7-117-2276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肛肠疾病外科病理学图谱 陈希琳主编 978-7-117-2276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卒中中心手册 王拥军主编 978-7-117-22767-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协和老年医学 刘晓红，康琳主编 978-7-117-2277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女性泌尿盆底疾病临床诊治 夏志军主编 978-7-117-2277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实践指南 Laurie R. Armsby[等]原著 978-7-117-2277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检验诊断 林向阳，朱小春主编 978-7-117-2277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从前哪,后来呀:漫话医史 王哲著 978-7-117-2278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医浊毒论 李佃贵著 978-7-117-22788-9 人民卫生出版社

质谱技术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吴立军，王晓波主编 978-7-117-2279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检验学英汉·汉英词典 陈昭斌主编 978-7-117-2279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康复科医生手册 何成奇主编 978-7-117-2279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损害鉴定与防范新进展 蔡继峰，郭亚东主编 978-7-117-2279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内科疑难病例
解析

陈韵岱，董蔚主编 978-7-117-2279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危重症实践与临床思维:2015 王辰主编 978-7-117-2279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当代急诊科医师处方 王佃亮主编 978-7-117-2280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失眠障碍诊断和治疗指南 张斌主编 978-7-117-22812-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临床诊疗思维.第2册 邱明才主编 978-7-117-22815-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做一个快乐的帕金森病患者的秘诀 Michael S. Okun原著 978-7-117-2281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骨科学 田伟主编 978-7-117-2281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颅骨病变的影像学诊断 田军，黄世廷主编 978-7-117-2281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青光眼手术操作与技巧 张秀兰，王宁利著 978-7-117-2281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ICU护理评估工具实用手册 丁炎明，王玉英主编 978-7-117-22821-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明皮肤病手册 晋红中，朱学骏主编 978-7-117-22825-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创伤学新进展.2016 张赛，涂悦主编 978-7-117-2283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市2015年度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解
读

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著] 978-7-117-22843-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接种后不良反应事件因果关系评估 周祖木，谢淑云主译 978-7-117-2284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研究伦理审查案例解析 陈旻，李红英主编 978-7-117-22852-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栓栓塞性疾病防治的药学监护 高申，陆方林主编 978-7-117-2285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常见职业中毒快速处置技术 于维森，高汝钦，孙建平主编 978-7-117-2285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六指擒龙脉法 俞行著 978-7-117-22863-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能谱CT诊断学 周纯武，赵心明主编 978-7-117-2286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脊柱显微外科学 李志忠，焦根龙主编 978-7-117-2286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心血管介入病例集 Michael Ragosta著 978-7-117-2286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X线头影测量放射学 Kunihiko Miyashita原著 978-7-117-2286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栓病的起源与发生:免疫细胞平衡功能崩溃
与启动机制

王乐民著 978-7-117-22870-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常用治疗药物手册 王家伟，唐细兰主编 978-7-117-2287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影像科医生手册 龚洪翰主编 978-7-117-2287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高血压疑难病例荟萃 蔡军主编 978-7-117-22878-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睡眠与睡眠障碍相关量表 陆林，王雪芹，唐向东主编 978-7-117-2287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底病诊断与治疗 黄叔仁，张晓峰主编 978-7-117-2288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病人监护神经心理学:癫痫性疾病新进展 Christoph Helmstaedter[等]著 978-7-117-2288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待师襄诊传心回忆录 王世民著 978-7-117-2289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阜外高血压手册 蔡军主编 978-7-117-22900-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管癌微创外科手术教程 赫捷主编 978-7-117-22908-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栓塞临床实战 朱玲，翟振国主编 978-7-117-2290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常见疾病图解 易敬林，廖洪裴，张旭主编 978-7-117-2291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激光疗法 赵强主编 978-7-117-2291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田文学术经验集 邹勇主编 978-7-117-2291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靳瑞学术思想及靳三针疗法经验集成 庄礼兴主编 978-7-117-22919-7 人民卫生出版社

韩明向杏林耕耘60年 韩明向，陈炜，韩辉主编 978-7-117-2293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结直肠肿瘤 王锡山主编 978-7-117-2293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痴呆与认知障碍诊治指南:2015年版 贾建平主编 978-7-117-2293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疼痛病学诊疗手册,骨骼肌与关节疼痛病分册 刘延青总主编 978-7-117-2293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护理工作指南 张春燕主编 978-7-117-2293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衰竭 阎锡新主编 978-7-117-2294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内科常见病用药 刘春涛，梁宗安，易群主编 978-7-117-22944-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感染科医生手册 李为民，唐红主编 978-7-117-22945-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超声引导慢性疼痛注射技术 马超, 杨海云主编 978-7-117-2295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急性肺栓塞诊疗手册 陈升汶，黄平主编 978-7-117-2295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常见疾病的实验室诊断 陈鸣[等]主编 978-7-117-2295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临床英语会话集 姜学智，陈晓军主编 978-7-117-22962-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预防、关怀和治疗指
南

贾继东主译 978-7-117-22969-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呼吸疾病生物资源库:管理规范与标准操作流
程(SOP)

郑劲平，张子丽主编 978-7-117-2297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打开心灵枷锁:强迫及焦虑的疏导整合疗法 黄爱国著 978-7-117-22972-2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科运动康复 戴闽, 帅浪主编 978-7-117-22973-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多发性骨髓瘤 陈世伦，武永吉主编 978-7-117-22974-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口腔科学 张震康，俞光岩，徐韬主编 978-7-117-2297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手外科手术并发症及其对策 洪光祥, 陈振兵主编 978-7-117-22976-0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陶君仁临证要旨 马俊杰著 978-7-117-2298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结直肠癌肝转移MDT临床实践共识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肝转移学
组，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化疗学

978-7-117-22987-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临床诊疗思维.第1册 邱明才主编 978-7-117-2299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学疑难问题
Ahmed M. Al-Kandari，Inderbir S. Gill

主编
978-7-117-22994-4 人民卫生出版社

检验科医生手册 尚红，孙自镛主编 978-7-117-230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心良苦:一位中医师的工作札记 黄涛著 978-7-117-2300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液净化中心医院感染防控护理管理指
南:2016年版

马志芳，向晶主编 978-7-117-2300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儿童间质性肺疾病学 刘秀云，江载芳主编 978-7-117-2301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临床诊疗思维.第3册 邱明才主编 978-7-117-2302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华西口腔 百年史话 周学东，谭静主编 978-7-117-2302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显微根管外科彩色图谱 王捍国主编 978-7-117-2302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心律学.2016 郭继鸿，胡大一主编 978-7-117-23035-3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与关节疾病影像诊断学 梁碧玲主编 978-7-117-2303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胎儿先天性心脏病超声筛查手册 董凤群主编 978-7-117-2304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现代综合医院门诊管理手册 何晓俐，赵淑珍主编 978-7-117-2304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诊所创业 严晋，郝宏伟主编 978-7-117-2304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数字骨科学 裴国献主编 978-7-117-2304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临床规范 丁小强主编 978-7-117-23050-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面肌功能治疗临床诊疗手册 史真主编 978-7-117-2305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哮喘手册 沈华浩主编 978-7-117-23053-7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耳鼻咽喉医生临床随笔 赵长青著 978-7-117-23059-9 人民卫生出版社

炎症性肠病外科治疗学 兰平主编 978-7-117-23061-2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复杂病例用药解析 张抒扬，梅丹主编 978-7-117-2306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公务员健康素养指南 汤捷主编 978-7-117-2306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健康+互联网现状及发展趋势 孟群主编 978-7-117-2307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Ⅰ期心脏康复专家共识 冯雪主编 978-7-117-2308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解小儿脑瘫按摩与训练 徐明成编著 978-7-117-2308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兴培临床经验集 宁建武，李永强，秦毅主编 978-7-117-2308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水上医疗救援教程 孙文会，陈国基主编 978-7-117-23087-2 人民卫生出版社

生殖内分泌学 陈子江主编 978-7-117-23089-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实用神经超声诊断 刘国荣，李月春，张京芬主编 978-7-117-2309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院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胡伟，许亮文主编 978-7-117-2309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血友病性骨关节病外科治疗 翁习生主编 978-7-117-23097-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眼科手术操作与技巧 魏文斌，施玉英主编 978-7-117-23098-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护理工作指南 高娜主编 978-7-117-23099-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护理工作指南 余梦清主编 978-7-117-2310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针刀医学治疗学 任月林，任旭飞著 978-7-117-23108-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指
南

孟群，王才有主编 978-7-117-23111-4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年麻醉药理学进展 戴体俊，杨宝学，林蓉主编 978-7-117-23141-1 人民卫生出版社

再生医学：转化与应用 付小兵，王正国，吴祖泽主编 978-7-117-2314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角膜胶原交联术 Farhad Hafezi，J.Bradley Randleman主编 978-7-117-2314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流行病学纵向数据分析方法 (荷)Jos W. R. Twisk原著 978-7-117-23150-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癫痫与帕金森病用药咨询标准化手册 闫素英主编 978-7-117-2315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成药慢病管理用药咨询标准化手册 鄢丹主编 978-7-117-2315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协和护理记忆:纪念北京协和医院建院95周年 吴欣娟，张晓静主编 978-7-117-23179-4 人民卫生出版社

食源性疾病暴发应对指南 杨杏芬，吴蜀豫主译 978-7-117-23183-1 人民卫生出版社

乳腺癌术后乳房重建 吴炅，(美)Pei-rong Yu主编 978-7-117-2318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妇科影像诊断学 王青，于德新主编 978-7-117-23189-3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版中国脑血管病诊治指南与共识:手册版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编 978-7-117-23193-0 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德修三字经流派小儿推拿教程 李先晓，王鹂主编 978-7-117-23204-3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习与训练 李胜萍，毕重国主编 978-7-117-23206-7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医学实践案例伦理解析 李振良，李红英主编 978-7-117-23209-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儿童保健学 黎海芪主编 978-7-117-23210-4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国临床肿瘤学进展.2016 吴一龙, 秦叔逵, 马军主编 978-7-117-23214-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2016年修订版,口腔医学分册 中华口腔医学会编著 978-7-117-23216-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住院医师心中好老师2016年征文集 中国医师协会组织编写 978-7-117-23217-3 人民卫生出版社

皮肤病理鉴别诊断彩色图谱
(美)Loren E Clarke，Jennie T Clarke，

Klaus F Helm原著
978-7-117-23221-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免疫系统疾病诊疗规范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编著 978-7-117-23224-1 人民卫生出版社

补土理论临床启玄:古代医家补土医案诠释 卢传坚主编 978-7-117-2322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关节炎康复指南 何成奇主编 978-7-117-23226-5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肺部感染疾病鉴别与案例剖析 瞿介明主编 978-7-117-23234-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老年皮肤病图谱 Robert A. Norman，Edward M. Young原著 978-7-117-2323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正常人体学 王红卫,鲍建瑛主编 978-7-117-23236-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儿科肾脏系统疾病诊疗规范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编著 978-7-117-2324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早产儿临床管理实践 周文浩，程国强主编 978-7-117-23256-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肿瘤病理知识问答 王哲，杨文涛，步宏主编 978-7-117-23260-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变态心理学 顾瑜琦主编 978-7-117-2326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异形针刀疗法 孙彥奇主编 978-7-117-23265-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原创针刀疗法 柳百智主编 978-7-117-2326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激光针刀疗法 刘宝年主编 978-7-117-23267-8 人民卫生出版社

漫漫从医路:知名专家从医70年经验、感悟与
思考

曾昭耆著 978-7-117-23270-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骨折手术操作与技巧 王满宜主编 978-7-117-2327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发与再发自然疫源性疾病 黄长形主编 978-7-117-23279-1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痛针刀疗法 陈领主编 978-7-117-2329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尚德俊熏洗疗法心得录 尚德俊，秦红松，秦红岩著 978-7-117-23296-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国家卫生城市评价体系研究 叶真，张勇主编 978-7-117-23300-2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X线头影测量学 田乃学，卢海平，刘怡主编 978-7-117-23301-9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临床检验质量指标 王治国，费阳，康凤凤主编 978-7-117-23302-6 人民卫生出版社

自然分娩新技术:气囊加力助产术 田扬顺，张为远主编 978-7-117-23312-5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足诊断与治疗 谷涌泉主编 978-7-117-23334-7 人民卫生出版社

神经病学疑难病病例剖析 陈阳美，秦新月，蒋莉主编 978-7-117-23336-1 人民卫生出版社

精准医学:药物治疗纲要 王辰，姚树坤主编 978-7-117-23338-5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健康教育手册 高占成，张荣葆编著 978-7-117-23395-8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陈木扇女科临证辑要 陈学奇主编 978-7-117-23401-6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万泽东医案选 万泽东著 978-7-117-2341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体表畸形学通用术语 顾学范，梁德生主译 978-7-117-23423-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功能医学概论 曾强主编 978-7-117-23424-5 人民卫生出版社

阴囊镜手术学 杨金瑞主编 978-7-117-23455-9 人民卫生出版社

歧黄探微:陈治恒伤寒论十讲 陈治恒编著 978-7-117-23463-4 人民卫生出版社

糖尿病足综合诊治 郑月宏，刘丽主编 978-7-117-23497-9 人民卫生出版社



OCT血流成像图谱 魏文斌主编 978-7-117-23587-7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实用儿童脑病学 陈光福主编 978-7-117-23598-3 人民卫生出版社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林琳，薛长利主编 978-7-117-23627-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外固定与上肢重建 秦泗河，范存义，张群主编 978-7-117-23666-9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口腔颌面创伤 Raymond J. Fonseca[等]主编 978-7-117-23762-8 人民卫生出版社

名老中医薛秦临证治验实录 马华主编 978-7-117-23809-0 人民卫生出版社

胃肠道疾病营养支持 Alan L Buchman主编 978-7-117-23825-0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复制 李才,任立群主编 978-7-117-23933-2 人民卫生出版社

计算机维修技术与实例 马祥杰 ... [等] 编著 978-7-118-07339-3 国防工业出版社

多媒体安全与认证 (英)Chang-Tsun Li著 978-7-118-09377-3 国防工业出版社

海上防空作战态势估计理论及应用 宋元，王永春著 978-7-118-09380-3 国防工业出版社

飞行事故医学 陆惠良, 周亚军, 刘正编著 978-7-118-09397-1 国防工业出版社

面向武器装备需求论证的作战任务体系生成
技术

吴坚[等]编著 978-7-118-09518-0 国防工业出版社

信息系统监理技术与方法 陶洋著 978-7-118-09643-9 国防工业出版社

应用创意翻译研究 吕和发，李巍著 978-7-118-09704-7 国防工业出版社

空间碎片清除 李怡勇 ... [等] 编著 978-7-118-09734-4 国防工业出版社

航空人体行为建模
(美) David C.Foyle, (加) Becky L.Hooey

编著
978-7-118-09800-6 国防工业出版社

野战装备防护技术 宣兆龙，蔡军锋，段志强编著 978-7-118-09888-4 国防工业出版社

头颈部生物力学 主编王以进, 张云然 978-7-118-09917-1 国防工业出版社

新型浮升一体化飞艇气动布局设计 李峰，叶正寅著 978-7-118-09927-0 国防工业出版社

军事英语课程设计 王玉云，胡绍兵主编 978-7-118-09982-9 国防工业出版社

深空探测:月球探测 侯建文等编著 978-7-118-10069-3 国防工业出版社

魏国平诗萃 魏国平著 978-7-118-10086-0 国防工业出版社

基于PET-CT的肺癌早期计算机辅助诊断技术 赵涓涓著 978-7-118-10153-9 国防工业出版社

作战建模与分布式仿真的工程原理 (美)Andreas Tolk主编 978-7-118-10158-4 国防工业出版社

Vega Prime视景仿真开发技术 万明[等]编著 978-7-118-10166-9 国防工业出版社

百年“陆战之王”:坦克发展史 刘向刚, 李雄, 张有凤主编 978-7-118-10188-1 国防工业出版社

科学翻译新进展 主编耿智, 王玉平 978-7-118-10198-0 国防工业出版社

音响师听力训练基础 张婧颖,孟子厚编著 978-7-118-10200-0 国防工业出版社

赛博安全标准、实践与工业应用:系统与方法
(美)朱奈德·阿迈德·祖拜里(Junaid Ahmed 

Zubairi)，(美)阿塔尔·马波(Athar 
Mahboob)著

978-7-118-10334-2 国防工业出版社



科学研究与创新 戴劲松，王茂森，管红根著 978-7-118-10384-7 国防工业出版社

基于想象驾驶行为的脑机接口控制 梁静坤著 978-7-118-10413-4 国防工业出版社

大飞机及其航行:新航空概论 范玉青编著 978-7-118-10423-3 国防工业出版社

高校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研究 江丽琴著 978-7-118-10428-8 国防工业出版社

国外航母航空保障系统 姜龙光主编 978-7-118-10514-8 国防工业出版社

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生态伦理批评 温晶晶著 978-7-118-10555-1 国防工业出版社

蛇形机器人:建模、机电设计及控制 (挪)帕尔·李列巴克(Pal Liljeback)[等]著 978-7-118-10683-1 国防工业出版社

从科学视角看电磁精神控制：事实还是幻
想？

(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宾吉(V.N. Binhi)著 978-7-118-10694-7 国防工业出版社

数值计算方法 蔡锁章，杨明，雷英杰编著 978-7-118-10761-6 国防工业出版社

航空武器系统概论 叶文主编 978-7-118-10858-3 国防工业出版社

四大古典名著章回标记语及章回体英译研究 陈琳著 978-7-118-10922-1 国防工业出版社

航天热能工程学 黄敏超[等]编著 978-7-118-10973-3 国防工业出版社

塔林网络战国际法手册 北约卓越网络合作防卫中心国际专家小组编 978-7-118-11009-8 国防工业出版社

英语口译实务,3级 总主编黄源深 978-7-119-03628-1 外文出版社

英语口译综合能力,3级 总主编黄源深 978-7-119-03630-4 外文出版社

英语笔译综合能力,3级 总主编黄源深 978-7-119-03634-2 外文出版社

英语笔译综合能力,二级 汪福祥主编 978-7-119-04218-3 外文出版社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词汇必备 沈海伟[主编] 978-7-119-04379-1 外文出版社

生活在真实中 崔卫平著 978-7-119-04583-2 外文出版社

10招让你的英文口语更棒 Nick Stirk著 978-7-119-04899-4 外文出版社

英语口译实务,二级 王燕总主编 978-7-119-05076-8 外文出版社

Living vision: China`s TV through 50 
years

by Tang Yuankai 978-7-119-05545-9 外文出版社

新北京人 申宏磊等著 978-7-119-05551-0 外文出版社

日本语能力测试1级读解35天特训班 主编柴红梅 978-7-119-05626-5 外文出版社

爱的模样 张宝丹，解肱一主编 978-7-119-05692-0 外文出版社

中国 钟欣编 978-7-119-05738-5 外文出版社

新编大学英语实用教程练习册.第1册 主编粱毅 ... [等] 978-7-119-05747-7 外文出版社

赖世雄初级美语.下 赖世雄编著 978-7-119-06123-8 外文出版社

英汉多功能词典 主编高凌 978-7-119-06464-2 外文出版社

英汉汉英大词典 主编高凌 978-7-119-06487-1 外文出版社

生活英语精彩表现词典 Carol Rueckert, 王恩波编著 978-7-119-06793-3 外文出版社

雅思阅读直达6分 贾丽娟编著 978-7-119-06842-8 外文出版社



新思维大学英语读写教程.4 王笃勤，钱清主编 978-7-119-07264-7 外文出版社

飞鸟集 (印) 泰戈尔著 978-7-119-07281-4 外文出版社

小王子:汉法英对照
(法)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

Exupery)著
978-7-119-07287-6 外文出版社

心灵鸡汤全集:英汉对照 青闰主编 978-7-119-07436-8 外文出版社

新编英汉多功能大词典 杨小凤主编 978-7-119-08114-4 外文出版社

教你说餐旅英语 赖世雄著 978-7-119-08603-3 外文出版社

教你说会议英语 赖世雄著 978-7-119-08604-0 外文出版社

教你说会展英语 赖世雄著 978-7-119-08605-7 外文出版社

背单词用火车皮:林克妈妈的自然拼音升级版 林克妈妈著 978-7-119-08631-6 外文出版社

图表解构超强英文阅读主题学习法 978-7-119-08666-8 外文出版社

一看就会图解英语发音 希伯伦股份公司著 978-7-119-08667-5 外文出版社

初级美语.上 赖世雄著 978-7-119-08682-8 外文出版社

赖世雄中级美语.上 赖世雄著 978-7-119-08684-2 外文出版社

中级美语.下 赖世雄著 978-7-119-08685-9 外文出版社

赖世雄高级美语 赖世雄著 978-7-119-08686-6 外文出版社

赖世雄高级美语 赖世雄著 978-7-119-08686-6 外文出版社

串联速记7000词 赖世雄著 978-7-119-08728-3 外文出版社

最优解析3000词 赖世雄著 978-7-119-08729-0 外文出版社

最优解析4500词 赖世雄著 978-7-119-08730-6 外文出版社

译出地道的英文来:汉英翻译误区解析 Simon Patton, 高亮 (Leong Ko) 著 978-7-119-08862-4 外文出版社

大学英语习题集.上册 佟琳琳，刘娜主编 978-7-119-08902-7 外文出版社

瓦尔登湖:经典全译版 (美)亨利·戴维·梭罗著 978-7-119-08925-6 外文出版社

赖世雄手把手教你写作文 赖世雄主编 978-7-119-09002-3 外文出版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著 978-7-119-09087-0 外文出版社

时政用语中译英释例 杜争鸣编著 978-7-119-09164-8 外文出版社

新托福写作真题集 外朗教育教研中心编著 978-7-119-09273-7 外文出版社

常春藤生活英语杂志精华合集 赖世雄，吴纪维主编 978-7-119-09278-2 外文出版社

英语笔译常用词语应试手册:二、三级通用 卢敏主编 978-7-119-09379-6 外文出版社

英语口译常用词语应试手册:二、三级通用 王燕主编 978-7-119-09380-2 外文出版社

让你的英文不再错:彻底改掉让你丢分丢面子
的错英文

李端著 978-7-119-09394-9 外文出版社

北京故事:追梦京城 978-7-119-09414-4 外文出版社



中医英语问诊900句 谢竹藩，谢方著 978-7-119-09552-3 外文出版社

CNN主播教你老外常用的英语单词 希伯伦股份有限公司编著 978-7-119-09749-7 外文出版社

美国接头巷尾常用的生活短语 希伯伦股份有限公司编著 978-7-119-09752-7 外文出版社

图解商务办公必备英语 希伯伦公司编著 978-7-119-09753-4 外文出版社

赖氏图解速记英语语法 赖世雄主编 978-7-119-09761-9 外文出版社

唐代传奇选 (唐) 沈既济等编撰 978-7-119-09765-7 外文出版社

中国古代寓言选 杨宪益, 戴乃迭英译 978-7-119-09766-4 外文出版社

史记选 (西汉) 司马迁著 978-7-119-09767-1 外文出版社

鲁迅诗选 鲁迅著 978-7-119-09769-5 外文出版社

朝花夕拾 鲁迅著 978-7-119-09770-1 外文出版社

野草 鲁迅著 978-7-119-09771-8 外文出版社

故事新编 鲁迅著 978-7-119-09772-5 外文出版社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 (唐) 蒋防等著 978-7-119-09773-2 外文出版社

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 吴如嵩, 吴显林校释 978-7-119-09774-9 外文出版社

陶渊明诗文选 (东晋) 陶渊明著 978-7-119-09885-2 外文出版社

阿Q正传 鲁迅著 978-7-119-09886-9 外文出版社

楚辞选 屈原著 978-7-119-09887-6 外文出版社

赖世雄自然拼读法 赖世雄著 978-7-119-10399-0 外文出版社

赖世雄英语典范作文 赖世雄主编 978-7-119-10400-3 外文出版社

代码大全 (美) Steve McConnell著 978-7-121-02298-2 电子工业出版社

数据结构 (C语言) 实验教程 王英, 柯新生等编著 978-7-121-04477-9 电子工业出版社

Flash ActionScript 3殿堂之路 孙颖著 978-7-121-04883-8 电子工业出版社

技术与创新的管理:战略视角 (美) 玛格丽特·A. 怀特 ... [等]著 978-7-121-05399-3 电子工业出版社

SQL Server实用教程 郑阿奇主编 978-7-121-09006-6 电子工业出版社

QBQ! 问题背后的问题 (美) 约翰·米勒著 978-7-121-09208-4 电子工业出版社

成功实施ERP的规范流程:知理·知己·知彼
·知用

陈启申编著 978-7-121-09363-0 电子工业出版社

SAS统计分析教程 胡良平主编 978-7-121-10976-8 电子工业出版社

数字图像处理
(美) Rafael C. Gonzalez, Richard E. 

Woods著
978-7-121-11008-5 电子工业出版社

x86 PC汇编语言、设计与接口
(美) Muhammad Ali Mazidi, Janice 
Gillispie Mazidi, Danny Causey著

978-7-121-12441-9 电子工业出版社

PLC模拟量与通信控制应用实践 李金城编著 978-7-121-12485-3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交易心理分析 (美) 马克·道格拉斯著 978-7-121-12752-6 电子工业出版社

软件工程:原理与实践 (荷) Hans Van Vliet著 978-7-121-13055-7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云计算 刘鹏主编 978-7-121-13409-8 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络营销推广实战宝典 江礼坤著 978-7-121-13852-2 电子工业出版社

4小时明白保险:保险理财入门书 黄艳著 978-7-121-13893-5 电子工业出版社

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原理图与PCB
设计

周润景, 刘梦男, 苏良昱编著 978-7-121-13900-0 电子工业出版社

YES! 产品经理.1 汤圆, 老马著 978-7-121-14107-2 电子工业出版社

YES! 产品经理.2 汤圆, 老马著 978-7-121-14107-2 电子工业出版社

C++ Primer中文版
Stanley B. Lippman, Josee Lajoie, 

Barbara E. Moo著
978-7-121-15535-2 电子工业出版社

数据化营销 淘宝大学主编 978-7-121-15565-9 电子工业出版社

疯狂Java讲义 李刚编著 978-7-121-15578-9 电子工业出版社

白帽子讲Web安全 吴翰清著 978-7-121-16072-1 电子工业出版社

现代通信原理与技术 陶亚雄主编 978-7-121-17643-2 电子工业出版社

项目中的.NET 李天平编著 978-7-121-17670-8 电子工业出版社

情商培养与训练:65种活动提高你的情商
(美)玛希雅·休斯(Marcia Hughes), (美)詹
姆斯·布拉德福德·特勒尔(James Bradford 

Terrell)著

978-7-121-18198-6 电子工业出版社

ERP —— 从内部集成起步 陈启申编著 978-7-121-18505-2 电子工业出版社

48小时就会画可爱动物 叶菡编著 978-7-121-18626-4 电子工业出版社

ASP.NET MVC4框架揭秘 蒋金楠著 978-7-121-19049-0 电子工业出版社

领导力:如何在组织中成就卓越 (美) 詹姆斯·M. 库泽斯, 巴里·Z. 波斯纳
著

978-7-121-19070-4 电子工业出版社

Arduino从基础到实践 (美) Michael McRoberts著 978-7-121-19201-2 电子工业出版社

Web前端黑客技术揭秘 钟晨鸣, 徐少培编著 978-7-121-19203-6 电子工业出版社

Linux多线程服务端编程:使用muduo C++网络
库

陈硕著 978-7-121-19282-1 电子工业出版社

MATLAB编程与工程应用 (美) Stormy Attaway著 978-7-121-19360-6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中文版Flash CS6完全自学一本通 张晓景, 柳立言编著 978-7-121-19390-3 电子工业出版社

无线定位系统 梁久祯编著 978-7-121-19445-0 电子工业出版社

疯狂Android讲义 李刚编著 978-7-121-19485-6 电子工业出版社

家居检测完全手册 (美)Norman Becker编著 978-7-121-19489-4 电子工业出版社

SQL Server 2012实施与管理实战指南 俞榕刚 ... [等] 著 978-7-121-19499-3 电子工业出版社

New Internet:大数据挖掘 谭磊著 978-7-121-19670-6 电子工业出版社



高血压，你吃对了吗？ 樊蔚虹编著 978-7-121-19865-6 电子工业出版社

解密人像摄影全流程 李元摄影机构编著 978-7-121-20045-8 电子工业出版社

解密风光摄影全流程 李元摄影机构编著 978-7-121-20046-5 电子工业出版社

Windows内核原理与实现 潘爱民著 978-7-121-20056-4 电子工业出版社

生态工程设计:恢复和保护生态系统服务
(美)Marty D. Matlock，(美)Robert A. 

Morgan著
978-7-121-20072-4 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络营销实战密码:策略·技巧·案例 昝辉著 978-7-121-20115-8 电子工业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 谢希仁编著 978-7-121-20167-7 电子工业出版社

画出你的世界:思维导图实战手册 曲智男著 978-7-121-20174-5 电子工业出版社

画出你的世界:思维导图实战手册 曲智男著 978-7-121-20174-5 电子工业出版社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指南 (美)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著 978-7-121-20186-8 电子工业出版社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 马克斯·韦伯著 978-7-121-20192-9 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络营销决胜武器:软文营销实战方法·案例
·问题

徐茂权著 978-7-121-20252-0 电子工业出版社

影响力:如何与上级构建伙伴式关系 (美) 艾伦·R·科恩, 大卫·L·布拉德福德
著

978-7-121-20258-2 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站解密 从零开始学建站 站长百科编著 978-7-121-20262-9 电子工业出版社

界面设计模式 Jenifer Tidwell著 978-7-121-20406-7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年计算机网络联考复习指导 王道论坛组编 978-7-121-20518-7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年数据结构联考复习指导 王道论坛组编 978-7-121-20526-2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年操作系统联考复习指导 王道论坛组编 978-7-121-20527-9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年计算机组成原理联考复习指导 王道论坛组编 978-7-121-20528-6 电子工业出版社

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
侵

(美) 乔纳·伯杰著 978-7-121-21020-4 电子工业出版社

把时间当作朋友 李笑来著 978-7-121-21027-3 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络中心战与联盟作战 (加) Paul T. Mitchell著 978-7-121-21056-3 电子工业出版社

Cocos2d-x游戏开发之旅 钟迪龙著 978-7-121-21136-2 电子工业出版社

大型网站技术架构:核心原理与案例分析 李智慧著 978-7-121-21200-0 电子工业出版社

超高频射频识别原理与应用 (法) Dominique Paret著 978-7-121-21281-9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年计算机专业基础综合考试指导全书 王道论坛组编 978-7-121-21287-1 电子工业出版社

SPSS宝典 杨丹编著 978-7-121-21297-0 电子工业出版社

关于爱 何塞·奥尔特加-加赛特著 978-7-121-21453-0 电子工业出版社

Web信息架构:设计大型网站 (美) Peter Morville, Louis Rosenfeld著 978-7-121-21533-9 电子工业出版社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实践指南 赵刚著 978-7-121-21560-5 电子工业出版社

颠覆医疗:大数据时代的个人健康革命 (美) 埃里克·托普著 978-7-121-21682-4 电子工业出版社



留下你的印记:体现领导力的最高境界 (美) 詹姆斯·库泽斯, 巴里·波斯纳著 978-7-121-21730-2 电子工业出版社

如何让沟通简便高效:让你一语攻心的沟通心
理学技巧

苏拉主编 978-7-121-21761-6 电子工业出版社

优良食材1分钟速查手册 柯慧昕编著 978-7-121-21802-6 电子工业出版社

跨媒体信息技术与应用 杨毅 ... [等] 编著 978-7-121-21834-7 电子工业出版社

Linux运维之道 丁明一编著 978-7-121-21877-4 电子工业出版社

21天学通SQL Server 秦婧等编著 978-7-121-21990-0 电子工业出版社

食物保藏的秘密 琳达·布朗主编 978-7-121-22025-8 电子工业出版社

自行车健身全攻略 王港, 郭意志主编 978-7-121-22049-4 电子工业出版社

咨询室的秘密:倾听你的人生故事 (英) 斯蒂芬·格罗斯著 978-7-121-22053-1 电子工业出版社

共创式教练:转变思维, 蜕变人生 (美) 亨利·吉姆斯-霍斯 ... [等] 著 978-7-121-22058-6 电子工业出版社

图解领导学 戴国良著 978-7-121-22072-2 电子工业出版社

图解营销策划 (英)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彼得·莫里斯著 978-7-121-22145-3 电子工业出版社

通信带宽受限的网络化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 刘庆泉著 978-7-121-22165-1 电子工业出版社

计算机考研:机试指南 王道论坛组编 978-7-121-22177-4 电子工业出版社

我们都有孤独症 庞金玲著 978-7-121-22206-1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三菱FX系列PLC定位控制应用技术 李金城, 付明忠编著 978-7-121-22268-9 电子工业出版社

电子政务 侯卫真主编 978-7-121-22287-0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 (美) J·唐纳德·休斯著 978-7-121-22336-5 电子工业出版社

SEO深度解析:全面挖掘搜索引擎优化的核心
秘密

痞子瑞编著 978-7-121-22404-1 电子工业出版社

终极极客:“Android之父”安迪·鲁宾 张树声,陈斌,朱国文著 978-7-121-22646-5 电子工业出版社

Storm实战:构建大数据实时计算
阿里巴巴集团数据平台事业部商家数据业务

部编著
978-7-121-22649-6 电子工业出版社

绿色城市法则:向可持续发展城市转变 (澳)Steffen Lehmann著 978-7-121-22906-0 电子工业出版社

WebKit技术内幕 朱永盛著 978-7-121-22964-0 电子工业出版社

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 马费成主编 978-7-121-23061-5 电子工业出版社

新经济 新规则 (美)凯文·凯利(Kevin Kelly)著 978-7-121-23318-0 电子工业出版社

信息分析概论 卢小宾主编 978-7-121-23479-8 电子工业出版社

在线社交网络分析 方滨兴 ... [等] 著 978-7-121-23508-5 电子工业出版社

家庭心理学 林昆辉著 978-7-121-23608-2 电子工业出版社

我的第一本心理学书 郭军锋，唐永进等编著 978-7-121-23797-3 电子工业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 王宇, 曲刚编著 978-7-121-23860-4 电子工业出版社

大型分布式网站架构设计与实践 陈康贤著 978-7-121-23885-7 电子工业出版社



管理学 罗哲主编 978-7-121-23964-9 电子工业出版社

Cocos2d-x 3.X手游开发实例详解 于浩洋著 978-7-121-23998-4 电子工业出版社

大数据日知录:架构与算法 张俊林著 978-7-121-24153-6 电子工业出版社

CloudStack入门指南 中国CloudStack社区编写小组编著 978-7-121-24170-3 电子工业出版社

社会保障学 王彩霞主编 978-7-121-24229-8 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络犯罪与信息安全 刘会霞等编著 978-7-121-24260-1 电子工业出版社

社会调查方法与实践 杜智敏编著 978-7-121-24460-5 电子工业出版社

Photoshop CC/CorelDRAW X6平面设计案例
精讲

王进修编著 978-7-121-24535-0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 陈鹏联, 刘建伟主编 978-7-121-24706-4 电子工业出版社

管理运筹学 江文奇编著 978-7-121-24923-5 电子工业出版社

实用美术基础 陈玲, 陈泓吉主编 978-7-121-24948-8 电子工业出版社

大脑骗局 (美) 麦可·史威尼著 978-7-121-25070-5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中国淘宝村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编著 978-7-121-25075-0 电子工业出版社

现代服务品质管理 苏宝炜，李薇薇等编著 978-7-121-25077-4 电子工业出版社

移动营销圣经 阎大为著 978-7-121-25096-5 电子工业出版社

读得懂的医学:消化的秘密 马晋平, 杨杰编著 978-7-121-25133-7 电子工业出版社

白领这样吃皮肤白, 睡眠好, 疾病跑 王海玲编著 978-7-121-25156-6 电子工业出版社

留英岁月 欧美同学会留英分会编著 978-7-121-25203-7 电子工业出版社

传统企业电商突围之路 石锦著 978-7-121-25239-6 电子工业出版社

Photoshop CC 3D及动画极致应用 曹茂鹏编著 978-7-121-25256-3 电子工业出版社

食品健康家庭自助图解一本通,肉食卷 张召锋编著 978-7-121-25277-8 电子工业出版社

食品健康家庭自助图解一本通,水果卷 张召锋编著 978-7-121-25278-5 电子工业出版社

食品健康家庭自助图解一本通,素食卷 张召锋编著 978-7-121-25280-8 电子工业出版社

企业咨询调查问卷精选 (美)梅尔·希尔伯曼(Mel Silberman)编著 978-7-121-25303-4 电子工业出版社

速度:关于精益生产、六西格玛和制约理论的
商业小说

(美)迪·雅各布(Dee Jacob)，(美)苏珊·柏
格兰(Suzan Bergland)，(美)杰夫·考克斯

(Jeff Cox)著

978-7-121-25320-1 电子工业出版社

店员操作手册 黄宪仁，任贤旺编著 978-7-121-25388-1 电子工业出版社

Office 2013高效办公应用 郭旭文,李彤主编 978-7-121-25495-6 电子工业出版社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 刘惠玲, 辛言君编著 978-7-121-25510-6 电子工业出版社

纵横互联网营销:别说你不懂 张浩雷著 978-7-121-25566-3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互联网+:中国步入互联网红利时代 李易主编 978-7-121-25726-1 电子工业出版社

Swifter：100个Swifter开发必备Tip 王巍著 978-7-121-25796-4 电子工业出版社



遥感异常检测仿生算法 李敏，张学武，范新南著 978-7-121-25930-2 电子工业出版社

声环境监测 杨宏晖, 曾向阳, 陈克安编著 978-7-121-25948-7 电子工业出版社

消费心理学及实务 陶敏, 王澄宇主编 978-7-121-26045-2 电子工业出版社

Excel 2013数据透视表完全掌控 左现刚,李彤等编著 978-7-121-26059-9 电子工业出版社

粉丝经济学 黄钰茗著 978-7-121-26203-6 电子工业出版社

Python 3面向对象编程 (加)Dusty Phillips著 978-7-121-26246-3 电子工业出版社

恋爱影像学:教你的男友拍美照 七七著 978-7-121-26275-3 电子工业出版社

在抢单路上:用TOC领跑TLS 赵智平编著 978-7-121-26432-0 电子工业出版社

跨界思维 孔梓编著 978-7-121-26446-7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医药产品经理营销呈现:给医药产品经理的专
业建议

(德)甘特·乌姆巴赫(Gunter Umbach)著 978-7-121-26656-0 电子工业出版社

宇宙的裂缝 张晓峰著 978-7-121-26775-8 电子工业出版社

让药丸变甜:提高病人顺应性的方法
(英)马杜·戴维斯(Madhu Davies)，(英)费

兹·克曼尼(Faiz Kermani)编
978-7-121-26878-6 电子工业出版社

Office妖精是怎样炼成的:Office办公软件职
场应用速成

方洁影编著 978-7-121-26920-2 电子工业出版社

淘宝美工店铺装修实战宝
典:Photoshop+Dreamweaver

方国平编著 978-7-121-27100-7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互联网+医疗健康:迈向5P医学时代 主编陈金雄 978-7-121-27224-0 电子工业出版社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美)凯文·凯利(Kevin Kelly)著 978-7-121-27229-5 电子工业出版社

微观世界大百科 (英)迈克·戈德史密斯等著 978-7-121-27238-7 电子工业出版社

必然 (美)凯文·凯利(Kevin Kelly)著 978-7-121-27239-4 电子工业出版社

美国的痛点:科学否定派如何威胁我们的未来
(美)唐纳德·普罗西罗(Donald R. 

Prothero)著
978-7-121-27270-7 电子工业出版社

积极心态成就卓越领导:基于现实的领导方法 (美)希·维克曼(Cy Wakeman)著 978-7-121-27317-9 电子工业出版社

可行愿景 (美)吉罗德·肯德尔(Gerald I. Kendall)著 978-7-121-27343-8 电子工业出版社

可穿戴医疗:移动医疗新浪潮 陈根著 978-7-121-27344-5 电子工业出版社

大脑大搜查 (美) 杰克·刘易斯, 阿德里安·韦伯斯特著 978-7-121-27386-5 电子工业出版社

巅峰追光者 阿刘著 978-7-121-27389-6 电子工业出版社

科学与生活 郭培俊等编著 978-7-121-27448-0 电子工业出版社

做好孕前排毒 怀上超棒一胎 张靖编著 978-7-121-27459-6 电子工业出版社

从职场新人到职场精英:教你轻松提升10项职
场软技能

李家强著 978-7-121-27471-8 电子工业出版社

面向对象葵花宝典:思想、技巧与实践 李运华编著 978-7-121-27473-2 电子工业出版社



常见食物营养百科:告诉你经过科学验证的食
物营养秘密

(美) 托妮娅·莱恩哈德著 978-7-121-27480-0 电子工业出版社

OS X系统管理和部署 (加)Tony Liu编著 978-7-121-27527-2 电子工业出版社

21天学通JavaScript 马翠翠编著 978-7-121-27556-2 电子工业出版社

21天学通C语言 刘蕾编著 978-7-121-27557-9 电子工业出版社

21天学通Visual C++ 张昆编著 978-7-121-27558-6 电子工业出版社

21天学通Python 刘凌霞，郝宁波，吴海涛编著 978-7-121-27561-6 电子工业出版社

Swifter：100个Swift 2开发必备Tip 王巍著 978-7-121-27582-1 电子工业出版社

21天学通Visual Basic 马军编著 978-7-121-27584-5 电子工业出版社

ES 6标准入门 阮一峰著 978-7-121-27657-6 电子工业出版社

物流江湖自我修炼之道:一位物流经理人的精
益职场实战感悟

蒋啸冰著 978-7-121-27682-8 电子工业出版社

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 万维钢(同人于野)著 978-7-121-27731-3 电子工业出版社

Div+CSS 3+jQuery网页设计深度剖析 张晓景编著 978-7-121-27736-8 电子工业出版社

美国社会问题
(美) 斯坦利·艾岑, (美) 玛克辛·巴卡·

金, (美) 凯利·艾岑·史密斯著
978-7-121-27740-5 电子工业出版社

探秘动物50年:科学探险家的足迹 高登义，陈芳烈主编 978-7-121-27750-4 电子工业出版社

麦肯锡效率 孙科柳，张余编著 978-7-121-27755-9 电子工业出版社

跨界战争:商业重组与社会巨变 水木然著 978-7-121-27766-5 电子工业出版社

狂野地球 (英)DK出版社编著 978-7-121-27771-9 电子工业出版社

21天学通Java 郭现杰编著 978-7-121-27841-9 电子工业出版社

21天学通C++ 刘蕾编著 978-7-121-27879-2 电子工业出版社

体验:未来业务新场景 (美)布瑞恩·索利斯(Brian Solis)著 978-7-121-27928-7 电子工业出版社

新会计业务实用全书 郝畅编著 978-7-121-27957-7 电子工业出版社

爱上慢慢变老的自己:专业医生给你的57个实
用身心提醒

刘秀枝著 978-7-121-27993-5 电子工业出版社

STM32F0系列Cortex-M0原理与实践 张燕妮主编 978-7-121-28086-3 电子工业出版社

卵巢好, 女人不会老 安丽编著 978-7-121-28156-3 电子工业出版社

内分泌决定女人健康 刘建平主编 978-7-121-28183-9 电子工业出版社

麦肯锡商业模式 孙科柳，张余编著 978-7-121-28210-2 电子工业出版社

月经调养书:轻松瘦 面容娇 人不老 毕蕙主编 978-7-121-28215-7 电子工业出版社

Office 2016商务办公从新手到高手 点金文化编著 978-7-121-28283-6 电子工业出版社

AutoCAD 2016中文版快捷命令:权威授权版 ACAA教育主编 978-7-121-28302-4 电子工业出版社

DK女性健身指南 (英)肖恩·巴特拉姆(Bartram, S.)著 978-7-121-28311-6 电子工业出版社



R语言数据挖掘方法及应用 薛薇编著 978-7-121-28327-7 电子工业出版社

视觉陷阱:眼睛是如何欺骗你的 (英) 克莱夫·吉福德著 978-7-121-28461-8 电子工业出版社

PowerPoint助教:PPT交互性课件实例精粹 蔺建军著 978-7-121-28469-4 电子工业出版社

PPT 2016商务幻灯片设计与制作从新手到高
手

点金文化编著 978-7-121-28491-5 电子工业出版社

温柔分娩 (美)芭芭拉·哈珀著 978-7-121-28586-8 电子工业出版社

毒物之书:人类与有毒物种的那点事儿 (美)马克·西达尔著 978-7-121-28594-3 电子工业出版社

黑心树 刘广元著 978-7-121-28658-2 电子工业出版社

生于一九八四 郝景芳著 978-7-121-28659-9 电子工业出版社

超越医疗:HIT的拓荒 任连仲编著 978-7-121-28672-8 电子工业出版社

地球·生命:138亿年的进化 (日)谷合稔著 978-7-121-28694-0 电子工业出版社

自然资源保护与生活 (美) Daniel D.Chiras, John P. Reganold
著

978-7-121-28790-9 电子工业出版社

谁说菜鸟不会数据分析:纪念版,入门篇 张文霖, 刘夏璐, 狄松编著 978-7-121-28798-5 电子工业出版社

谁说菜鸟不会数据分析,工具篇 张文霖[等]编著 978-7-121-28799-2 电子工业出版社

谁说菜鸟不会数据分析,SPSS篇 狄松[等]编著 978-7-121-28801-2 电子工业出版社

原子与宇宙 (美)《科学新闻》杂志社(Science News)编
著

978-7-121-28888-3 电子工业出版社

探险警示录 高登义，陈芳烈主编 978-7-121-28904-0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人类3.0:不断进步升级的人类 (加)彼得·诺瓦克(Peter Nowak)著 978-7-121-28943-9 电子工业出版社

淘宝店铺网络营销赢家手册 崔恒华编著 978-7-121-28951-4 电子工业出版社

Excel疑难妙解:函数版 陈锡卢编著 978-7-121-28998-9 电子工业出版社

Premiere CC视频编辑教程 黄洪杰，管建光主编 978-7-121-29102-9 电子工业出版社

身体中的宇宙:探索宇宙、地球与人类进化的
共同历史

(美)尼尔·舒宾(Neil Shubin)著 978-7-121-29240-8 电子工业出版社

天才的另一面 达·芬奇 (英) 丹尼尔·史密斯著 978-7-121-29378-8 电子工业出版社

PPT演示之道:写给非设计人员的幻灯片指南 孙小小著 978-7-121-29452-5 电子工业出版社

数据有度:场景时代的内容玩法 许秋里著 978-7-121-29494-5 电子工业出版社

Linux运维之道 丁明一编著 978-7-121-29596-6 电子工业出版社

电子计算60年 彭民德著 978-7-121-29693-2 电子工业出版社

江河溯源 周长进著 978-7-121-29728-1 电子工业出版社

生物学与生活
(美)Teresa Audesirk，(美)Gerald 
Audesirk，(美)Bruce E. Byers著

978-7-121-29774-8 电子工业出版社

DevOps实践 (瑞典)Joakim Verona著 978-7-121-29812-7 电子工业出版社

极简图书史 (英)罗德里克·凯夫，(英)萨拉·阿亚德著 978-7-121-29814-1 电子工业出版社

人像止水:我的旅行自拍笔记 李慧妍著 978-7-121-29818-9 电子工业出版社



淘宝网店页面设计、布局、配色、装修一本
通

孙东梅编著 978-7-121-29831-8 电子工业出版社

乐在奇峰幽谷间 高登义著 978-7-121-29836-3 电子工业出版社

R语言预测实战 游皓麟著 978-7-121-29854-7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医疗革命:医学数据挖掘的理论与实践 邵学杰著 978-7-121-29867-7 电子工业出版社

Python数据抓取技术与实战 潘庆和，赵星驰编著 978-7-121-29884-4 电子工业出版社

Excel数据之美:科学图表与商业图表的绘制 张杰著 978-7-121-29890-5 电子工业出版社

虚拟引导的秘诀:在线会议引导的实操指南
(美)迈克尔·威尔金森(Michael 

Wilkinson)，(美)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978-7-121-29939-1 电子工业出版社

沟通其实很简单:9条法则教你达到沟通目的 (美)黛安娜·布赫(Dianna Booher)著 978-7-121-29950-6 电子工业出版社

零基础学素描 漫果著 978-7-121-29982-7 电子工业出版社

心理学常识常备实用百科:一本看得懂、用得
上的心理学实用百科全书

石楠编著 978-7-121-29992-6 电子工业出版社

大数据架构详解:从数据获取到深度学习 朱洁，罗华霖编著 978-7-121-30000-4 电子工业出版社

有效沟通 Sauudra Hybels,Richard L. Weaver II著 978-7-121-30054-7 电子工业出版社

PPT设计思维:教你又好又快搞定幻灯片 邵云蛟著 978-7-121-30196-4 电子工业出版社

ERDAS遥感图像处理与分析 詹云军主编 978-7-121-30260-2 电子工业出版社

Docker实战 (美)Jeff Nickoloff著 978-7-121-30306-7 电子工业出版社

采购过程控制:谈判技巧·合同管理·成本控
制

李政, 姜宏峰编著 978-7-122-07167-5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股市的逻辑 闵纬国著 978-7-122-08340-1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世界500强人力资源总监管理笔记 潘新民编 978-7-122-11429-7 化学工业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理论与实践 李飒, 李艳杰主编 978-7-122-12937-6 化学工业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实训教程 王嫣主编 978-7-122-13056-3 化学工业出版社

轻松掌握数码摄影与Photoshop后期处理完全
攻略

缪鹏, 高平主编 978-7-122-13342-7 化学工业出版社

轻松学Java编程 赵振方, 陈景霞, 王慧等编著 978-7-122-13420-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像医生一样思考:专业医药代表从入门到进阶 康震, 吴鹏, 张旭编 978-7-122-14175-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艾滋病中西医基础与临床 李峰，关静主编 978-7-122-15006-6 化学工业出版社

污染减排与清洁生产 程言君, 宋云, 孙晓峰主编 978-7-122-15517-7 化学工业出版社

抗病毒药物及其研究方法 陈鸿珊，张兴权主编 978-7-122-15588-7 化学工业出版社

膜生物反应器技术与应用 李安峰, 潘涛, 骆坚平编著 978-7-122-15738-6 化学工业出版社

二氧化碳减排工艺与技术:溶剂吸收法 刘有智, 申红艳编著 978-7-122-16358-5 化学工业出版社

消化科 纪光伟主编 978-7-122-16487-2 化学工业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与肝病 胡爱荣, 邢延清主编 978-7-122-16591-6 化学工业出版社



养生太极拳 太极剑 太极扇从初学到高手 周庆海主编 978-7-122-16678-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再生资源工艺和设备 刘明华主编 978-7-122-16736-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废物填埋手册 胡华龙, 邱琦, 孙绍锋等编译 978-7-122-16872-6 化学工业出版社

清洁生产审核案例教程 谢武, 王金菊主编 978-7-122-16918-1 化学工业出版社

高血压饮食宜忌速查手册 刘玉娟主编 978-7-122-17209-9 化学工业出版社

海底捞店长日记.2,从海底捞到净雅 李顺军著 978-7-122-17741-4 化学工业出版社

恶臭污染评估技术及环境基准 邹克华主编 978-7-122-17899-2 化学工业出版社

马丁代尔药物大典 (英) S. C. 斯威曼主编 978-7-122-17974-6 化学工业出版社

健康医疗云 高解春, 何萍, 于广军等编著 978-7-122-18231-9 化学工业出版社

金属废物的再生利用与环境保护 周炳炎主编 978-7-122-18239-5 化学工业出版社

马丁代尔药物大典 (英) S. C.斯威曼主编 978-7-122-18257-9 化学工业出版社

新型生态城市系统构建技术 温娟, 孙贻超, 张涛等编著 978-7-122-18286-9 化学工业出版社

钢铁行业污染综合防治最佳可行技术 欧洲共同体联合研究中心编著 978-7-122-18290-6 化学工业出版社

糖尿病饮食宜忌速查手册 杨红, 双福主编 978-7-122-18301-9 化学工业出版社

儿科医师查房手册 王滔主编 978-7-122-18316-3 化学工业出版社

非营利性医院的企业式经营:向长庚医院学管
理

王冬, 黄德海著 978-7-122-18344-6 化学工业出版社

核能开发与应用 马栩泉编著 978-7-122-18374-3 化学工业出版社

废旧金属再生利用技术 刘明华主编 978-7-122-18397-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前列腺疾病临床诊断与治疗 王磊, 高景宇, 郑素芬主编 978-7-122-18533-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头痛临床诊断与治疗 赵宝华, 庞志广, 陈玉敏主编 978-7-122-18534-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医院药学工作规范指南 陆进, 张相林主编 978-7-122-18564-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基因疾病的分子生物学 潘学峰著 978-7-122-18599-0 化学工业出版社

神经外科护理查房手册 徐德保, 唐云红主编 978-7-122-18637-9 化学工业出版社

内科护士一本通 李扬, 袁丽主编 978-7-122-18670-6 化学工业出版社

针灸穴位全真图解 郭长青, 刘乃刚, 曹榕娟编绘 978-7-122-18805-2 化学工业出版社

手术室护士一本通 黄静主编 978-7-122-18938-7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物化学进展.9 主编彭司勋 978-7-122-18942-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妇产科护士一本通 吴丽军, 刘霞主编 978-7-122-18958-5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外科护士一本通 王泽娟, 王晓杰主编 978-7-122-19035-2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肿瘤科护理查房手册 岳丽青, 匡雪春主编 978-7-122-19067-3 化学工业出版社

康复专科护士实践手册 陈燕琴, 任红俤主编 978-7-122-19096-3 化学工业出版社

煤矿区三废治理技术及循环经济 王春荣, 何绪文编著 978-7-122-19123-6 化学工业出版社

儿科护士一本通 沈曲, 郑鸿主编 978-7-122-19136-6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临床药学百科 汤光, 史亦丽编著 978-7-122-19138-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王革华 ... [等] 编著 978-7-122-19142-7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药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段金廒主编 978-7-122-19212-7 化学工业出版社

特战精锐之欧罗巴尖兵:揭秘欧洲精锐特种部
队

军情视点编 978-7-122-19265-3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大宗有机化学品工业污染综合防治最佳可行
技术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编著 978-7-122-19338-4 化学工业出版社

急危重症护理查房手册 虞玲丽, 李丽主编 978-7-122-19357-5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大红酸枝收藏入门百科 胡古越, 陈少飞编著 978-7-122-19379-7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常见疾病谱用药速查速用手册 康震主编 978-7-122-19384-1 化学工业出版社

水电能资源开发利用 张超编著 978-7-122-19402-2 化学工业出版社

耶鲁大学最受欢迎的公开课:博奕论 郭海峰编著 978-7-122-19438-1 化学工业出版社

6759对药物配伍速查与释疑手册 李国锋, 杨凌主编 978-7-122-19442-8 化学工业出版社

疑难肺部疾病诊治示例与评析 李羲, 张劭夫主编 978-7-122-19483-1 化学工业出版社

鱼:一种永葆工作活力的绝妙方法
(美) 斯蒂芬·伦丁, 约翰·克里斯坦森, 哈

里·保罗著
978-7-122-19552-4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用植物九里香研究与利用 骆焱平著 978-7-122-19573-9 化学工业出版社

揭秘人与进化 门中华编著 978-7-122-19608-8 化学工业出版社

新药研发案例研究:明星药物如何从实验室走
向市场

白东鲁, 沈竞康主编 978-7-122-19620-0 化学工业出版社

对症穴位按摩速查全书 郭长青主编 978-7-122-19653-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养老护理员上岗手册 宋慧娟, 邢誉主编 978-7-122-19667-5 化学工业出版社

对症刮痧速查全书 郭长青主编 978-7-122-19669-9 化学工业出版社

安全输液 高海春主编 978-7-122-19697-2 化学工业出版社

护理员基础知识与技能 毛惠娜, 王莉慧主编 978-7-122-19707-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功能性食品胶 胡国华主编 978-7-122-19714-6 化学工业出版社

光动力治疗基本原理及其应用 丁慧颖编著 978-7-122-19756-6 化学工业出版社

巴林石收藏入门百科 刘道荣, 何平编著 978-7-122-19837-2 化学工业出版社

生物质能资源清洁转化利用技术 田宜水, 姚向君编著 978-7-122-20070-9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临床骨科诊断与治疗 任高宏主编 978-7-122-20092-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查房手册 谭红莲, 罗煜主编 978-7-122-20117-1 化学工业出版社

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实践手册 王珑, 陈晓欢主编 978-7-122-20380-9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师咨询常见问题解答:面向患者, 答疑解惑 张石革主编 978-7-122-20382-3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外科护理查房手册 张红, 黄伦芳主编 978-7-122-20383-0 化学工业出版社

冠心病家庭用药、配餐与护理 滕中华, 王莉慧主编 978-7-122-20543-8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医疾病病症处方手册 陈学荣主编 978-7-122-20544-5 化学工业出版社

老年专科护士实践手册 李红, 陈秋华主编 978-7-122-20668-8 化学工业出版社

战地力量突击步枪 军情视点编 978-7-122-20689-3 化学工业出版社

新概念英语同步词汇一学就会 壹佳英语创作团队编著 978-7-122-20724-1 化学工业出版社

MRI鉴别诊断一点通 范国光主编 978-7-122-20738-8 化学工业出版社

颈肩腰腿痛临床诊断与治疗 岳民生, 赵延宾, 司翠权主编 978-7-122-20877-4 化学工业出版社

骨科护理查房手册 周阳, 彭伶丽主编 978-7-122-20957-3 化学工业出版社

食品工业酶技术 胡爱军，郑捷编著 978-7-122-21011-1 化学工业出版社

CT鉴别诊断一点通 范国光主编 978-7-122-21024-1 化学工业出版社

河流如血.上 海岩著 978-7-122-21043-2 化学工业出版社

河流如血.下 海岩著 978-7-122-21043-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呼吸内科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 许光兰, 陈平主编 978-7-122-21186-6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外科医嘱速查手册 陈椿, 朱勇主编 978-7-122-21227-6 化学工业出版社

神经内科护理查房手册 陶子荣, 戴玉主编 978-7-122-21241-2 化学工业出版社

新编皮肤病诊疗图谱 赵理明著 978-7-122-21328-0 化学工业出版社

食品乳状液及乳化新技术 曹雁平, 许朵霞, 侯占群编著 978-7-122-21417-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内分泌科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 唐爱华, 李双蕾主编 978-7-122-21443-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肝胆胰疾病临床诊断与治疗 孟惠彦, 王跃欣, 韩海峰主编 978-7-122-21491-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儿科护理查房手册 周霞, 唐慧主编 978-7-122-21503-1 化学工业出版社

管理沟通:理论、工具、测评、案例 王瑞永主编 978-7-122-21512-3 化学工业出版社

人体微生物组 (美) D.N.弗雷德里克斯著 978-7-122-21549-9 化学工业出版社

约尼的最后一战:恩德培救援行动，1976 (以)伊多·内塔尼亚胡(Iddo Netanyahu)著 978-7-122-21554-3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上帝呀，你挨过饿吗？ (以)约瑟夫·鲍(Joseph Bau)著 978-7-122-21557-4 化学工业出版社

体能基础训练私人教练150课 健身私人教练编写组编 978-7-122-21686-1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肾内科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 史伟, 吴金玉主编 978-7-122-21703-5 化学工业出版社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 钱和, 林琳, 于瑞莲主编 978-7-122-21710-3 化学工业出版社

住院医师必备临床诊断技术 陈晓春, 黄华品, 蔡国恩主编 978-7-122-21718-9 化学工业出版社

骨科医师查房手册 张怡元, 林焱斌主编 978-7-122-21719-6 化学工业出版社

消化内科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 黄贵华, 陈国忠主编 978-7-122-21742-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妇产科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 林寒梅, 李善霞主编 978-7-122-21745-5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药功效“快快”记忆法 王满恩, 薛建英编著 978-7-122-21776-9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药注射剂临床合理使用手册 刘效栓, 李喜香主编 978-7-122-21778-3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肌肉训练私人教练150课 健身私人教练编写组编 978-7-122-21779-0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大猎杀 庄欣著 978-7-122-21863-6 化学工业出版社

拉伸运动私人教练150课 健身私人教练编写组编 978-7-122-21926-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因为爱你，所以想带你看世界 谢丹著 978-7-122-21935-0 化学工业出版社

科技查新典型案例解析 杨守文, 杨健安主编 978-7-122-21979-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哑铃健身私人教练100课 健身私人教练编写组编 978-7-122-22045-5 化学工业出版社

房地产纠纷百问百答 李代广编著 978-7-122-22048-6 化学工业出版社

单车骑行完全攻略 姚加成主编 978-7-122-22114-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化学化工文献检索与应用 陈琼，朱传方，辜清华编著 978-7-122-22129-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奇制胜:互联网营销完全攻略 卢松松,牛广宏编著 978-7-122-22160-5 化学工业出版社

心内科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 卢健棋, 王庆高主编 978-7-122-22161-2 化学工业出版社

骨科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 钟远鸣, 米琨, 许建文主编 978-7-122-22162-9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肿瘤内科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 张玉梅, 陈逸恒主编 978-7-122-22190-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快速阅读 (英) 东尼·博赞著 978-7-122-22225-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另一方玩家 (美) 埃勒里·奎因著 978-7-122-22257-2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药材GAP操作实务,药用植物类 姜程曦, 李校堃主编 978-7-122-22279-4 化学工业出版社

红云町咖啡屋事件簿.1,拂萩之雨 (日) 吉永南央著 978-7-122-22302-9 化学工业出版社

图解军事术语.下 凌翔主编 978-7-122-22384-5 化学工业出版社

图解军事术语.上 凌翔主编 978-7-122-22385-2 化学工业出版社

超声读片指南 刘艳君, 王学梅主编 978-7-122-22405-7 化学工业出版社

100年54篇英语世界文学名著:品味最豪华的
文学盛宴

杨春丽, 程俊玲, 何婧主编 978-7-122-22420-0 化学工业出版社

养殖业产品加工技术问答 李典友, 高本刚编著 978-7-122-22424-8 化学工业出版社

母性 (日)湊佳苗著 978-7-122-22492-7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医药营销技术 杨美玲, 张自英主编 978-7-122-22519-1 化学工业出版社

神经系统少见疑难误诊病例分析 张广智, 邹玉安著 978-7-122-22549-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卡耐基：做一个会说话会办事的聪明人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122-22572-6 化学工业出版社

MRI读片掌中宝 范国光主编 978-7-122-22658-7 化学工业出版社

X线读片掌中宝 范国光主编 978-7-122-22659-4 化学工业出版社

野花家族 江珊著 978-7-122-22670-9 化学工业出版社

马丁代尔心脏病学 (英)S.C. 斯威曼(Sean C Sweetman)主编 978-7-122-22688-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坦桑尼亚:那片蓝得要碎掉的天 可描著 978-7-122-22691-4 化学工业出版社

英语四、六级词组辨析手册,中级 余富林, 丁文主编 978-7-122-22701-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品知识营销 申俊龙，汤少梁主编 978-7-122-22717-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小王子 (法) 圣埃克苏佩里著 978-7-122-22727-0 化学工业出版社

消化内科新医师手册 林寿宁, 朱永苹, 林树元编 978-7-122-22751-5 化学工业出版社

儿科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 李伟伟, 王力宁主编 978-7-122-22753-9 化学工业出版社

第四次中国总膳食研究 吴永宁,李筱薇主编 978-7-122-22776-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再造医酬:PF医师费制度实战全解析 杨长青, 王克霞著 978-7-122-22779-9 化学工业出版社

护理礼仪 凌翠云, 龚爱萍主编 978-7-122-22822-2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师临床实践案例精萃 (美)D.B. 金斯贝格(Diane B. Ginsburg)主
编

978-7-122-22888-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天然胰岛素:含钒矿泉水的奇迹 熊杰编著 978-7-122-23104-8 化学工业出版社

何必等来生 燕子著 978-7-122-23334-9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医学检验结果导读 张曼主编 978-7-122-23343-1 化学工业出版社

这个词，竟然是这个意思.I 许晖著 978-7-122-23428-5 化学工业出版社

这个词，竟然是这个意思.II 许晖著 978-7-122-23429-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八十天环游世界 圆梦之旅 彭锦程著 978-7-122-23438-4 化学工业出版社

325种常见中草药识别应用彩色图鉴 于俊林，胡彦武，秦汝兰主编 978-7-122-23454-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农药每日允许摄入量手册 张丽英，陶传江编著 978-7-122-23524-4 化学工业出版社

王阳明 高兴宇著 978-7-122-23612-8 化学工业出版社

惊人的消脂塑身跪瘦操 栾宜桦, 宁小舒著 978-7-122-23709-5 化学工业出版社

紫茎泽兰的防控与利用 张锦华著 978-7-122-23734-7 化学工业出版社

我最喜爱的日常手编便服 (日)michiyo著 978-7-122-23749-1 化学工业出版社

最想织给我和他的手编毛衣 (日) michiyo著 978-7-122-23751-4 化学工业出版社

X线诊断报告书写技巧 周军, 范国光主编 978-7-122-23769-9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医院伦理委员会标准操作规程 胡晋红主编 978-7-122-23770-5 化学工业出版社

给孩子最好的视力 (日)林督元著 978-7-122-23771-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常见病中医处方手册 邹红英, 王华, 郑勤主编 978-7-122-23782-8 化学工业出版社

风工房的经典北欧花样编织 (日) 风工房著 978-7-122-23793-4 化学工业出版社

CT诊断报告书写技巧 周军, 范国光主编 978-7-122-23794-1 化学工业出版社

英语四、六级词组辨析手册,高级 张立丽主编 978-7-122-23923-5 化学工业出版社

有机配体靶向端粒DNA G-四链体的分子模拟 李锦莲著 978-7-122-23926-6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常见病诊断与用药 戴德银, 黄茂涛, 张德云主编 978-7-122-23969-3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药配对 能消百病 纪清, 王桂茂主编 978-7-122-24126-9 化学工业出版社

甲壳素/壳聚糖材料及应用 施晓文，邓红兵，杜予民编著 978-7-122-24155-9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肿瘤内科医嘱速查手册 陈强, 林小燕, 施纯玫主编 978-7-122-24166-5 化学工业出版社

鲜花盛开的春天 人海中著 978-7-122-24185-6 化学工业出版社



绝色夜景这样拍就对了！ DIGIPHOTO编辑部主编 978-7-122-24235-8 化学工业出版社

战场无人:机器人的较量 白海军等编 978-7-122-24236-5 化学工业出版社

药品营销 王成业, 邹旭芳编 978-7-122-24397-3 化学工业出版社

美国武器大百科 军情视点编 978-7-122-24421-5 化学工业出版社

MRI诊断报告书写技巧 周军，范国光主编 978-7-122-24448-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坚不可摧:一名海豹突击队军士长的战地手记 (美) 汤姆·谢伊著 978-7-122-24456-7 化学工业出版社

健康与化学:健康生活的学问 谢德明[等]编 978-7-122-24468-0 化学工业出版社

动物解剖组织学 李健, 李梦云, 余祖华主编 978-7-122-24498-7 化学工业出版社

100项临床护理操作详解 许红梅，陈晓琳，崔景晶主编 978-7-122-24589-2 化学工业出版社

逻辑学原来如此有趣 丁毓峰编著 978-7-122-24653-0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上帝之灯 (美) 埃勒里·奎因著 978-7-122-24688-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 马文斌，尹崇高主编 978-7-122-24717-9 化学工业出版社

感染科护理查房手册 袁素娥，李春梅，杨莎主编 978-7-122-24747-6 化学工业出版社

从零开始学德语:德语入门必修5堂课 王蕾编著 978-7-122-24771-1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临床实用皮肤病性病诊疗图谱 程波主编 978-7-122-24877-0 化学工业出版社

漫游世界文明，学地道英语:英汉对照（插图
本）

(英)蒂娜·乔尼斯(Tina Gionis)编著 978-7-122-24912-8 化学工业出版社

探索人类文明, 学地道英语:英汉对照（插图
本）

(英) 保罗·奥黑根编著 978-7-122-24913-5 化学工业出版社

读名人小传，学地道英语:英汉对照（插图
本）

(英) 保罗·奥黑根编著 978-7-122-24914-2 化学工业出版社

红云町咖啡屋事件簿.2,直到那一天 (日) 吉永南央著 978-7-122-24924-1 化学工业出版社

俄罗斯武器大百科 军情视点编 978-7-122-24964-7 化学工业出版社

红云町咖啡屋事件簿.3,无名之花 (日) 吉永南央著 978-7-122-24997-5 化学工业出版社

胸部X线征:影像表现与临床意义 李羲，张劭夫主编 978-7-122-25057-5 化学工业出版社

食品营养与健康 丁利君，成晓玲编 978-7-122-25088-9 化学工业出版社

急诊科医师查房手册 李奇林, 王永剑, 梁子敬主编 978-7-122-25095-7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头颈肿瘤外科护理手册 邹艳辉，谢燕平，李力主编 978-7-122-25118-3 化学工业出版社

针灸经穴速记歌诀 胡波主编 978-7-122-25145-9 化学工业出版社

解剖学速记歌诀 李兴广，司银楚主编 978-7-122-25146-6 化学工业出版社

方剂学速记歌诀 李兴广，张珊，姜昭妍主编 978-7-122-25147-3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药学速记歌诀 李兴广，马家宝主编 978-7-122-25148-0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速记歌诀 李兴广，杨毅玲主编 978-7-122-25149-7 化学工业出版社

超级牛散 醉狮血著 978-7-122-25165-7 化学工业出版社

新兵健康自助手册 李浴峰, 刘华磊主编 978-7-122-25178-7 化学工业出版社

基础验光规范与配镜 呼正林，袁淑波，马林编著 978-7-122-25234-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肿瘤细胞免疫:免疫细胞和肿瘤细胞的相互作
用

(波)M. 克林克(Magdalena Klink)编 978-7-122-25254-8 化学工业出版社

樱花秘密基地 (日)朱川溱人著 978-7-122-25322-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实用体能训练方法 李铂，李帅星主编 978-7-122-25444-3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临床医嘱速查手册 王滔, 施光亚, 林帆主编 978-7-122-25529-7 化学工业出版社

催眠大师艾瑞克森治疗实录 (美)杰弗瑞·萨德(Jeffrey Zeig)著 978-7-122-25533-4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速记歌诀 李兴广，张惠敏主编 978-7-122-25584-6 化学工业出版社

伪装者.上 张勇著 978-7-122-25586-0 化学工业出版社

伪装者.下 张勇著 978-7-122-25586-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让我们晚一点遇见，然后一辈子 万诗语著 978-7-122-25601-0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一个人也可以不孤独 杨杨主编 978-7-122-25602-7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世上所有的事与愿违，原来都是另有安排 徐琳媛主编 978-7-122-25615-7 化学工业出版社

我已见过银河, 却仍只爱你这一颗星 徐琳媛主编 978-7-122-25616-4 化学工业出版社

水分胁迫声发射信号分析与处理 王建新，隋美丽著 978-7-122-25627-0 化学工业出版社

鼻腔药物制剂:基础与应用 赵应征主编 978-7-122-25674-4 化学工业出版社

轻轻松松认植物 汪劲武编著 978-7-122-25711-6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大别山地区特色药用植物:以鄂东九种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为例

张万举, 张编著 978-7-122-25717-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德国坦克装甲车辆:1936-1945 汉明文化工作室编著 978-7-122-25729-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催眠大师艾瑞克森和他的催眠疗法 (美)杰弗瑞·萨德(Jeffrey Zeig)著 978-7-122-25756-7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大猎杀.2,股市局中局 庄欣著 978-7-122-25761-1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国酒生产技术与酒文化 管斌主编 978-7-122-25767-3 化学工业出版社

零基础轻松学速写 漫果，卞昱婷著 978-7-122-25799-4 化学工业出版社

零基础轻松学素描 漫果著 978-7-122-25800-7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临床营养培训手册 刘英华, 张永主编 978-7-122-25863-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全国名老中医陈家礼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集 李变花主编 978-7-122-25981-3 化学工业出版社

青春在上 鲁姜楠著 978-7-122-25982-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营养健康新概念 张耀辉，杨与争编著 978-7-122-25986-8 化学工业出版社

艾灸祛寒湿看这本就够 吴中朝编著 978-7-122-26016-1 化学工业出版社

人乳成分:存在形式、含量、功能、检测方法 荫士安主编 978-7-122-26018-5 化学工业出版社

湿热灭菌工艺的验证 (美)J.莫登豪尔著 978-7-122-26032-1 化学工业出版社

范志红写给女人的美丽健康书 范志红著 978-7-122-26094-9 化学工业出版社

生态恢复的原理与实践 李洪远，莫训强主编 978-7-122-26183-0 化学工业出版社

实用中药临床手册 刘俊主编 978-7-122-26200-4 化学工业出版社



抚触捏脊消百病:老中医不外传的小儿保健法 隋晓峰，双福主编 978-7-122-26203-5 化学工业出版社

体育保健与运动康复技术 牛映雪，鹿国晖，刘扬主编 978-7-122-26208-0 化学工业出版社

猪营养代谢与表观遗传学 黄飞若著 978-7-122-26258-5 化学工业出版社

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 (英) 西门·沙马著 978-7-122-26269-1 化学工业出版社

脑病良方验方 刘刚, 袁立霞主编 978-7-122-26336-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肾病居家饮食与中医调养 邓丽丽，刘旭生主编 978-7-122-26341-4 化学工业出版社

肌肉训练完全图解 (日) 荒川裕志著 978-7-122-26425-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只因为年轻啊:张晓风散文选中学生读本 张晓风著 978-7-122-26495-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呦呦寻蒿记 本书编写组编 978-7-122-26511-1 化学工业出版社

神经外科专科护士实用手册 郎红娟，侯芳主编 978-7-122-26514-2 化学工业出版社

突击步枪图鉴 军情视点编 978-7-122-26518-0 化学工业出版社

好照片在哪里:跟李少白学摄影 李少白,何星著 978-7-122-26596-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冷兵器图鉴 军情视点编 978-7-122-26639-2 化学工业出版社

龙凤装饰经典 徐华铛著 978-7-122-26674-3 化学工业出版社

羊毛线刺绣 (日) 樋口愉美子著 978-7-122-26686-6 化学工业出版社

痛风饮食用药中医调养 钱秋海, 倪青, 高毅主编 978-7-122-26700-9 化学工业出版社

验光操作流程图解 呼正林编著 978-7-122-26745-0 化学工业出版社

560种中草药野外识别彩色图鉴 车晋滇编著 978-7-122-26763-4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国旗袍200例 徐丽主编 978-7-122-26813-6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临床实习医师手册 刘海江，胡敏主编 978-7-122-26830-3 化学工业出版社

全科医生诊疗手册:畅销升级 刘新民，王涤非，凌敏主编 978-7-122-26852-5 化学工业出版社

淡水沉积物硅藻图谱 陈贺，刘子方，吕军等编著 978-7-122-26854-9 化学工业出版社

名老中医崔述生推拿手法图谱 崔述生名老中医工作室编写 978-7-122-26864-8 化学工业出版社

铜调控蛋白CopC探究 李慧卿著 978-7-122-26868-6 化学工业出版社

老中医胃肠病治疗与调养方 李保双，朱清主编 978-7-122-26872-3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临床护理三基实践指导 李映兰, 李红主编 978-7-122-26879-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对症拔罐很有效 陈红主编 978-7-122-26908-9 化学工业出版社

欧阳朝霞讲战国红玛瑙 欧阳朝霞编著 978-7-122-26933-1 化学工业出版社

解密摄影:跟着好照片学拍照 (韩) 文喆珍编著 978-7-122-26936-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吕思勉说三国 吕思勉著 978-7-122-26950-8 化学工业出版社

风湿免疫科医师查房手册 左晓霞主编 978-7-122-26960-7 化学工业出版社

英语口语, 自己学,英语口语高频动词 顾南华编著 978-7-122-26963-8 化学工业出版社

风湿病良方验方 袁立霞, 肖炜主编 978-7-122-26977-5 化学工业出版社



欧阳朝霞讲南红玛瑙 欧阳朝霞编著 978-7-122-27006-1 化学工业出版社

体外膜肺氧合临床实践 袁勇主编 978-7-122-27044-3 化学工业出版社

新SAT阅读词汇速记2000 郭松坡, 霍云飞编著 978-7-122-27045-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英语口语, 自己学,英语口语常用短语和表达
方式

顾南华编著 978-7-122-27051-1 化学工业出版社

索尼微单摄影技巧大全 FUN视觉, 雷波编著 978-7-122-27074-0 化学工业出版社

佳能单反摄影技巧大全 FUN视觉, 雷波编著 978-7-122-27076-4 化学工业出版社

田径运动技术诊断 周建梅, 李建臣主编 978-7-122-27136-5 化学工业出版社

沙盘师训练与成长:体验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
实用教程

刘建新，于晶著 978-7-122-27144-0 化学工业出版社

高血压:名家妙方+饮食 王桂茂主编 978-7-122-27145-7 化学工业出版社

小郎中看病不疑惑:实习中医师快速入门指导 何宽其编著 978-7-122-27147-1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文知识组织系统:语义描述、共建及共享服
务

曾新红等著 978-7-122-27171-6 化学工业出版社

足球入门到精通 《名师出高图》编写组编 978-7-122-27249-2 化学工业出版社

瘢痕子宫妊娠与分娩 纪艳洁主编 978-7-122-27278-2 化学工业出版社

零基础德语速成 新锐智图书事业部主编 978-7-122-27283-6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医保评论 熊先军著 978-7-122-27313-0 化学工业出版社

魏鼎讲巴林石 魏鼎著 978-7-122-27334-5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国药用植物.第三辑(十一-十五) 叶华谷[等]主编 978-7-122-27415-1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国药用植物.第三辑(十一-十五) 叶华谷[等]主编 978-7-122-27416-8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国药用植物.第三辑(十一-十五) 叶华谷[等]主编 978-7-122-27417-5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国药用植物.第三辑(十一-十五) 叶华谷[等]主编 978-7-122-27418-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动物生殖学理论与实践 李井春，曹新燕著 978-7-122-27488-5 化学工业出版社

实验鼠解剖组织彩色图谱 李健，李梦云，廖成水著 978-7-122-27497-7 化学工业出版社

普外科医师查房手册 徐健，胡志前主编 978-7-122-27563-9 化学工业出版社

实用神经变性疾病生物学实验方法与技术 潘晓东主编 978-7-122-27601-8 化学工业出版社

陆战之王全球步兵师百科图鉴 军情视点编 978-7-122-27617-9 化学工业出版社

皮肤性病诊断图谱 李建明，李海英主编 978-7-122-27625-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市民时代的兴起:宋史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122-27658-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市民时代的兴起:宋史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122-27658-2 化学工业出版社

新编肿瘤微创治疗与护理 周瑾，缪景霞主编 978-7-122-27669-8 化学工业出版社

皮肤针治百病 向阳，向云飞编著 978-7-122-27706-0 化学工业出版社



计算机引导技术在牙种植、骨移植及修复重
建中的应用

(意)M.里纳尔迪(Marco Rinaldi)、
(美)S.D.甘兹(Scott D. Ganz)、(意)A.M.

莫托拉(Angelo Mottola)主编

978-7-122-27730-5 化学工业出版社

结核病临床教程 王仲元主编 978-7-122-27771-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变革时代的乱象:五代史演义 蔡东藩著 978-7-122-27867-8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大学体育与健康 任延东, 连文冲主编 978-7-122-27898-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帝制时代的末世挽歌:清史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122-27901-9 化学工业出版社

帝制时代的末世挽歌:清史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122-27901-9 化学工业出版社

摇晃的世界帝国:唐史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122-27923-1 化学工业出版社

摇晃的世界帝国:唐史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122-27923-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军阀时代与国家的新生:民国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122-27945-3 化学工业出版社

军阀时代与国家的新生:民国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122-27945-3 化学工业出版社

军阀时代与国家的新生:民国演义.中 蔡东藩著 978-7-122-27945-3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中药多糖提取分离鉴定技术及应用 张宇著 978-7-122-27994-1 化学工业出版社

马背上的王朝:元史演义 蔡东藩著 978-7-122-28000-8 化学工业出版社

秦汉帝国的崛起:前汉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122-28039-8 化学工业出版社

秦汉帝国的崛起:前汉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122-28039-8 化学工业出版社

针刺治百病 向阳，向云飞编著 978-7-122-28063-3 化学工业出版社

铁血时代来临:两晋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122-28127-2 化学工业出版社

铁血时代来临:两晋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122-28127-2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大汉王朝的复兴与三国乱世:后汉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122-28165-4 化学工业出版社

大汉王朝的复兴与三国乱世:后汉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122-28165-4 化学工业出版社

眼外伤学 (印)DK梅塔(DK Mehta)主编 978-7-122-28418-1 化学工业出版社

健康312经络锻炼法 祝总骧主编 978-7-200-05092-9 北京出版社

祭坛 姚安著 978-7-200-05835-2 北京出版社

天桥 刘仲孝著 978-7-200-06029-4 北京出版社

北京奥运会窗口行业员工读本 葛晨虹主编 978-7-200-06545-9 北京出版社

北京京郊旅游手册 北京市旅游局编 978-7-200-07127-6 北京出版社

生死之战:达能娃哈哈国际商战内幕 钱卫清著 978-7-200-07616-5 北京出版社

爱的透视窗:大学生情感故事
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

委员会编
978-7-200-07888-6 北京出版社

学在北京 大学生杂志社编写 978-7-200-07955-5 北京出版社

谁来伺候妈 王志军著 978-7-200-08581-5 北京出版社



洋嫁 汪洋著 978-7-200-09510-4 北京出版社

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 王宇，陈岳，成强主编 978-7-200-09949-2 北京出版社

生活中常用的200种道地药材 《新家庭书架》编委会编 978-7-200-10109-6 北京出版社

春节网事:年俗礼仪文化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首都互联网协会

组织编写
978-7-200-11075-3 北京出版社

法书传奇 窦忠如著 978-7-200-11172-9 北京出版社

三山五园 高大伟著 978-7-200-11176-7 北京出版社

南锣鼓巷 郗志群, 高希, 赵晓娇主编 978-7-200-11183-5 北京出版社

国子监街 吴志友著 978-7-200-11184-2 北京出版社

雍和宫 李立祥，李颖著 978-7-200-11185-9 北京出版社

陶瓷传奇 窦忠如著 978-7-200-11226-9 北京出版社

首都文史精粹,朝阳卷
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北京市朝阳

区政协编
978-7-200-11331-0 北京出版社

烽火连天的京西抗日岁月 王朝仪著 978-7-200-11354-9 北京出版社

写在房契上的历史:前门长巷上二条四十六号
的老房契

宗绪盛著 978-7-200-11438-6 北京出版社

中国政治思想史 吕思勉著 978-7-200-11442-3 北京出版社

齿留余香忆京城 周绍良著 978-7-200-11481-2 北京出版社

常识 周有光著 978-7-200-11649-6 北京出版社

《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 萨孟武著 978-7-200-11725-7 北京出版社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萨孟武著 978-7-200-11730-1 北京出版社

中国古典诗歌讲稿 浦江清著 978-7-200-11778-3 北京出版社

首都地区绿色生活好市民事迹汇编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 978-7-200-11885-8 北京出版社

“微承诺、微行动、微志愿”示范案例推介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 978-7-200-11886-5 北京出版社

笔祸史谈丛 黄裳著 978-7-200-12179-7 北京出版社

文学概论讲义 老舍著 978-7-200-12188-9 北京出版社

北京改革蓝皮书.2015 中共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978-7-200-12472-9 北京出版社

长征长征:中央红军长征纪实 陈虎著 978-7-200-12492-7 北京出版社

沉沦 郁达夫著 978-7-201-07090-2 天津人民出版社

动物庄园 (英)乔治·奥威尔著 978-7-201-07533-4 天津人民出版社

盗墓手记之墓葬船 尊兰敬竹著 978-7-201-07747-5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著 978-7-201-07763-5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
主义的十大疑问

陈学明,黄力之,吴新文著 978-7-201-07870-0 天津人民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978-7-201-07872-4 天津人民出版社

胸口镇迷案 海佛著 978-7-201-07921-9 天津人民出版社

暖情总监，我的菜 梦十一著 978-7-201-08210-3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活着活着就老了 冯唐著 978-7-201-08398-8 天津人民出版社

纸醉金迷.上 张恨水著 978-7-201-08604-0 天津人民出版社

纸醉金迷.下 张恨水著 978-7-201-08604-0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三重门 韩寒[著] 978-7-201-08650-7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人间草木 汪曾祺著 978-7-201-08652-1 天津人民出版社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汤木编著 978-7-201-08688-0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通史 吕思勉著 978-7-201-08741-2 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的女人 懒人梨[著] 978-7-201-08820-4 天津人民出版社

我的叔叔“李小龙” (韩)千明官著 978-7-201-08873-0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其实你不懂天津人 林希著 978-7-201-08876-1 天津人民出版社

唐骏:这样留学才成功 唐骏著 978-7-201-08904-1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故事新编 鲁迅著 978-7-201-08956-0 天津人民出版社

群书治要 (唐)魏徵等编撰 978-7-201-08990-4 天津人民出版社

曾文正公嘉言钞 (清)曾国藩著 978-7-201-08991-1 天津人民出版社

杀手的礼物 蒋话著 978-7-201-09033-7 天津人民出版社

息影天后 顾苏[著] 978-7-201-09049-8 天津人民出版社

艺术常识一本全:耀世典藏版 马兰主编 978-7-201-09078-8 天津人民出版社

文化未解之谜:科学探索扑朔迷离的中外名人
之谜

马兰主编 978-7-201-09079-5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世界未解之谜:耀世典藏版 马兰主编 978-7-201-09081-8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说美学:耀世典藏版 马兰主编 978-7-201-09084-9 天津人民出版社

心理学全解:耀世典藏版 马兰主编 978-7-201-09085-6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古希腊神话故事:耀世典藏版 马兰主编 978-7-201-09086-3 天津人民出版社

精彩一问：和中国文化有关的600个趣味问
题:耀世典藏版

马兰主编 978-7-201-09089-4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为什么我们的决定常出错:哈佛教授的8堂行
为心理课

韦秀英著 978-7-201-09094-8 天津人民出版社

历史悬案:耀世典藏版 马兰主编 978-7-201-09099-3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元曲三百首精选 芳园主编 978-7-201-09105-1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华上下五千年 芳园主编 978-7-201-09106-8 天津人民出版社

唐诗·宋词·元曲 芳园主编 978-7-201-09113-6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故事精读 芳园主编 978-7-201-09116-7 天津人民出版社

传习录全鉴 (明)王阳明著 978-7-201-09120-4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国学知识一本全 芳园主编 978-7-201-09123-5 天津人民出版社

诗经 (春秋)孔子等编选 978-7-201-09124-2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史记全鉴 (西汉)司马迁著 978-7-201-0912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全鉴 (春秋)孙武等著 978-7-201-09130-3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四书五经全鉴 芳园主编 978-7-201-09135-8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解资治通鉴 (北宋)司马光撰 978-7-201-09136-5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四书全鉴 (春秋) 孔子等著 978-7-201-09139-6 天津人民出版社

老子·庄子全鉴 (春秋) 老子, (战国) 庄子著 978-7-201-09140-2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国富论全解:耀世典藏版 (英)亚当·斯密著 978-7-201-09142-6 天津人民出版社

唯有陪伴不负你 破晓安眠著 978-7-201-09148-8 天津人民出版社

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 张皓宸著 978-7-201-09188-4 天津人民出版社

生命不息 折腾不止 罗永浩著 978-7-201-09232-4 天津人民出版社

潘汉年全传 武在平著 978-7-201-09234-8 天津人民出版社

逃犯 江公著 978-7-201-09235-5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说哲学 马兰主编 978-7-201-09241-6 天津人民出版社

鬼谷子全鉴 (战国) 鬼谷子著 978-7-201-09246-1 天津人民出版社

历史未解之谜:耀世典藏版 马兰主编 978-7-201-09257-7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一本全:耀世典藏版 马兰主编 978-7-201-09260-7 天津人民出版社

孤岛惊魂 青子著 978-7-201-09267-6 天津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梦 马拥军著 978-7-201-09272-0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大江湖系列之缉毒 江公著 978-7-201-09288-1 天津人民出版社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芒来小姐著 978-7-201-09325-3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无人醒来 观海之鱼著 978-7-201-09400-7 天津人民出版社

运氏统宗世谱 运氏统宗世谱编修委员会编 978-7-201-09402-1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无雨无晴 石孝义著 978-7-201-09426-7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千种风的味道 黄山著 978-7-201-09428-1 天津人民出版社

动物农场 (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著 978-7-201-09442-7 天津人民出版社

逆旅 黄山著 978-7-201-09453-3 天津人民出版社

乱世红琰——蔡文姬 琚丝桐著 978-7-201-09455-7 天津人民出版社

案记实录 方乐明著 978-7-201-09456-4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吟诗 冯唐著 978-7-201-09469-4 天津人民出版社



齐白石自述:画出苦滋味 齐白石著 978-7-201-09485-4 天津人民出版社

美德与国家:西方传统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王乐理等著 978-7-201-09550-9 天津人民出版社

恋爱88天 刘秦尘著 978-7-201-09555-4 天津人民出版社

如果爱,请深爱 竹宴小生著 978-7-201-09556-1 天津人民出版社

傀儡 异青人著 978-7-201-09557-8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人民抗日斗争图鉴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978-7-201-09592-9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最爱 安晴著 978-7-201-09622-3 天津人民出版社

错付时光 陌安凉著 978-7-201-09623-0 天津人民出版社

留给人间都是笑:马三立单口相声集 马小川整理 978-7-201-09647-6 天津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镜子 吴晗著 978-7-201-09658-2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危机纪年 洪珏慧著 978-7-201-09665-0 天津人民出版社

若心中有爱，一日长于百年 (英)C.S. 刘易斯著 978-7-201-09685-8 天津人民出版社

呐喊 鲁迅著 978-7-201-09720-6 天津人民出版社

彷徨 鲁迅著 978-7-201-09721-3 天津人民出版社

鲁迅杂文集 鲁迅著 978-7-201-09727-5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非凡华丽家族之永恒精灵 艾可乐著 978-7-201-09736-7 天津人民出版社

等待夏季雪 奈奈著 978-7-201-09737-4 天津人民出版社

拜见，花巫阁下 凉桃著 978-7-201-09839-5 天津人民出版社

壶韵茶缘:读壶与学茶 赵金水著 978-7-201-09840-1 天津人民出版社

翰墨心语 刘春雨著 978-7-201-09841-8 天津人民出版社

缀瓦集:方兆麟文集 方兆麟著 978-7-201-09850-0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古韵 凌叔华著 978-7-201-09928-6 天津人民出版社

女人 凌叔华著 978-7-201-09929-3 天津人民出版社

红了的冬青 凌叔华著 978-7-201-09933-0 天津人民出版社

花之寺 凌叔华著 978-7-201-09934-7 天津人民出版社

柏林童年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978-7-201-09935-4 天津人民出版社

晚安，俄罗斯 (俄罗斯)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著 978-7-201-09936-1 天津人民出版社

剑桥往事 (英) 格温·拉芙洛著 978-7-201-09937-8 天津人民出版社

你是我回忆里的风景 西小洛著 978-7-201-09967-5 天津人民出版社

逆神的爱 (土耳其) 阿赫梅特·乌米特著 978-7-201-09976-7 天津人民出版社

触不到的你 宅小花著 978-7-201-09980-4 天津人民出版社

遗言酒馆 (美) 拉里·麦克默特里著 978-7-201-09984-2 天津人民出版社

将帅春秋 张琛，荣明著 978-7-201-09985-9 天津人民出版社



孤独鸽.上 (美) 拉里·麦克默特里著 978-7-201-09987-3 天津人民出版社

孤独鸽.下 (美) 拉里·麦克默特里著 978-7-201-09987-3 天津人民出版社

海底两万里 (法) 儒勒·凡尔纳著 978-7-201-0998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榜样的力量:2012-2014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编 978-7-201-09991-0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故乡的杯盏 董竹林著 978-7-201-10002-9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月亮和六便士 (英)威廉·萨默赛特·毛姆著 978-7-201-10015-9 天津人民出版社

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张维真主编 978-7-201-10049-4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史纲要 雷海宗著 978-7-201-10144-6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世界古代史纲要 雷海宗著 978-7-201-10145-3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雷海宗著 978-7-201-10147-7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不可思议事务所 猪小萌著 978-7-201-10150-7 天津人民出版社

雷海宗时论集 雷海宗著 978-7-201-10155-2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主宰家庭的颜色:女人是最好的家庭CEO 魏素娟著 978-7-201-10176-7 天津人民出版社

圣夜蔷薇纸偶 莎乐美著 978-7-201-10238-2 天津人民出版社

魔戒奇缘，华丽驯兽师 凉桃著 978-7-201-10239-9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未曾牵手 程啸著 978-7-201-10244-3 天津人民出版社

仙途有诈 唐家小主著 978-7-201-10267-2 天津人民出版社

糖心少女 凉桃著 978-7-201-10268-9 天津人民出版社

应变思维:看穿情势的本质和隐藏的力量 萧亮著 978-7-201-10298-6 天津人民出版社

九天·离歌.上卷 璃华著 978-7-201-10330-3 天津人民出版社

九天·离歌.下卷 璃华著 978-7-201-10331-0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 慕青衿著 978-7-201-10355-6 天津人民出版社

哲学人生:精装典藏本 冯友兰著 978-7-201-10453-9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国脉:天津国企故事 天津日报社编 978-7-201-10477-5 天津人民出版社

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厄尼斯特·海明威著 978-7-201-10522-2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史记 司马迁著 978-7-201-10586-4 天津人民出版社

倾城佳人 唐家小主著 978-7-201-10654-0 天津人民出版社

子不语 (清)袁枚著 978-7-201-10685-4 天津人民出版社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著 978-7-201-10687-8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三国人的悲剧性格与悲剧命运 鲁德才著 978-7-201-10762-2 天津人民出版社

极简中国史 吕思勉著 978-7-201-10874-2 天津人民出版社

感动:献给祖国的孩子们 桑献凯, 崔立秋编 978-7-202-04936-5 河北人民出版社

秦始皇嬴政传 邹屿晨编著 978-7-202-10837-6 河北人民出版社



魏武帝曹操传 葛鑫浩编著 978-7-202-10839-0 河北人民出版社

女皇武则天传 李玉红编著 978-7-202-10842-0 河北人民出版社

宋太祖赵匡胤传 范鑫编著 978-7-202-10843-7 河北人民出版社

清圣祖康熙传 高靖翔编著 978-7-202-10844-4 河北人民出版社

清世宗雍正传 杜诗瑀编著 978-7-202-10845-1 河北人民出版社

清高宗乾隆传 董思谋编著 978-7-202-10846-8 河北人民出版社

汉武帝刘彻传 王书熙编著 978-7-202-10847-5 河北人民出版社

明太祖朱元璋传 代钰航编著 978-7-202-10851-2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要揽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3-3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上卷,文集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4-0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下卷,文集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4-0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上卷,奏稿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5-7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下卷,奏稿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5-7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中卷,奏稿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5-7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批牍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6-4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上卷,家书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7-1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下卷,家书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7-1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上卷,书札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8-8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下卷,书札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8-8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第一卷,日记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9-5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第三卷,日记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9-5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第二卷,日记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9-5 河北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第四卷,日记 (清)曾国藩著 978-7-202-11189-5 河北人民出版社

超级英雄物理学 (美)詹姆斯·卡卡里奥斯著 978-7-203-07424-3 山西人民出版社

张学良口述历史 张学良口述 978-7-203-08047-3 山西人民出版社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周锡瑞著 978-7-203-08486-0 山西人民出版社

武神与将军:纳粹德国军人抵抗运动史话 刘怡[著] 978-7-203-09045-8 山西人民出版社

民国文学十五讲 孙郁著 978-7-203-09053-3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抗战: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影像 沙飞等图 978-7-203-09105-9 山西人民出版社

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 雪珥著 978-7-203-09162-2 山西人民出版社

碎片儿 陈亚珍著 978-7-203-09253-7 山西人民出版社

我在世界尽头等你:梦想不远, 道路很长 许达著 978-7-203-09281-0 山西人民出版社

神灯 陈亚珍著 978-7-203-09305-3 山西人民出版社



宝妈瓜爸:十三天“抱”走东瀛 飞行电熨斗著 978-7-203-09334-3 山西人民出版社

华夏之根 渠传福，张丽，孙婉姝著 978-7-203-09345-9 山西人民出版社

关公故里 古熙著 978-7-203-09348-0 山西人民出版社

边塞风情 谢振中,周晓瑜著 978-7-203-09351-0 山西人民出版社

董耀章诗词三百首 董耀章著 978-7-203-09527-9 山西人民出版社

毕竟战功谁第一 谭伯牛著 978-7-203-09623-8 山西人民出版社

包头史话 主编李绍钦 978-7-204-02586-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药正典 占布拉•道尔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汇编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编
978-7-204-08040-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岩画艺术 班澜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契丹艺术史 李晓峰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诗词格律学 李野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诗词选 本册编辑滑国璋, 康福, 李文佑 978-7-204-0855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唐宋詞格律·拾遗 王尊德编撰 978-7-204-0855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岁月如歌 本册编辑陈广斌, 郭钰 978-7-204-0855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代诗人咏内蒙古:汉-清 孙玉溱选注 978-7-204-08552-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阿拉善盟盐业志 牧人主编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族服饰图鉴 内蒙古腾格里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编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匈奴史 林斡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东胡史 林斡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突厥与回纥史 林斡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 林斡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 林斡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地狱决斗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傀儡:乞尾赖犬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元凶:噬血恶魔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元帅:超级战神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入侵欧非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西洋战场:浪涌烽烟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血海翻腾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领:叱咤英豪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爆发:亚欧战火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悍将:呲骨豺狼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结局:全面反攻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枭雄:亡命暴徒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闪击鏖战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殊陆战:喋血尘埃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秘密:内幕真相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持转折:苏德争锋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阴谋:揭露骗局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典海战:海天绞杀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铁胆勇士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空战:轰雷狂飚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背景:瓜分世界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间谍:诡秘谍海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非洲战场:大漠厮杀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领袖:二战统帅 李飚主编 978-7-204-08894-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绣像版.叁 (明) 罗贯中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绣像版.壹 (明) 罗贯中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绣像版.肆 (明) 罗贯中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绣像版.贰 (明) 罗贯中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水浒传:绣像版.叁 (明) 施耐庵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水浒传:绣像版.壹 (明) 施耐庵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水浒传:绣像版.肆 (明) 施耐庵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水浒传:绣像版.贰 (明) 施耐庵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绣像版.叁 (清) 曹雪芹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绣像版.壹 (清) 曹雪芹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绣像版.肆 (清) 曹雪芹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绣像版.贰 (清) 曹雪芹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西游记:绣像版.叁 (明) 吴承恩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西游记:绣像版.壹 (明) 吴承恩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西游记:绣像版.肆 (明) 吴承恩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西游记:绣像版.贰 (明) 吴承恩著 978-7-204-08907-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刷新世界的100个技术发明:珍藏版.上册 王春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刷新世界的100个技术发明:珍藏版.下册 王春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危及世界的100场灾害:珍藏版.上册 姜少军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危及世界的100场灾害:珍藏版.下册 姜少军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启迪世界的100部文学作品:珍藏版.上册 王帮英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启迪世界的100部文学作品:珍藏版.下册 王帮英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影响世界的100个奇迹:珍藏版.上册 贾文言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影响世界的100个奇迹:珍藏版.下册 贾文言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影响世界的100个演说:珍藏版.上册 刘文霞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影响世界的100个演说:珍藏版.下册 刘文霞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影响世界的100次会议:珍藏版.上册 黄玉珍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影响世界的100次会议:珍藏版.下册 黄玉珍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影响世界的100次外交:珍藏版.上册 马宏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影响世界的100次外交:珍藏版.下册 马宏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思考世界的100部学术名著:珍藏版.上册 谈家水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思考世界的100部学术名著:珍藏版.下册 谈家水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改变世界的100个条约:珍藏版.上册 王一今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改变世界的100个条约:珍藏版.下册 王一今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震惊世界的100次变革:珍藏版.上册 戈丹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震惊世界的100次变革:珍藏版.下册 戈丹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震撼世界的100个科学发现:珍藏版.上册 何鹏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震撼世界的100个科学发现:珍藏版.下册 何鹏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震撼世界的100场战争:珍藏版.上册 张桂中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震撼世界的100场战争:珍藏版.下册 张桂中编著 978-7-204-0891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鲜卑时代 金雕拓跋珪 海伦娜 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鲜卑时代 韬晦太后冯妤 柏青 江涛 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鲜卑时代 黑獭宇文泰 田彬 张新绪 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鲜卑时代 敕勒将军斛律金 邓九刚 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鲜卑时代 千金公主 李悦 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族文化读本:中学生版 张一舟著 978-7-204-09022-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绥远通志稿 第一册 卷一至卷八 绥远通志馆 编纂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绥远通志稿 第七册 卷五十至卷六十 绥远通志馆 编纂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绥远通志稿 第三册 卷十九至卷二十七 绥远通志馆 编纂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绥远通志稿 第九册 卷六十五至卷七十七 绥远通志馆 编纂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绥远通志稿 第二册 卷九至卷十八 绥远通志馆 编纂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绥远通志稿 第五册 卷三十五至卷四十 绥远通志馆 编纂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绥远通志稿 第八册 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四 绥远通志馆 编纂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绥远通志稿 第六册 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九 绥远通志馆 编纂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绥远通志稿 第十一册 卷八十七至卷一百 绥远通志馆 编纂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绥远通志稿 第十二册 归绥识略（附册） 绥远通志馆 编纂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绥远通志稿 第十册 卷七十八至卷八十六 绥远通志馆 编纂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绥远通志稿 第四册 卷二十八至卷三十四 绥远通志馆 编纂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丘吉尔:杰出首相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伽利略:近代科学之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努尔哈赤:清代始祖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华盛顿:美国的建国之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卡耐基:成功学大师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司马迁:正史之祖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哥伦布:新大陆的发现者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孔子:万世师表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大王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富兰克林:行动的巨人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居里夫人:镭的母亲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康熙:一代英君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徐悲鸿:一代画师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成吉思汗:一代天骄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拿破仑:一代英豪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朱元璋:传奇皇帝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李白:诗仙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杜甫:诗圣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林则徐:禁烟英雄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林肯:平民总统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梵高:疯狂的艺术大师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歌德:文学大师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武则天:一代女皇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比尔·盖茨:IT霸主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毕加索:天才画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法拉第:电磁之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海明威:传奇的作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爱因斯坦:大科学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爱迪生:大发明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牛顿:科学巨匠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瓦特:现代动力之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白居易:现实主义诗人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福特:汽车大王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秦始皇:千古一帝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罗斯福:轮椅总统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肖邦:音乐奇才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苏轼:文化巨人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莎士比亚:戏剧大师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莫扎特:上帝的音乐使者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莱特兄弟:现代航空之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诺贝尔:炸药之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贝多芬:一代乐圣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达·芬奇:微笑之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达尔文:进化论之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迪斯尼:娱乐世界之王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郑成功:民族英雄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郑板桥:狂异怪才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马克·吐温:幽默文豪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马可·波罗:西方旅行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高尔基:无产阶级杰出作家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鲁迅:民族之魂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齐白石:艺苑奇葩 竞游主编 978-7-204-0908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地理探索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华科技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类的发明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动物与人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在网络里漫步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球的灾难——地震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宇宙的奥秘与观测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建筑艺术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摄影艺术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文物与艺术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日常生活与科学知识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昆虫与人类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智力与智慧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气象与自然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汽车与现代生活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海洋与生物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海洋生物与保健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物理学与生活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环境与健康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现代交通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现代战争与机器人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生命元素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生活与环保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神奇的光与电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学创造与发明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学发现与应用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绿色食品与营养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美丽的家园——地球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自然与地质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航天与飞行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高科技与应用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高科技的战争 孙广来主编 978-7-204-0908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领悟政协 包俊臣著 978-7-204-09114-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怀念王铎 主编云照光 978-7-204-09177-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学百科全书•法学卷 《蒙古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学百科全书•古代史卷 《蒙古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一卷,外国科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七卷,外国文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三卷,外国科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九卷,外国文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二十卷,中国古代文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二卷,外国科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五卷,外国科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八卷,外国文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六卷,外国科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十一卷,外国艺术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十七卷,中国近现代科学
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十三卷,中国古代科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十九卷,中国古代文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十二卷,中外艺术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十五卷,中国近现代科学
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十八卷,中国近现代科学
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十六卷,中国近现代科学
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十卷,外国文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十四卷,中国古代科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人青少年时代.第四卷,外国科学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0-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一卷,读中国历史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七卷,学乐器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三卷,读中国文学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九卷,了解西方画艺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二十卷,游遍世界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二卷,读世界历史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五卷,了解哲学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八卷,了解中国画艺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六卷,学音乐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十一卷,学舞蹈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十七卷,了解科技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十三卷,了解传统文化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十九卷,游遍中国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十二卷,学棋牌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十五卷,了解自然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十八卷,学书法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十六卷,了解体育运动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十卷,了解中国戏曲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十四卷,了解饮食文化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轻轻松松跟我学.第四卷,读世界文学 主编 李乡状 978-7-204-09211-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与环境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体透视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农业世界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动物世界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化石世界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迹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土壤世界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理地貌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天文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微生物世界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文化遗产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林业世界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植物世界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气象物候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海洋知识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生命的进化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矿物资源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空间宇宙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自然之最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自然之谜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自然保护区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自然山水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自然灾害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自然风光 王志艳主编 978-7-204-0924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远去的匈奴 盖山林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代西辽河流域的游牧文化 席永杰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佛教史 乔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高原行纪 [日]江上波夫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鲜卑时代 拓跋力微 阿云嘎 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万物由来的故事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不可思议的发现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不懈追求的大科学家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享誉世界的中国科学家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人类生命科技发明发现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明让人类享受生活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现未知的世界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培养发明与创造的能力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妙趣横生话科学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拓进取的大科学家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改变世界的理化大发明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无奇不有的世界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特立独行的大科学家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破解科学的谜团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学发现的探索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科学发现的追求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透析发明与创造的诀窍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造福人类的大科学家 主编 黄勇 978-7-204-09337-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欧罗巴蒙古奇人:苏龙格德•L•胡日查巴特尔
的故事

哈达奇•刚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鲜卑时代 阴山木兰 兰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鲜卑时代 启民可汗 杨道尔吉 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山文化与辽河文明 徐子峰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西辽河流域早期青铜文明 王惠德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铁事 贺志宏著 978-7-204-09436-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咏叹集 汪支平著 978-7-204-09595-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蒙医药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图
解:汉英蒙对照

毕力夫主编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鲜卑时代 王昭君和她的儿女们 王西萍 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草原历史上的女人 满都海斯琴 肖勇 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鲜卑时代 萧观音 刘书芳 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诸部与俄罗斯:17~18世纪 [俄]Ⅲ.Б齐米特道尔吉耶夫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志,政协志 陈毅民主编 978-7-204-09778-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草原历史上的女人 柔然公主 柴世梅 安心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草原历史上的女人 漠域马兰 宋其蕤 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献明皇后 宋其蕤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监国公主 白峰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汇编 1979-2009
（一）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 9.7872E+12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汇编 1979-2009
（三）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 9.7872E+12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汇编 1979-2009
（二）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 9.7872E+12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汇编 1979-2009
（四）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 9.7872E+12

蒙古学百科全书•教育 《蒙古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医药研究进展 毕力夫等主编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塞外城寺:美岱召 包头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组编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利场.上 （英）萨克雷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利场.下 （英）萨克雷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孤星血泪.上 （英）狄更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孤星血泪.下 （英）狄更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爱玛 (英)奥斯汀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远离尘嚣 （英）哈代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娜娜 （法）左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莫普拉 （法）桑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陪衬人 （法）左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近代蒙古历史文化研究 金海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圣经故事.上,新约 金质尚译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圣经故事.下,旧约 金质尚译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天方夜谭 解雅乔译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好兵帅克 (捷克)哈谢克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夏伯阳 （苏）富曼诺夫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套中人 （俄罗斯）契诃夫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从传统到现代:近代内蒙古地区文化史研究 金海等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太空战争 （英）威尔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彗星时代 （英）威尔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时间机器 （英）威尔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星球大战 （英）威尔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登月先驱 （英）威尔斯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绿墙安妮 （加）蒙哥马利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隐身人 （英）威尔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魔洛博士岛 （英）威尔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主宰者 (法)凡尔纳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从地球到月球 (法)凡尔纳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包法利夫人 （法）福楼拜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卡门 （法）梅里美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心游记 (法)凡尔纳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漂亮朋友 （法）莫泊桑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亚马逊漂流记 (法)凡尔纳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墨西哥的幽灵 (法)凡尔纳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太阳系历险记 （法）凡尔纳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气球上的五星期 (法)凡尔纳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沙皇的信使 (法)凡尔纳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隐身新娘 (法)凡尔纳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幻灭.上 （法）巴尔扎克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幻灭.下 （法）巴尔扎克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哈克贝利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海狼 (美)杰克•伦敦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镀金时代 (美)马克•吐温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劫后英雄传 (英)司各特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天路历程 （英）班扬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恋爱中的女人 (英)劳伦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月亮宝石 （英）柯林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英)劳伦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莎士比亚经典故事 （英）查尔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当代英雄 （俄罗斯）莱蒙托夫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父与子，前夜 （俄罗斯）屠格涅夫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年近卫军.上 （苏）法捷耶夫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年近卫军.下 （苏）法捷耶夫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丛林故事 (英)吉卜林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罗宾汉 (英)吉伯特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金银岛 (英)史蒂文森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小公主 (英)白涅德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美)库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绿野仙踪 (美)鲍姆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堂吉诃德.上 （西）塞万提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堂吉诃德.下 （西）塞万提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尤利西斯.上 （爱尔兰）乔伊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尤利西斯.下 （爱尔兰）乔伊斯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成吉思汗的遗产 白拉都格其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变形记 （奥）卡夫卡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失去的世界 (英)柯南•道尔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最后的致意 (英)柯南•道尔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福尔摩斯冒险史 (英)柯南•道尔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福尔摩斯回忆录 (英)柯南•道尔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福尔摩斯归来记 (英)柯南•道尔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柯南•道尔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福尔摩斯案卷手记 (英)柯南•道尔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珍妮姑娘 (美)德莱塞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字 (美)霍桑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费茨格拉德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美国的悲剧.上 （美）德莱塞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美国的悲剧.下 （美）德莱塞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包头市优势产业技术差距及需求分析 包头市科技局主编 978-7-204-10320-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包头市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研究 包头市科技局主编 978-7-204-10320-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族饮食图鉴 裴聚斌等编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乌兰夫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 周德海主编 978-7-204-10419-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层楼 （清）尹湛纳希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泣红亭 （清）尹湛纳希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云泪 （清）尹湛纳希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史演义.上 （清）尹湛纳希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史演义.下 （清）尹湛纳希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韵文杂文及中篇小说 （清）尹湛纳希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共扎赉特旗组织史资料 王旺盛主编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今扎赉特 王旺盛主编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扎赉特地名 王旺盛主编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扎赉特文化 王旺盛主编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扎赉特旗教育志 王旺盛主编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扎赉特人物 王旺盛主编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漠南修行寺:广觉寺:蒙古文 清克勒扎布编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达延汗 胡刃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写给家乡的诗 丁鼎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满都海 胡刃著 9.7872E+1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绿色呼唤:关于低碳发展的学习与探讨 包俊臣编著 978-7-204-11506-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我看内蒙古 伏来旺著 978-7-204-12429-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石头记 (清)吴趼人著 978-7-204-12944-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后红楼梦 (清)逍遥子著 978-7-204-12945-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补红楼梦 (清)嫏嬛山樵著 978-7-204-12946-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续红楼梦新编 (清)海圃主人著 978-7-204-12947-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绮楼重梦 (清)兰皋主人著 978-7-204-13227-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续红楼梦 (清)秦子忱著 978-7-204-13594-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楼复梦.上 (清)陈少海著 978-7-204-1370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楼复梦.下 (清)陈少海著 978-7-204-13704-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续红楼梦未竟稿 (清)张曜孙著 978-7-204-13802-9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戏曲名句解析 天人主编 978-7-204-14015-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四书五经名句解析 天人主编 978-7-204-14017-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诸子百家名句解析.上 天人主编 978-7-204-1402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诸子百家名句解析.下 天人主编 978-7-204-14022-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诗词名句解析 天人主编 978-7-204-14025-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小说名句解析 天人主编 978-7-204-14036-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散文名句解析.上 天人主编 978-7-204-14054-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散文名句解析.下 天人主编 978-7-204-14054-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国文学经典,诗歌卷 琛·达木丁苏荣等著 978-7-204-14073-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劳动法实用案例 徐运全主编 978-7-204-14206-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医疗事故应对与医疗纠纷调解实例 徐运全主编 978-7-204-14207-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大审判: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
主犯

吕相友摄影/编文 978-7-205-07093-9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宁省14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王辉著 978-7-205-07867-6 辽宁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在50年代 孟醒著 978-7-205-07951-2 辽宁人民出版社

决战华东 刘统著 978-7-205-08037-2 辽宁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编著 978-7-205-08069-3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宁文化记忆.上,舞台艺术 周连科主编 978-7-205-08095-2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宁文化记忆.下,舞台艺术 周连科主编 978-7-205-08095-2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宁文化记忆.中,舞台艺术 周连科主编 978-7-205-08095-2 辽宁人民出版社

任鸿隽谈教育 任鸿隽著 978-7-205-08099-0 辽宁人民出版社

陆费逵谈教育 陆费逵著 978-7-205-08100-3 辽宁人民出版社

傅斯年谈教育 傅斯年著 978-7-205-08101-0 辽宁人民出版社

蔡元培谈教育 蔡元培著 978-7-205-08102-7 辽宁人民出版社

陶行知谈教育 陶行知著 978-7-205-08103-4 辽宁人民出版社

舒新城谈教育 舒新城著 978-7-205-08104-1 辽宁人民出版社

张伯苓谈教育 张伯苓著 978-7-205-08105-8 辽宁人民出版社

夏丏尊谈教育 夏丏尊著 978-7-205-08106-5 辽宁人民出版社

胡适谈教育 胡适著 978-7-205-08107-2 辽宁人民出版社

梅贻琦谈教育 梅贻琦著 978-7-205-08108-9 辽宁人民出版社

风雅毛泽东 刘继兴著 978-7-205-08130-0 辽宁人民出版社

白河桥 李玉娇著 978-7-205-08148-5 辽宁人民出版社

海南之战 刘振华著 978-7-205-08178-2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辛弃疾全词详注.上册 谢俊华注 978-7-205-08184-3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辛弃疾全词详注.下册 谢俊华注 978-7-205-08184-3 辽宁人民出版社

张国荣传: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关熙潮著 978-7-205-08219-2 辽宁人民出版社

你是无声的离歌:阮玲玉传 关熙潮著 978-7-205-08220-8 辽宁人民出版社

朱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著 978-7-205-08221-5 辽宁人民出版社

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 方军, 裘黎阳著 978-7-205-08316-8 辽宁人民出版社

山水情结 张炜编 978-7-205-08339-7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东北角之文化抗战:1895-1945 丁宗皓主编 978-7-205-08342-7 辽宁人民出版社

黄侃:士气为先 叶贤恩著 978-7-205-08344-1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辜鸿铭:东西之中 唐利群著 978-7-205-08345-8 辽宁人民出版社

李贽:告别中庸 鄢烈山著 978-7-205-08346-5 辽宁人民出版社

林纾:译界之王 连燕堂著 978-7-205-08347-2 辽宁人民出版社

章太炎:大偏至正 黄乔生著 978-7-205-08348-9 辽宁人民出版社

郑板桥:绝世风流 初国卿著 978-7-205-08349-6 辽宁人民出版社

袁枚:性灵人生 阎志坚著 978-7-205-08350-2 辽宁人民出版社

刘文典:狂士本色 章玉政著 978-7-205-08351-9 辽宁人民出版社



李叔同:圆月天心 陈戎著 978-7-205-08352-6 辽宁人民出版社

借景 蒋子龙著 978-7-205-08359-5 辽宁人民出版社

胡琴 麦家著 978-7-205-08369-4 辽宁人民出版社

徐渭:不入牢笼 张晖著 978-7-205-08370-0 辽宁人民出版社

封灵钤藏:辽代砖石塔研究 谷赟著 978-7-205-08403-5 辽宁人民出版社

韩国为什么与众不同 詹小洪著 978-7-205-08420-2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谋士传 晁中辰主编 978-7-205-08434-9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国家机密之隐形追踪 李李著 978-7-205-08437-0 辽宁人民出版社

无痛之躯 王晓丰著 978-7-205-08459-2 辽宁人民出版社

刘少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编著 978-7-205-08461-5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中国最佳诗歌 宗仁发主编 978-7-205-08464-6 辽宁人民出版社

寻味辽宁 辽宁省文化交流协会组织编写 978-7-205-08502-5 辽宁人民出版社

铁血太平洋 徐焰著 978-7-205-08503-2 辽宁人民出版社

浑河水 秋天著 978-7-205-08505-6 辽宁人民出版社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的法国革命 李福岩著 978-7-205-08508-7 辽宁人民出版社

写作与悟性 盖绍普,盖维伊,邢彩虹著 978-7-205-08509-4 辽宁人民出版社

灵海.1,黑镜危机 钟云著 978-7-205-08582-7 辽宁人民出版社

乾隆帝陵历史之谜 徐鑫著 978-7-205-08633-6 辽宁人民出版社

同治帝陵历史之谜 徐鑫著 978-7-205-08634-3 辽宁人民出版社

努尔哈赤陵及清祖陵历史之谜 徐鑫著 978-7-205-08636-7 辽宁人民出版社

幸福的摆:汉英对照版 (德)R. 林道等著 978-7-205-08644-2 辽宁人民出版社

易经与老子 胡兰成著 978-7-205-08649-7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 傅璇琮，蒋寅总主编 978-7-205-08671-8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 傅璇琮，蒋寅总主编 978-7-205-08671-8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 傅璇琮，蒋寅总主编 978-7-205-08671-8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 傅璇琮，蒋寅总主编 978-7-205-08671-8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 傅璇琮，蒋寅总主编 978-7-205-08671-8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 傅璇琮，蒋寅总主编 978-7-205-08671-8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 傅璇琮，蒋寅总主编 978-7-205-08671-8 辽宁人民出版社

人类群星闪耀时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978-7-205-08735-7 辽宁人民出版社

独断朝纲——窦漪房 姜越主编 978-7-205-08835-4 辽宁人民出版社

睿智贤德——独孤伽罗 姜越主编 978-7-205-08838-5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一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七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三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九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二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五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八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六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三国演义.四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古演义.一 (民国) 钟毓龙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古演义.七 (民国) 钟毓龙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古演义.三 (民国) 钟毓龙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古演义.九 (民国) 钟毓龙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古演义.二 (民国) 钟毓龙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古演义.五 (民国) 钟毓龙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古演义.八 (民国) 钟毓龙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古演义.六 (民国) 钟毓龙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古演义.十 (民国) 钟毓龙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古演义.四 (民国) 钟毓龙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东汉演义.一 (明) 谢诏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东汉演义.二 (明) 谢诏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两晋演义.一 (明) 杨尔增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两晋演义.三 (明) 杨尔增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两晋演义.二 (明) 杨尔增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两晋演义.五 (明) 杨尔增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两晋演义.六 (明) 杨尔增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两晋演义.四 (明) 杨尔增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五代演义.一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五代演义.三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五代演义.二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演义.一 (民国) 田腾蛟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演义.三 (民国) 田腾蛟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演义.二 (民国) 田腾蛟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史演义.四 (民国) 田腾蛟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北史演义.一 (清) 杜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北史演义.三 (清) 杜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北史演义.二 (清) 杜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南史演义.一 (清) 杜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南史演义.二 (清) 杜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周史演义.一 (明) 余邵鱼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周史演义.三 (明) 余邵鱼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周史演义.二 (明) 余邵鱼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周史演义.五 (明) 余邵鱼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周史演义.四 (明) 余邵鱼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夏商演义.一 (明) 钟惺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夏商演义.二 (明) 钟惺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演义.一 (民国) 许慕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演义.七 (民国) 许慕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演义.三 (民国) 许慕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演义.二 (民国) 许慕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演义.五 (民国) 许慕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演义.八 (民国) 许慕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演义.六 (民国) 许慕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史演义.四 (民国) 许慕羲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慈禧演义.一 (民国) 李伯通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慈禧演义.二 (民国) 李伯通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演义.一 (民国) 许啸天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演义.七 (民国) 许啸天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演义.三 (民国) 许啸天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演义.二 (民国) 许啸天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演义.五 (民国) 许啸天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演义.八 (民国) 许啸天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演义.六 (民国) 许啸天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明史演义.四 (民国) 许啸天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民国演义.一 (民国) 荫余轩主人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民国演义.二 (民国) 荫余轩主人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演义.一 (民国) 陆士谔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演义.七 (民国) 陆士谔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演义.三 (民国) 陆士谔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演义.九 (民国) 陆士谔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演义.二 (民国) 陆士谔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演义.五 (民国) 陆士谔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演义.八 (民国) 陆士谔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演义.六 (民国) 陆士谔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清史演义.四 (民国) 陆士谔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秦史演义.一 (民国) 黄士恒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秦史演义.三 (民国) 黄士恒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秦史演义.二 (民国) 黄士恒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西汉演义.一 (民国) 黄士恒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西汉演义.七 (民国) 黄士恒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西汉演义.三 (民国) 黄士恒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西汉演义.二 (民国) 黄士恒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西汉演义.五 (民国) 黄士恒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西汉演义.八 (民国) 黄士恒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西汉演义.六 (民国) 黄士恒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西汉演义.四 (民国) 黄士恒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隋唐演义.一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隋唐演义.三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隋唐演义.二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隋唐演义.四 (明) 罗贯中著 978-7-206-02833-5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说世界宗教文化 王德才，王浩编著 978-7-206-05464-8 吉林人民出版社

萨布素外传 绿罗秀演义(残本) 关墨卿讲述 978-7-206-05472-3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东海窝集传 傅英仁讲述 978-7-206-05473-0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乌布西奔妈妈 鲁连坤讲述 978-7-206-05476-1 吉林人民出版社

金世宗走国 傅英仁讲述 978-7-206-06098-4 吉林人民出版社

苏木妈妈 创世神话与传说 富育光讲述 978-7-206-06099-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天宫大战 西林安班玛发 富育光讲述 978-7-206-06100-4 吉林人民出版社

恩切布库 富育光讲述 978-7-206-06105-9 吉林人民出版社

瑞白传 马亚川讲述 978-7-206-06126-4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八旗子弟传闻录 赵书，常利民，崔墨卿主编 978-7-206-06127-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平民三皇姑 张立忠讲述 978-7-206-06134-9 吉林人民出版社

红罗女三打契丹 傅英仁讲述 978-7-206-06135-6 吉林人民出版社

未来的世界科技 主编石磊 978-7-206-07797-5 吉林人民出版社

运用传奇故事解读科学发现创造 主编石磊 978-7-206-07799-9 吉林人民出版社

地球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石磊主编 978-7-206-07802-6 吉林人民出版社

揭秘神奇的宇宙 石磊主编 978-7-206-07803-3 吉林人民出版社

蒋伯潜四书读本.上册 蒋伯潜著 978-7-206-08273-3 吉林人民出版社

蒋伯潜四书读本.下册 蒋伯潜著 978-7-206-08273-3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孟森明史讲义 孟森著 978-7-206-08276-4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易中国词曲史 王易著 978-7-206-08279-5 吉林人民出版社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上 郑振铎著 978-7-206-08280-1 吉林人民出版社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下 郑振铎著 978-7-206-08280-1 吉林人民出版社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978-7-206-08281-8 吉林人民出版社

何炳松世界简史.上 何炳松著 978-7-206-08282-5 吉林人民出版社

何炳松世界简史.下 何炳松著 978-7-206-08282-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熊得山中国社会史论 熊得山著 978-7-206-08284-9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吕思勉著 978-7-206-08285-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上 夏曾佑著 978-7-206-08286-3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下 夏曾佑著 978-7-206-08286-3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杨树达周易古义 978-7-206-08288-7 吉林人民出版社

陈柱中国散文史 陈柱著 978-7-206-08289-4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吕思勉秦汉史.上 吕思勉著 978-7-206-08290-0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吕思勉秦汉史.下 吕思勉著 978-7-206-08290-0 吉林人民出版社

胡朴安诗经学 胡朴安,闻一多,傅斯年著 978-7-206-08292-4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上 王桐龄著 978-7-206-08297-9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下 王桐龄著 978-7-206-08297-9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 978-7-206-08298-6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黄忏华中国佛教史 978-7-206-08299-3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桐龄中国史.上 王桐龄著 978-7-206-08301-3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桐龄中国史.下 王桐龄著 978-7-206-08301-3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桐龄中国史.中 王桐龄著 978-7-206-08301-3 吉林人民出版社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 郑振铎著 978-7-206-08302-0 吉林人民出版社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 郑振铎著 978-7-206-08302-0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孟森清史讲义 孟森著 978-7-206-08304-4 吉林人民出版社

许地山道教史 许地山著 978-7-206-08305-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荫麟中国史纲 张荫麟著 978-7-206-08307-5 吉林人民出版社

闻一多神话与诗 978-7-206-08308-2 吉林人民出版社

陈柱诸子概论 陈柱,许地山著 978-7-206-08313-6 吉林人民出版社

章炳麟国学讲演录 978-7-206-08314-3 吉林人民出版社

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 978-7-206-08316-7 吉林人民出版社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978-7-206-08317-4 吉林人民出版社

薛砺若宋词通论 薛砺若著 978-7-206-08318-1 吉林人民出版社

闻一多唐诗杂论 闻一多著 978-7-206-08319-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吴梅词学通论 吴梅著 978-7-206-08320-4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国维教育学 王国维,舒新城,钱亦石著 978-7-206-08321-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陈居渊注 978-7-206-08322-8 吉林人民出版社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舒新城著 978-7-206-08324-2 吉林人民出版社

陶孟和社会与教育 陶孟和,罗常培著 978-7-206-08326-6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杨树达论语疏证 杨树达著 978-7-206-08329-7 吉林人民出版社

钱基博国学必读.上 钱基博著 978-7-206-08331-0 吉林人民出版社

钱基博国学必读.下 钱基博著 978-7-206-08331-0 吉林人民出版社

梁启超儒家哲学 梁启超著 978-7-206-08332-7 吉林人民出版社

纪念碑 陆飞编著 978-7-206-09064-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回望古城 卢云芬著 978-7-206-09322-7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天台行旅 胡明刚著 978-7-206-09323-4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天堂四季 赵健雄著 978-7-206-0932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天上的中轴线 王童著 978-7-206-09325-8 吉林人民出版社

重天 梁勇著 978-7-206-09327-2 吉林人民出版社

青苹果 毕琼著 978-7-206-0932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 吕思勉著 978-7-206-09499-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 吕思勉著 978-7-206-09499-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 吕思勉著 978-7-206-09499-6 吉林人民出版社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 柳诒徵著 978-7-206-09500-9 吉林人民出版社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 柳诒徵著 978-7-206-09500-9 吉林人民出版社

梁启超中国佛学研究史 梁启超著 978-7-206-09501-6 吉林人民出版社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郑振铎[著] 978-7-206-09502-3 吉林人民出版社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刘师培著 978-7-206-09503-0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 浦江清著 978-7-206-09504-7 吉林人民出版社

崔适史记探源 吕思勉著 978-7-206-09505-4 吉林人民出版社

钱基博古籍举要 钱基博著 978-7-206-09943-4 吉林人民出版社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 缪凤林著 978-7-206-09944-1 吉林人民出版社

胡适中国哲学史 978-7-206-09945-8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亮采中国风俗史 张亮采著 978-7-206-09946-5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 978-7-206-09947-2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乐嘉藻中国建筑史 乐嘉藻著 978-7-206-09948-9 吉林人民出版社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 姚永朴著 978-7-206-09949-6 吉林人民出版社

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著 978-7-206-09950-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李维中国诗史 李维著 978-7-206-09951-9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国维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 978-7-206-09952-6 吉林人民出版社

朱自清中国歌谣 朱自清著 978-7-206-09953-3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 杨树达著 978-7-206-09954-0 吉林人民出版社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 978-7-206-09955-7 吉林人民出版社

曹伯韩国学常识 曹伯韩著 978-7-206-09958-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朱自清经典常谈 978-7-206-09960-1 吉林人民出版社

俞陛云诗境浅说 诸宗元著 978-7-206-09961-8 吉林人民出版社

章炳麟传 许寿裳著 978-7-206-09998-4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吕思勉中国近代史 吕思勉著 978-7-206-10121-2 吉林人民出版社

何炳松中古欧洲史 何炳松著 978-7-206-10122-9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杭辛斋学易笔谈 978-7-206-10123-6 吉林人民出版社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著 978-7-206-10124-3 吉林人民出版社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 蔡元培著 978-7-206-10125-0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 杨树达著 978-7-206-10126-7 吉林人民出版社

库姆塔格的沙 郁笛著 978-7-206-10174-8 吉林人民出版社

桨橹声中游乌镇 汪云飞著 978-7-206-10176-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梦向北川 金明春著 978-7-206-10182-3 吉林人民出版社

掠过塞罕塔景区 马艳秋著 978-7-206-10185-4 吉林人民出版社

边疆问路:再不出发，梦就远了 李海培著 978-7-206-10217-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最后的防线:侵华日军中苏边境防线及其覆灭 靳维柏著 978-7-207-09978-5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易道:话说易经 谈道德修养.上 刘祺庸著 978-7-207-10343-7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易道:话说易经 谈道德修养.下 刘祺庸著 978-7-207-10343-7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李兆麟传 赵俊清著 978-7-207-10399-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周保中传 赵俊清著 978-7-207-10400-7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赵尚志传 赵俊清著 978-7-207-10401-4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探求 治学 创新:朱健安自选集 朱健安著 978-7-207-10491-5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行路致远 砥砺前行:我的回忆 王连生著 978-7-207-10572-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夫余历史研究文献汇编.1 刘信君主编 978-7-207-10618-6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夫余历史研究文献汇编.2 刘信君主编 978-7-207-10618-6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夫余历史研究文献汇编.3 刘信君主编 978-7-207-10618-6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夫余历史研究文献汇编.4 刘信君主编 978-7-207-10618-6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夫余历史研究文献汇编.5 刘信君主编 978-7-207-10618-6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夫余历史研究文献汇编.6 刘信君主编 978-7-207-10618-6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桃李集 俞樟华,潘德宝主编 978-7-207-10671-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谭史斋论稿六编 葛志毅著 978-7-207-10759-6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当代杜尔伯特文化 陈玉芝著 978-7-207-10761-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笔耕岁月:彭放文论别集 彭晓川编 978-7-207-10772-5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京师中国哲学.第六辑,中国传统价值观与当
代社会

李景林，李祥俊主编 978-7-207-10805-0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波士顿人 (美)亨利·詹姆斯著 978-7-207-10808-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历史研究:插图本 (英)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著 978-7-208-05560-5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著 978-7-208-06164-4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环境经济学思想史 (英) E. 库拉著 978-7-208-06980-0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盖娅: 地球生命的新视野 (英) 詹姆斯·拉伍洛克著 978-7-208-06984-8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现代环境伦理 (美) 彼得·S. 温茨著 978-7-208-07120-9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环境正义论 (美) 彼得·S.温茨著 978-7-208-07121-6 上海人民出版社

登天的感觉:我在哈佛大学做心理咨询 岳晓东著 978-7-208-07682-2 上海人民出版社

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
生态环境的影响

谢丽著 978-7-208-07698-3 上海人民出版社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
研究

陈业新著 978-7-208-07795-9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 杨伟兵著 978-7-208-07878-9 上海人民出版社

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 尹玲玲著 978-7-208-07894-9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著 978-7-208-09846-6 上海人民出版社

y先生的结局 (英) 斯嘉丽·托马斯著 978-7-208-09848-0 上海人民出版社



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形态研究 袁玲红著 978-7-208-10403-7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环境管理实践指南 (美) 弗兰克·B.弗里德曼著 978-7-208-10443-3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岩画考察 宋耀良著 978-7-208-10540-9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 978-7-208-10714-4 上海人民出版社

布莱克维尔法哲学和法律理论指南 (美)丹尼斯·帕特森(Dennis Patterson)编 978-7-208-10910-0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 宋耀良著 978-7-208-10944-5 上海人民出版社

那么一点点美好 沈嘉柯著 978-7-208-11006-9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界上伟大的法学家 (英)约翰·麦克唐奈，(英)爱德华·曼森编 978-7-208-11190-5 上海人民出版社

理性主义的范式转换及其当代价值: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研究

刘中起著 978-7-208-11210-0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原农村伏羲信仰 陈伟涛著 978-7-208-11238-4 上海人民出版社

闲情偶尔寄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著 978-7-208-11239-1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九州学林.第31辑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 978-7-208-11270-4 上海人民出版社

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
罗奔尼撒战争

(美)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著

978-7-208-11296-4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泽学术文集 吴泽著 978-7-208-11312-1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明志:万年来，人类科学与艺术的演进 沈福伟著 978-7-208-11336-7 上海人民出版社

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 陈茂华著 978-7-208-11576-7 上海人民出版社

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 陈嘉明著 978-7-208-11601-6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 张春著 978-7-208-11624-5 上海人民出版社

毒从口入:谁, 如何, 在我们的餐盘里“下毒
”?

(法) 玛丽-莫尼克·罗宾著 978-7-208-11788-4 上海人民出版社

认知科学与现代认识论研究 朱宝荣著 978-7-208-11847-8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战后法国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 莫伟民，姜宇辉著 978-7-208-11987-1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义乌名士文化 范昀，陈圣荣著 978-7-208-12273-4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君子之交: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往来书简 文洁若编译 978-7-208-12321-2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华夏文化辨析 钟伦纳著 978-7-208-12421-9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书信里的辛丰年 辛丰年，李章著 978-7-208-12431-8 上海人民出版社

欧洲文艺复兴 (美) 玛格丽特·L. 金著 978-7-208-12441-7 上海人民出版社

约婚夫妇的故事 (意)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著 978-7-208-12443-1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刑事疑案探究 李翔主编 978-7-208-12455-4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卡尔·施米特/恩斯特·云格尔书信集:1930-
1983年

(德)赫尔穆特·基泽尔(Helmuth Kiesel)编
著

978-7-208-12472-1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危险的分权:新工党治下英国的权力下放进程 李冠杰著 978-7-208-12497-4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著 978-7-208-12510-0 上海人民出版社

政治的神学 (德) 卡尔·施米特著 978-7-208-12520-9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明的本质.卷二,对“人类文化的共同
的基层”的一种描述

陈宣良著 978-7-208-12530-8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从远古到老子：自
然观念及哲学的发展与成型

吾淳著 978-7-208-12541-4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 邹嘉骊编 978-7-208-12601-5 上海人民出版社

查理的生与死 (美)本·舍伍德(Ben Sherwood)著 978-7-208-12602-2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误读的浪漫:关于艺术家、书籍与巴黎 马振骋著 978-7-208-12650-3 上海人民出版社

信息时代的民意表达、甄别与吸纳 王石泉著 978-7-208-12673-2 上海人民出版社

如果我是你...... (日)白石一文著 978-7-208-12682-4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从八岁来 周公度著 978-7-208-12686-2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煮死你 (德)埃伦·伯格(Ellen Berg)著 978-7-208-12695-4 上海人民出版社

西区恐怖 (美) 尼古拉斯·迈耶 (Nicholas Meyer) 著 978-7-208-12699-2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不能抹去的记忆 许云倩主编 978-7-208-12721-0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冈果旅行 (法)安德烈·纪德著 978-7-208-12730-2 上海人民出版社

女性主义的东方之路 夏国美, 刘潼福著 978-7-208-12773-9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忘尘阁.贰,玲珑心 海的温度著 978-7-208-12799-9 上海人民出版社

报国有心 爱国无限:汪道涵百年诞辰纪念文
集

《报国有心 爱国无限 —— 汪道涵百年诞辰
纪念文集》编辑组编

978-7-208-12804-0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学.第二辑 周武主编 978-7-208-12813-2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论稿.上 朱立元主编 978-7-208-12818-7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论稿.下 朱立元主编 978-7-208-12818-7 上海人民出版社

谎言与命运 (法) 卡丽娜·蒂尔著 978-7-208-12828-6 上海人民出版社

28天 (德) 大卫·萨菲尔著 978-7-208-12835-4 上海人民出版社

爱在上海诺亚方舟 于强著 978-7-208-12845-3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青衣翘楚李炳淑 张泓著 978-7-208-12846-0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失忆的年代 (瑞典) 谢尔·埃斯普马克著 978-7-208-12869-9 上海人民出版社

HHhH:希姆莱的大脑是海德里希 (法)劳伦·比奈著 978-7-208-12878-1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风美雨百年潮:上海与美国地方文化艺术交
流

上海艺术研究所编 978-7-208-12889-7 上海人民出版社

雪山短歌 马骅 978-7-208-12895-8 上海人民出版社

纸房子 (阿根廷) 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著 978-7-208-12915-3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丰饶与贫瘠 王安忆著 978-7-208-12952-8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路硝烟 阮武昌著 978-7-208-12957-3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史迈利的告别 (英) 约翰·勒卡雷著 978-7-208-12974-0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小狮子 章小东著 978-7-208-12977-1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 吴琦幸著 978-7-208-12983-2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可凡倾听:天机一片 可凡倾听栏目组编 978-7-208-12994-8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组织逻辑与范式变迁: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权配
置问题研究

张磊著 978-7-208-12997-9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忘山庐日记.上 孙宝瑄著 978-7-208-13009-8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忘山庐日记.下 孙宝瑄著 978-7-208-13009-8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忘山庐日记.中 孙宝瑄著 978-7-208-13009-8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 何理著 978-7-208-13010-4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敢在你怀里孤独 刘若英 978-7-208-13031-9 上海人民出版社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前沿问题研究 杨正鸣, 苗伟明主编 978-7-208-13035-7 上海人民出版社

奥斯维辛骷髅俱乐部 (英)约翰·多诺霍著 978-7-208-13044-9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
分析

(美) 西达·斯考切波著 978-7-208-13071-5 上海人民出版社

算账 (德) 埃伦·伯格著 978-7-208-13087-6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尾巴.II,告密的孩子上天堂 王若虚著 978-7-208-13089-0 上海人民出版社

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 姜鹏著 978-7-208-13105-7 上海人民出版社

白日做梦 零杂志编 978-7-208-13111-8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 赵福莲著 978-7-208-13125-5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看见:中国抗战的真正希望 叶孝慎著 978-7-208-13135-4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 程虹著 978-7-208-13166-8 上海人民出版社

工作的量身定位 周晓璐著 978-7-208-13189-7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汉藏语差比句研究 邓凤民著 978-7-208-13197-2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忘尘阁.叁,双面俑 海的温度著 978-7-208-13220-7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充闾散文精选 王充闾著 978-7-208-13240-5 上海人民出版社

种地书 蔡珠儿著 978-7-208-13276-4 上海人民出版社

破碎与重建:1937-1945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
研究

郜元宝等著 978-7-208-13283-2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学讲演录 魏承思著 978-7-208-13302-0 上海人民出版社

距骨:逃亡的少女 (法) 阿尔贝蒂娜·萨拉森著 978-7-208-13354-9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常态与大战略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978-7-208-13357-0 上海人民出版社

高窗:菲利普·拉金诗集 (英) 菲利普·拉金著 978-7-208-13364-8 上海人民出版社

饕餮娘子.1,桃花谣 佟婕著 978-7-208-13369-3 上海人民出版社



邹碧华传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编写 978-7-208-13393-8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财富与时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研
究

吴瑞敏著 978-7-208-13404-1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无门诀 马鸣谦著 978-7-208-13405-8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忆往谈旧录 梁漱溟著 978-7-208-13407-2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 秋石著 978-7-208-13417-1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从芙蓉城到希腊 罗念生著 978-7-208-13461-4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华国学研究.卷一 张荣明，陈萍主编 978-7-208-13509-3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汤显祖：对梦人生与文化求索 郑培凯著 978-7-208-13540-6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明经受考验
(英)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著
978-7-208-13565-9 上海人民出版社

犹在梦中 默音著 978-7-208-13658-8 上海人民出版社

预见未来:改变我学习的十封信 (日) 喜多川泰著 978-7-208-13708-0 上海人民出版社

屠夫十字镇 (美)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著 978-7-208-13718-9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战国史 杨宽著 978-7-208-13757-8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蓝皮书:2013-2015 钟杨主编 978-7-208-13798-1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忧郁病，就是这样:一个忧郁病患者的自白 李子玉著 978-7-208-13799-8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化间性：记忆与反思 曹卫东著 978-7-208-13802-5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上古史导论 杨宽著 978-7-208-13819-3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英) 佩里·安德森著 978-7-208-13836-0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
(美)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著
978-7-208-13838-4 上海人民出版社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 978-7-208-13849-0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著 978-7-208-13891-9 上海人民出版社

霍夫曼的辩护 (瑞典) 谢尔·埃斯普马克著 978-7-208-13936-7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们时代的中庸:中庸解读 魏承思著 978-7-208-13956-5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界历史评论.05,古典学在中国 陈恒，洪庆明主编 978-7-208-13971-8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大汗天书之幻灵旗 鬼古女著 978-7-208-13980-0 上海人民出版社

长征行 石仲泉著 978-7-208-14050-9 上海人民出版社

足迹:从南开求学到极地圆梦 颜其德著 978-7-208-14093-6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西医临床妇科学 桑海莉主编 978-7-209-06181-0 山东人民出版社

杨度.上册 唐浩明著 978-7-209-07227-4 山东人民出版社

杨度.下册 唐浩明著 978-7-209-07227-4 山东人民出版社

杨度.中册 唐浩明著 978-7-209-07227-4 山东人民出版社



自我升华:走向成功的身心必修课 (美) 约翰·托德著 978-7-209-07309-7 山东人民出版社

沂蒙革命诗词选注 曲文军,李洪彦主编 978-7-209-07430-8 山东人民出版社

文明的历程:彩色插图本.上 高奇著 978-7-209-07966-2 山东人民出版社

文明的历程:彩色插图本.下 高奇著 978-7-209-07966-2 山东人民出版社

文明的历程:彩色插图本.中 高奇著 978-7-209-07966-2 山东人民出版社

天南地北山东人.第一卷 卢敏著 978-7-209-08379-9 山东人民出版社

天南地北山东人.第三卷 卢敏著 978-7-209-08379-9 山东人民出版社

天南地北山东人.第二卷 卢敏著 978-7-209-08379-9 山东人民出版社

聚焦2013:中央媒体眼中的山东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编 978-7-209-08495-6 山东人民出版社

大中华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歌 刘长允著 978-7-209-08595-3 山东人民出版社

检验项目与临床应用 张永生, 云清英, 亓敏主编 978-7-209-08678-3 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 山东省环境卫生监测站站
志:1992-2002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山东省环境卫生监测
站站志》编纂委员会编

978-7-209-08723-0 山东人民出版社

诗经弦歌:音乐文化遗产研究 林琳，张蛰鸣著 978-7-209-08729-2 山东人民出版社

齐鲁文化通论.上 周立升，蔡德贵主编 978-7-209-08754-4 山东人民出版社

齐鲁文化通论.下 周立升，蔡德贵主编 978-7-209-08754-4 山东人民出版社

朝鲜车天辂汉诗研究 王国彪著 978-7-209-08760-5 山东人民出版社

领导干部三五七 孙德汉著 978-7-209-08805-3 山东人民出版社

孙子智慧 姚淦铭著 978-7-209-08838-1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第8册 白化文主编 978-7-209-08893-0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第9册 白化文主编 978-7-209-08894-7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第10册 白化文主编 978-7-209-08895-4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第1册 白化文主编 978-7-209-08896-1 山东人民出版社

职业病危害与防护知识手册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与环境卫生监

测评价所编写
978-7-209-08992-0 山东人民出版社

曼德拉故乡的民间故事 (南非) 姆扎依瓦恩·埃博纳·恩亚门德编 978-7-209-09052-0 山东人民出版社

费县读本 《费县读本》编委会编 978-7-209-09065-0 山东人民出版社

针灸推拿英语 高华伟，李志宏主编 978-7-209-09068-1 山东人民出版社

明代朝鲜使臣胶东纪行诗探析 刘晓东著 978-7-209-09125-1 山东人民出版社

我们的价值观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978-7-209-09134-3 山东人民出版社

胶东文化撮要 支军著 978-7-209-09148-0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建设:全国社科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中心第二十次年会暨理论研讨会论

唐洲雁, 张述存主编 978-7-209-09205-0 山东人民出版社

聚焦2014:中央媒体眼中的山东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编 978-7-209-09206-7 山东人民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 张中锋著 978-7-209-09211-1 山东人民出版社

医学教育变革与医学生就业:基于医学本科毕
业生“学用失配”问题的视角

刘向锋, 杜莉著 978-7-209-09225-8 山东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高凤敏著 978-7-209-09227-2 山东人民出版社

休闲：基于马克思休闲生存范式的解读 王守颂著 978-7-209-09326-2 山东人民出版社

基础护理技术项目化实训手册 苑秋兰，周杰主编 978-7-209-09365-1 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研究 李然著 978-7-209-09403-0 山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 黄玉顺主编 978-7-209-09621-8 山东人民出版社

儿童护理项目化实训教程 主编臧伟红 978-7-209-09626-3 山东人民出版社

内科护理项目化实训教程 主编田桂莲, 郭磊 978-7-209-09652-2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学季刊.二零一六年第二期(总第二期) 杜泽逊主编 978-7-209-09687-4 山东人民出版社

《庄子》里面的孔子 老庄孙子著 978-7-209-09897-7 山东人民出版社

老庄与论语 老庄孙子著 978-7-209-09897-7 山东人民出版社

道德经与金刚经 老庄孙子著 978-7-209-09897-7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三余堂散记续编 商震著 978-7-209-10195-0 山东人民出版社

良辰里 郑炜著 978-7-210-04388-1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业力管理:善用业力法则 创造富足人生
(美) 麦史·罗奇格西, 克丽丝蒂·麦克奈丽

喇嘛, 迈克尔·郭尔登著
978-7-210-04670-7 江西人民出版社

桃花痒 樊健军著 978-7-210-05229-6 江西人民出版社

太守况青天 严霞峰著 978-7-210-05264-7 江西人民出版社

西北望 乌安诗云著 978-7-210-05272-2 江西人民出版社

朱熹庐山史迹考 袁晓宏著 978-7-210-05280-7 江西人民出版社

那些等待的心情假装不来 黎蕉编著 978-7-210-05475-7 江西人民出版社

没有一种痛是特别为你准备的 黎蕉编著 978-7-210-05476-4 江西人民出版社

酒汛 段文华著 978-7-210-05954-7 江西人民出版社

女王密使 (英) 伊恩·弗莱明著 978-7-210-06008-6 江西人民出版社

能断金刚:超凡的经营智慧 (美) 麦克·罗奇格西著 978-7-210-06016-1 江西人民出版社

庾信诗赋接受研究 何世剑著 978-7-210-06154-0 江西人民出版社

徐姓祖陵文化 徐华勤编著 978-7-210-06211-0 江西人民出版社



高校媒体研究 刘国云著 978-7-210-06212-7 江西人民出版社

老子与孔子 刘庭华著 978-7-210-06219-6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民间传说.一 张泰城主编 978-7-210-06358-2 江西人民出版社

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一卷 [季羡林著] 978-7-210-06378-0 江西人民出版社

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六卷 [季羡林著] 978-7-210-06378-0 江西人民出版社

朱子白鹿洞规条目注疏 李宁宁编著 978-7-210-06385-8 江西人民出版社

父兮生我 李伯勇著 978-7-210-06499-2 江西人民出版社

游遍江西:云中草原,萍乡 王晓峰主编 978-7-210-06546-3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主体的张扬与退隐:现代文化场域中的消费主
义研究

杜早华著 978-7-210-06629-3 江西人民出版社

陈东有文史论稿 陈东有著 978-7-210-06637-8 江西人民出版社

游遍江西:人间仙境,新余 王晓峰主编 978-7-210-06666-8 江西人民出版社

青梅煮酒论英雄:马勇评近代史人物 马勇著 978-7-210-06677-4 江西人民出版社

深巷斜晖 熊盛文著 978-7-210-06723-8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养生鼻祖彭祖全传 彭开富著 978-7-210-06730-6 江西人民出版社

新余文物与考古 江西省新余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978-7-210-06742-9 江西人民出版社

禅心诗语悟红尘 妙欢著 978-7-210-06786-3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张天师评传.卷一 主编张金涛 978-7-210-06788-7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张天师评传.卷二 主编张金涛 978-7-210-06789-4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专业化与大众化:黄天鹏新闻思想与实践研究 张振亭著 978-7-210-06801-3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张天师评传.卷三 主编张金涛 978-7-210-06806-8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张天师评传.卷四 主编张金涛 978-7-210-06808-2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张天师评传.卷五 主编张金涛 978-7-210-06809-9 江西人民出版社

老舍画传 王红英, 何婷著图 978-7-210-06812-9 江西人民出版社

背叛:为什么我们身处背叛却佯装不知？
(美)詹妮弗·弗尔德(Jennifer Freyd)，
(美)帕梅拉·比勒尔(Pamela Birrell)著

978-7-210-06822-8 江西人民出版社

游遍江西:道教祖庭,鹰潭 王晓峰主编 978-7-210-06866-2 江西人民出版社

游遍江西:梦里老家,上饶 王晓峰主编 978-7-210-06867-9 江西人民出版社

苦行者 马永刚著 978-7-210-06918-8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民间传说.二 张泰城主编 978-7-210-07022-1 江西人民出版社

碧草风景 李国强著 978-7-210-07054-2 江西人民出版社

皇家赌场 (英) 伊恩·弗莱明著 978-7-210-07074-0 江西人民出版社

日照西昌 张信江著 978-7-210-07077-1 江西人民出版社



诺博士 (英) 伊恩·弗莱明著 978-7-210-07172-3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与神对话.1
(美)尼尔·唐纳德·沃尔什(Neale Donald 

Walsch)著
978-7-210-07197-6 江西人民出版社

故里此去三十年 周子衿著 978-7-210-07222-5 江西人民出版社

晚晴楼诗词文史合集 廖宇阳著 978-7-210-07352-9 江西人民出版社

腐败:人性与文化
(美) 迪特尔·哈勒, (新西兰) 克里斯·肖

尔主编
978-7-210-07370-3 江西人民出版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专题研究式教学案
例精选

王晓波主编 978-7-210-07379-6 江西人民出版社

老牛漫耕录 许怀林著 978-7-210-07413-7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与神对话.Book.2
(美)尼尔?唐纳德?沃尔什(Neale Donald 

Walsch)著
978-7-210-07426-7 江西人民出版社

探索集:俞兆鹏史学文选之三 俞兆鹏著 978-7-210-07431-1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与神对话.3 (美)尼尔·唐纳德·沃尔什著 978-7-210-07435-9 江西人民出版社

义门陈文史考 陈月海主编 978-7-210-07448-9 江西人民出版社

人间采蜜记:李银河自传 李银河著 978-7-210-07574-5 江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唐书麟主编 978-7-210-07579-0 江西人民出版社

铁军出山:江西三年游击战争与新四军 刘勉钰主编 978-7-210-07601-8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走进经典古诗文悦读 主编刘绍华, 江立员 978-7-210-07616-2 江西人民出版社

庐山常见昆虫识别图谱 张小谷，陶热主编 978-7-210-07622-3 江西人民出版社

基础医学实验基本知识与操作技术 主编钱隽 978-7-210-07623-0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热点难点透视 刘庭华著 978-7-210-07724-4 江西人民出版社

血色铁证 史俊，张治凡著 978-7-210-07784-8 江西人民出版社

听障儿童嗓音研究 胡金秀著 978-7-210-07802-9 江西人民出版社

荒野寒山 何善蒙著 978-7-210-07861-6 江西人民出版社

梅品朗朗:赣粤闽边客家民俗风情故事 张声奇，张钰青主编 978-7-210-07873-9 江西人民出版社

法国大革命反思录 (英)埃德蒙·柏克著 978-7-210-07876-0 江西人民出版社

太仓稊米集诗笺释 (宋)周紫芝著 978-7-210-07892-0 江西人民出版社

谢谢自己够勇敢 张皓宸著 978-7-210-07902-6 江西人民出版社

重逢 石钟山著 978-7-210-07903-3 江西人民出版社

人性的弱点 (美)戴尔·卡耐基著 978-7-210-07954-5 江西人民出版社

语言的突破 (美)戴尔·卡耐基著 978-7-210-07956-9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古塔里的庐陵风情 肖岱芸著 978-7-210-07959-0 江西人民出版社

静静的赣江.上 唐衍道著 978-7-210-07986-6 江西人民出版社



静静的赣江.下 唐衍道著 978-7-210-07986-6 江西人民出版社

静静的赣江.中 唐衍道著 978-7-210-07986-6 江西人民出版社

西方文学点论 朱耀良著 978-7-210-08002-2 江西人民出版社

天才、狂人与梅毒 (美) 德博拉·海登著 978-7-210-08117-3 江西人民出版社

每晚睡前原谅所有的人和事 夏风颜著 978-7-210-08151-7 江西人民出版社

人性的枷锁 (英)毛姆著 978-7-210-08290-3 江西人民出版社

说话心理学:把心摸清楚 把话说漂亮 端木自在著 978-7-210-08482-2 江西人民出版社

诗词信州 吴长庚主编 978-7-210-08486-0 江西人民出版社

每一个努力的姑娘，都是有翅膀的天使 康静文[著] 978-7-210-08513-3 江西人民出版社

宇宙:从地球到宇宙边缘的旅行 (英)尼古拉斯·奇塔姆著 978-7-210-08542-3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样板: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与评价 傅春著 978-7-210-08548-5 江西人民出版社

道德经 (春秋)李耳著 978-7-210-08554-6 江西人民出版社

孙子兵法 (春秋)孙武著 978-7-210-08565-2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 (宋)王应麟等著 978-7-210-08566-9 江西人民出版社

犹太人的智慧 西蒙著 978-7-210-08595-9 江西人民出版社

老子微 李进撰 978-7-210-08611-6 江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庐山诗词三百首 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编 978-7-210-08633-8 江西人民出版社

超级大国是怎样炼成的:影响美国历史走向的
经典文献

刘植荣编译 978-7-210-08637-6 江西人民出版社

大学使命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谭少波,石兰晔著 978-7-210-08643-7 江西人民出版社

影视奇才龚智勇 聂牛生著 978-7-210-08790-8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江西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编写组编著
978-7-210-08792-2 江西人民出版社

生活, 是很好玩的 汪曾祺著 978-7-210-08800-4 江西人民出版社

星,雪,火 (美)约翰·海恩斯著 978-7-210-08806-6 江西人民出版社

合作竞争:博弈论战略正在改变商业游戏
(美)拜瑞·J. 内勒巴夫，(美)亚当·M. 布

兰登伯格著
978-7-212-01767-5 安徽人民出版社

怎样做最好的自己 岳晓东著 978-7-212-03854-0 安徽人民出版社

炒股的智慧:在华尔街炒股为生的体验 陈江挺著 978-7-212-03996-7 安徽人民出版社

林书豪：梦想的力量 安吉勇编著 978-7-212-04721-4 安徽人民出版社

人生不设限:自己拯救自己 (英) 塞缪尔·斯曼尔斯著 978-7-212-04774-0 安徽人民出版社

卖菜叔日记:写给孩子们的奋斗史 卖菜叔著 978-7-212-06072-5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不容忘却的记忆
安徽省宿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安徽省宿
州市城市文化研究会，中共安徽省宿州市委

党史研究室编

978-7-212-08047-1 安徽人民出版社

你是我藏不住的秘密 清扬婉兮文 978-7-212-08279-6 安徽人民出版社

赠我一世蜜糖 十四郎著 978-7-212-08283-3 安徽人民出版社

把你宠成萌妹子 树小栖著 978-7-212-08288-8 安徽人民出版社

双剑合壁, 原名, 双“贱”合璧 灭绝著 978-7-212-08289-5 安徽人民出版社

细节决定成败.Ⅲ,日本人如何做细节 (日)川田修著 978-7-212-08296-3 安徽人民出版社

流光如梦 吴晶晶著 978-7-212-08930-6 安徽人民出版社

大败局.Ⅱ 吴晓波著 978-7-213-04501-1 浙江人民出版社

大败局.1 吴晓波著 978-7-213-04502-8 浙江人民出版社

明朝那些事儿.第柒部,大结局 当年明月著 978-7-213-04627-8 浙江人民出版社

明朝那些事儿.第陆部,日暮西山 当年明月著 978-7-213-04628-5 浙江人民出版社

明朝那些事儿.第伍部,帝国飘摇 当年明月著 978-7-213-04629-2 浙江人民出版社

明朝那些事儿.第肆部,粉饰太平 当年明月著 978-7-213-04630-8 浙江人民出版社

明朝那些事儿.第叁部,妖孽宫廷 当年明月著 978-7-213-04631-5 浙江人民出版社

明朝那些事儿.第贰部,万国来朝 当年明月著 978-7-213-04632-2 浙江人民出版社

明朝那些事儿.第壹部,洪武大帝 当年明月著 978-7-213-04633-9 浙江人民出版社

我用微软改变世界: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
伦回忆录

(美)保罗·艾伦著 978-7-213-04783-1 浙江人民出版社

天使投资:如何成功解决创业者的融资问题 唐滔著 978-7-213-04854-8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读懂美国史,你就读懂了世界格局:凭武力获
得优势.2

傅琪椋著 978-7-213-04933-0 浙江人民出版社

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 (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著 978-7-213-05251-4 浙江人民出版社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

克耶著
978-7-213-05254-5 浙江人民出版社

谁是谷歌想要的人才?:破解世界最顶尖公司
的面试密码

(美) 威廉·庞德斯通著 978-7-213-05374-0 浙江人民出版社

云在青天水在瓶:智宗法师佛学随笔集 智宗著 978-7-213-05391-7 浙江人民出版社

别让猴子跳回背上:为什么领导没时间，下属
没事做？

(美) 威廉·安肯三世著 978-7-213-05483-9 浙江人民出版社

第一帝国:大格局解读中国第一个汉人王朝 黄威著 978-7-213-05624-6 浙江人民出版社

乡关三千年 许伟君著 978-7-213-05671-0 浙江人民出版社

无价:洞悉大众心理玩转价格游戏 (美)威廉·庞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
著

978-7-213-05679-6 浙江人民出版社



债务海啸 牛刀著 978-7-213-05690-1 浙江人民出版社

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 许倬云著 978-7-213-05775-5 浙江人民出版社

大数据云图:如何在大数据时代寻找下一个大
机遇

(美) 大卫·芬雷布著 978-7-213-05842-4 浙江人民出版社

决战大数据:驾驭未来商业的利器 车品觉著 978-7-213-06000-7 浙江人民出版社

橄榄成渣 高军著 978-7-213-06113-4 浙江人民出版社

适应性创新 (美)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著 978-7-213-06186-8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丰盛人生:安利创始人理查·狄维士自传 (美)理查·狄维士(Rich DeVos)著 978-7-213-06390-9 浙江人民出版社

风中的纸屑:随笔典藏 周国平著 978-7-213-06474-6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最后的耍猴人 马宏杰著 978-7-213-06495-1 浙江人民出版社

脑机穿越:脑机接口改变人类未来
(巴西)米格尔·尼科莱利斯(Miguel A. 

Nicolelis)著
978-7-213-06583-5 浙江人民出版社

普利策传:一代新闻大亨的传奇人生
(美)詹姆斯·莫瑞斯(James McGrath 

Morris)著
978-7-213-06601-6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 (美)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 978-7-213-06655-9 浙江人民出版社

“十三五”大战略 胡鞍钢，鄢一龙，周绍杰等著 978-7-213-06754-9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寸河山一寸血:1937～1938.3,落日孤城 关河五十州著 978-7-213-06759-4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
常识

(美)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著 978-7-213-06779-2 浙江人民出版社

医生的精进:从仁心仁术到追求卓越 (美) 阿图·葛文德著 978-7-213-06782-2 浙江人民出版社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 (美) 阿图·葛文德著 978-7-213-06791-4 浙江人民出版社

认识你自己:今日浙江版 庄恩岳著 978-7-213-06795-2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宫崎市定中国史 (日)宫崎市定著 978-7-213-06852-2 浙江人民出版社

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 王赓武著 978-7-213-06858-4 浙江人民出版社

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
(美) 尼可拉斯·D. 克里斯多夫, (美) 雪莉

·邓恩著
978-7-213-06911-6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读书·治学·写作:精装珍藏版 季羡林著 978-7-213-06963-5 浙江人民出版社

红:精装珍藏版 季羡林著 978-7-213-06964-2 浙江人民出版社

悼念忆:师友回忆录 季羡林著 978-7-213-06965-9 浙江人民出版社

季羡林谈国学:精装珍藏版 季羡林著 978-7-213-06968-0 浙江人民出版社

风风雨雨一百年:精装珍藏版 季羡林著 978-7-213-06970-3 浙江人民出版社

彼岸印迹:精装珍藏版 季羡林著 978-7-213-06972-7 浙江人民出版社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精装珍藏版 季羡林著 978-7-213-06973-4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生的远行:精装珍藏版 季羡林著 978-7-213-06974-1 浙江人民出版社

象牙塔日记 季羡林著 978-7-213-06983-3 浙江人民出版社



若想成事读《周易》 魏殿生著 978-7-213-07118-8 浙江人民出版社

人工智能的未来，原名，如何创造思维 (美)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著 978-7-213-07147-8 浙江人民出版社

微纪:2015年度电力行业优秀影视作品集萃 中国电力传媒集团编著 978-7-213-07189-8 浙江人民出版社

现代文明的成坏 许倬云著 978-7-213-07190-4 浙江人民出版社

大国霸业的兴废:精装珍藏版 许倬云著 978-7-213-07228-4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未来医疗:智能时代的个体医疗革命 (美)埃里克·托普(Eric Topol)著 978-7-213-07262-8 浙江人民出版社

成为黄种人:亚洲种族思维简史 (美)奇迈可(Michael Keevak)著 978-7-213-07359-5 浙江人民出版社

保卫社会 郑永年著 978-7-213-07517-9 浙江人民出版社

死亡邮递 (日)松本清张著 978-7-213-07534-6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文明变局的关口:精装珍藏版 徐倬云著 978-7-213-07608-4 浙江人民出版社

黑夜的空白 (日)松本清张著 978-7-213-07631-2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匠人 酱爆团队著 978-7-213-07654-1 浙江人民出版社

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
(美)彼得·戴曼迪斯(Peter H. 

Diamandis)，(美)史蒂芬·科特勒(Steven 
978-7-213-07655-8 浙江人民出版社

长寿的基因
(美)普雷斯顿·埃斯特普(Preston W. Estep 

III)著
978-7-213-07661-9 浙江人民出版社

民族大迁徒 安介生著 978-7-214-06531-5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草纲目 (明) 李时珍著 978-7-214-06720-3 江苏人民出版社

转基因赌局:转基因食品危害人体健康的65个
铁证

(美) 杰弗里·M.史密斯著 978-7-214-06801-9 江苏人民出版社

种子的欺骗:揭露美国政府和转基因工业的谎
言

(美) 杰弗里·M.史密斯著 978-7-214-06804-0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上市赌局 易楼兰著 978-7-214-07900-8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既要成功 也要成仁, 原名, 我用一生去寻
找:潘石屹的八堂公开课

潘石屹著 978-7-214-08761-4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流年的飞沫 (法)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著 978-7-214-08939-7 江苏人民出版社

只有医生知道! 张羽著 978-7-214-09006-5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 郭汝瑰, 黄玉章主编 978-7-214-09154-3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 郭汝瑰, 黄玉章主编 978-7-214-09154-3 江苏人民出版社

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 (美)傅佛果著 978-7-214-10353-6 江苏人民出版社

黑太阳:蒙淘克的纳粹-西藏连接 (美)彼得·穆恩著 978-7-214-10638-4 江苏人民出版社

铁腕治污 科学治太:江苏省太湖流域治理体
制机制实践探索

978-7-214-11731-1 江苏人民出版社

扬州漆艺 韦明铧著 978-7-214-11885-1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雅舍杂文:精装纪念珍藏版 梁实秋著 978-7-214-12099-1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雅舍随笔:精装纪念珍藏版 梁实秋著 978-7-214-12100-4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雅舍谈吃:精装纪念珍藏版 梁实秋著 978-7-214-12101-1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雅舍小品:精装纪念珍藏版 梁实秋著 978-7-214-12102-8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雅舍遗珠:精装纪念珍藏版 梁实秋著 978-7-214-12103-5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雅舍忆旧:精装纪念珍藏版 梁实秋著 978-7-214-12104-2 江苏人民出版社

食事 汪曾祺著 978-7-214-12762-4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鹅之死:汪曾祺精选集 汪曾祺著 978-7-214-12763-1 江苏人民出版社

忆昔 汪曾祺著 978-7-214-12764-8 江苏人民出版社

谋圣鬼谷子 王国章著 978-7-214-12770-9 江苏人民出版社

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著 978-7-214-12781-5 江苏人民出版社

梦的翅膀 韦伟著 978-7-214-13234-5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先秦史 吕思勉著 978-7-214-13526-1 江苏人民出版社

民国第一帮会:揭开上海滩的黑色秘史 陈伟伟著 978-7-214-14056-2 江苏人民出版社

“慰安妇”调查实录 张双兵著 978-7-214-14068-5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有限意识批判 崔平著 978-7-214-14123-1 江苏人民出版社

品读三国论假真 汝河著 978-7-214-14747-9 江苏人民出版社

长河 沈从文著 978-7-214-14842-1 江苏人民出版社

从文自传:岁月沉淀后灵魂的自我对话 沈从文著 978-7-214-14844-5 江苏人民出版社

龙朱:沈从文浪漫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作 沈从文著 978-7-214-14847-6 江苏人民出版社

沈从文谈艺术:花花草草与瓶瓶罐罐间的生命
活力

沈从文著 978-7-214-14848-3 江苏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领导小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成长 赖静萍著 978-7-214-14885-8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总论 王燕文主编 978-7-214-14887-2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富强篇 王明生主编 978-7-214-14888-9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和谐篇 管向群主编 978-7-214-14889-6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法治篇 公丕祥主编 978-7-214-14891-9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自由篇 袁久红主编 978-7-214-14892-6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平等篇 王庆五主编 978-7-214-14893-3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民主篇 刘旺洪主编 978-7-214-14894-0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诚信篇 王小锡主编 978-7-214-14895-7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爱国篇 郭广银主编 978-7-214-14896-4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实践篇 双传学主编 978-7-214-14898-8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敬业篇 杨明主编 978-7-214-14899-5 江苏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文明篇 叶南客主编 978-7-214-14900-8 江苏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上册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 978-7-214-14908-4 江苏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下册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 978-7-214-14908-4 江苏人民出版社

吴晗论明史:全方位解读最后一个汉人王朝 吴晗著 978-7-214-14948-0 江苏人民出版社

边城 沈从文著 978-7-214-14987-9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人生就是不断的相逢与别离 张晓风著 978-7-214-15229-9 江苏人民出版社

我们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 张晓风著 978-7-214-15230-5 江苏人民出版社

西方美学史.上册 朱光潜著 978-7-214-15278-7 江苏人民出版社

西方美学史.下册 朱光潜著 978-7-214-15278-7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乡贤记忆 沈成嵩著 978-7-214-15306-7 江苏人民出版社

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 (美) 柏文莉著 978-7-214-15811-6 江苏人民出版社

拉贝日记 (德)约翰·拉贝著 978-7-214-15926-7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978-7-214-15952-6 江苏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传 萧一山著 978-7-214-15953-3 江苏人民出版社

梁启超传 吴其昌著 978-7-214-15954-0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央军传奇:天之骄子 张庆军著 978-7-214-16081-2 江苏人民出版社

晋军传奇 常建忠著 978-7-214-16084-3 江苏人民出版社

桂军传奇:南国枭雄 胡兆才著 978-7-214-16085-0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丛书,全面深化改
革

洪银兴主编 978-7-214-16090-4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国有 民有 混合所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探析

王金柱著 978-7-214-16092-8 江苏人民出版社

血色小红山:金陵孤儿抗战纪实 蔡虎因著 978-7-214-16113-0 江苏人民出版社

法治思维 夏锦文主编 978-7-214-16176-5 江苏人民出版社

周传儒文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 978-7-214-16187-1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命所终:晚清皇朝的崩溃 金满楼著 978-7-214-16201-4 江苏人民出版社

统治世界的是心理学 (英)乔治·汉弗莱著 978-7-214-16204-5 江苏人民出版社

气质柴静 张笑萱著 978-7-214-16205-2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国民党海空军传奇 高晓星著 978-7-214-16219-9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研究领域的扛
鼎之作

梁启超著 978-7-214-16261-8 江苏人民出版社

武则天传 林语堂著 978-7-214-16263-2 江苏人民出版社

李鸿章传 梁启超著 978-7-214-16264-9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朱元璋传 吴晗著 978-7-214-16265-6 江苏人民出版社

张居正大传 朱东润著 978-7-214-16266-3 江苏人民出版社



容忍是自由的根本:胡适极具代表性的演讲杂
文合集

胡适著 978-7-214-16296-0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雅舍随笔:平实中流露真性情的经典随笔 梁实秋著 978-7-214-16305-9 江苏人民出版社

城南旧事 林海音著 978-7-214-16596-1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时间、空间与伦理学基础 (美) 爱莲心著 978-7-214-16606-7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二战纪实图集 彭训厚等编著 978-7-214-16626-5 江苏人民出版社

徐中舒文存 徐中舒选编 978-7-214-16795-8 江苏人民出版社

蜗牛壳.第1辑 媒体机构著 978-7-214-17021-7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云渡桃雕 陈浩著 978-7-214-17032-3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
的文本学解读

张一兵著 978-7-214-17175-7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著 978-7-214-17392-8 江苏人民出版社

豪放词:激荡千古的豪情与慷慨 钱志慧编著 978-7-214-17588-5 江苏人民出版社

巴西常识 吴婉绚著 978-7-214-18385-9 江苏人民出版社

白日薄西山:大汉帝国的衰亡 徐兴无著 978-7-214-18467-2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落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 赵益著 978-7-214-18468-9 江苏人民出版社

西风凋碧树:大宋帝国的衰亡 赵益著 978-7-214-18469-6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生犯罪人 (意)切萨雷·龙勃罗梭著 978-7-214-18924-0 江苏人民出版社

赵万里文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 978-7-214-19158-8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乡愁若灯:互动征文选集 本书编写组编 978-7-214-19489-3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三国谍影,暗战定军山 何慕著 978-7-214-19578-4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美学年鉴.2005 汝信，曾繁仁主编 978-7-215-06205-4 河南人民出版社

评《矛盾基础论》 陈书栋编 978-7-215-06461-4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颗流泪的心 张玮征著 978-7-215-06915-2 河南人民出版社

职业病案例与防治 余善法主编 978-7-215-07137-7 河南人民出版社

事业链 赵文强著 978-7-215-09578-6 河南人民出版社

生命没有逆行线 侯宏章著 978-7-215-09815-2 河南人民出版社

玉炉胭脂香 徐洛一著 978-7-215-10616-1 河南人民出版社

如何掌控自己的内心世界 徐志远，王宜妮编著 978-7-216-05407-2 湖北人民出版社

案件写真 廖晟，毛荣贵，(美)Rosemary Adang编译 978-7-216-05428-7 湖北人民出版社

寻找新闻的向度 彭四平著 978-7-216-05742-4 湖北人民出版社

你凭什么工作比别人好:成为优质上班族的36
个职能学习方法

侯倩著 978-7-216-05791-2 湖北人民出版社



姚伯茂学术论文集 姚伯茂著 978-7-216-05983-1 湖北人民出版社

阿尔都塞后期哲学思想研究 凌新著 978-7-216-06209-1 湖北人民出版社

设计和创造自己 许洪勋著 978-7-216-07013-3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 柳燕著 978-7-216-07691-3 湖北人民出版社

雷思霈诗辑注 蔡建国主编 978-7-216-08330-0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农户疾病风险分布与新农合政策分担效果跟
踪研究

张广科著 978-7-216-08455-0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光武大帝.上卷,铁马秋风 王瑞国著 978-7-216-08577-9 湖北人民出版社

精神疾病护理管理工作手册 金玉华, 王红梅, 陈红玉主编 978-7-216-08599-1 湖北人民出版社

唐崖土司城址
咸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唐崖土司城遗

址管理处编
978-7-216-08614-1 湖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早年挚友柳直荀 李光荣著 978-7-216-08673-8 湖北人民出版社

大病农户的就医行为与生计决策研究 马志雄, 丁士军著 978-7-216-08719-3 湖北人民出版社

山外山札记 庞良君著 978-7-216-08729-2 湖北人民出版社

西山采灵芝 刘敬堂著 978-7-216-08732-2 湖北人民出版社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效果与问题实证
研究

于长永著 978-7-216-08733-9 湖北人民出版社

秉烛画梦 姜锋青著 978-7-216-08737-7 湖北人民出版社

裸学与乐学:王济洲教授从教五十年纪念文集 袁定坤主编 978-7-216-08741-4 湖北人民出版社

汉水文化调查 夏日新主编 978-7-216-08785-8 湖北人民出版社

拿工薪, 三十几岁你也能赚到600万 (加拿大) 安德鲁·哈勒姆著 978-7-218-07667-6 广东人民出版社

快过闪电:博尔特自传 (牙买加) 尤塞恩·博尔特著 978-7-218-08698-9 广东人民出版社

可居丛稿.上册 王贵忱著 978-7-218-08786-3 广东人民出版社

可居丛稿.下册 王贵忱著 978-7-218-08786-3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国企变法录 周闻道著 978-7-218-09268-3 广东人民出版社

葛剑雄文集:谭其骧传.3,悠悠长水 葛剑雄著 978-7-218-09474-8 广东人民出版社

躁动的日本: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日本战略史观 (日) 小代有希子著 978-7-218-09653-7 广东人民出版社

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 公方彬著 978-7-218-09744-2 广东人民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 吕勤昭口述 978-7-218-09773-2 广东人民出版社

百年中国的感情气候:20世纪诗词赏鉴 978-7-218-09776-3 广东人民出版社

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 金岱著 978-7-218-09788-6 广东人民出版社

老街的生命 林家品著 978-7-218-09859-3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与鲁迅面对面 钱理群著 978-7-218-09925-5 广东人民出版社

被流放的爱国者 王重旭著 978-7-218-09935-4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客家文学史 罗可群著 978-7-218-09943-9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现当代散文史 主编陈剑晖 978-7-218-09969-9 广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倒影 十年砍柴著 978-7-218-09970-5 广东人民出版社

就事论事 曾德雄著 978-7-218-10008-1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省生态文明与低碳发展蓝皮书 张捷主编 978-7-218-10063-0 广东人民出版社

九州牧云录.叁 管平潮 978-7-218-10149-1 广东人民出版社

九州牧云录.壹 管平潮 978-7-218-10149-1 广东人民出版社

九州牧云录.肆 管平潮 978-7-218-10149-1 广东人民出版社

九州牧云录.贰 管平潮 978-7-218-10149-1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南方 孙智正[著] 978-7-218-10177-4 广东人民出版社

从理念到执行:医院中层管理干部实用技能训
练教程

张英著 978-7-218-10184-2 广东人民出版社

山河颂:黄华华诗选 黄华华著 978-7-218-10241-2 广东人民出版社

草木民间食经 唐不悲著 978-7-218-10243-6 广东人民出版社

香山有味 孙幸著 978-7-218-10254-2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生命中的夏天:中山改革腾飞亲历者口述回
忆

吕伟雄著 978-7-218-10264-1 广东人民出版社

陈凤贤集 陈凤贤著 978-7-218-10266-5 广东人民出版社

环法自驾八千里:从巴黎出发,看见不一样的
欧洲

庄百川著 978-7-218-10268-9 广东人民出版社

深圳的艰难与辉煌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 978-7-218-10279-5 广东人民出版社

江湖老友 蔡澜著 978-7-218-10321-1 广东人民出版社

江海平生 唐翼明著 978-7-218-10322-8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文人事: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选 周闻道主编 978-7-218-10333-4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本佳人 刘婷著 978-7-218-10373-0 广东人民出版社

爱玲说 刘绍铭著 978-7-218-10377-8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南村辍耕录》词汇研究 徐朝晖著 978-7-218-10382-2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简史 杨万秀, 钟卓安主编 978-7-218-10511-6 广东人民出版社

羊城谈旧录 黄国声著 978-7-218-10512-3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史地与民俗 曾昭璇著 978-7-218-10513-0 广东人民出版社

创新者的变现力 (美)马克·佩恩(Mark Payne)著 978-7-218-10527-7 广东人民出版社

这也是美国:我的观察与随想 平苹著 978-7-218-10543-7 广东人民出版社

安里村英烈 主编饶歆俊 978-7-218-10590-1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干校札记 徐方著 978-7-218-10591-8 广东人民出版社

灵路 天蚕土豆著 978-7-218-10600-7 广东人民出版社



麦肯锡说，未来20年大机遇
理查德·多布斯(Richard Dobbs)，詹姆斯·
马尼卡(James Manyika)，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著

978-7-218-10621-2 广东人民出版社

男马云, 女群飞:像他们一样努力与坚强，你
终将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周高华编著 978-7-218-10693-9 广东人民出版社

秘藏.7,红尘炼心 打眼著 978-7-218-10755-4 广东人民出版社

秘藏.8,尘埃落定 打眼著 978-7-218-10756-1 广东人民出版社

魅力无穷的足球 恒大足球学校编著 978-7-218-10765-3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文心学思:当代名家访谈录 单德兴著 978-7-218-10821-6 广东人民出版社

川西秘闻.3,蜈蚣骨 唐小豪[著] 978-7-218-10827-8 广东人民出版社

川西秘闻.2,镇魂棺 唐小豪 978-7-218-10829-2 广东人民出版社

做空 李正曦著 978-7-218-10876-6 广东人民出版社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 唐浩明著 978-7-218-10881-0 广东人民出版社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下 唐浩明著 978-7-218-10881-0 广东人民出版社

超越竞争:医院经营管理案例启示 978-7-218-10894-0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文献综录 骆伟编著 978-7-218-10904-6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绝代的张扬:民国文坛新女性 杨里昂, 彭国梁编 978-7-218-10911-4 广东人民出版社

杨度.上 唐浩明著 978-7-218-10939-8 广东人民出版社

杨度.下 唐浩明著 978-7-218-10939-8 广东人民出版社

杨度.中 唐浩明著 978-7-218-10939-8 广东人民出版社

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著 978-7-218-11021-9 广东人民出版社

渐台月.第一部,狼山猎火 乔岳著 978-7-218-11068-4 广东人民出版社

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 唐浩明著 978-7-218-11127-8 广东人民出版社

大后台 冯珺著 978-7-218-11136-0 广东人民出版社

医院行风建设与医德医风管理 和新颖主编 978-7-218-11138-4 广东人民出版社

心理悬疑档案之梦陷鄱阳湖 马若水著 978-7-219-08060-3 广西人民出版社

最后的推理 马若水著 978-7-219-09219-4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成功? 戴木才主编 978-7-219-09394-8 广西人民出版社

唐诗杂论:插图版 闻一多著 978-7-219-09769-4 广西人民出版社

经典常谈:插图版 朱自清著 978-7-219-09770-0 广西人民出版社

人间词话:插图版 王国维著 978-7-219-09771-7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小说史略:插图版 鲁迅著 978-7-219-09772-4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插图版 刘师培著 978-7-219-09773-1 广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教训 (美) 威尔·杜兰特, 阿里尔·杜兰特著 978-7-220-09310-4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回首前行路:前驻俄罗斯使馆公使半个世纪的
亲历亲闻

李景贤著 978-7-220-09545-0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握手 张扬著 978-7-220-09552-8 四川人民出版社

命定:一部藏民族的现代史诗 达真著 978-7-220-09570-2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严晓丽我最亲爱的人 詹晨著 978-7-220-09620-4 四川人民出版社

雪域红飘带:西藏文艺兵65年燃情岁月大写真 臧正轩著 978-7-220-09624-2 四川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 叶永烈著 978-7-220-09660-0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我想站在你身边,小说篇 豆瓣阅读编 978-7-220-09661-7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我想站在你身边,非虚构篇 豆瓣阅读编 978-7-220-09661-7 四川人民出版社

鸟儿的重力 (美)特蕾西·古兹曼著 978-7-220-09694-5 四川人民出版社

冰雪双生子 (英) S.K. 特里梅因著 978-7-220-09700-3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我所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事
(英)劳拉·泰特(Laura Tait)，(英)吉米·

莱斯(Jimmy Rice)著
978-7-220-09729-4 四川人民出版社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 陈世松著 978-7-220-09730-0 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妻业 黑川博行著 978-7-220-09768-3 四川人民出版社

危楼囚徒 何昆[著] 978-7-220-09781-2 四川人民出版社

脸谱侠,突变时代 赵洋 978-7-220-09793-5 四川人民出版社

煮妇神探 梦幻星生园著 978-7-220-09796-6 四川人民出版社

风马牛集 门延文著 978-7-220-09815-4 四川人民出版社

书信的历史:鹅毛笔的奇幻旅行 (英)西蒙·加菲尔德(Simon Garfield)著 978-7-220-09906-9 四川人民出版社

秋天的哀歌:俄罗斯抒情诗选
(俄)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

еевич Пушкин)等著
978-7-220-09920-5 四川人民出版社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萨苏著 978-7-220-09943-4 四川人民出版社

愿你不必取悦任何人 花开玛[著] 978-7-220-09948-9 四川人民出版社

全球学 孙国强著 978-7-221-07887-2 贵州人民出版社

春天，带一只狗去郊游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主编 978-7-221-11494-5 贵州人民出版社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主编 978-7-221-11496-9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大神行执行官 夏日紫 978-7-221-11886-8 贵州人民出版社

想看你微笑 紫鱼儿[著] 978-7-221-11890-5 贵州人民出版社

那些关于时光的事 大鱼文化，女报时尚编 978-7-221-11891-2 贵州人民出版社

全球发展学 孙国强著 978-7-221-12018-2 贵州人民出版社

恋爱奇葩说 大鱼文化，女报时尚合著 978-7-221-12037-3 贵州人民出版社



繁花盛开的夏天 烟罗[著] 978-7-221-12083-0 贵州人民出版社

栀香如酥 雪灵之著 978-7-221-12086-1 贵州人民出版社

申论实战问答 徐强编著 978-7-221-12126-4 贵州人民出版社

乡贤祠 贵阳孔学堂管理委员会主编 978-7-221-12309-1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圣迹图 贵阳孔学堂管理委员会主编 978-7-221-12309-1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大成殿楹联牌匾 贵阳孔学堂管理委员会主编 978-7-221-12309-1 贵州人民出版社

阳明祠 贵阳孔学堂管理委员会主编 978-7-221-12309-1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校园文学年度佳作.2014 王慧艳主编 978-7-221-12393-0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读者文摘精华文丛编委会编著 978-7-221-12588-0 贵州人民出版社

初暖未至夏已凉 盛颖 978-7-221-12613-9 贵州人民出版社

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 钟日胜著 978-7-221-12705-1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华丽的逃亡 孩子帮著 978-7-221-12710-5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军之长 叶青松著 978-7-221-12715-0 贵州人民出版社

只想和你好好在一起，原名，娇纵遇多情 978-7-221-12728-0 贵州人民出版社

乔见猫 陈乔恩著 978-7-221-12780-8 贵州人民出版社

唯有爱不可辜负 山亭夜宴著 978-7-221-12782-2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黄霑: 你道简单是声笑 王玉著 978-7-221-12785-3 贵州人民出版社

马云一路这样走来 李亮著 978-7-221-12787-7 贵州人民出版社

你要相信，去爱就不会一无所有 大鱼文化, 女报时尚编著 978-7-221-12790-7 贵州人民出版社

唱我逍遥调:黄霑的歌影江湖 王玉著 978-7-221-12800-3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5 孟繁华主编 978-7-221-12854-6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纪实文学年度佳作.2015 李朝全主编 978-7-221-12855-3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闪小说年度佳作.2015 蔡中锋主编 978-7-221-12857-7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5 耿立主编 978-7-221-12858-4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校园文学年度佳作.2015 唐朝晖主编 978-7-221-12860-7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杂文年度佳作.2015 耿立, 和庄主编 978-7-221-12861-4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5 贺绍俊主编 978-7-221-12862-1 贵州人民出版社

小白，快跑 准拟佳期[著] 978-7-221-12875-1 贵州人民出版社

你有多美好，只有我知道，原名，最佳贱偶 容光著 978-7-221-12921-5 贵州人民出版社

皇上，臣妾是汐妃啊！ 观海之鱼著 978-7-221-12922-2 贵州人民出版社

陛下是个伪君子 午时茶著 978-7-221-12924-6 贵州人民出版社

麻辣评说之我来剥历史的皮 石不易著 978-7-221-12926-0 贵州人民出版社

索女神探之银河迷局 追月逐花著 978-7-221-12941-3 贵州人民出版社



塔罗女神探之黄浦谜案 暗地妖娆[著] 978-7-221-12942-0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千手千眼之喋血山河:1935-1939 汤军著 978-7-221-12943-7 贵州人民出版社

星星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邬宏[著] 978-7-221-12953-6 贵州人民出版社

我很好，只是忘不掉 百谷[著] 978-7-221-12959-8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天星传说.2,凤凰图腾 若惜然[著] 978-7-221-12967-3 贵州人民出版社

时间暂停等到你 黄芒著 978-7-221-12968-0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在很久很久以前 莫峻[著] 978-7-221-13063-1 贵州人民出版社

明明动了心 维和粽子著 978-7-221-13079-2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举报 李晓敏著 978-7-221-13101-0 贵州人民出版社

关东传奇 李家纬著 978-7-221-13110-2 贵州人民出版社

诡域迷局:神鹰王冠 诸葛宇聪著 978-7-221-13121-8 贵州人民出版社

路过爱情:北京户口 宋梓玚著 978-7-221-13124-9 贵州人民出版社

弥见青山远 程灵素著 978-7-221-13127-0 贵州人民出版社

心悦君兮 轻轻著 978-7-221-13133-1 贵州人民出版社

男友送上门 棠棣之华vivi著 978-7-221-13135-5 贵州人民出版社

我的穹顶之恋:拉萨23天 看着自己长大著 978-7-221-13175-1 贵州人民出版社

桃药无双 果子久著 978-7-221-13229-1 贵州人民出版社

星光不及你倾城 岁惟著 978-7-221-13230-7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盗尽君心 打伞的蘑菇著 978-7-221-13232-1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天下第一萌夫 悦薇著 978-7-221-13234-5 贵州人民出版社

有时甜 狸子小姐著 978-7-221-13269-7 贵州人民出版社

迪庆·香格里拉旅游风物志:沿着地名的线索 吴光范著 978-7-222-05847-7 云南人民出版社

谁动了我的老公 瑶瑟瑟著 978-7-222-06222-1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秘密笔记.2,龙族的后
裔

湘西鬼王著 978-7-222-07010-3 云南人民出版社

差馆诡事 摆花街表哥著 978-7-222-07580-1 云南人民出版社

山口山.第二部,圣光出鞘 一夕之君著 978-7-222-08299-1 云南人民出版社

山口山.第三部,血精灵 迟卉著 978-7-222-08300-4 云南人民出版社

伟哥 陈建波著 978-7-222-08532-9 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昆声学术文选:文物考古论 李昆声著 978-7-222-08938-9 云南人民出版社

符号密码 方效著 978-7-222-10493-8 云南人民出版社

角逐 徐余著 978-7-222-11506-4 云南人民出版社

爱国侨领——马铸材 许敏, 李婉佳著 978-7-222-11553-8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大浪淘沙 陈峰著 978-7-222-11793-8 云南人民出版社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 方龄贵著 978-7-222-12194-2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史部目录学 马开樑著 978-7-222-12483-7 云南人民出版社

学习 实践 探索.上 赵廷光著 978-7-222-12520-9 云南人民出版社

学习 实践 探索.下 赵廷光著 978-7-222-12520-9 云南人民出版社

胡适书话 胡适著 978-7-222-12788-3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三元:中国神话结构 傅光宇著 978-7-222-12796-8 云南人民出版社

徐国琼学术文选:《格萨尔》史诗求索 徐国琼著 978-7-222-12992-4 云南人民出版社

马开樑学术文选 马开樑著 978-7-222-13002-9 云南人民出版社

诗香彩云南 李伦琼著 978-7-222-13075-3 云南人民出版社

清代云南民族竹枝词诗笺 李孝友著 978-7-222-13133-0 云南人民出版社

罗生门: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 (日)芥川龙之介著 978-7-222-13240-5 云南人民出版社

汤姆·索亚历险记 马克·吐温著 978-7-222-13244-3 云南人民出版社

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 978-7-222-13447-8 云南人民出版社

我的高僧表哥:丹增散文精品选 丹增著 978-7-222-13667-0 云南人民出版社

拓痕描影笺 鲍寄望著 978-7-222-13694-6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典常谈 朱自清著 978-7-222-13702-8 云南人民出版社

西征记 宗璞著 978-7-222-13770-7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给青年诗人的信 (奥) 里尔克著 978-7-222-13791-2 云南人民出版社

曾文正公嘉言钞 曾国藩著 978-7-222-13883-4 云南人民出版社

落花生 许地山著 978-7-222-13884-1 云南人民出版社

当你老了:叶芝爱情诗选 (爱尔兰) 叶芝著 978-7-222-13886-5 云南人民出版社

闲情偶寄 (清)李渔著 978-7-222-14543-6 云南人民出版社

工伤职业康复 李军，敖学恒主编 978-7-222-14655-6 云南人民出版社

芳菲四月天 陶国富著 978-7-222-14720-1 云南人民出版社

70后”批评家文丛,梁鸿卷 陈思和，周明全主编 978-7-222-14777-5 云南人民出版社

“70后”批评家文丛,刘志荣卷 陈思和，周明全主编 978-7-222-14778-2 云南人民出版社

“70后”批评家文丛,张莉卷 陈思和，周明全主编 978-7-222-14780-5 云南人民出版社

更好或更坏的未来:80后批评家年选(2015年) 金理，周明全主编 978-7-222-14943-4 云南人民出版社

笑林广记 (清)游戏主人纂辑 978-7-222-15063-8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卡门: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集 (法)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erimee)著 978-7-222-15181-9 云南人民出版社

让美好现在发生 毕淑敏著 978-7-222-15231-1 云南人民出版社

乌托邦 (英)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著] 978-7-224-08010-0 陕西人民出版社

伦理学 (荷)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著] 978-7-224-08011-7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人类理解论 (英)洛克(John Locke)[著] 978-7-224-08012-4 陕西人民出版社

宽容 (美)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978-7-224-08013-1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人口原理 (英)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著]

978-7-224-08014-8 陕西人民出版社

艺术哲学 (法)丹纳(Hippolyte Adolphy Taine)[著] 978-7-224-08015-5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人性论 (英)休谟(David Hume)[著] 978-7-224-08016-2 陕西人民出版社

理想国 (古希腊)柏拉图(Plato)[著] 978-7-224-08018-6 陕西人民出版社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美)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著] 978-7-224-08019-3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天使临城,迷雾
(美)贝卡·费兹帕特里克(Becca 

Fitzpatrick)著
978-7-224-09694-1 陕西人民出版社

恋人法苑 冯兴妮编著 978-7-224-09910-2 陕西人民出版社

八大与弘一:俗世的自在 杨林著 978-7-224-10219-2 陕西人民出版社

偷心诀 乐小昵著 978-7-224-10449-3 陕西人民出版社

关于我美丽母亲的一切:深情与寂寞的人生四
季

许仙著 978-7-224-10803-3 陕西人民出版社

微战争.1,对决细菌病毒 王哲著 978-7-224-11004-3 陕西人民出版社

长安向西，罗马向东:骏马、丝路与探索者 (英) 爱德华·伯曼著 978-7-224-11463-8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大周皇族.8,苍龙之威 皇甫奇[著] 978-7-224-11477-5 陕西人民出版社

老县城 叶广芩著 978-7-224-11520-8 陕西人民出版社

王朝兴亡.上,唐兴亡史 杨东晨著 978-7-224-11549-9 陕西人民出版社

王朝兴亡.下,唐兴亡史 杨东晨著 978-7-224-11549-9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兵器大揭秘,对决篇 金铁木主编 978-7-224-11677-9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李刚, 崔峰著 978-7-224-11684-7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直臣王鼎:大清守护者 许葆云著 978-7-224-11686-1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亲历延安岁月 黎辛著 978-7-224-11701-1 陕西人民出版社

唐诗秦岭 杨乾坤选注 978-7-224-11778-3 陕西人民出版社

最后的华尔兹 (美) 泽尔达·塞尔·菲茨杰拉德著 978-7-224-11889-6 陕西人民出版社

青海通史 崔永红等主编 9.78723E+12 青海人民出版社

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 （比）许让著 9.78723E+12 青海人民出版社

莫卧儿帝国 (印)爱德华兹著 9.78723E+12 青海人民出版社

河湟巨擘 陈华民著 978-7-225-05000-3 青海人民出版社

瞿昙疑云 陈华民著 978-7-225-05001-0 青海人民出版社

南凉悲歌 陈华民著 978-7-225-05002-7 青海人民出版社

牦牛漫步 江洋才让著 978-7-225-05007-2 青海人民出版社

往西是当金山 刘玉峰著 978-7-225-05009-6 青海人民出版社



猎熊记 (美) 西奥多·罗斯福著 978-7-225-05014-0 青海人民出版社

鸟的故事 (美) 约翰·巴勒斯著 978-7-225-05015-7 青海人民出版社

自然札记 (美) 约翰·巴勒斯著 978-7-225-05016-4 青海人民出版社

秋色 (美) 亨利·大卫·梭罗著 978-7-225-05017-1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丝路古城:黑水国 吴正科著 9.78723E+12 甘肃人民出版社

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 周松著 9.78723E+12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上 丁士仁主编 978-7-226-04523-7 甘肃人民出版社

农村党员基层党建实务和法律知识学习读本 段小红编著 978-7-226-04663-0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十辑（2014） 王萍主编 978-7-226-04676-0 甘肃人民出版社

护理专业临床学习工作指南 卢玉彬,陈耀丽主编 978-7-226-04778-1 甘肃人民出版社

焦氏易林注译 (汉)焦延寿撰 978-7-226-04787-3 甘肃人民出版社

西北地区图书馆合作发展研究 尹玉霞，罗茜编著 978-7-226-04818-4 甘肃人民出版社

陇中文化研究.第一辑 効天庆主编 978-7-226-04819-1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史书自注研究 刘治立著 978-7-226-04882-5 甘肃人民出版社

阿拉善往事: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甲编.上 朝格图主编 9.78723E+12 宁夏人民出版社

阿拉善往事: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甲编.下 朝格图主编 9.78723E+12 宁夏人民出版社

阿拉善往事: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甲编.中 朝格图主编 9.78723E+12 宁夏人民出版社

蒙古民间文学 陈岗龙 乌日古木勒 著 9.78723E+12 宁夏人民出版社

我与鄂尔多斯学 陈育宁著 9.78723E+12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回族历史文化简述:阿文版 敏贤麟，敏俊卿编著 978-7-227-05387-3 宁夏人民出版社

那片青青的草地 高深著 978-7-227-06007-9 宁夏人民出版社

十个女人的命运 木斧著 978-7-227-06024-6 宁夏人民出版社

社区常见慢性病预防与管理指南 刘国莲主编 978-7-227-06040-6 宁夏人民出版社

吴淮生诗文选 吴淮生著 978-7-227-06091-8 宁夏人民出版社

明清回族伊斯兰哲学范畴研究 朱国明著 978-7-227-06190-8 宁夏人民出版社

览物集 王大仁著 978-7-227-06229-5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文艺评论.2015年卷 杨梓主编 978-7-227-06230-1 宁夏人民出版社

陈永中盐池历史研究文集 政协盐池县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978-7-227-06400-8 宁夏人民出版社

溪风絮语 马慧娟著 978-7-227-06402-2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回乡同心 马剑龙主编 978-7-227-06419-0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土尔扈特源流 道•乃岱著 9.78723E+12 新疆人民出版社

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等编 9.78723E+12 新疆人民出版社

罗布淖尔与土尔扈特研究 胡邦铸著 9.78723E+12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当代文学史,小说卷 夏冠洲，阿扎提·苏里坦，艾光辉主编 978-7-228-15257-5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当代文学史,文学翻译卷 文学评论卷 夏冠洲，阿扎提·苏里坦，艾光辉主编 978-7-228-15258-2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当代文学史,诗歌卷 夏冠洲，阿扎提·苏里坦，艾光辉主编 978-7-228-15259-9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当代文学史,散文·报告文学卷 戏剧·
影视文学卷

夏冠洲，阿扎提·苏里坦，艾光辉主编 978-7-228-15260-5 新疆人民出版社

山的颜色 邱华栋著 978-7-228-16891-0 新疆人民出版社

去远处看看 董立勃著 978-7-228-16892-7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不是一片云 程万里著 978-7-228-16893-4 新疆人民出版社

寻访小河秘境 杨镰著 978-7-228-17613-7 新疆人民出版社

重返黑戈壁 杨镰著 978-7-228-17615-1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国家使命 逄春阶，陈丽著 978-7-228-17616-8 新疆人民出版社

他们的身影从人群中穿过:新疆文化人物图谱 陈颖著 978-7-228-18149-0 新疆人民出版社

思念的重量 帕蒂古丽著 978-7-228-18559-7 新疆人民出版社

梦回西塞 苏洪波著 978-7-228-18560-3 新疆人民出版社

天赐草原 熊红久著 978-7-228-18561-0 新疆人民出版社

猎痛 王族著 978-7-228-18562-7 新疆人民出版社

心中的桃花源 梁衡著 978-7-228-18642-6 新疆人民出版社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美)威泽弗德著 9.78723E+12 重庆出版社

心理罪,教化场 雷米 978-7-229-01522-0 重庆出版社

三体.III,死神永生 刘慈欣著 978-7-229-03093-3 重庆出版社

我离你一件婚纱的距离 爱新觉罗氏著 978-7-229-03295-1 重庆出版社

心理罪画像 雷米[著] 978-7-229-03452-8 重庆出版社

心理罪,暗河 雷米[著] 978-7-229-03661-4 重庆出版社

永不熄灭的圣烛火 (美)丹尼尔·莱文(Daniel Levin)著 978-7-229-04129-8 重庆出版社

是你,赐我隔世阑珊 葵一著 978-7-229-04433-6 重庆出版社

宫本武藏:剑与禅.上 (日)吉川英治著 978-7-229-04597-5 重庆出版社

宫本武藏:剑与禅.下 (日)吉川英治著 978-7-229-04597-5 重庆出版社

筹码 张新东著 978-7-229-04615-6 重庆出版社

S7系列之红蚀 墨熊著 978-7-229-04616-3 重庆出版社

我的童年在台湾 黄宝莲著 978-7-229-04648-4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卷一,权力的游戏 (美)乔治R.R.马丁(George R. R. Martin)
著

978-7-229-04721-4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卷三,权力的游戏 (美)乔治R.R.马丁(George R. R. Martin)
著

978-7-229-04721-4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卷二,权力的游戏 (美)乔治R.R.马丁(George R. R. Martin)
著

978-7-229-04721-4 重庆出版社



早安，重庆 海娆著 978-7-229-04728-3 重庆出版社

上高会战 杜青著 978-7-229-04745-0 重庆出版社

黄金洞 阎连科著 978-7-229-04755-9 重庆出版社

素食主义者 (韩)韩江著 978-7-229-04800-6 重庆出版社

女心理师 毕淑敏著 978-7-229-04833-4 重庆出版社

美人谋.上 冰蓝纱著 978-7-229-04879-2 重庆出版社

美人谋.下 冰蓝纱著 978-7-229-04879-2 重庆出版社

六宫无妃.上册 纳兰初晴著 978-7-229-04894-5 重庆出版社

六宫无妃.下册 纳兰初晴著 978-7-229-04894-5 重庆出版社

质量效应.1,天启 (加)德鲁·卡宾森著 978-7-229-04978-2 重庆出版社

老公，看你的 紫月星空著 978-7-229-04991-1 重庆出版社

牛人 高和著 978-7-229-04992-8 重庆出版社

大女人 刘海洋著 978-7-229-04999-7 重庆出版社

正常死亡 罗平著 978-7-229-05000-9 重庆出版社

人偶 周闻悦著 978-7-229-05015-3 重庆出版社

悄悄爱上你 茹若著 978-7-229-05016-0 重庆出版社

“瘾”私门 安娜芳芳, 大卫著 978-7-229-05017-7 重庆出版社

血色归途 伯都著 978-7-229-05055-9 重庆出版社

相思树上合欢枝:李商隐的诗歌人生 张诗群著 978-7-229-05095-5 重庆出版社

可惜我还爱着你 柠檬羽嫣[著] 978-7-229-05107-5 重庆出版社

畅销楼盘:长篇小说 蒋松著 978-7-229-05121-1 重庆出版社

盛世古玩商 伍月狗著 978-7-229-05137-2 重庆出版社

凤囚金宫:完结篇 端木摇著 978-7-229-05141-9 重庆出版社

鉴宝迷雾 玉明如意著 978-7-229-05171-6 重庆出版社

乘公交车的猫 (英)苏珊·芬登著 978-7-229-05211-9 重庆出版社

白那恰:最后的森林之子 诚然著 978-7-229-05264-5 重庆出版社

女法医之索魂 凛著 978-7-229-05292-8 重庆出版社

大家具师:家具行业的传奇 黎江伟著 978-7-229-05295-9 重庆出版社

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 目非著 978-7-229-05364-2 重庆出版社

黄连·厚朴 叶广芩著 978-7-229-05372-7 重庆出版社

复仇者计划 琉天玺著 978-7-229-05375-8 重庆出版社

红床 许开祯著 978-7-229-05438-0 重庆出版社

神秘王爷的爱妃.上册 淡月新凉[著] 978-7-229-05494-6 重庆出版社



神秘王爷的爱妃.下册 淡月新凉[著] 978-7-229-05494-6 重庆出版社

纸项链 于宁作品 978-7-229-05548-6 重庆出版社

大兵团:许开祯精选集 许开祯著 978-7-229-05549-3 重庆出版社

阿尔卡特拉兹与水晶骑士 (美)布兰登·桑德森(Brandon Sanderson)著 978-7-229-05696-4 重庆出版社

租界！租界！:历史·英国人在威海卫 徐承伦著 978-7-229-05717-6 重庆出版社

一花一世界:跟季羡林品味生活禅 季羡林著 978-7-229-05775-6 重庆出版社

女王的弄臣 Philippa Gregory[著] 978-7-229-05827-2 重庆出版社

S7系列之黑灵 墨熊著 978-7-229-05851-7 重庆出版社

心理罪,城市之光 雷米[著] 978-7-229-05879-1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13,魔龙的狂舞 (美)乔治 R.R. 马丁著 978-7-229-05889-0 重庆出版社

爱情万岁.下 黄晓阳著 978-7-229-05896-8 重庆出版社

天下骏马 (美)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著 978-7-229-06003-9 重庆出版社

戴面具的第三者 夏汉志著 978-7-229-06070-1 重庆出版社

京华烟云:林语堂的故都岁月 康薇著 978-7-229-06143-2 重庆出版社

独立知识分子 何怀宏著 978-7-229-06160-9 重庆出版社

叔途桐归 芥末绿著 978-7-229-06192-0 重庆出版社

斯芬克斯的诅咒 (美)T.S. 勒纳(T.S. Learner)著 978-7-229-06414-3 重庆出版社

媚乱六宫.上册 冰蓝纱著 978-7-229-06484-6 重庆出版社

媚乱六宫.下册 冰蓝纱著 978-7-229-06484-6 重庆出版社

地狱之城 (丹)斯文·哈塞尔著 978-7-229-06533-1 重庆出版社

小迁徙时代 何乐逸著 978-7-229-06537-9 重庆出版社

织田信长:菊与刀.上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229-06542-3 重庆出版社

织田信长:菊与刀.下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229-06542-3 重庆出版社

蚂蚁部队:八一五后滞华日军覆灭记 罗学蓬著 978-7-229-06546-1 重庆出版社

是你赐我的星光.上册 殷寻著 978-7-229-06548-5 重庆出版社

是你赐我的星光.下册 殷寻著 978-7-229-06548-5 重庆出版社

战士.上
(美)乔治·R.R. 马丁，(美)加德纳·多佐伊

斯编
978-7-229-06591-1 重庆出版社

战士.下
(美)乔治·R.R. 马丁，(美)加德纳·多佐伊

斯编
978-7-229-06591-1 重庆出版社

猎人行
乔治·R. R. 马丁(George R. R. 

Martin)，丹尼尔·亚伯拉罕(Daniel 
Abraham)，加德纳·多佐伊斯(Gardner 

978-7-229-06607-9 重庆出版社



春色不减来时路 劲行著 978-7-229-06645-1 重庆出版社

战殇 谭竹著 978-7-229-06671-0 重庆出版社

左岸:我们之间，一条爱的河流 (日)江国香织著 978-7-229-06675-8 重庆出版社

豪门调香师.上 殷寻著 978-7-229-06680-2 重庆出版社

豪门调香师.下 殷寻著 978-7-229-06680-2 重庆出版社

良婿.第1部,盛世浮华 意千重著 978-7-229-06736-6 重庆出版社

良婿.第1部,盛世浮华 意千重著 978-7-229-06736-6 重庆出版社

慢骑中国 传叔银著 978-7-229-06782-3 重庆出版社

奔腾年代 (美)劳拉·希伦布兰德(Laura Hillenbrand)
著

978-7-229-06791-5 重庆出版社

喀拉布风暴 红柯著 978-7-229-06817-2 重庆出版社

复贵盈门:完结篇.上,斗婚 云霓著 978-7-229-06895-0 重庆出版社

复贵盈门:完结篇.下,斗婚 云霓著 978-7-229-06895-0 重庆出版社

范爷正单身 大菠萝皮著 978-7-229-07026-7 重庆出版社

煮夫正传 沈超，谭昙著 978-7-229-07071-7 重庆出版社

荆棘与白骨的王国.卷一,荆棘王 (美)格里格·凯斯著 978-7-229-07082-3 重庆出版社

荆棘与白骨的王国.卷二,恐怖王子 (美)格里格·凯斯(Greg Keyes)著 978-7-229-07091-5 重庆出版社

“二宝”来了 沙润娜著 978-7-229-07098-4 重庆出版社

初婚 彭琼琳著 978-7-229-07100-4 重庆出版社

帝宫欢.上,第一皇妃 纳兰初晴著 978-7-229-07142-4 重庆出版社

帝宫欢.下,第一皇妃 纳兰初晴著 978-7-229-07142-4 重庆出版社

基因病毒 (美)詹姆斯·罗林斯(James Rollins)著 978-7-229-07178-3 重庆出版社

武田信玄:风林火山.上 (日)新田次郎著 978-7-229-07181-3 重庆出版社

武田信玄:风林火山.下 (日)新田次郎著 978-7-229-07181-3 重庆出版社

波琳家的遗产 Philippa Gregory[著] 978-7-229-07184-4 重庆出版社

荆棘与白骨的王国.卷三,血腥骑士 (美)格里格·凯斯著 978-7-229-07185-1 重庆出版社

花之庆次 (日)隆庆一郎著 978-7-229-07188-2 重庆出版社

天地人 (日)火坂雅志著 978-7-229-07189-9 重庆出版社

战魂:一名海豹突击队指挥官的铁血回忆 (美)查克·法勒著 978-7-229-07191-2 重庆出版社

帝凰.上册,名门庶女 蔚然语风著 978-7-229-07239-1 重庆出版社

星潮:中国新生代更新代科幻名家新作选 董仁威主编 978-7-229-07261-2 重庆出版社

万灵女汉子 罗学蓬著 978-7-229-07283-4 重庆出版社

下一个意外 (美)丽莎·嘉娜(Lisa Gardner)著 978-7-229-07303-9 重庆出版社

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研究 陈涛主编 978-7-229-07305-3 重庆出版社



空鸠之歌 夏悠然著 978-7-229-07366-4 重庆出版社

驼皮地图 诸葛宇聪著 978-7-229-07369-5 重庆出版社

躁动的帝国: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下 (美) 奥利弗·斯通, 彼得·库茨尼克著 978-7-229-07372-5 重庆出版社

躁动的帝国: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上 (美) 奥利弗·斯通, 彼得·库茨尼克著 978-7-229-07373-2 重庆出版社

碎片上的女人 吕舒怀著 978-7-229-07433-3 重庆出版社

第13个小时 (美)理查德·道许(Richard Doetsch)著 978-7-229-07535-4 重庆出版社

伊丽莎白的间谍 (美)苏珊·伊利亚·麦克尼尔著 978-7-229-07593-4 重庆出版社

铁棺材:二战德军U型潜艇艇长的回忆 (德) 赫伯特·A. 维尔纳著 978-7-229-07596-5 重庆出版社

浮华如盐 龚静染著 978-7-229-07598-9 重庆出版社

我本倾城.上册 望晨莫及著 978-7-229-07664-1 重庆出版社

我本倾城.下册 望晨莫及著 978-7-229-07664-1 重庆出版社

是你赐我的星光:完结篇.上 殷寻著 978-7-229-07716-7 重庆出版社

是你赐我的星光:完结篇.下 殷寻著 978-7-229-07716-7 重庆出版社

在遗忘的时光里重逢.上册 吉祥夜著 978-7-229-07746-4 重庆出版社

在遗忘的时光里重逢.下册 吉祥夜著 978-7-229-07746-4 重庆出版社

凤歌当世.上 百里画纱著 978-7-229-07748-8 重庆出版社

凤歌当世.下 百里画纱著 978-7-229-07748-8 重庆出版社

最日本:深度剖析日本社会 熊佳树著 978-7-229-07759-4 重庆出版社

门朝天开 曾宪国著 978-7-229-07761-7 重庆出版社

爱的转角遇见谁 叶紫著 978-7-229-07769-3 重庆出版社

衣香.上 15端木景晨著 978-7-229-07827-0 重庆出版社

衣香.下 15端木景晨著 978-7-229-07827-0 重庆出版社

借问桃花源 周游著 978-7-229-07841-6 重庆出版社

隐姓埋名 (西)克拉拉·桑切斯(Clara Sánchez)著 978-7-229-07902-4 重庆出版社

锦绣盈门.上册 暗香著 978-7-229-07903-1 重庆出版社

锦绣盈门.下册 暗香著 978-7-229-07903-1 重庆出版社

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 厉华著 978-7-229-07914-7 重庆出版社

姥姥与奶奶的战争 王老墨著 978-7-229-07973-4 重庆出版社

兄弟兄弟 范元，郑钢著 978-7-229-07974-1 重庆出版社

转身烟花灿烂 紫百合著 978-7-229-08074-7 重庆出版社

你的城市我的故事 刘伊著 978-7-229-08137-9 重庆出版社

梦的尽头，爱的谜底 安娜芳芳著 978-7-229-08164-5 重庆出版社

达西的疑问 (英)P.D.詹姆斯著 978-7-229-08165-2 重庆出版社



喜鹊人生 张晓芸著 978-7-229-08188-1 重庆出版社

支仓事件 (日) 甲贺三郎著 978-7-229-08191-1 重庆出版社

春天里的幸福饼 风为裳著 978-7-229-08192-8 重庆出版社

威尔街189号 邬勇著 978-7-229-08260-4 重庆出版社

每当变幻时 夕阳断桥著 978-7-229-08261-1 重庆出版社

驼峰空运 (美)约翰·D. 普雷廷著 978-7-229-08269-7 重庆出版社

阿尔卡特拉兹与书籍骨头 (美)布兰登·桑德森(Brandon Sanderson)著 978-7-229-08344-1 重庆出版社

倾城之心.上册 伍家格格著 978-7-229-08371-7 重庆出版社

倾城之心.下册 伍家格格著 978-7-229-08371-7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文库本.1,权力的游戏 (美)乔治·R.R.马丁著 978-7-229-08426-4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文库本.2,权力的游戏 (美)乔治·R.R.马丁著 978-7-229-08427-1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文库本.4,列王的纷争 (美)乔治·R.R.马丁著 978-7-229-08429-5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文库本.5,列王的纷争 (美)乔治·R.R.马丁著 978-7-229-08430-1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文库本.7,冰雨的风暴 (美)乔治·R.R.马丁著 978-7-229-08432-5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文库本.8,冰雨的风暴 (美)乔治·R.R.马丁著 978-7-229-08433-2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文库本.9,冰雨的风暴 (美)乔治·R.R.马丁著 978-7-229-08434-9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文库本.12,群鸦的盛宴 (美)乔治·R.R. 马丁著 978-7-229-08436-3 重庆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文库本.13,魔龙的狂舞 (美)乔治·R.R. 马丁著 978-7-229-08437-0 重庆出版社

上杉谦信:天与地 (日)海音寺潮五郎著 978-7-229-08498-1 重庆出版社

美妇清 雷平，朱江著 978-7-229-08499-8 重庆出版社

风暴行动:揭秘日本“水下航母”轰炸美国绝
密计划

(美)约翰·J. 盖根(John J. Geoghegan)著 978-7-229-08513-1 重庆出版社

重生 菱花舞著 978-7-229-08526-1 重庆出版社

鬼火之家 (日)贵志佑介著 978-7-229-08602-2 重庆出版社

小中产 钟二毛著 978-7-229-08633-6 重庆出版社

人在纽约 (美)布兰登·斯坦顿(Brandon Stanton)著 978-7-229-08672-5 重庆出版社

塔利班: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 (巴基斯坦) 艾哈迈德·拉希德著 978-7-229-08704-3 重庆出版社

核心饮食 黄建勋等著 978-7-229-08777-7 重庆出版社

名门医女.上册 希行著 978-7-229-08833-0 重庆出版社

名门医女.下册 希行著 978-7-229-08833-0 重庆出版社

吉时医到.上册 云霓著 978-7-229-08834-7 重庆出版社

吉时医到.下册 云霓著 978-7-229-08834-7 重庆出版社

黑色辩护人 (美)马克·吉曼尼斯著 978-7-229-08854-5 重庆出版社



执手看江山.上册 暗香著 978-7-229-08855-2 重庆出版社

执手看江山.下册 暗香著 978-7-229-08855-2 重庆出版社

帝台娇.上册 纳兰初晴著 978-7-229-08857-6 重庆出版社

帝台娇.下册 纳兰初晴著 978-7-229-08857-6 重庆出版社

帝台娇:完结篇.上册 纳兰初晴著 978-7-229-08858-3 重庆出版社

帝台娇:完结篇.下册 纳兰初晴著 978-7-229-08858-3 重庆出版社

大侦探和汪星人横穿美国的冒险之旅 (美) 大卫·罗森费尔特著 978-7-229-08871-2 重庆出版社

脚本X (德)阿尔诺·施特罗贝尔(Arno Strobel)著 978-7-229-08875-0 重庆出版社

我只在乎你 凉茶著 978-7-229-08900-9 重庆出版社

烈日灼心:太阳黑子 须一瓜著 978-7-229-08922-1 重庆出版社

心理罪,第七个读者 雷米[著] 978-7-229-08961-0 重庆出版社

凤长歌:锦绣江山.上 楚清著 978-7-229-09051-7 重庆出版社

凤长歌:锦绣江山.下 楚清著 978-7-229-09051-7 重庆出版社

时光终不负你我 于恒著 978-7-229-09254-2 重庆出版社

心灵之眼 (美) 詹姆斯·达什纳著 978-7-229-09315-0 重庆出版社

步步倾君心.上 云静风渺著 978-7-229-09395-2 重庆出版社

步步倾君心.下 云静风渺著 978-7-229-09395-2 重庆出版社

佳媳.上 卫幽[著] 978-7-229-09396-9 重庆出版社

佳媳.下 卫幽[著] 978-7-229-09396-9 重庆出版社

白昼之战.上册 (美)彼得·布雷特(Peter V.Brett)著 978-7-229-09401-0 重庆出版社

白昼之战.下册 (美)彼得·布雷特(Peter V.Brett)著 978-7-229-09401-0 重庆出版社

图夫航行记:珍藏版 (美)乔治·R.R.马丁著 978-7-229-09433-1 重庆出版社

何以情生 草莓青青著 978-7-229-09435-5 重庆出版社

情生以南.上 谁家MM著 978-7-229-09442-3 重庆出版社

情生以南.下 谁家MM著 978-7-229-09442-3 重庆出版社

吉普赛月光号 (美)迈克尔·赫尔利著 978-7-229-09477-5 重庆出版社

废物星球:从中国到世界的天价垃圾贸易之旅 (美) 亚当·明特著 978-7-229-09480-5 重庆出版社

锦绣嫡女:完结篇.上册 醉疯魔著 978-7-229-09518-5 重庆出版社

锦绣嫡女:完结篇.下册 醉疯魔著 978-7-229-09518-5 重庆出版社

天歌:三生不负三世.上 伍家格格著 978-7-229-09592-5 重庆出版社

天歌:三生不负三世.下 伍家格格著 978-7-229-09592-5 重庆出版社

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中,轰炸经过与人员伤
亡

唐润明主编 978-7-229-09601-4 重庆出版社

嫡女风华.上 一溪明月著 978-7-229-09606-9 重庆出版社



嫡女风华.下 一溪明月著 978-7-229-09606-9 重庆出版社

墨染江山.上册 李燕著 978-7-229-09607-6 重庆出版社

墨染江山.下册 李燕著 978-7-229-09607-6 重庆出版社

信念的旗帜:突出巴丹丛林 (美)鲍勃·韦尔奇(Bob Welch)著 978-7-229-09615-1 重庆出版社

杀向德国的血路:许特根森林和突出部战役 (美)威廉·F. 梅勒著 978-7-229-09616-8 重庆出版社

琴学存稿:王风古琴论说杂集 王风著 978-7-229-09631-1 重庆出版社

风暖碧落.上 寂月皎皎著 978-7-229-09632-8 重庆出版社

风暖碧落.下 寂月皎皎著 978-7-229-09632-8 重庆出版社

没有我们的世界 (美) 艾伦·韦斯曼著 978-7-229-09644-1 重庆出版社

追寻历史的印迹: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 杨天石著 978-7-229-09650-2 重庆出版社

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 黄凤平主编 978-7-229-09653-3 重庆出版社

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下 黄凤平主编 978-7-229-09653-3 重庆出版社

换命 (加)葛兰特·麦肯锡著 978-7-229-09677-9 重庆出版社

领悟我们的宇宙 (美)斯泰茜·佩林(Stacy Palen)[等]著 978-7-229-09767-7 重庆出版社

学素描 李家友主编 978-7-229-09774-5 重庆出版社

学速写 李家友主编 978-7-229-09775-2 重庆出版社

热血之花 张恨水著 978-7-229-09778-3 重庆出版社

从帝制走向共和:杨天石解读辛亥秘档 杨天石著 978-7-229-09810-0 重庆出版社

章太炎国学讲义:精编插图版 章太炎著 978-7-229-09812-4 重庆出版社

双重失踪 (美) 丽莎·嘉娜著 978-7-229-09820-9 重庆出版社

写给奇安的信 杨俏么儿著 978-7-229-09861-2 重庆出版社

犀牛字典 杨昌溢著 978-7-229-09876-6 重庆出版社

趁热品尝 (日)小川糸著 978-7-229-09897-1 重庆出版社

终身大事 柠檬羽嫣著 978-7-229-09949-7 重庆出版社

国医大师郑新 郑新，熊维建主编 978-7-229-09950-3 重庆出版社

世界尽头的梦幻岛屿:马达加斯加 杨民著 978-7-229-09953-4 重庆出版社

现在我有多爱民谣，过去我就有多爱你 易小婉著 978-7-229-09979-4 重庆出版社

颚十郎捕物帐.上册 (日)久生十兰著 978-7-229-10103-9 重庆出版社

颚十郎捕物帐.下册 (日)久生十兰著 978-7-229-10104-6 重庆出版社

明治开化安吾捕物帖.上册 (日)坂口安吾著 978-7-229-10105-3 重庆出版社

明治开化安吾捕物帖.下册 (日)坂口安吾著 978-7-229-10106-0 重庆出版社

长安月下红袖香 江湖夜雨著 978-7-229-10108-4 重庆出版社



19世纪不明现象编年史:101个震惊世界的未
解之谜

(德)哈特维希·豪斯多夫著 978-7-229-10110-7 重庆出版社

锦堂风月落花尘 张漫著 978-7-229-10113-8 重庆出版社

反恐24小时 (美)詹姆斯·斯瓦罗(James Swallow)著 978-7-229-10115-2 重庆出版社

逸园深深夏迟暮 夏三小姐著 978-7-229-10116-9 重庆出版社

胡适国学心得:精编插图版 胡适著 978-7-229-10164-0 重庆出版社

法外之徒.上
(美) 乔治·R.R. 马丁, (美) 加德纳·多佐

伊斯编
978-7-229-10177-0 重庆出版社

法外之徒.下
(美) 乔治·R.R. 马丁, (美) 加德纳·多佐

伊斯编
978-7-229-10177-0 重庆出版社

在世界遗忘你之前 杨树鹏著 978-7-229-10179-4 重庆出版社

初恋进行时 沙润娜著 978-7-229-10197-8 重庆出版社

一品医女.上册 沧海明珠著 978-7-229-10225-8 重庆出版社

一品医女.下册 沧海明珠著 978-7-229-10225-8 重庆出版社

王阳明《传习录》全鉴:精编典藏版 (明)王阳明原著 978-7-229-10245-6 重庆出版社

热夜之梦 (美) 乔治·R.R. 马丁著 978-7-229-10249-4 重庆出版社

魔力树:红椅子.1 (波兰)安德奇吉·玛莱斯卡著 978-7-229-10250-0 重庆出版社

中華大典,天文典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

纂委員會編纂]
978-7-229-10258-6 重庆出版折

达尔文的疑问:动物生命的爆发性起源与智能
设计

(美)斯蒂芬·C. 迈耶(Stephen C. Meyer)
著

978-7-229-10278-4 重庆出版社

浮色 焦糖冬瓜著 978-7-229-10287-6 重庆出版社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 杨天石著 978-7-229-10297-5 重庆出版社

麦芽糖 兰思思著 978-7-229-10329-3 重庆出版社

地狱航船: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海上活棺材
”

(美) 格雷戈里·F. 米切诺著 978-7-229-10354-5 重庆出版社

不义之财:日本财阀压榨盟军战俘实录 (美) 琳达·格特兹·赫尔姆斯著 978-7-229-10355-2 重庆出版社

太阳旗下的地狱:美军战俘修建缅泰死亡铁路
秘闻

(美) 凯利·E.克拉格著 978-7-229-10356-9 重庆出版社

樟宜战俘营:1942～1945 (英) R.P.W.海沃斯著 978-7-229-10358-3 重庆出版社

昆仑植物志.第二卷 吴玉虎主编 978-7-229-10360-6 重庆出版社

无名书 古十九著 978-7-229-10371-2 重庆出版社

一脉香:完结篇 淡樱著 978-7-229-10373-6 重庆出版社

遗传的革命:表观遗传学将改变我们对生命的
理解

(英)内莎·凯里(Nessa Carey)著 978-7-229-10427-6 重庆出版社

北方的空地:珍藏版 杨柳松著 978-7-229-10478-8 重庆出版社

二战德军装甲侦察兵战史.上卷 (美)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著 978-7-229-10484-9 重庆出版社

二战德军装甲侦察兵战史.下卷 (美)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著 978-7-229-10484-9 重庆出版社



离开拉斯维加斯 (美)约翰·奥布莱恩(John O``Brien)著 978-7-229-10485-6 重庆出版社

字谜犯 (美)尼尔·贝尔，(美)乔纳森·格雷著 978-7-229-10510-5 重庆出版社

太阳黑子 须一瓜著 978-7-229-10543-3 重庆出版社

她们 (美) 玛丽·麦卡锡著 978-7-229-10545-7 重庆出版社

第三帝国兴亡史:1939-1941.第二部,以复仇
者之名

修武兴国著 978-7-229-10572-3 重庆出版社

亡军的将领 (阿尔巴) 伊斯梅尔·卡达莱著 978-7-229-10619-5 重庆出版社

罗马帝国兴亡史,列王之传 (英) 罗伯特·格雷夫斯著 978-7-229-10653-9 重庆出版社

寻海记 (加) 艾玛·霍珀著 978-7-229-10711-6 重庆出版社

快递中国 朱晓军, 杨丽萍著 978-7-229-10712-3 重庆出版社

青春因梦想而绚丽 石穆海著 978-7-229-10755-0 重庆出版社

最寒冷的冬天.Ⅱ,一位韩国上将亲历的韩鲜
战争

(韩)白善烨著 978-7-229-10796-3 重庆出版社

欢乐谷 (澳)帕特里克·怀特著 978-7-229-10997-4 重庆出版社

唤醒智慧的教育 (印度) 克里希那穆提著 978-7-229-11101-4 重庆出版社

秦良玉 贝锦三夫著 978-7-229-11126-7 重庆出版社

第一个被遗忘的人 (法) 希里尔·马沙霍朵著 978-7-229-11134-2 重庆出版社

底片的真相 (英) 珍妮·瓦伦堤著 978-7-229-11135-9 重庆出版社

物种之神:阿努纳奇人在地球上的秘密使命 (南非)迈克尔·特林格(Michael Tellinger)
著

978-7-229-11147-2 重庆出版社

幸福实习生 焦阳著 978-7-229-11183-0 重庆出版社

在我离开之前 (美) 强纳生·崔普尔著 978-7-229-11189-2 重庆出版社

抑癌基因:破译癌症密码的基因 (英)休·阿姆斯特朗(Sue Armstrong)著 978-7-229-11231-8 重庆出版社

喋喋喃喃 小川系著 978-7-229-11234-9 重庆出版社

审律寻幽:谢俊仁古琴论文与曲谱集 谢俊仁著 978-7-229-11269-1 重庆出版社

晴天二十记 兰思思著 978-7-229-11351-3 重庆出版社

临界点:2015未来科幻大师奖TOP15 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编 978-7-229-11523-4 重庆出版社

长城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著 978-7-229-11664-4 重庆出版社

2010年考研西医综合科目辅导讲义 于吉人主编 978-7-300-03144-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级会计学
唐纳德·E·基索(Donald E.Kieso), 杰里
·J·韦安特(Jerry J.Weygandt), 特里
·D·沃菲尔德(Terry D.Warfield)著

978-7-300-07949-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 何家弘著 978-7-300-08058-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校领导团队能力建设研究 马俊杰等著 978-7-300-0812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匈奴史稿 陈序经 著 9.7873E+12 中国人民出版社



MBA运营管理
杰克·R. 梅雷迪思(Jack R. Meredith)，斯

科特·M. 谢弗(Scott M. Shafer)著
978-7-300-08650-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营销渠道决策与管理 吕一林主编 978-7-300-0944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会计学:[英文本]
弗雷德里克·D. S. 乔伊(Frederick D. S. 
Choi), 加里·K. 米克(Gary K. Meek)著

978-7-300-09485-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域考古历史论集 王炳华 著 9.7873E+12 中国

平衡记分卡战略实践 (美) 罗伯特·卡普兰, 戴维·诺顿著 978-7-300-10119-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运作管理
()杰伊·海泽(Jay Heizer)，()巴里·伦德

尔(Barry Render)著
978-7-300-10218-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简明中国商业史 余鑫炎编著 978-7-300-10288-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营销管理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凯文
·莱恩·凯勒(Kevin Lane Keller),()卢泰

宏(Taihong Lu)著

978-7-300-10459-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消费者行为学:buying, having and being
(美)迈克尔·R. 所罗门(Michael R. 

Solomon)，卢泰宏，杨晓燕著
978-7-300-10654-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商务 (美) 查尔斯·W.L·希尔著 978-7-300-1066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财务报表分析
K. R. 苏布拉马尼亚姆(K. R. 

Subramanyam)，约翰·J.怀尔德(John J. 
978-7-300-10826-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王庆成主编 978-7-300-10981-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企业会计制度设计 伍中信，肖美英编著 978-7-300-10982-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组织理论与设计 刘松博，龙静编著 978-7-300-10996-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供应链设计与管理:概念、战略与案例研究
David Simchi-Levi, Philip Kaminsky, 

Edith Simchi-Levi
978-7-300-11099-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所罗门营销学
Michael R. Solomon, Greg W. Marshall, 

Elnora W. Stuart
978-7-300-11172-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Global business (美) Mike W. Peng 978-7-300-1122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Peter J. Dowling, Marion Festing, 

Allen D. Engle
978-7-300-11222-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营销管理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等著 978-7-300-11369-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学原理 王利平编著 978-7-300-11524-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Kevin Lane Keller 978-7-300-1158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物流技术与物流装备 陈子侠, 彭建良编著 978-7-300-1161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供应链设计与管理:概念、战略与案例研究

(美)大卫·辛奇－利维(David Simchi-
Levi)，(美)菲利普·卡明斯基(Philip 

Kaminsky)，(美)伊迪斯·辛奇－利维(Edith 
Simchi-Levi)著

978-7-300-1161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SPSS其实很简单 罗纳德·D·约克奇著 978-7-300-11797-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James M. Reeve, Carl S. Warren, 

Jonathan E. Duchac
978-7-300-11799-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原理 菲利普·科特勒, 加里·阿姆斯特朗著 978-7-300-1185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教学案例 石本仁编著 978-7-300-11916-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沟通 : 英文版(原书第4版) 詹姆斯·S·奥罗克著 978-7-300-12028-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品学概论 万融主编 978-7-300-12065-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务统计学:英文版
(美)戴维·M.莱文(David M. Levine)，
(美)蒂莫西·C.克雷比尔(Timothy C. 

Krehbiel)，(美)马克·L.贝伦森(Mark L. 

978-7-300-12067-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marketing Judy Strauss, Raymond Frost 978-7-300-12153-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服务营销
克里斯托弗·洛夫洛克(Christopher 

Lovelock)，约亨·沃茨(Jochen Wirtz)著
978-7-300-12155-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质量管理学 梁工谦主编 978-7-300-12159-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电子商务导论:英文版
埃弗瑞姆·特伯恩(Efraim Turban), 戴维·
金(David King)，朱迪·兰(Judy Lang)著

978-7-300-12166-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标准化概论 李春田主编 978-7-300-12175-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学精要:英文版
(美)罗纳德·J.埃伯特(Ronald J. Ebert)，
(美)里基·W.格里芬(Ricky W. Griffin)著

978-7-300-12176-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网络营销
(美)朱迪·斯特劳斯(Judy Strauss)，(美)

雷蒙德·弗罗斯特(Raymond Frost)著
978-7-300-12425-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Sales management:shaping future sales 
leaders

John F. Tanner, Earl D. Honeycutt, 
Robert C. Erffmeyer

978-7-300-12426-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务统计学

(美)戴维·M. 莱文(David M. Levine)，
(美)蒂莫西·C. 克雷比尔(Timothy C. 

Krehbiel)，(美)马克·L. 贝伦森(Mark L. 
Berenson)

978-7-300-12492-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跨文化管理 主编郑兴山 978-7-300-12493-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招聘与录用 廖泉文著 978-7-300-12495-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美)加里·阿姆斯特朗(Gary Armstrong)，
(美)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著

978-7-300-12524-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元代大都上都研究 史卫民著 9.7873E+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
查尔斯·T. 亨格瑞(Charles 

T.Horngren)，小沃尔特·T. 哈里森(Walter 
T.Harrison)，M. 苏珊娜·奥利弗

978-7-300-12543-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本与管理会计 查尔斯·T·亨格瑞 ... [等] 著 978-7-300-12594-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赵建勇编著 978-7-300-12635-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网络营销实务:工具与方法 贾森·米列茨基著 978-7-300-12687-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才测评 张爱卿编著 978-7-300-12731-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牛奶可乐经济学:完整版 (美) 罗伯特·弗兰克著 978-7-300-12908-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沟通:以案例分析为视角
詹姆斯·S·奥罗克(James S. O`Rourke, 

IV)著
978-7-300-1292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项目管理:管理新视角
杰克·R. 梅雷迪思(Jack R. Meredith)，小
塞缪尔·J. 曼特尔(Samuel J. Mantel)著

978-7-300-12977-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创业学概论 贺尊编著 978-7-300-13024-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组织间营销管理 迈克尔·D·赫特, 托马斯·W·斯潘著 978-7-300-13027-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 (美)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著 978-7-300-13065-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学 王凤彬，李东编著 978-7-300-13242-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会计模拟实验教程 马元驹，李百兴编著 978-7-300-13289-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沟通 康青编著 978-7-300-13343-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市场营销 王晓东编著 978-7-300-13344-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本与管理会计 Charles T. Horngren ... [等] 978-7-300-13398-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精要:英文版·第10版
斯蒂芬 · P · 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蒂莫西 ·A· 贾奇(Timothy A. 
Judeg)著

978-7-300-13498-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司财务实证研究:重点文献导读 陆正飞, 岳衡, 祝继高主编 978-7-300-13555-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劳动关系 程延园编著 978-7-300-13556-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
(美)杰拉尔德·格林伯格(Jerald 

Greenberg)，(美)罗伯特·A. 巴伦(Robert 
978-7-300-13603-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系统工程 主编于秀慧, 李宝山 978-7-300-13606-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战略管理 G·佩奇·韦斯特三世, 查尔斯·E·班福德
著

978-7-300-13607-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消费者行为学
利昂·G·希夫曼, 莱斯利·拉扎尔·卡纽

克, 约瑟夫·维森布利特著
978-7-300-13608-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贸易 罗伯特·C·芬斯特拉, 艾伦·M·泰勒著 978-7-300-13704-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审计模拟实训教程 马春静著 978-7-300-13709-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吕一林，陶晓波，杨立宇编著 978-7-300-13711-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广告学 苗杰主编 978-7-300-13752-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 主编王福友 978-7-300-13817-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 关培兰编著 978-7-300-13820-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工商行政管理概论 许光建主编 978-7-300-13826-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 周华编著 978-7-300-13843-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贸易》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斯蒂芬·罗斯·耶普尔编 978-7-300-13879-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荣格与分析心理学 申荷永著 978-7-300-14015-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力资源管理概论 董克用主编 978-7-300-14026-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企业管理 许晖主编 978-7-300-14083-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级财务管理学 王化成主编 978-7-300-1415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营销调研 主编陈凯 978-7-300-14236-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服务营销 韩冀东主编 978-7-300-14238-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 牛海鹏主编 978-7-300-14239-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品流通学 王小平主编 978-7-300-14274-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项目管理 陈关聚编著 978-7-300-14288-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产业经济学 石奇主编 978-7-300-14294-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司理财 刘曼红[等]编著 978-7-300-14390-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伟大的旅行.上,我们从哪里来 (日) 关野吉晴著 978-7-300-14464-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 袁凌，雷辉，刘朝编著 978-7-300-14485-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与进展经典文献赏析 许家林, 王昌锐, 胡伟主编 978-7-300-14486-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业伦理学 纪良纲主编 978-7-300-14534-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资本之王:全球私募之王黑石集团成长史 (美) 戴维·凯里, 约翰·莫里斯著 978-7-300-14584-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英文版,管理会计分册
詹姆斯·M·里夫(James M.Reeve)，卡尔

·S·沃伦(Carl S.Warren)，乔纳森·E·杜
哈奇(Jonathan E.Duchac)著

978-7-300-14626-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级会计学 弗洛伊德·A·比姆斯 ... [等] 著 978-7-300-14636-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沙盘游戏中的治愈与转化:创造过程的呈现 茹思·安曼(Ruth Ammann)著 978-7-300-14664-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运筹学 李珍萍等编著 978-7-300-14694-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物流概论 主编霍红, 刘莉 978-7-300-14733-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赵曙明 ... [等] 著 978-7-300-14734-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 李昌麒主编 978-7-300-14774-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思想 (日) 竹内实著 978-7-300-14778-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创业学:理论、过程与实务 主编李时椿, 常建坤 978-7-300-14786-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原理
约翰·J·怀尔德, 肯·W·肖, 芭芭拉·基

亚佩塔著
978-7-300-1482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概论 陈建, 姚瑶编著 978-7-300-14889-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运作管理
杰伊·海泽(Jay Heizer)，巴里·伦德尔

(Barry Render)著
978-7-300-14890-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营销伦理 主编郭国庆 978-7-300-14921-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网络营销 主编杨学成 978-7-300-14922-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运营管理:供需匹配的视角
杰拉德·卡桑(Gérard Cachon)，克里斯蒂安

·特维施(Christian Terwiesch)著
978-7-300-14924-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级会计学 弗洛伊德·A·比姆斯(Floyd A. Beams)[等]
著

978-7-300-15053-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广告学 主编金文姬 978-7-300-15055-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电算化原理与实务:基于用友T3 毛华扬，傅樵编著 978-7-300-15084-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市场营销 孙国辉，崔新健，王生辉主编 978-7-300-15088-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巧克力之战:世界五大巧克力巨头的中国竞争
战略

(美) 劳伦斯·艾伦著 978-7-300-1515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战略管理精要 J·戴维·亨格, 托马斯·L·惠伦著 978-7-300-15161-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实务 吕景胜主编 978-7-300-15199-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营销思想史 郭国庆, 贾淼磊编著 978-7-300-15241-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 林钢编著 978-7-300-15242-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电算化原理与实务:基于金蝶KIS 毛华扬，李帅编著 978-7-300-15243-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广告学概论 主编张贤平, 黄迎新 978-7-300-15244-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基础 崔智敏，陈爱玲主编 978-7-300-15251-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生产与运作管理 陈福军编著 978-7-300-15252-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流通经济学:过程、组织、政策 徐从才主编 978-7-300-15257-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赵曙明编著 978-7-300-15288-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 徐世勇主编 978-7-300-1529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营销管理 菲利普·科特勒, 凯文·莱恩·凯勒著 978-7-300-1531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运筹学基础教程 魏权龄，胡显佑编著 978-7-300-15311-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流通经济学概论 丁俊发, 赵娴主编 978-7-300-15321-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跆拳道 主编刘燕 978-7-300-15349-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考研政治历年真题分析与演练 编著常红利 978-7-300-1536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营销管理:全球版 菲利普·科特勒, 凯文·莱恩·凯勒著 978-7-300-15367-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宋建波编著 978-7-300-15626-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基础 吴汉洪编著 978-7-300-15659-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教程 纪宝成主编 978-7-300-15712-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力资源管理 (美) 加里·德斯勒著 978-7-300-15723-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企业营销策划 叶万春主编 978-7-300-1575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营销管理:知识与技能
J. 保罗·彼得(J. Paul Peter)，小詹姆斯
·H. 唐纳利(James H. Donnelly, Jr.)著

978-7-300-1575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学 斯蒂芬·P·罗宾斯, 玛丽·库尔特著 978-7-300-15795-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财务管理学 荆新，王化成，刘俊彦主编 978-7-300-15802-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战略管理:概念与案例 弗雷德·R·戴维著 978-7-300-15855-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产业经济学 肖兴志主编 978-7-300-15870-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务谈判 张强, 杨明娜, 傅剑波编著 978-7-300-15881-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财务管理学》学习指导书 荆新，王化成，刘俊彦主编 978-7-300-15902-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品牌管理 张平淡主编 978-7-300-15904-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概论 赵晓耕，曲词主编 978-7-300-15951-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劳动经济学教程 刘昕编著 978-7-300-15952-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电算化:基于用友T3 张瑞君，殷建红编著 978-7-300-15979-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信息系统 张瑞君，蒋砚章主编 978-7-300-1598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品牌管理 西尔维·拉福雷著 978-7-300-16015-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初级会计学》学习指导书 朱小平，徐泓编著 978-7-300-16068-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财务分析学 宋常编著 978-7-300-16069-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审计案例与实训 李晓慧编著 978-7-300-1607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绩效管理:英文版·第3版 赫尔曼·阿吉斯(Herman Aguinis)著 978-7-300-16072-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物流管理 宋华，于亢亢编著 978-7-300-16075-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业伦理：概念与案例:英文版
曼纽尔·G. 贝拉斯克斯(Manuel G. 

Velasquez)著
978-7-300-16115-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精要版
(美)肯尼思·C. 劳东(Kenneth C. 

Laudon)，简·P. 劳东(Jane P. Laudon)著
978-7-300-16254-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本会计学 于富生，黎来芳，张敏主编 978-7-300-16313-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基础 周华编著 978-7-300-16314-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战略过程:概念、情境、案例 亨利·明茨伯格 ... [等] 著 978-7-300-16331-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研究方法论 吴溪主编 978-7-300-16343-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金融:英文版 托马斯·A·普格尔(Thomas A. Pugel)著 978-7-300-16344-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贸易:英文版 托马斯·A. 普格尔(Thomas A. Pugel)著 978-7-300-16346-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理论、实务与案例 李晓慧, 何玉润编著 978-7-300-16365-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级财务会计 傅荣编著 978-7-300-16367-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消费经济学 伊志宏主编 978-7-300-16398-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营销学 郭国庆主编 978-7-300-16493-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战略管理 张平淡，吕海军主编 978-7-300-16502-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电子商务理论与实务 主编胡宏力, 张蕾 978-7-300-1654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司理财 刘淑莲主编 978-7-300-16545-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金融企业会计 孟艳琼编著 978-7-300-16580-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战略管理:概念与案例
迈克尔·A. 希特(Michael A. Hitt), R. 
杜安·爱尔兰(R. Duane Irland), 罗伯特
·E. 霍斯基森(Robert E. Hoskisson)著

978-7-300-16621-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信息系统 马歇尔·B·罗姆尼, 保罗·约翰·施泰因巴
特著

978-7-300-16638-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
斯蒂芬·P. 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蒂莫西·A. 贾奇(Timothy A. 
978-7-300-16663-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沟通 康青编著 978-7-300-1666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司理财:英文版 斯蒂芬·A. 罗斯(Stephen A. Ross)[等]著 978-7-300-16697-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绩效管理:技术与应用 林新奇编著 978-7-300-16709-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销售管理 李先国主编 978-7-300-16716-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 贺盛瑜，孙艳玲主编 978-7-300-16717-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
秘史

(美) 杰罗姆·卡拉贝尔著 978-7-300-16743-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本会计学》学习指导书 于富生，黎来芳，张敏编著 978-7-300-16750-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 姆斯·A·奥布赖恩, 乔治·M·马拉卡斯著 978-7-300-16779-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实证审计理论 陈汉文主编 978-7-300-1678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服务营销管理 郭国庆主编 978-7-300-16786-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审计学:一种整合方法
阿尔文·A.阿伦斯, 兰德尔·J.埃尔德, 马

克·S.比斯利著
978-7-300-16828-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会计学》学习指导书 孙茂竹，文光伟，杨万贵编著 978-7-300-16831-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 格伦·M. 布鲁姆(Glen M. Broom)著 978-7-300-16869-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东亚奇迹的反思
(美)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沙希德·尤

素福编
978-7-300-16934-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上册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卡尔·E·沃尔什
著

978-7-300-16941-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下册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卡尔·E·沃尔什
著

978-7-300-16941-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战略管理:概念与案例
迈克尔·A. 希特(Michael A. Hitt)，R. 
杜安·爱尔兰(R. Duane Ireland)，罗伯特
·E. 霍斯基森(Robert E. Hoskisson)著

978-7-300-16963-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营销管理:英文版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凯文·莱

恩·凯勒(Kevin Lane Keller)著
978-7-300-16964-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编供应链管理 马士华编著 978-7-300-16975-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项目管理教程 刘国靖编著 978-7-300-1703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本会计学 于富生，张敏编著 978-7-300-17072-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销售学:伙伴关系创造价值
杰拉尔德·L·曼宁, 迈克尔·阿享, 巴里

·L·里斯著
978-7-300-17075-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刘丁有，陈长民主编 978-7-300-17077-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 陈伟达主编 978-7-300-17102-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要径和工具 肖海林主编 978-7-300-1710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运营管理:供需匹配的视角 杰拉德·卡桑, 克里斯蒂安·特维施, 任建
标著

978-7-300-17106-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员工安全健康管理 孙树菡，毛艾琳主编 978-7-300-17141-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质量管理:整合供应链 S·托马斯·福斯特著 978-7-300-17142-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本会计学模拟实验教程 马元驹编著 978-7-300-17158-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学全球化视角 主编赵丽芬 978-7-300-17160-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广告学:原理与实务
桑德拉·莫里亚提(Sandra Moriarty)，南希
·米切尔(Nancy Mitchell)，威廉·维尔斯

(William Wells)著

978-7-300-17180-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
争

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 巴里·J·奈尔伯
夫著

978-7-300-17262-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审计学:一种整合方法
阿尔文·A·阿伦斯(Alvin A.Arens)，兰德
尔·J·埃尔德(Randa1 J.Elder)，马克

·S·比斯利(Mark S.Beasley)著

978-7-300-17327-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数据、模型与决策:基于SPREADSHEET工具 耿修林编著 978-7-300-17345-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级财务会计 周华编著 978-7-300-17355-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业伦理:概念与案例
曼纽尔·G. 贝拉斯克斯(Manuel G. 

Velasquez)著
978-7-300-17376-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商务谈判:英文版
克劳德·塞利奇(Claude Cellich)，苏比哈

什·C. 贾殷(Subhash C. Jain)著
978-7-300-17377-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理论、实务与技巧 周安华, 苗晋平编著 978-7-300-17388-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消费者行为学理论与实务 沈蕾编著 978-7-300-17389-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 王军旗，华昊主编 978-7-300-1739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 吴柏林编著 978-7-300-17398-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商务 符正平编著 978-7-300-17443-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物流 白世贞, 沈欣, 吴绒等主编 978-7-300-17478-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原理与方法 夏冬林, 秦玉熙编著 978-7-300-17505-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键时刻MOT (瑞典) 詹·卡尔森著 978-7-300-17522-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基础实验 于玉林, 田昆儒, 王晓亮编著 978-7-300-17577-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商务:英文版 查尔斯·希尔(Charles W. L. Hill)著 978-7-300-17578-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学精要 (美) 罗纳德·J·埃伯特著, 里基·W·格里
芬著

978-7-300-1758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营销:英文版
(美)菲利普·凯特奥拉(Philip 

R.Cateora)，(美)玛丽·吉利(Mary 
C.Gilly)，(美)约翰·格雷厄姆(John 

978-7-300-17582-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原理与方法》学习指导书 秦玉熙编著 978-7-300-17586-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怎样销售你自己 乔·吉拉德, 罗伯特·凯斯摩著 978-7-300-17597-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销售中的心理学:经典版 (美)博恩·崔西(Brian Tracy)著 978-7-300-17604-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企业管理研究方法
(美)唐纳德·库珀(Donald R. Cooper)，

(美)帕梅拉·欣德勒(Pamela S. 
978-7-300-17645-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战略管理 徐飞编著 978-7-300-17649-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 陈佳编著 978-7-300-17669-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司理财》习题与案例分析 主编刘淑莲, 宋淑琴 978-7-300-1767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科学 威廉·史蒂文森 ... [等] 著 978-7-300-17681-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运筹学 徐渝, 李鹏翔, 郑斐峰编著 978-7-300-17682-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基于Excel的营销调研:英文版
阿尔文·C·伯恩斯(Alvin C.Burns)，罗纳

德·F·布什(Ronald F.Bush)著
978-7-300-17729-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数据统治世界:如何在数据统计中挖掘商机与
做出决策

(美) 冯启思著 978-7-300-17754-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学原理:英文版
斯蒂芬·P·罗宾斯(Stephen P.Robbins)，
戴维·A·德森佐(David A.Decenzo)，玛丽

·库尔特(Mary Coulter)著

978-7-300-17765-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跨文化商务沟通:英文版 Lillian H.Chaney, Jeanette S.Martin 978-7-300-17766-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劳动法与劳动争议处理 程延园编著 978-7-300-17767-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培训与开发 石金涛主编 978-7-300-17768-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力资源管理:赢得竞争优势 雷蒙德·A. 诺伊(Raymond A. Noe)[等]著 978-7-300-17773-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经济学:市场与企业 威廉·博伊斯(William Boyes)著 978-7-300-17831-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广告学原理与实务
威廉·维尔斯, 桑德拉·莫利亚提, 南希·

米切尔著
978-7-300-17868-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科学:英文版
威廉·史蒂文森(William J.Stevenson)，锡

汉·奥兹古(Ceyhun Ozgur)著
978-7-300-17899-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税法 王红云主编 978-7-300-17917-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领导学 刘松博编著 978-7-300-17918-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财务管理 王化成主编 978-7-300-17940-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危机管理 刘刚主编 978-7-300-1795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进出口贸易实务 张良卫等编著 978-7-300-18017-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集装箱多式联运 孙家庆，张赫，姚景芳编著 978-7-300-18018-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本会计 主编冯巧根, 冯圆 978-7-300-1802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组织行为管理 李剑锋编著 978-7-300-1802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微力无边 杜子建著 978-7-300-18056-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运营管理 许淑君编著 978-7-300-18075-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专业英语 郭葆春主编 978-7-300-18077-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本与管理会计 孙茂竹，于富生编著 978-7-300-18094-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绩效管理 赫尔曼·阿吉斯(Herman Aguinis)著 978-7-300-18106-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厉以宁著 978-7-300-1814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级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刘运国编著 978-7-300-18247-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财务管理理论前沿专题 主编周守华 ... [等] 978-7-300-18248-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消费者行为学:中国版
迈克尔·所罗门(Michael R. Solomon)，卢

泰宏，杨晓燕著
978-7-300-18249-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原理:英文版
约翰·J.怀尔德(John J. Wild)，肯·W.肖
(Ken W. Shaw)，芭芭拉·基亚佩塔(Barbara 

Chiappetta)著

978-7-300-18314-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工作分析的方法与技术 萧鸣政编著 978-7-300-18365-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战略管理 邵一明编著 978-7-300-18366-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级会计学 耿建新，戴德明主编 978-7-300-18367-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基础会计 张捷编著 978-7-300-18368-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梁文玲主编 978-7-300-18369-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应用 (英) 赫尔曼·E·戴利, (美) 乔舒亚·法利
著

978-7-300-184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商务谈判
克劳德·塞利奇(Claude Cellich),苏比哈什

·C·贾殷(Subhash C. Jain)著
978-7-300-1840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学:国际化与领导力的视角
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海因茨·韦

里克(Heinz Weihrich)著
978-7-300-18405-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力资源管理基础:英文版 加里·德斯勒(Gary Dessler)著 978-7-300-18406-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运作管理:供应链管理的视角
理查德·蔡斯(Richard B. Chase)，罗伯特

·雅各布斯(F. Robert Jacobs)著
978-7-300-18408-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商务 (美) 查尔斯·希尔著 978-7-300-18469-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学原理 方振邦, 鲍春雷编著 978-7-300-18470-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运筹学:管理科学方法 谢家平，刘宇熹编著 978-7-300-18471-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袁宝华诗词书法集 曹明新主编 978-7-300-18517-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康德历史哲学文集 (德)康德(Immanuel Kant)著 978-7-300-18528-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知识和社会意象 (英) 大卫·布鲁尔著 978-7-300-18550-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学:知识与价值 杨庆中主编 978-7-300-18551-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基于Excel的营销调研:using Microsoft 
Excel data analysis

阿尔文·C. 伯恩斯(Alvin C. Burns)，罗纳
德·F. 布什(Ronald F. Bush)著

978-7-300-18621-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财务报表分析 主编王化成, 支晓强, 王建英 978-7-300-18634-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级财务会计》学习指导书 傅荣编著 978-7-300-18645-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战略性绩效管理 方振邦编著 978-7-300-18653-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广告学
威廉·阿伦斯, 戴维·谢弗, 迈克尔·魏戈

尔德著
978-7-300-18655-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财务管理基础
斯坦利·B·布洛克(Stanley B. Block),杰
弗里·A·赫特(Geoffrey A. Hirt),巴特利
·R·丹尼尔森(Bartley R. Danielsen)著

978-7-300-18656-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产品开发 诸鸿，陈智勇编著 978-7-300-18662-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本与效益 罗伯特·S·卡普兰, 罗宾·库珀著 978-7-300-18683-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 徐经长，孙蔓莉，周华主编 978-7-300-1872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 孙国华, 周元著 978-7-300-18748-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审计学基础 何恩良, 宋夏云主编 978-7-300-18785-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学 焦叔斌，杨文士著 978-7-300-18786-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系犯罪学 白建军著 978-7-300-18791-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运筹学导论,提高篇 哈姆迪·A. 塔哈(Hamdy A. Taha)著 978-7-300-18989-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审计学 秦荣生，卢春泉编著 978-7-300-19000-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分析及经济后果研究 孙蔓莉著 978-7-300-19052-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劳动经济学 杨河清主编 978-7-300-1912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薪酬管理 刘昕编著 978-7-300-19121-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基础会计（第三版）》学习指导书 张捷编著 978-7-300-19123-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跨文化商务沟通
莉莲·钱尼(Lillian H. Chaney)，珍妮特·

马丁(Jeanette S. Martin)著
978-7-300-19139-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力资源管理 秦志华编著 978-7-300-19141-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服务营销 梁新弘编著 978-7-300-19172-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 胡君辰主编 978-7-300-19176-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整合营销传播:品牌传播的策划、创意与管理 程宇宁著 978-7-300-19177-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客户关系管理 邬金涛, 严鸣编著 978-7-300-19178-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客户关系管理
乌尔瓦希·毛卡尔(Urvashi Makkar)，哈林
德尔·库马尔·毛卡尔(Harinder Kumar 

978-7-300-1925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医疗与社会:我们时代的病与痛 (美) 威廉·考克汉姆著 978-7-300-19322-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柳兴国主编 978-7-300-19335-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财务报表分析 张新民，钱爱民编著 978-7-300-19373-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庄存与和经今文 汤志钧著 978-7-300-19392-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审计学:实务与案例 李晓慧主编 978-7-300-19437-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客户关系管理:英文版
乌尔瓦希·毛卡尔 (Urvashi Makkar)，哈林

德尔·库马尔·毛卡尔(Harinder Kumar 
Makkar)著

978-7-300-19469-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务谈判:理论、技巧与案例 王军旗主编 978-7-300-19470-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在职攻读法律硕士联考专业综合考试
考点大串讲

刘守芬[等]主编 978-7-300-19480-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通论 郭国庆编著 978-7-300-19502-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级会计学》学习指导书 耿建新，戴德明主编 978-7-300-19579-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英文版 戴维·M·克伦克(David M. Kroenke)著 978-7-300-19632-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 戴维·M. 克伦克(David M. Kroenke)著 978-7-300-19633-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信息系统原理与应用:基于用友ERP-
U8.72

毛华扬，李帅编著 978-7-300-19638-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开债务融资、财务报告与公司治理 毛新述著 978-7-300-19639-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会计学原理 石本仁，谭小平主编 978-7-300-1964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of 
China

黎建飞著 978-7-300-1968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电子商务:英文版
肯尼思·劳东(Kenneth C. Laudon)，卡罗尔
·圭尔乔·特拉弗(Carol Guercio Traver)

978-7-300-19713-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税务会计学 盖地编著 978-7-300-19771-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从报表看企业:数字背后的秘密 张新民著 978-7-300-19864-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品牌策划与管理 程宇宁著 978-7-300-19865-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郭国庆主编 978-7-300-19866-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实务 邹艳春主编 978-7-300-19867-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本与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分册 郑丁旺 ... [等] 编著 978-7-300-1987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立德树人，筑梦新区:北京市大兴区“十佳教
师”、“十佳班主任”、“十佳校长”事迹

荣俊艳，李广成主编 978-7-300-19878-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营销调研:应用导向 纳雷希·马尔霍特拉（Naresh K. 
Malhotra）著

978-7-300-19916-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责任:合同治理的公法探析 (英) A.C.L.戴维斯著 978-7-300-19932-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摇滚不死:尼尔·杨自传 尼尔·杨(Neil Young)著 978-7-300-19977-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商务谈判学 张强编著 978-7-300-20002-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
(美)查尔斯·E. 布莱斯勒(Charles E. 

Bressler)著
978-7-300-20018-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创业学 唐纳德·F. 库拉特科(Donald F. Kuratko)
著

978-7-300-20022-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企业管理 贾旭东主编 978-7-300-20024-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 马兆瑞编著 978-7-300-20025-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薪酬管理 曾湘泉主编 978-7-300-20046-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沙盘游戏与心理疾病的治疗 (意) 伊娃·帕蒂丝·肇嘉编 978-7-300-20050-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营销学:原理与实践 安静编著 978-7-300-20062-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化媒体营销
特蕾西·塔腾(Tracy L. Tuten)，迈克尔·

所罗门(Michael R. Solomon)著
978-7-300-20063-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学
托马斯·贝特曼(Thomas S. Bateman)，斯科

特·斯内尔(Scott A. Snell)著
978-7-300-20098-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市场营销学 吕一林，陶晓波编著 978-7-300-20142-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让民主归位 杨光斌著 978-7-300-2016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理思想史 方振邦，徐东华编著 978-7-300-20230-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实质犯罪论 刘艳红著 978-7-300-20338-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心理学 沙莲香主编 978-7-300-20344-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国人心中最好的老师:2005-2014年美国国
家年度教师透视

胡乐乐编译 978-7-300-20365-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辣问爱情 青音，汪冰著 978-7-300-20375-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听，青音:升级版 青音著 978-7-300-20376-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语文课:让孩子走向成熟并再次天真 连中国著 978-7-300-20449-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摩尔 (英) 威廉·特文宁著 978-7-300-20516-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的真谛:孙国华精选集 孙国华著 978-7-300-2053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教师的五重境界 万玮著 978-7-300-20534-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鄢一龙 ... [等] 著 978-7-300-20543-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刑法哲学 陈兴良著 978-7-300-20549-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考研英语短文写作及英汉翻译 刘鸿飞, 孙艺之编著 978-7-300-20595-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迎接法治新时代 冯玉军著 978-7-300-20598-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转化抑郁:用创造力治愈心灵 (美) 戴维·H·罗森著 978-7-300-20704-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考研英语新教程 主编郭庆民 978-7-300-20773-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考研英语经典专项阅读120篇 主编王建华 978-7-300-20774-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迈向法治: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 王利明著 978-7-300-20818-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犯罪预防学 李春雷, 靳高风主编 978-7-300-20858-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考博英语词汇、语法与完形填空高分突破 博士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命题研究组编著 978-7-300-21072-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理性选择 伊扎克·吉尔伯阿(Itzhak Gilboa)著 978-7-300-21105-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博

物馆编
978-7-300-21133-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疑难问题
实证研究

张文志[等]著 978-7-300-21176-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考博英语综合辅导教程 博士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命题研究组编著 978-7-300-21196-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不确定的荣耀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让·德雷兹

(Jean Dreze)著
978-7-300-21415-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古堡与黑塔 余光中著 978-7-300-21433-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地球村的故事 尤今著 978-7-300-21435-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神秘旅程 绿骑士著 978-7-300-21436-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英特纳雄耐尔 陈丹燕著 978-7-300-21438-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正义的前沿
(美)玛莎·C. 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著
978-7-300-21446-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传:插图本.上 (俄) 亚历山大·潘佐夫著 978-7-300-2151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传:插图本.下 (俄) 亚历山大·潘佐夫著 978-7-300-2151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类学通论 庄孔韶主编 978-7-300-21515-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布鲁斯往事:巴迪·盖伊自传
巴迪·盖伊(Buddy Guy),大卫·瑞兹(David 

Ritz)著
978-7-300-21534-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 (美) 马立博著 978-7-300-21578-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学 李兴国编著 978-7-300-2162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大南门朝西开 李北方著 978-7-300-21744-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力资源开发:方法与技术 萧鸣政编著 978-7-300-21757-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奥巴马政治经济学 王勇[等]著 978-7-300-21805-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创新者的处方:a disruptive solution for 
health care

(美)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杰罗姆·格罗斯
曼, 黄捷升著

978-7-300-2182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公共政策中的宏观经济学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约科

·维尔穆宁(Jouko Vilmunen)主编
978-7-300-21888-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深夜一盏灯:散文和随笔 汤一介著 978-7-300-21916-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 汤一介著 978-7-300-2191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科学在中国:1550-1900 (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著 978-7-300-21950-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雏凤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青年学子优秀论
文选集.卷一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编 978-7-300-22009-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雏凤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青年学子优秀论
文选集.卷二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编 978-7-300-22010-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 978-7-300-22087-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传统装饰艺术 戴荭编著 978-7-300-22143-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天下无癌:癌症补充替代疗法完全手册 (以) 约瑟夫·布伦纳著 978-7-300-22233-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济史 高德步, 王珏著 978-7-300-22273-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迈克尔·杰克逊的商业王朝:10亿美元帝国的
兴衰与重生

(美) 扎克·欧莫里·格林伯格著 978-7-300-2246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颠覆性医疗革命:未来科技与医疗的无缝对接 (匈牙利) 赫塔拉·麦斯可著 978-7-300-22507-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宋词三百首赏译 范晓燕编著 978-7-300-22638-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散文经典选读 王宁宁主编 978-7-300-22642-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燕山新话:《前线》杂文集 (1995-2015年) 前线杂志社编 978-7-300-22687-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学会教学
(美)理查德. I. 阿兰兹(Richard I. 

Arends)著
978-7-300-2269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李君如著 978-7-300-22722-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式奋斗: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编 978-7-300-22779-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寻求突破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加大背景下的
经济金融形势分析

主编刘伟 978-7-300-22788-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摇滚狂人:奥兹·奥斯本自传 奥兹·雷斯本, 克里斯·艾尔斯著 978-7-300-22793-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满川田纪事:乡土中国的农民群像 汪冬莲著 978-7-300-22828-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卸妆“芈月”:宣太后世家 王子今著 978-7-300-22927-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医疗分诊:排队与博弈 王晓芳著 978-7-300-22968-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雅思口语真经999 波比编著 978-7-300-22998-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思辨与立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批判性思维工
具

(美) 理查德·保罗, (美) 琳达·埃尔德著 978-7-300-23104-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雅思周计划,阅读 李志宏, 赵吉涛, 李秋编著 978-7-300-23123-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考博英语全国重点院校真题详解 博士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命题研究组编著 978-7-300-23130-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说红色家书 张丁编著 978-7-300-2314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特朗普的成功之道:特朗普成功学第一课 唐纳德·J·特朗普, 梅雷迪思·麦基弗著 978-7-300-2315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顾家北手把手教你雅思词伙 顾家北编著 978-7-300-23173-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技术哲学讲演录 吴国盛著 978-7-300-23231-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雅思周计划,听力 宋蕾编著 978-7-300-23251-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雅思周计划,阅读 (移民类) 李志宏, 赵吉涛, 李秋编著 978-7-300-23252-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富论.下 (英)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 978-7-300-23299-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为小说家 (美)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著 978-7-300-23303-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雅思口语观点库:剑11版 钱多多编著 978-7-300-23321-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报告:2015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编 978-7-300-23332-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帝国与文学生产:美国文学中的帝国想象与民
族叙事

王建平著 978-7-300-23340-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小说创作谈:重思关于写作技艺的传统观念 (美)大卫·姚斯(David Jauss)著 978-7-300-23400-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如何创作炫人耳目的对话
(美)詹姆斯·斯科特·贝尔(James Scott 

Bell)著
978-7-300-23459-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医学浅话 北京尚达德国际文化发展中心组编 978-7-300-23503-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钱铭怡编著 978-7-301-02427-0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简史 李明滨主编 978-7-301-05290-7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宗教学基础十五讲 王晓朝著 978-7-301-06038-4 北京大学出版社

欧洲文明十五讲 陈乐民著 978-7-301-06607-2 北京大学出版社

哲学修养十五讲 孙正聿著 978-7-301-06618-8 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 (美) 詹姆斯·杜德斯达, 弗瑞斯·沃马克著 978-7-301-08230-0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袁行霈[等]主编 978-7-301-10602-0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袁行霈[等]主编 978-7-301-10602-0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袁行霈[等]主编 978-7-301-10602-0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袁行霈[等]主编 978-7-301-10602-0 北京大学出版社

商法 王保树主编 978-7-301-10638-9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
(英) 拉曼·塞尔登, (英) 彼得·威德森, 

(英) 彼得·布鲁克著
978-7-301-11363-9 北京大学出版社

唐宋词十七讲 叶嘉莹著 978-7-301-11491-9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基础 徐葆耕, 王中忱主编 978-7-301-12929-6 北京大学出版社

蒙牛方法论:成就领袖企业的36个法则 张治国著 978-7-301-13156-5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战略管理概念与案例
(美) 小阿瑟·A. 汤普森, A.J. 斯特里克

兰, 约翰·E. 甘布尔著
978-7-301-13810-6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元世祖忽必烈传 朱耀廷等著 9.7873E+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蚂蚁雄兵:简单易行的乐活理财术 《钱经》杂志著 978-7-301-14311-7 北京大学出版社

老大:中国企业的历史性机遇 娄向鹏著 978-7-301-14601-9 北京大学出版社

走出华尔街风暴:应对全球性衰退的中国策略 央视经济频道编著 978-7-301-14937-9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发展中国家改善公共卫生指南
(英)约翰·沃利(John Walley)，(英)约翰·

怀特(John Wright)，(英)约翰·赫布利
(John Hubley)著

978-7-301-15456-4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解汉字起源 王祥之著 978-7-301-15756-5 北京大学出版社

摸着石头过河 杨石头著 978-7-301-16245-3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郭建宁主编 978-7-301-17218-6 北京大学出版社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哈佛委员会著 978-7-301-18062-4 北京大学出版社

聪明糊涂心:受益终生的68条职场处世箴言 何飞鹏著 978-7-301-19289-4 北京大学出版社

欧美生态文学 王诺著 978-7-301-19537-6 北京大学出版社

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
的讲述者

(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著

978-7-301-19981-7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丘吉尔的黑狗: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 (英) 安东尼·斯托尔著 978-7-301-19984-8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 (美) 曼昆著 978-7-301-20827-4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 (美) 曼昆著 978-7-301-20828-1 北京大学出版社

解读中国经济 林毅夫著 978-7-301-21110-6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的逻辑 张维迎著 978-7-301-21152-6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个人所得税报税实务 郭凤喜, 奚卫华主编 978-7-301-21369-8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精华集.上 阮草编 978-7-301-21476-3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精华集.下 阮草编 978-7-301-21476-3 北京大学出版社

企业上市审核标准实证解析 张兰田著 978-7-301-21592-0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精华集,法学 《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978-7-301-22221-8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南画十六观 朱良志著 978-7-301-22609-4 北京大学出版社

赢在顶层设计:决胜未来的中国企业转型、升
级与再造之路

高建华著 978-7-301-22719-0 北京大学出版社

整合式短程心理咨询 (美)张道龙编著 978-7-301-23033-6 北京大学出版社

融资、并购与公司控制 周春生编著 978-7-301-23266-8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精华集,人生 《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978-7-301-23456-3 北京大学出版社

ESP综合英语教程.2,读写分册 主编李显, 宋礼慧 978-7-301-23678-9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环境·健康·行为:对环境补碘方法与效果的
研究

任强著 978-7-301-23939-1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医学影像物理学进展 包尚联, 高嵩编著 978-7-301-24023-6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精华集,文学 《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978-7-301-24133-2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精华集,经济 《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978-7-3012-4276-6 北京大学出版社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案头参考书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 978-7-301-24282-7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精华集,历史 《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978-7-301-24402-9 北京大学出版社

治愈中的精神性:原因、方法、时机与内涵 (美) 哈罗德·G.科尼格著 978-7-301-24409-8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影响大学生英语学习因素之研究 张文霞, 刘梅华著 978-7-301-24868-3 北京大学出版社

自然界的艺术形态 (德)恩斯特·海克尔著/绘 978-7-301-24925-3 北京大学出版社

休伊森手绘蝶类图谱 (英)威廉·休伊森著/绘 978-7-301-24960-4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的理念 (美) 约翰·亨利·纽曼著 978-7-301-25014-3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 (美) 雅罗斯拉夫·帕利坎著 978-7-301-25043-3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精华集,大学 《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978-7-301-25046-4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微课与慕课设计高级教程 赵国栋主编 978-7-301-25047-1 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国大学之魂: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美) 乔治·M. 马斯登著 978-7-301-25048-8 北京大学出版社

布洛赫手绘鱼类图谱 (德)马库斯·布洛赫著/绘 978-7-301-25112-6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精华集,科学 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978-7-301-25167-6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精华集,文化 《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978-7-301-25250-5 北京大学出版社

小词大雅:叶嘉莹说词的修养与境界 叶嘉莹著 978-7-301-25600-8 北京大学出版社

飞禽记 (美)约翰·巴勒斯著 978-7-301-25944-3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济分析与统计解读.2014-2015 许宪春主编 978-7-301-25987-0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万物皆奇迹 (美)蕾切尔·卡森著 978-7-301-26044-9 北京大学出版社

乡土中国再认识 王德福著 978-7-301-26046-3 北京大学出版社

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 阎海军著 978-7-301-26047-0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卫生公共政策与法治的衔接 张博源著 978-7-301-26154-5 北京大学出版社

等鹿来 (美)约翰·缪尔著 978-7-301-26179-8 北京大学出版社

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 徐贲著 978-7-301-26214-6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环舞 (俄) 安东·乌特金著 978-7-301-26217-7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博物人生 刘华杰著 978-7-301-26253-5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从“十二五”看“十三
五”

徐宪平著 978-7-301-26322-8 北京大学出版社

壮医方剂学 钟鸣主编 978-7-301-26336-5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何为 陈平原著 978-7-301-26356-3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国学研究.第三十六卷 袁行霈主编 978-7-301-26478-2 北京大学出版社

飞鸟记 (瑞士)欧仁·朗贝尔著 978-7-301-26576-5 北京大学出版社



手绘喜马拉雅植物 (英)约瑟夫·胡克(J.D. Hooker)著 978-7-301-26580-2 北京大学出版社

常见病证壮医诊疗规范 甘霖,钟鸣主编 978-7-301-26590-1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精华集.心理 《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978-7-301-2662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犹太人千年史 张倩红, 张少华著 978-7-301-26643-4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心中的诗琳通公主 傅增有，(泰)马克仁主编 978-7-301-26682-3 北京大学出版社

DSM-5鉴别诊断手册 (美) 迈克尔·弗斯特著 978-7-301-26702-8 北京大学出版社

科学，谁说了算 (意) 马西米安诺·布齐著 978-7-301-26745-5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宇宙发展史概论 (德)康德著 978-7-301-26760-8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国学传统 张岱年著 978-7-301-26826-1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学史大纲 叶纯芳著 978-7-301-26850-6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类的历史 (印)尼赫鲁著 978-7-301-26863-6 北京大学出版社

薛定谔讲演录 (奥) 薛定谔著 978-7-301-26897-1 北京大学出版社

荒野猎人 (美)迈克尔·庞克(Michael Punke)著 978-7-301-26899-5 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班牙当代女性成长小说 王军著 978-7-301-26932-9 北京大学出版社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 978-7-301-27002-8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国学研究.第三十七卷 袁行霈主编 978-7-301-27201-5 北京大学出版社

探花赶考录 蔡小容著 978-7-301-27223-7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兰科植物的受精:兰科植物借助于昆虫受精的
种种装置

(英)达尔文著 978-7-301-27242-8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一部别样的绘画描述集 (法) 达尼埃尔·阿拉斯著 978-7-301-27291-6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类学是什么 王铭铭著 978-7-301-27296-1 北京大学出版社

敦煌变文集补编 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编 978-7-301-2730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案头参考书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 978-7-301-27336-4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玛蒂尔达手绘木本植物 (英)玛蒂尔达著/绘 978-7-301-27340-1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有序思维:走班学生必读书 马献时编著 978-7-301-27344-9 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方艺术史观念:再现与艺术史转向 高名潞著 978-7-301-27351-7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语言与世界 王路著 978-7-301-27416-3 北京大学出版社

章回体小说的现代历程 张蕾著 978-7-301-27445-3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 (美)蕾切尔·萨斯曼(Rachel Sussman)著 978-7-301-2747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聊斋志异名篇评赏 马振方主编 978-7-301-27478-1 北京大学出版社

唐诗宋词里的趣事 季风著 978-7-301-27491-0 北京大学出版社

科学史十五讲 江晓原主编 978-7-301-27493-4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战略管理学科地图 金占明著 978-7-301-27502-3 北京大学出版社



马可·波罗 扬州 丝绸之路 徐忠文，荣新江主编 978-7-301-27532-0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诗歌吟味 朱自清著 978-7-301-27629-7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类生物学十五讲 陈守良,葛明德编著 978-7-301-27656-3 北京大学出版社

罗素与分析哲学 丁子江著 978-7-301-27775-1 北京大学出版社

数据结构:C语言版 严蔚敏, 吴伟民编著 978-7-302-14751-0 清华大学出版社

ArcGIS 9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实践.上册 吴秀芹 ... [等] 编著 978-7-302-15134-0 清华大学出版社

ArcGIS 9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实践.下册 吴秀芹 ... [等] 编著 978-7-302-15134-0 清华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 薛华成主编 978-7-302-15790-8 清华大学出版社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 左美云主编 978-7-302-17125-6 清华大学出版社

信息组织 马张华编著 978-7-302-17155-3 清华大学出版社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教程 柳纯录主编 978-7-302-19558-0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开发实战经典 李兴华编著 978-7-302-20261-5 清华大学出版社

Linux从入门到精通 刘忆智等编著 978-7-302-20715-3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 Web整合开发王者归
来:JSP+Servlet+Struts+Hibernate+Spring

刘京华等编著 978-7-302-20976-8 清华大学出版社

UG NX 6.0中文版基础教程 云杰漫步多媒体科技CAX设计教研室编著 978-7-302-21152-5 清华大学出版社

SQL Server范例开发大全 李俊民, 王浩, 刘丽霞等编著 978-7-302-21522-6 清华大学出版社

C#.NET程序设计教程 江红, 余青松编著 978-7-302-21866-1 清华大学出版社

5DS+影视包装典型案例完全攻略 北京五谛风格动画制作有限公司编著 978-7-302-22055-8 清华大学出版社

高手教你玩电脑:硬件入门、维修诀窍、故障
处理

田勇编著 978-7-302-22409-9 清华大学出版社

Windows程序设计 (美) Charles Petzold著 978-7-302-22739-7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Dreamweaver+Flash+Photoshop网页
制作从入门到精通:CS4版

杨颖, 张永雄等编著 978-7-302-23160-8 清华大学出版社

企业信息化总体架构 赵捷著 978-7-302-23500-2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图像处理、分析与机器视觉
Milan Sonka, Vaclav Hlavac, Roger 

Boyle著
978-7-302-23686-3 清华大学出版社

ASP.NET开发实战1200例.第Ⅰ卷 房大伟, 吕双等编著 978-7-302-24441-7 清华大学出版社

血清游离轻链检测分析 (英) 布拉德韦尔编著 978-7-302-24549-0 清华大学出版社

ASP.NET动态网站设计教程:基于C#+SQL 
Server

李春葆 ... [等] 编著 978-7-302-25122-4 清华大学出版社

C#开发实战1200例.第Ⅱ卷 王小科, 王军等编著 978-7-302-25155-2 清华大学出版社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李继灿主编 978-7-302-25312-9 清华大学出版社

微机原理及汇编语言 赵伟主编 978-7-302-25474-4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 Web开发实战1200例.第Ⅱ卷 卢瀚, 王春斌等编著 978-7-302-25486-7 清华大学出版社



学通Java的24堂课 李钟尉, 李伟等编著 978-7-302-25541-3 清华大学出版社

工程数学习题与解答.下 王国英, 张欣编 978-7-302-25548-2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手学做网
站:Dreamweaver+Flash+PhotoshopCS5版

九州书源编著 978-7-302-25917-6 清华大学出版社

5DS+影视包装频道宣传篇 纪娇 ... [等] 编著 978-7-302-26020-2 清华大学出版社

技术创新的战略管理 (美) 希林著 978-7-302-26086-8 清华大学出版社

C#典型模块与项目实战大全 丁士锋等编著 978-7-302-26154-4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国际贸易实务双语教程 易露霞, 方玲玲, 陈原主编 978-7-302-26197-1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数据库原理 (美) David M.Kroenke, David J.Auer著 978-7-302-26343-2 清华大学出版社

汇编语言的编程艺术 (美) Randall Hyde著 978-7-302-26373-9 清华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 张金城主编 978-7-302-26436-1 清华大学出版社

ERP人力资源管理实务 高毅蓉, 高建丽, 王新玲主编 978-7-302-26460-6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叱咤风云:WebLogic企业级运维实战 戴冠平编著 978-7-302-26760-7 清华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 薛华成主编 978-7-302-26857-4 清华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数字化公司 (美) 肯尼思·C. 劳顿, 简·P. 劳顿著 978-7-302-26976-2 清华大学出版社

基金投资入门与技巧 杨琪编著 978-7-302-27149-9 清华大学出版社

SQL Server数据库管理与应用 九州书源编著 978-7-302-27314-1 清华大学出版社

Exchange Server 2010 SP1企业现场实战宝
典

顾武雄编著 978-7-302-27528-2 清华大学出版社

C++程序设计 (美)Walter Savitch著 978-7-302-27899-3 清华大学出版社

机电一体化伺服系统控制:工业应用中的问题
及其理论解答

中村政俊, 后藤聪, 久良修郭著 978-7-302-28118-4 清华大学出版社

Linux C从入门到精通 明日科技编著 978-7-302-28485-7 清华大学出版社

SQL Server从入门到精通 明日科技编著 978-7-302-28486-4 清华大学出版社

ASP.NET从入门到精通 明日科技编著 978-7-302-28753-7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从入门到精通 明日科技编著 978-7-302-28756-8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Office 2010宝典 (美) John Walkenbach ... [等] 著 978-7-302-28961-6 清华大学出版社

工程技能训练和创新制作实践辅导手册 高进主编 978-7-302-29085-8 清华大学出版社

Android从入门到精通 明日科技编著 978-7-302-29315-6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话数据挖掘 西安美林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编著 978-7-302-29813-7 清华大学出版社

Web数据挖掘 Bing Liu著 978-7-302-29870-0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生可以美得如此意外 周士渊著 978-7-302-29874-8 清华大学出版社

IBM SPSS数据分析与挖掘实战案例精粹 张文彤, 钟云飞编著 978-7-302-29954-7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完全掌握:Photoshop CS6数码照片处理白金
手册

金昊编著 978-7-302-29992-9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完全参考手册 (美) Herbert Schildt著 978-7-302-30083-0 清华大学出版社

ERP与企业管理:理论、方法、系统 周玉清, 刘伯莹, 周强著 978-7-302-30265-0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完全掌握:Flash CS6白金手册 贾勇, 孟权国编著 978-7-302-30304-6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Script宝典 (美) Danny Goodman ... [等] 著 978-7-302-30322-0 清华大学出版社

ASP.NET应用程序开发 (MCTS教程)
(美) Mike Snell, Tony Northrup, Glenn 

Johnson著
978-7-302-30400-5 清华大学出版社

Practical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Reading

David Nunan主编 978-7-302-30422-7 清华大学出版社

C#开发Android应用实战:使用Mono for 
android和.NET/C#

(美) Wallace B. McClure ... [等] 著 978-7-302-30499-9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P+MySQL网站开发全程实例 于荷云编著 978-7-302-30505-7 清华大学出版社

软件工程案例教程 李军国主编 978-7-302-30514-9 清华大学出版社

Practical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Listening

David Nunan主编 978-7-302-30602-3 清华大学出版社

jQuery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袁江编著 978-7-302-30666-5 清华大学出版社

Dreamweaver+Flash+Photoshop网页设计从
入门到精通

李东博编著 978-7-302-30667-2 清华大学出版社

CSS+DIV网页样式与布局从入门到精通 喻浩编著 978-7-302-30671-9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数据挖掘:概念、模型、方法和算法 (美) Mehmed Kantardzic著 978-7-302-30714-3 清华大学出版社

SAS统计分析实用宝典 姚鑫锋, 王薇等编著 978-7-302-30736-5 清华大学出版社

Practical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综
述

David Nunan编著 978-7-302-30892-8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市场营销、销售和客户
关系管理

(美) Gordon S. Linoff, Michael J.A. 
Berry著

978-7-302-31014-3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数据挖掘十大算法 Xindong Wu, Vipin Kumar编著 978-7-302-31061-7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ML & CSS设计与构建网站 (美) Jon Duckett著 978-7-302-31103-4 清华大学出版社

SPSS统计分析与行业应用案例详解 杨维忠, 张甜编著 978-7-302-31107-2 清华大学出版社

After Effects CS6从入门到精通 王红卫编著 978-7-302-31199-7 清华大学出版社

SPSS统计分析从入门到精通 陈胜可编著 978-7-302-31462-2 清华大学出版社

Flash CS6入门与进阶 李亮辉编著 978-7-302-31473-8 清华大学出版社

Maya 2012中文版完全学习手册 陈路石编著 978-7-302-31497-4 清华大学出版社

Android 4高级编程 (英) Reto Meier著 978-7-302-31558-2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Solidworks 2012课堂实录 钟睦, 李红术, 陈志民编著 978-7-302-31726-5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页制作与网站建设实战大全 丁士锋等编著 978-7-302-31728-9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P编程从基础到应用 陈军红，王瑞敬编著 978-7-302-31794-4 清华大学出版社



Dreamweaver+Photoshop+Flash网页设计课
堂实录

刘贵国编著 978-7-302-31810-1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数码单反摄影圣经 第一视觉影像机构编著 978-7-302-32095-1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整合营销传播:创造企业价值的五大关键步骤 (美) 唐·舒尔茨, 海蒂·舒尔茨著 978-7-302-32141-5 清华大学出版社

MATLAB图像处理实例详解 杨丹, 赵海滨, 龙哲等编著 978-7-302-32186-6 清华大学出版社

Struts 2开发从基础到应用 马向林，赵林强编著 978-7-302-32226-9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数码单反摄影实战宝典888个必备秘技 第一视觉影像机构编著 978-7-302-32259-7 清华大学出版社

甲型H1N1流感影像学 Li Hongjun, Li Ning 978-7-302-32435-5 清华大学出版社

Flash经典课堂:动画、游戏与多媒体制作案
例教程

胡国钰著 978-7-302-32442-3 清华大学出版社

Canon EOS 5D Mark Ⅲ数码单反摄影秘技大
全

马宏伟编著 978-7-302-32484-3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数据库系统工程师教程 王亚平主编 978-7-302-32657-1 清华大学出版社

WPF编程宝典:使用C#2012和.NET 4.5 (美) Matthew MacDolald著 978-7-302-32773-8 清华大学出版社

Access 2010数据库管理与应用从新手到高手 宋强，刘凌霞等编著 978-7-302-32799-8 清华大学出版社

经济与管理类毕业论文写作导论 冯光明, 蔡运记, 冯靖雯编著 978-7-302-32834-6 清华大学出版社

SQL Server 2012管理高级教程 (美) Adam Jorgensen ... [等] 著 978-7-302-32927-5 清华大学出版社

Linux命令、编辑器与shell编程 (美) Mark G. Sobell著 978-7-302-32928-2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车舆马具 刘永华著 978-7-302-32953-4 清华大学出版社

ASP.NET MVC 4高级编程 (美) Jon Galloway ... [等] 著 978-7-302-33003-5 清华大学出版社

SQL Server 2012 Analysis Services高级
教程

(美) Sivakumar Harinath ... [等] 著 978-7-302-33108-7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 Stuart J. Russell, Peter Norvig著 978-7-302-33109-4 清华大学出版社

黑客大曝光:网络安全机密与解决方案
Stuart McClure, Joel Scambray, George 

Kurtz著
978-7-302-33159-9 清华大学出版社

SQL Server 2012 Integration Services高
级教程

(美) Brian Knight ... [等] 著 978-7-302-33284-8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手学电脑从入门到精通:Windows 
XP+Office 2003版

廖宵，杨明宇编著 978-7-302-33300-5 清华大学出版社

汇编语言 王爽著 978-7-302-33314-2 清华大学出版社

ASP.NET 4.0从零开始学 林凯编著 978-7-302-33321-0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ml+JavaScript网页制作与开发完全学习手
册

刘贵国编著 978-7-302-33362-3 清华大学出版社

DIV+CSS网页样式与布局完全学习手册 刘贵国编著 978-7-302-33363-0 清华大学出版社

精通C#5.0与.NET 4.5高级编程:LINQ、WCF、
WPF和WF

张敬普, 丁士锋等编著 978-7-302-33388-3 清华大学出版社

ASP.NET 4.5入门经典 (美) Imar Spaanjaars著 978-7-302-33414-9 清华大学出版社



Access 2010中文版入门与提高 相世强, 李绍勇编著 978-7-302-33470-5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CS6中文版)从新手到高
手

吴东伟，王英华编著 978-7-302-33531-3 清华大学出版社

闲花帖 心岱著 978-7-302-33731-7 清华大学出版社

C语言趣味编程100例 贾蓓，郭强，刘占敏等编著 978-7-302-33808-6 清华大学出版社

C语言入门1·2·3:一个老鸟的C语言学习心
得

周凌霄等编著 978-7-302-34053-9 清华大学出版社

零点起飞学Excel数据处理与分析 杨诚，杨阳编著 978-7-302-34069-0 清华大学出版社

零点起飞学Word与Excel高效办公实战与技巧 杨诚编著 978-7-302-34070-6 清华大学出版社

PowerPoint 2010幻灯片制作完美互动手册 任晓芳编著 978-7-302-34081-2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Script完全参考手册 (美) Thomas A. Powell, Fritz Schneider
著

978-7-302-34277-9 清华大学出版社

IIIustrator CS 6中文版标准教程 唐有明,佟凤义等编著 978-7-302-34290-8 清华大学出版社

3D游戏引擎设计:实时计算机图形学的应用方
法

(美) David H. Eberly著 978-7-302-34300-4 清华大学出版社

C#入门经典 (美) Karli Watson ... [等] 著 978-7-302-34339-4 清华大学出版社

C语言入门经典 (美) Ivor Horton著 978-7-302-34341-7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Photoshop CC完全自学手册 柏松编著 978-7-302-34483-4 清华大学出版社

汇编语言:基于Linux环境 (美) Jeff Duntemann著 978-7-302-34592-3 清华大学出版社

浮生物语 巴陵著 978-7-302-34621-0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世界500强人力资源总监是如何炼成的:从实
习生到CHO的故事

李江华著 978-7-302-34663-0 清华大学出版社

Effective MySQL之深入解析复制技术
(美)Ronald Bradford，Chris 

Schneider(美)著
978-7-302-34665-4 清华大学出版社

.NET 4.5与Visual Basic 2012高级编程 (美)Bill Sheldon[等]著 978-7-302-34746-0 清华大学出版社

Oracle数据库管理从入门到精通 丁士锋等编著 978-7-302-34763-7 清华大学出版社

Visual C++编程实战宝典 李琳娜等编著 978-7-302-34793-4 清华大学出版社

ASP.NET编程实战宝典 郭颂, 明廷堂, 郭立新等编著 978-7-302-34794-1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 Web编程实战宝
典:JSP+Servlet+Struts 

李宁, 刘岩, 张国平等编著 978-7-302-34795-8 清华大学出版社

旧时菖蒲 许冬林著 978-7-302-34815-3 清华大学出版社

晚饭花 张梅著 978-7-302-34860-3 清华大学出版社

深入解析Mac OS X & iOS操作系统 (美)Jonathan Levin著 978-7-302-34867-2 清华大学出版社

电脑故障排除完美互动手册 陈志民编著 978-7-302-34887-0 清华大学出版社

Word 2010文档制作完美互动手册 刘正红编著 978-7-302-34889-4 清华大学出版社

零点起飞学CorelDRAW X6图形设计 瀚图文化编著 978-7-302-34956-3 清华大学出版社

After Effects CS6入门与提高 李军编著 978-7-302-35070-5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编程实战宝典 刘新, 管磊等编著 978-7-302-35170-2 清华大学出版社

蜘蛛:物流战略高管手记 杨臻著 978-7-302-35184-9 清华大学出版社

映像川藏 周世通著 978-7-302-35285-3 清华大学出版社

零点起飞学Deramweaver+Flash+Photoshop 
CS6网页设计

博雅文化编著 978-7-302-35304-1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二十八城记 谈正衡著 978-7-302-35322-5 清华大学出版社

ASP.NET 4.5高级编程 (美) Jason N. Gaylord ... [等] 著 978-7-302-35323-2 清华大学出版社

AutoCAD 2014机械设计自学视频教程 CAD/CAM/CAE技术联盟编著 978-7-302-35397-3 清华大学出版社

3ds max 2013+vray效果图制作自学视频教程 唯美映像编著 978-7-302-35413-0 清华大学出版社

喜鹊是村庄的标点 陈满意著 978-7-302-35416-1 清华大学出版社

微生物氧化及其应用:二元酸与聚羟基烷酸 刘祖同, 易祖华编著 978-7-302-35430-7 清华大学出版社

Word/Excel 2010文秘办公应用典型实例 杨强, 刘凡馨编著 978-7-302-35439-0 清华大学出版社

越人语 商略著 978-7-302-35441-3 清华大学出版社

AutoCAD机械制图项目化教程 李方园主编 978-7-302-35488-8 清华大学出版社

C#编程实战宝典 付强, 丁宁等编著 978-7-302-35517-5 清华大学出版社

Linux C程序设计王者归来 吴岳等编著 978-7-302-35563-2 清华大学出版社

UNIX/Linux应用、编程与系统管理 (美) Sumitabha Das著 978-7-302-35584-7 清华大学出版社

伏击涨停 黑马王子著 978-7-302-35605-9 清华大学出版社

Visio 2013图形设计标准教程 杨继萍，夏丽华等编著 978-7-302-35622-6 清华大学出版社

孤岛疑云 林苑中著 978-7-302-35748-3 清华大学出版社

心理援助热线培训手册 樊富珉，秦琳，刘丹主编 978-7-302-35864-0 清华大学出版社

佳能数码单反相机EOS6D新手实战1本就GO! 5iphoto器材控编著 978-7-302-35867-1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ML5网页制作全程揭秘 贾勇编著 978-7-302-35985-2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商务英语综合教程.1 杨亚军,王君华,戴明元总主编 978-7-302-36014-8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ML5+CSS3+JavaScript网页布局与特效全程
揭秘

杨阳编著 978-7-302-36017-9 清华大学出版社

Dreamweaver CC+Flash CC+Photoshop CC中
文版网页制作从入门到精通

何立编著 978-7-302-36129-9 清华大学出版社

After Effects CS6中文版标准教程 王健，王泽波等编著 978-7-302-36165-7 清华大学出版社

佳能数码单反相机EOS 70D新手实战1本就GO! 5iphoto器材控编著 978-7-302-36314-9 清华大学出版社

Flash CS6动画制作与应用实用教程 科教工作室编著 978-7-302-36376-7 清华大学出版社

PowerPoint 2010商务办公应用典型实例 陈晓颖, 向萍编著 978-7-302-36431-3 清华大学出版社

DIV+CSS 3网页样式与布局全程揭秘 畅利红编著 978-7-302-36469-6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P+MySQL+Dreamweaver网站建设全程揭秘 李晓斌编著 978-7-302-36470-2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手学电脑入门与实战 李珍珍编著 978-7-302-36471-9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otoshop CC入门与实战经典:实例版 唯美映像编著 978-7-302-36476-4 清华大学出版社

3ds Max 2014+VRay效果图制作入门与实战经
典

唯美映像编著 978-7-302-36490-0 清华大学出版社

3ds Max 2014入门与实战经典 唯美映像编著 978-7-302-36491-7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otoshop CC数码照片处理入门与实战经典 唯美映像编著 978-7-302-36530-3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otoshop CC入门与实战经典 唯美映像编著 978-7-302-36531-0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otoshop CC平面设计入门与实战经典 唯美映像编著 978-7-302-36532-7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P+MySQL网站开发入门与提高 王伟平，贺春雷编著 978-7-302-36562-4 清华大学出版社

婚后的卡夫卡 林苑中著 978-7-302-36576-1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Excel 2013宝典 (美) John Walkenbach著 978-7-302-36601-0 清华大学出版社

次世代游戏高端制作技术与游戏引擎 游艺网教育部编著 978-7-302-36698-0 清华大学出版社

OpenStack开源云王者归来:云计算、虚拟化
、Nova、Swift、Quantum与Hadoop

戢友编著 978-7-302-36700-0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otoshop CC平面广告与特效设计220例 李定芳, 邓文达, 邓楚楚编著 978-7-302-36703-1 清华大学出版社

Proteus 8:电子线路设计与仿真 刘德全编著 978-7-302-36724-6 清华大学出版社

次世代游戏开发基础 游艺网教育部编著 978-7-302-36757-4 清华大学出版社

iOS开发完全上手:使用iOS 7和Xcode 5开发
移动与平板应用

(美) Maurice Sharp, Erica Sadun, Rod 
Strougo著

978-7-302-36812-0 清华大学出版社

Linux服务器配置与管理 许斗主编 978-7-302-36826-7 清华大学出版社

ASP.NET 4核心编程 (意) Dino Esposito著 978-7-302-36894-6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工艺美术史 白波，孟红霞主编 978-7-302-37000-0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三维动漫游戏开发编程入门 Matthew Casperson著 978-7-302-37051-2 清华大学出版社

Hadoop权威指南 (美) Tom White著 978-7-302-37085-7 清华大学出版社

从心理问题到心理优势: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家
庭治疗笔记

于洛生著 978-7-302-37125-0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WEKA应用技术与实践 袁梅宇编著 978-7-302-37174-8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商务英语综合教程.2 杨亚军,王君华,戴明元总主编 978-7-302-37252-3 清华大学出版社

DIV+CSS布局与样式之网站设计精粹 李海燕编著 978-7-302-37398-8 清华大学出版社

局域网组建管理及维护 陈学平编著 978-7-302-37420-6 清华大学出版社

再造之美:数码照片后期处理技术 曹春海，张杰编著 978-7-302-37486-2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勇和小花的瑞士日记 薛勇, 林若岚著 978-7-302-37545-6 清华大学出版社

CorelDRAW X6中文版平面设计与制作 文杰书院编著 978-7-302-37573-9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Excel 2013高级VBA编程宝典 (美) John Walkenbach著 978-7-302-37671-2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像摄影技法全攻略 陈冲编著 978-7-302-37703-0 清华大学出版社

Oracle数据库应用与实践 方巍，文学志等编著 978-7-302-37708-5 清华大学出版社

Illustrator CS6中文版平面设计与制作 文杰书院编著 978-7-302-37777-1 清华大学出版社

骨科循证医学 张德强, 张锐, 宫福良主编 978-7-302-37782-5 清华大学出版社

明长城通览 李少文, 梁嵘著 978-7-302-37796-2 清华大学出版社

信息安全完全参考手册 (美) Mark Rhodes-Ousley著 978-7-302-37816-7 清华大学出版社

AutoCAD 2014中文版园林景观设计从入门到
精通

CAD/CAM/CAE技术联盟编著 978-7-302-37871-6 清华大学出版社

老年疾病预警性诊治 王丽君, 牟国煜, 王正林主编 978-7-302-37876-1 清华大学出版社

《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 倪玉珍编著 978-7-302-37909-6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一个人的仓央嘉措 郑迪菲著 978-7-302-37925-6 清华大学出版社

Cocos2d-x实战,C++卷 关东升著 978-7-302-37930-0 清华大学出版社

Office 2013综合应用 智云科技编著 978-7-302-37981-2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Office 2013宝典 (美) Lisa A. Bucki ... [等] 著 978-7-302-38003-0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Maya 2014白金手册 赵拥亮编著 978-7-302-38004-7 清华大学出版社

Premiere Pro CC中文版标准教程 黄薇,王英华等编著 978-7-302-38042-9 清华大学出版社

老北京民间故事 孟繁强著 978-7-302-38060-3 清华大学出版社

解密Photoshop CC:经典案例与实用技巧 高军锋编著 978-7-302-38102-0 清华大学出版社

让你的PPT制作更高效 PPT工坊编著 978-7-302-38108-2 清华大学出版社

信息处理集对分析 蒋云良 ... [等] 著 978-7-302-38135-8 清华大学出版社

涉外商务秘书英语 冯修文,吴连春主编 978-7-302-38159-4 清华大学出版社

电脑操作 (Windows 7+Office 2010) 入门
与实战

李小凤编著 978-7-302-38227-0 清华大学出版社

老北京故人旧事 孟繁强著 978-7-302-38228-7 清华大学出版社

Visual C# 2013从入门到精通 John Sharp著 978-7-302-38263-8 清华大学出版社

老北京儿时趣事 孟繁强著 978-7-302-38285-0 清华大学出版社

Illustrator CC高手成长之路 李金蓉编著 978-7-302-38392-5 清华大学出版社

日本的属性 宁文平著 978-7-302-38401-4 清华大学出版社

腹膜及腹膜后间隙疾病 主编漆德芳 978-7-302-38420-5 清华大学出版社

Visual C++开发实例大全,基础卷 软件开发技术联盟编著 978-7-302-38440-3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ML 5与CSS 3网页设计入门与提高 张惠芳, 徐小慧编著 978-7-302-38455-7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P开发实例大全,基础卷 软件开发技术联盟编著 978-7-302-38474-8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开发实例大全,基础卷 软件开发技术联盟编著 978-7-302-38478-6 清华大学出版社



Visual C++ 2013入门经典 (美) Ivor Horton著 978-7-302-38505-9 清华大学出版社

艾滋病胸腹部影像诊断图谱 刘晋新, 唐小平主编 978-7-302-38513-4 清华大学出版社

Excel 应用技巧入门与实践:超值畅销版 李亮辉编著 978-7-302-38550-9 清华大学出版社

Premiere Pro CC视频编辑案例课堂 张倩, 刘影, 李少勇编著 978-7-302-38557-8 清华大学出版社

3ds Max 2014室内外效果图制作案例课堂 段晖，张建勇，李少勇编著 978-7-302-38558-5 清华大学出版社

Mac OS X Mavericks使用手册 施威铭研究室著 978-7-302-38601-8 清华大学出版社

算法设计与分析基础 (美)Anany Levitin著 978-7-302-38634-6 清华大学出版社

黑客攻防入门与实战 何美英编著 978-7-302-38638-4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ML5+CSS3+jQuery Mobile轻松构造APP与
移动网站

陈婉凌编著 978-7-302-38641-4 清华大学出版社

ASP.NET 4.5.1入门经典 (美) Imar Spaanjaars著 978-7-302-38642-1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不喜亦不惧 季羡林著 978-7-302-38697-1 清华大学出版社

寸心游万里 季羡林著 978-7-302-38698-8 清华大学出版社

CorelDRAW X6平面设计 武徽编著 978-7-302-38730-5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Excel 2013公式与函数应用宝典 (美) John Walkenbach著 978-7-302-38739-8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 8编程参考官方教程 (美) Herbert Schildt著 978-7-302-38740-4 清华大学出版社

Unity 4 3D游戏开发入门经典:多平台游戏开
发全攻略

(美) Sue Blackman著 978-7-302-38741-1 清华大学出版社

UG NX 9.0中文版数控加工从入门到精通 丁源编著 978-7-302-38762-6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Photoshop CC写给商业广告学员的入
门书

王红卫, 张艳钗编著 978-7-302-38764-0 清华大学出版社

电子商务网店美工与视觉设计 曹明元主编 978-7-302-38766-4 清华大学出版社

我的特殊月子 王淳著 978-7-302-38768-8 清华大学出版社

DIV+CSS网站布局案例精粹 闫睿编著 978-7-302-38773-2 清华大学出版社

英汉简明医学词汇 吕文超编 978-7-302-38782-4 清华大学出版社

Web前端开发项目化教程 汤明伟主编 978-7-302-38783-1 清华大学出版社

Struts2+Spring3+Hibernate框架技术精讲
与整合案例

缪勇, 施俊, 李新锋编著 978-7-302-38800-5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都人生 (日) 鹫田清一著 978-7-302-38815-9 清华大学出版社

XHTML+CSS网页设计与制作实例教程 钟江鸿主编 978-7-302-38854-8 清华大学出版社

CorelDRAW X6完全自学一本通 王进修主编 978-7-302-38874-6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国学莫等闲 季羡林著 978-7-302-38885-2 清华大学出版社

尘世有清欢 季羡林著 978-7-302-38886-9 清华大学出版社

风雅师友间 季羡林著 978-7-302-38895-1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 JDK 8学习笔记 林信良著 978-7-302-38898-2 清华大学出版社

CorelDRAW平面视觉创意300例 杨路平, 李彪编著 978-7-302-38902-6 清华大学出版社

JSP编程技术 杨学全主编 978-7-302-38936-1 清华大学出版社

Unity 2D游戏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王震，喻珊，张扬编著 978-7-302-38965-1 清华大学出版社

那些温暖的乡野物事 魈鸣著 978-7-302-38993-4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络工程与组网技术 贾如春主编 978-7-302-39003-9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商务英语综合教程.3 杨亚军，王君华，戴明元总主编 978-7-302-39007-7 清华大学出版社

读书万卷香 季羡林著 978-7-302-39026-8 清华大学出版社

股骨头医学图形图像处理技术研究 何金国著 978-7-302-39037-4 清华大学出版社

UG NX 9中文版标准教程 张瑞萍, 温玲娟等编著 978-7-302-39049-7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程序员成功面试秘籍 (英) Noel Markham著 978-7-302-39063-3 清华大学出版社

Access 2013 Web编程 (美) Teresa Henning ... [等] 著 978-7-302-39073-2 清华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蒋国松主编 978-7-302-39094-7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otoshop CS6中文版图像处理 文杰书院编著 978-7-302-39101-2 清华大学出版社

Android数据库应用编程:为企业开发数据驱
动Android应用

(美) Zigurd Mednieks ... [等] 著 978-7-302-39106-7 清华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组建与管理标准教程:2015-2018
版

杨继萍, 张振等编著 978-7-302-39108-1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语言程序设计 孙莉娜主编 978-7-302-39119-7 清华大学出版社

PPT新手指南:文字、图片、多媒体技巧 张倩编著 978-7-302-39123-4 清华大学出版社

Swift开发实战权威指南 欧阳坚, 张奋进, 黄驿编著 978-7-302-39127-2 清华大学出版社

3D设计与3D打印 杨伟群编著 978-7-302-39254-5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P开发实例大全,提高卷 软件开发技术联盟编著 978-7-302-39273-6 清华大学出版社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实用教程 傅晓锋主编 978-7-302-39280-4 清华大学出版社

纳米材料与器件
Donglu Shi, Zizheng Guo, (美) Nicholas 

Bedford著
978-7-302-39364-1 清华大学出版社

他们应当行走:美国往事之小儿麻痹症 (美) 戴维·M.奥辛斯基著 978-7-302-39390-0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络服务器搭建、配置与管理:Windows 
Server

杨云, 康志辉编著 978-7-302-39394-8 清华大学出版社

血管与腔内血管外科护理常规 主编李震, 翟水亭, 付明倜 978-7-302-39409-9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物联网 海天理财编著 978-7-302-39435-8 清华大学出版社

Visual C++开发实例大全,提高卷 软件开发技术联盟编著 978-7-302-39467-9 清华大学出版社

统计学原理与实务 王海文主编 978-7-302-39500-3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脑功能模式（型）理论:从记忆、思维与意
识到建构自我主观世界

席有著 978-7-302-39502-7 清华大学出版社



电子商务综合实训 付蕾, 韩慧主编 978-7-302-39516-4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ML+CSS网页设计与布局课堂实录 张忠琼编著 978-7-302-39554-6 清华大学出版社

纯粹关系:网络分享时代的社会交往 马向阳著 978-7-302-39560-7 清华大学出版社

楹联诗词曲基本知识,词曲卷 何永年编著 978-7-302-39606-2 清华大学出版社

从零开始学PHP+MySQL+AJAX网页程序设计 施威铭研究室著 978-7-302-39737-3 清华大学出版社

Flash动画及游戏制作课堂实录 曹代远编著 978-7-302-39750-2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与上司共舞 马超, 李厚豪著 978-7-302-39769-4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完全掌握Photoshop CC白金手册 孟飞飞编著 978-7-302-39779-3 清华大学出版社

C++从零开始学:视频教学版 刘增杰编著 978-7-302-39872-1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P+MySQL网站开发全程实例 于荷云编著 978-7-302-39905-6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商务英语综合教程.4 杨亚军，王君华，戴明元总主编 978-7-302-39953-7 清华大学出版社

Visual Basic 2013从入门到精通 (美)Michael Halvorson著 978-7-302-39995-7 清华大学出版社

我在清华等你来.第一辑 于世洁主编 978-7-302-40160-5 清华大学出版社

AutoCAD应用与实训教程 李腾训,魏峥,郑彬编著 978-7-302-40167-4 清华大学出版社

Maya 2015大师课:材质、灯光与渲染 锁亚龙，郭春苗编著 978-7-302-40205-3 清华大学出版社

Swift编程入门经典 (美)Wei-Meng Lee著 978-7-302-40227-5 清华大学出版社

广东海南古建筑地图 李菁 ... [等] 编著 978-7-302-40272-5 清华大学出版社

Java开发课堂实录 孙宇霞，郑千忠编著 978-7-302-40315-9 清华大学出版社

女性城市书写: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的现代
性经验研究

尹星著 978-7-302-40366-1 清华大学出版社

次世代游戏机械及场景制作 游艺网教育部编著 978-7-302-40375-3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剪纸 赵希岗著 978-7-302-40427-9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一镗急诊医学 主编王一镗 978-7-302-40453-8 清华大学出版社

SQL Server数据库应用课堂实录 祝红涛，王伟平编著 978-7-302-40538-2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茶书 罗家霖著 978-7-302-40568-9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环球101次极限大探险 探索之旅编委会编著 978-7-302-40582-5 清华大学出版社

消化道遥控胶囊内镜图谱 主编廖专, 李兆申, 金震东 978-7-302-40597-9 清华大学出版社

迷蒙星空:探天之路 张邦宁编著 978-7-302-40729-4 清华大学出版社

神秘的宇宙蛇 北辰编著 978-7-302-40735-5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宇宙与人 北辰编著 978-7-302-40736-2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太阳系 北辰编著 978-7-302-40737-9 清华大学出版社

星空探奇 戴铭珏编著 978-7-302-40738-6 清华大学出版社

探天利器 戴铭珏编著 978-7-302-40739-3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上下百亿年:太阳的故事 卢昌海著 978-7-302-40762-1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兄弟在清华和北航的日子.第六辑 戴次一著 978-7-302-40787-4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兄弟在清华和北航的日子.第五辑 戴次一著 978-7-302-40788-1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力资源经理解读求职跳槽那些事 李洪岩著 978-7-302-40797-3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世界著名轻型通用飞机鉴赏 张利国编著 978-7-302-40900-7 清华大学出版社

女性与科学 范素华，李缨等编著 978-7-302-41064-5 清华大学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护理实践手册 主编钮美娥, 钱红英 978-7-302-41092-8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现代医院经营策略:医院一对一营销学实务 朱恒鑫主编 978-7-302-41094-2 清华大学出版社

科技史脱口秀 姜萌著 978-7-302-41201-4 清华大学出版社

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 菠萝著 978-7-302-41276-2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国学课: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孙建华编著 978-7-302-41333-2 清华大学出版社

次世代游戏角色制作 游艺网教育部编著 978-7-302-41341-7 清华大学出版社

Unity 2D游戏开发秘籍
(美)Matthew Johnson, (美)James A. 

Henley著
978-7-302-41362-2 清华大学出版社

原始性创新的路径、方法与实证研究 陈雅兰等著 978-7-302-41384-4 清华大学出版社

梦之魂 陈永国著 978-7-302-41388-2 清华大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护理实践手册 主编沈梅芬, 徐岚 978-7-302-41444-5 清华大学出版社

朴素式创新:节俭、灵活与突破式增长
(印) 纳维·拉德友, (印) 贾德普·普拉胡, 

(印) 西蒙·阿胡亚著
978-7-302-41464-3 清华大学出版社

“绘”泰国,普吉岛篇 李冰著 978-7-302-41489-6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一个令人敬畏的星球:地球究竟是什么？ 丁照著 978-7-302-41583-1 清华大学出版社

济世有道:解析台湾长庚医院“合理化”管理 李荣融 ... [等] 主编 978-7-302-41608-1 清华大学出版社

冷门知识大揭秘 海天编著 978-7-302-41615-9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互联网：一部概念史 杨吉著 978-7-302-41748-4 清华大学出版社

MySQL数据库管理与开发实践教程 程朝斌, 张水波编著 978-7-302-41863-4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解读 董仁威编著 978-7-302-41874-0 清华大学出版社

唾液腺癌的临床诊治 葛明华，陈超主编 978-7-302-41882-5 清华大学出版社

Windows 10开发入门经典 微软平台技术顾问团队著 978-7-302-41901-3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Premiere Pro CC影视制作从入门到精
通

九州书源编著 978-7-302-41973-0 清华大学出版社

Highcharts网页图表制作实例详解 顼宇峰编著 978-7-302-42056-9 清华大学出版社

骨科疾病护理实践手册 主编王洁, 陆秀珍 978-7-302-42071-2 清华大学出版社

星球大战,新的希望 (美)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著 978-7-302-42114-6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P开发自学经典 张莹，耿兴隆，薛玉倩编著 978-7-302-42293-8 清华大学出版社



PowerDesigner 16从入门到精通 李波，孙宪丽，关颖编著 978-7-302-42324-9 清华大学出版社

SolidWorks 2015中文版基础培训教程 张云杰, 郝利剑编著 978-7-302-42421-5 清华大学出版社

星球大战,幽灵的威胁 (美)特里·布鲁克斯(Terry Brooks)著 978-7-302-42426-0 清华大学出版社

3G网络与移动终端应用技术 杨云江主编 978-7-302-42462-8 清华大学出版社

心血管系统疾病护理实践手册 主编汪小华, 杨小芳, 胡雁秋 978-7-302-42492-5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太阳物理概论 杨志良，景海荣编著 978-7-302-42497-0 清华大学出版社

极简医学史 (英) 罗伊·波特著 978-7-302-42526-7 清华大学出版社

星球大战,克隆人的进攻 (美) R.A. 萨尔瓦多著 978-7-302-42527-4 清华大学出版社

SAI+Photoshop漫画绘制技法从入门到精通 零点动漫编著 978-7-302-42585-4 清华大学出版社

软件需求 (美)Karl Wiegers，Joy Beatty著 978-7-302-42682-0 清华大学出版社

英汉医药生物技术词汇 詹正嵩等编 978-7-302-42692-9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全攻略 何立, 卞华杰编著 978-7-302-42728-5 清华大学出版社

礼仪与文化 杨中碧, 马丽娜编著 978-7-302-42747-6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技术操作流程与规范 杨惠花, 眭文洁, 单耀娟主编 978-7-302-42790-2 清华大学出版社

正畸治疗中的临时支抗装置
(美)罗维尔·南达(Ravindra Nanda)，(美)

弗拉维奥·安德烈斯·乌里韦(Flavio 
Andres Uribe)著

978-7-302-42805-3 清华大学出版社

纪检监察基本知识 张月明编著 978-7-302-42837-4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ML5跨平台游戏设计:从入门到超人气游戏
开发实战

白乃远，吴苑瑜，曾奕霖编著 978-7-302-43002-5 清华大学出版社

PPT高效办公实战秘技250招 李杏林编著 978-7-302-43068-1 清华大学出版社

Linux综合实训案例教程 陈智斌,梁鹏,肖政宏编著 978-7-302-43230-2 清华大学出版社

静思集 李衍达著 978-7-302-43293-7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学术的开源:《清华学报》选萃 冯立昇，邓亮主编 978-7-302-43297-5 清华大学出版社

霍金的派对:从科学天地到数码时代 卢昌海著 978-7-302-43307-1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ML5·CSS3·RWD·jQuery Mobile跨设备
网页设计

陈惠贞著 978-7-302-43330-9 清华大学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护理实践手册 丁蔚，王玉珍，胡秀英主编 978-7-302-43368-2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移动物联网 海天电商金融研究中心编著 978-7-302-43453-5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少年说 邴浩主编 978-7-302-43456-6 清华大学出版社

Visual C#从入门到精通:第8版 (英)John Sharp著 978-7-302-43527-3 清华大学出版社

白帝春深 艾草著 978-7-302-43569-3 清华大学出版社

Creo应用与实训教程 魏峥编著 978-7-302-43574-7 清华大学出版社



货运代理英语 梁艳智，陈永生主编 978-7-302-43637-9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在婚姻中遇见自己 陈昌霞著 978-7-302-43684-3 清华大学出版社

Maya材质灯光渲染的艺术 杨桂民，张义键编著 978-7-302-43698-0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互联网+医疗健康”时代医院管理创新与发
展

林辉编著 978-7-302-43760-4 清华大学出版社

UML 2与Rose建模从入门到精通 李波主编 978-7-302-43799-4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移动大数据 海天电商金融研究中心编著 978-7-302-43846-5 清华大学出版社

子宫的秘密:妇科医生手记 王玉玲著 978-7-302-43964-6 清华大学出版社

Excel图表与数据分析实战秘技250招 李杏林编著 978-7-302-44013-0 清华大学出版社

创新思维的培养 温兆麟, 周艳, 刘向阳编著 978-7-302-44083-3 清华大学出版社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百年历程 沈艳蕾, 张艳, 贺业明著 978-7-302-44154-0 清华大学出版社

UG NX 10.0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丁源编著 978-7-302-44185-4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文英语 王焱, 马晓奕主编 978-7-302-44271-4 清华大学出版社

影像技术与技能 魏东华著 978-7-302-44278-3 清华大学出版社

Photoshop CC中文版图像处理基础教程 文杰书院编著 978-7-302-44292-9 清华大学出版社

Excel效率手册:早做完,不加班 陈锡卢,郑晓芬著 978-7-302-44344-5 清华大学出版社

我是催眠师 管玲著 978-7-302-44441-1 清华大学出版社

Swift 2.2高级编程 (美)Michael Dippery著 978-7-302-44539-5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生都可以如诗如梦 鲁先圣著 978-7-302-44560-9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度无罪辩护经典案例 朱明勇主编 978-7-302-44583-8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创业方略 沈全洪, 王旭光主编 978-7-302-44625-5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健身健美 王月, 成爽主编 978-7-302-44654-5 清华大学出版社

Unity人工智能游戏开发 (美)Ray Barrera等著 978-7-302-44690-3 清华大学出版社

MySQL 5.7从入门到精通:视频教学版 刘增杰编著 978-7-302-44702-3 清华大学出版社

思想、学术及其他 本书编委会编 978-7-302-44770-2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校园导论 朱立光, 张艳博主编 978-7-302-44814-3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版Access 2016宝典
(美)Michael Alexander，(美)Dick 

Kusleika著
978-7-302-45049-8 清华大学出版社

商务智能 赵卫东编著 978-7-302-45068-9 清华大学出版社

旧律新诠:《大清律例》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卷

苏亦工，谢晶等编 978-7-302-45193-8 清华大学出版社

迎刃而解:寻解聚焦辅导 杨家正著 978-7-302-45196-9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世界名枪鉴赏指南:珍藏版 《深度军事》编委会编著 978-7-302-45727-5 清华大学出版社

师生对话之道 王振刚著 978-7-303-10664-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论新编 李春青主编 978-7-303-10842-8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合作学习教学策略 刘玉静, 高艳编著 978-7-303-12922-5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营销策划实战密码 贾哲宇著 978-7-303-14061-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明的历程:大学人文读本 张有智, 张焕君主编 978-7-303-14343-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丁文江的传记 胡适著 978-7-303-15847-8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古天学知识及文献研究 林甸甸著 978-7-303-15987-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校管理学 张东娇，程凤春等著 978-7-303-16273-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师培与中西学术 李帆著 978-7-303-17201-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音乐会见:聆听古典 郑亚洪著 978-7-303-17403-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有效性研究:来自一个省的
数据

刁玉华著 978-7-303-17582-6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幸福是自己的杰作:徐博士心理在线 徐浩渊著 978-7-303-18112-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田野民俗志 董晓萍著 978-7-303-18778-2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迷人的生物学 席德强，汪立春编著 978-7-303-18779-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翻译文学导论 王向远著 978-7-303-19018-8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童庆炳文集.第六卷,文学创作问题六章 童庆炳著 978-7-303-19158-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童庆炳文集.第二卷,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 童庆炳著 978-7-303-19183-3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童庆炳文集.第四卷,文体与文体的创造 童庆炳著 978-7-303-19184-0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童庆炳文集.第九卷,现代视野中的中华古代
文论系统

童庆炳著 978-7-303-19186-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童庆炳文集.第一卷,文学审美特征论集 童庆炳著 978-7-303-19197-0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童庆炳文集.第七卷,《文心雕龙》三十说 童庆炳著 978-7-303-19219-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童庆炳文集.第十卷,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 童庆炳著 978-7-303-19220-5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评歌德的《亲合力》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978-7-303-19228-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校长如何引领教师成长 姚计海著 978-7-303-19243-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童庆炳文集.第五卷,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
学

童庆炳著 978-7-303-19289-2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理咨询实务案例集 苑媛著 978-7-303-19308-0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抱持与解释:一则精神分析的片段 (英)唐纳德·W.温尼科特(D.W.Winnicott)著 978-7-303-19545-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间文化的多维视域 万建中著 978-7-303-19912-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学研究:传统与新知 杨耕主编 978-7-303-19961-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 余新忠著 978-7-303-20183-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美)伊森·沃特斯(Ethan Watters)著 978-7-303-20769-5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解构疯癫:精神疾病的制造与解放 (英)伊恩·帕克(Ian Parker)等著 978-7-303-20908-8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国北京的公共卫生 何江丽著 978-7-303-20946-0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翻译 石雷鹏主编 978-7-304-06155-5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曼荼罗·红.下 海旻著 978-7-304-06176-0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拆出你的沟通力:表达能力+主动倾听能力
RIA.Ⅰ

赵周著 978-7-304-06187-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四季西雅图:20种当地玩法 珍妮著 978-7-304-06220-0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陈占安主编 978-7-304-06253-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大象罗拉 霍小绿[著] 978-7-304-06335-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拆出你的沟通力:说服能力+提问能力RIA.Ⅱ 赵周著 978-7-304-06377-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盛世狂歌.卷十,观音泪 合欢教主著 978-7-304-06434-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我在新西兰当“地主” 鹿玲著 978-7-304-06601-7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考研英语语法宝典 朱伟, 曾凡主编 978-7-304-06889-9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俄罗斯当代话剧选集
(俄)玛丽娜·克罗廖娃，(俄)尤里·罗莫弗

采夫等著
978-7-304-06915-5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欧罗巴漫记.1 小乖著 978-7-304-06965-0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写作 石雷鹏主编 978-7-304-07025-0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指南 库博雷克公共管理咨询著 978-7-304-07195-0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Practical guide English writing 石运志主编 978-7-304-07349-7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真正的红线是市场 盛洪著 978-7-304-07388-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后山鲸书 廖鸿基著 978-7-304-08048-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保命180分:英语四级听力进阶实战宝典 主编李旭 978-7-304-08051-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鲸生鲸世 廖鸿基著 978-7-304-08083-9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讨海人 廖鸿基著 978-7-304-08084-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韩国人在想什么.1 (韩) 李圭泰著 978-7-305-10304-9 南京大学出版社

韩国人在想什么.2 (韩) 李圭泰著 978-7-305-10304-9 南京大学出版社

韩国人在想什么.3 (韩) 李圭泰著 978-7-305-10304-9 南京大学出版社

韩国人在想什么.4 (韩) 李圭泰著 978-7-305-10304-9 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危机:家庭视角探寻 郑爱明著 978-7-305-11342-0 南京大学出版社

情境与态度 (美) 乔恩·巴威斯, 约翰·佩里著 978-7-305-12848-6 南京大学出版社

晓欧洲 缪晓娟著 978-7-305-13071-7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医易会通研究 主编何敏, 张继 978-7-305-13772-3 南京大学出版社

气候变化及人工调控对大型水库水环境的影
响

钱新 ... [等] 著 978-7-305-13860-7 南京大学出版社

信息检索与利用 主编张稚鲲, 李文林 978-7-305-14146-1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上卷 许苏民著 978-7-305-14441-7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下卷 许苏民著 978-7-305-14441-7 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管理理论与实务 主编赵晖, 汪洋 978-7-305-14470-7 南京大学出版社

何以成人:马克思关于人的范畴研究 查正权著 978-7-305-14544-5 南京大学出版社

温州历史文献集刊.第四辑,清代民国温州地
区契约文书辑选

温州市图书馆《温州历史文献集刊》编辑部
[编]

978-7-305-14610-7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读故事, 学谈判 钟宏义口述 978-7-305-14769-2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读故事, 学领导 吕勇逵著 978-7-305-14770-8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读故事, 学执行 王崑池口述 978-7-305-14773-9 南京大学出版社

教育研究方法 主编顾永安 978-7-305-14824-8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全球化、身份认同与超文化能力 任裕海著 978-7-305-14964-1 南京大学出版社

城市与人 胡大平著 978-7-305-14965-8 南京大学出版社

媒体英语 主编张锦涛, 宋蓓茹 978-7-305-15172-9 南京大学出版社

艾青评传 程光炜著 978-7-305-15457-7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 陈新仁, 方小兵等著 978-7-305-15571-0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中小企业生态环境评价报告.2014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企业生态研究中心著 978-7-305-15670-0 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主编邵政 978-7-305-15815-5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未来之书 (法) 莫里斯·布朗肖著 978-7-305-15825-4 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本文学史 (日) 古桥信孝著 978-7-305-15831-5 南京大学出版社

荀子 殷晓明著 978-7-305-15837-7 南京大学出版社

季札评传 周群著 978-7-305-15872-8 南京大学出版社

等待, 遗忘 (法) 莫里斯·布朗肖著 978-7-305-15937-4 南京大学出版社

散花集:古代文学评论与鉴赏 吴翠芬著 978-7-305-15970-1 南京大学出版社

A resourceful book for college writing 朱彦主编 978-7-305-16029-5 南京大学出版社

身份建构与男性气质:舍伍德·安德森小说研
究

浦立昕著 978-7-305-16030-1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传统 汪成法著 978-7-305-16151-3 南京大学出版社

“学衡派”编年文事 沈卫威编著 978-7-305-16156-8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语言战略.2015.2 主编沈阳, 徐大明 978-7-305-16240-4 南京大学出版社

雅思官方词库:超值版 刘薇编著 978-7-305-16300-5 南京大学出版社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 (法)夏尔·奥古斯丁·圣勃夫著 978-7-305-16702-7 南京大学出版社

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 方星霞著 978-7-305-17273-1 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研究.第2卷·1 徐兴无,王彬彬主编 978-7-305-17277-9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明的起源于诸夏认同的产生 丁新著 978-7-305-17327-1 南京大学出版社

灾异的书写 (法)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著 978-7-305-17335-6 南京大学出版社

春暖花开:田冲散文精选集 田冲著 978-7-305-17564-0 南京大学出版社



明文化研究.第二辑 蒋德勤，陈传万主编 978-7-305-17607-4 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朋辈心理咨询手册 吕燕青编 978-7-306-03696-4 中山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学 主编费明胜 978-7-306-05094-6 中山大学出版社

明代徐凤针灸学术思想及学术贡献研究 王薇著 978-7-306-05251-3 中山大学出版社

颈椎病的中医药治疗与康复 宋志靖编著 978-7-306-05252-0 中山大学出版社

解毒《红楼梦》的禅文化 悟澹著 978-7-306-05259-9 中山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的解放哲学 刘同舫著 978-7-306-05268-1 中山大学出版社

日常泌尿外科腔镜手术步骤与图谱 温星桥主编 978-7-306-05288-9 中山大学出版社

腹泻症候群病原学监测与检测技术 景怀琦, 黄留玉, 段招军主编 978-7-306-05379-4 中山大学出版社

人文视野下的T.S. 艾略特诗学研究 章晓宇著 978-7-306-05471-5 中山大学出版社

医院信息系统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主编李小华, 周毅 978-7-306-05476-0 中山大学出版社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概论 王仕民主编 978-7-306-05488-3 中山大学出版社

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测评管理 夏萍，黄慧玲主编 978-7-306-05492-0 中山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与前瞻 李萍, 谭毅等著 978-7-306-05507-1 中山大学出版社

肘关节外科手术诊断与治疗 李智勇主编 978-7-306-05514-9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4—2015中国年度诗人作品精选 唐成茂, 陈惠琼, 陈美明主编 978-7-306-05523-1 中山大学出版社

岭南近代文化与社会转型 谢放著 978-7-306-05607-8 中山大学出版社

神经免疫性疾病新进展 胡学强主编 978-7-306-05612-2 中山大学出版社

昆虫世界与人类社会 张古忍，张丹丹，陈振耀编著 978-7-306-05619-1 中山大学出版社

珠三角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李惠萌, 于江丽, 陈有根主编 978-7-306-05623-8 中山大学出版社

糖尿病肾病的分子机制与干预 谢曦, 黄河清编著 978-7-306-05644-3 中山大学出版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航运文化 乔培华，袁炎清主编 978-7-306-05697-9 中山大学出版社

从同一到差异:翻译研究的差异主题和政治、
伦理维度

曾记著 978-7-306-05820-1 中山大学出版社

传染病症候群病原体变异研究技术 袁正宏，陈瑜主编 978-7-306-05845-4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西医缘起与中山大学医科起源 陈小卡，王斌编著 978-7-306-05869-0 中山大学出版社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高铭著 978-7-307-07542-9 武汉大学出版社

海商法学 王玫黎，倪学伟，禹华英著 978-7-307-07689-1 武汉大学出版社

仲裁法实训教程 郭玉军主编 978-7-307-07762-1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国故新证 司马朝军著 978-7-307-07815-4 武汉大学出版社

域外取证的国际合作研究:以《海牙取证公约
》为视角

乔雄兵著 978-7-307-07832-1 武汉大学出版社

民事法律实训教程 张素华编著 978-7-307-07837-6 武汉大学出版社



简明国际法实用教程 李伯军主编 978-7-307-07974-8 武汉大学出版社

税务稽查学 唐登山主编 978-7-307-08046-1 武汉大学出版社

汉英中介语BE动词习得研究 张妍岩著 978-7-307-08149-9 武汉大学出版社

高等数学 郑虹婷主编 978-7-307-08220-5 武汉大学出版社

行政诉讼法问题专论 林莉红等著 978-7-307-08228-1 武汉大学出版社

JLPT新题型读解教程.N1,技巧篇 熊苇渡，李章杰主编 978-7-307-08304-2 武汉大学出版社

JLPT新题型读解教程.N1,实战篇 李哲，李章杰主编 978-7-307-08313-4 武汉大学出版社

电子政务原理、建设与应用 颜海主编 978-7-307-08330-1 武汉大学出版社

翻译史另写 杨全红著 978-7-307-08358-5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国际图书与版权贸易 尹章池，张麦青，尹鸿编著 978-7-307-08523-7 武汉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入学指南 曾妮，苏彤主编 978-7-307-09306-5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史.上册 王钟翰主编 978-7-307-09611-0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史.下册 王钟翰主编 978-7-307-09611-0 武汉大学出版社

偷袭珍珠港:“阴谋论”还是“耻辱日” 侯鲁梁著 978-7-307-11289-6 武汉大学出版社

帝国末日:“蘑菇云”下的历史 侯鲁梁著 978-7-307-11295-7 武汉大学出版社

缅甸之战:美英中联军的拉锯战 陈培军, 钟庆安著 978-7-307-11311-4 武汉大学出版社

登陆日本:最后一战 肖鸿恩, 钟庆安著 978-7-307-11313-8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献的保护 王国强等著 978-7-307-11395-4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籍编撰史 曹之著 978-7-307-11792-1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图书史 曹之著 978-7-307-11830-0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图书散佚史 李玉安著 978-7-307-11939-0 武汉大学出版社

哎呀，突然就要毕业了 莜如是著 978-7-307-12031-0 武汉大学出版社

威尔基·柯林斯探案集.2 (英)威尔基·柯林斯著 978-7-307-12332-8 武汉大学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2 (英)柯南·道尔著 978-7-307-12335-9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图书发行史 孙文杰著 978-7-307-12352-6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书编例史 马刘凤, 曹之著 978-7-307-12363-2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籍序跋史 王国强著 978-7-307-12454-7 武汉大学出版社

心房颤动的自主神经机制研究 鲁志兵著 978-7-307-12487-5 武汉大学出版社

布朗神父探案集.1 (英)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著 978-7-307-12664-0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秘书省藏书史 郭伟玲著 978-7-307-12902-3 武汉大学出版社

防灾减灾工程学 李耀庄主编 978-7-307-12915-3 武汉大学出版社

视觉操控学 武彬著 978-7-307-12962-7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国际经济法 张庆麟主编 978-7-307-13137-8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文化学概论 郭齐勇著 978-7-307-13397-6 武汉大学出版社

对话生命:让来去之间的生命更精彩 吴咏怡编著 978-7-307-13746-2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模式”:医疗联合体模式
的实践探索与管理创新

任文杰著 978-7-307-13844-5 武汉大学出版社

犯罪心理学教程 主编董邦俊, 康杰 978-7-307-14351-7 武汉大学出版社

医院软实力:理论模型与评价指标体系 熊昌娥著 978-7-307-14704-1 武汉大学出版社

领导者需知必做:领导能力记分卡 布兰特·罗本(Brent D. Ruben)著 978-7-307-14775-1 武汉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问题 范畅著 978-7-307-14853-6 武汉大学出版社

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2014 韩进主编 978-7-307-14877-2 武汉大学出版社

古代文学批评文体研究 吴作奎著 978-7-307-14898-7 武汉大学出版社

社会调查与统计 主编董海军 978-7-307-15088-1 武汉大学出版社

公共危机管理 主编张永理 978-7-307-15185-7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文学与艺术欣赏教程 董金凤主编 978-7-307-15261-8 武汉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实践教学指导

王祚桥, 李水清主编 978-7-307-15280-9 武汉大学出版社

司法法学 江国华, 吴展编著 978-7-307-15366-0 武汉大学出版社

论重译的世俗化 刘桂兰著 978-7-307-15483-4 武汉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 肖燕飞著 978-7-307-15484-1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闻传播史:同步辅导·考点精讲·考研
真题

主编方迎丰 978-7-307-15515-2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新宪法学 秦前红主编 978-7-307-15521-3 武汉大学出版社

故国山河集 熊召政著 978-7-307-15560-2 武汉大学出版社

微情风亲 萧洪恩著 978-7-307-15652-4 武汉大学出版社

生物医学光子传输 李婷编著 978-7-307-15668-5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国际商法 主编郭双焦 978-7-307-15736-1 武汉大学出版社

应用型本科教学改革探索 夏明忠,赵益强编著 978-7-307-15740-8 武汉大学出版社

学海问津:武汉大学国学院本科生论文集.第
二辑

于亭主编 978-7-307-15815-3 武汉大学出版社

汉末魏晋缘情诗审美经验研究 赵琼琼著 978-7-307-15918-1 武汉大学出版社

破产法 汪涛编著 978-7-307-16067-5 武汉大学出版社

高频通气体外膈肌起搏研制与临床应用 谢秉煦著 978-7-307-16110-8 武汉大学出版社

CO2减排技术 肖钢, 常乐编著 978-7-307-16231-0 武汉大学出版社

公共图书馆卓越绩效管理:以深圳龙岗图书馆
为例

卢向东, 陈鹏飞, 潘金辉著 978-7-307-16245-7 武汉大学出版社

八路军抗战文艺作品整理与研究,诗歌卷 整理陈翩 978-7-307-16248-8 武汉大学出版社

物业管理法律实务 主编胡武艳 978-7-307-16329-4 武汉大学出版社



证据法论 占善刚, 刘显鹏著 978-7-307-16401-7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 李建中主编 978-7-307-16428-4 武汉大学出版社

房地产法学 主编申惠文 978-7-307-16465-9 武汉大学出版社

印弟安纳速写 肖复兴著 978-7-307-16467-3 武汉大学出版社

西蒙·纽康讲天文学 (美)西蒙·纽康(Simon Newcomb)著 978-7-307-16493-2 武汉大学出版社

宇宙简史 赵江南著 978-7-307-16494-9 武汉大学出版社

历代律赋校注 詹杭伦[等]校注 978-7-307-16508-3 武汉大学出版社

砷离子在云南红土中的迁移研究 刘鹏著 978-7-307-16554-0 武汉大学出版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专题实践教程 弓兰秀 ... [等] 主编 978-7-307-16555-7 武汉大学出版社

人文经典读本 主编汪湳, 沐国美 978-7-307-16677-6 武汉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生命教育读本 主编代俊 978-7-307-16678-3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雅俗文化 主编代璐遥 978-7-307-16680-6 武汉大学出版社

莱西文化简明读本 崔忠建主编 978-7-307-16742-1 武汉大学出版社

当责:从停止抱怨开始
罗杰·康纳斯, 托马斯·史密斯, 克雷格·

希克曼编著
978-7-307-16761-2 武汉大学出版社

愿以后路途，深情不再枉付 关芬著 978-7-307-16762-9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市公立医院改革理论与实践 李滔 ... [等] 著 978-7-307-16868-8 武汉大学出版社

深化科研领域综合改革 促进中西部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发展

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组编 978-7-307-16913-5 武汉大学出版社

霜叶丹青 徐鲁著 978-7-307-16928-9 武汉大学出版社

循证公共卫生与案例分析 谭晓东主编 978-7-307-16957-9 武汉大学出版社

散尽时分 王受之著 978-7-307-16960-9 武汉大学出版社

大汉口:东方茶叶港 刘晓航编著 978-7-307-16979-1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4 古远清编纂 978-7-307-17054-4 武汉大学出版社

把脉雅思语法 刘建珠, 吴文梅, 夏迎庆编著 978-7-307-17066-7 武汉大学出版社

钦定四书文校注 (清)方苞编 978-7-307-17085-8 武汉大学出版社

八股文总论八种 张思齐整理 978-7-307-17089-6 武汉大学出版社

社会资本办中医启示录 庞震苗，饶远立主编 978-7-307-17143-5 武汉大学出版社

游戏八股文集成 黄强,王颖辑校 978-7-307-17187-9 武汉大学出版社

抑制SMN2外显子7剪接的调控蛋白的鉴定和作
用机制研究

肖锐著 978-7-307-17315-6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文化视阈下的中西诗歌情感符号 谢艳明著 978-7-307-17361-3 武汉大学出版社

当然也不是都那么OK 路嘉怡著 978-7-307-17375-0 武汉大学出版社



RND3在人脑胶质母细胞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
究

刘宝辉著 978-7-307-17404-7 武汉大学出版社

医囧 毛传琰著 978-7-307-17507-5 武汉大学出版社

保罗·奥斯特小说研究 李金云著 978-7-307-17544-0 武汉大学出版社

温州史学论丛.第五辑 张洁,邱志诚主编 978-7-307-17554-9 武汉大学出版社

G蛋白调控因子-5对心脏电生理及心律失常发
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秦牧著 978-7-307-17622-5 武汉大学出版社

男人谈恋爱谈的是什么 奔放的招财猫著 978-7-307-17669-0 武汉大学出版社

现代人事测评操作实务 徐学英，余滢主编 978-7-307-17735-2 武汉大学出版社

科学计量学研究:国内外比较分析 马凤，周文罡著 978-7-307-17772-7 武汉大学出版社

顶级商人:资本运作.2 天佑著 978-7-307-17813-7 武汉大学出版社

学海问津:武汉大学国学院本科生论文集.第
三辑

于亭主编 978-7-307-17867-0 武汉大学出版社

商务英语 孙小军，王冠，刘璐主编 978-7-307-17872-4 武汉大学出版社

美国食品药品纯净运动研究 吴强著 978-7-307-17934-9 武汉大学出版社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共艺术发展问
题研究

黄有柱著 978-7-307-18077-2 武汉大学出版社

决战铁底湾:六次所罗门海战 江泓著 978-7-307-18344-5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国外廉政建设述评 王建波主编 978-7-307-18359-9 武汉大学出版社

易纬今注今译 萧洪恩著 978-7-307-18367-4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古诗歌用典美学研究 李鹏飞著 978-7-307-18529-6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诗学中的人权思想资源:以生存权为中心
的研究

何书岚著 978-7-307-18539-5 武汉大学出版社

欧美文艺思潮及文学批评 朱宾忠主编 978-7-307-18577-7 武汉大学出版社

刘醒龙研究.一 黄永林，李遇春主编 978-7-307-18580-7 武汉大学出版社

刘醒龙研究.二 黄永林，李遇春主编 978-7-307-18734-4 武汉大学出版社

公立医院绩效评估研究 薛新东著 978-7-307-18815-0 武汉大学出版社

王永庆来不及教你的14堂理财课 康文柔，吕国祯著 978-7-308-08095-8 浙江大学出版社

货币生产的伦理 (德)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著 978-7-308-08152-8 浙江大学出版社

西藏生死书 索甲仁波切著 978-7-308-08378-2 浙江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素质训练 龚惠香编著 978-7-308-08766-7 浙江大学出版社

民国人物风流录 朱文楚著 978-7-308-12776-9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药治疗常见病通用手册 韩公羽，韩绍玫，韩森编著 978-7-308-13167-4 浙江大学出版社

CADAL项目标准规范汇编.一 978-7-308-13624-2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1627

(瑞士)艾利·利邦著 978-7-308-13829-1 浙江大学出版社



销夏与清玩:以书画鉴藏史为中心 朱万章著 978-7-308-13866-6 浙江大学出版社

沈光文研究 张萍，戴光中，张如安等著 978-7-308-13872-7 浙江大学出版社

视差之见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 978-7-308-13956-4 浙江大学出版社

传承与创新:浙江地方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孙竞昊，鲍永军主编 978-7-308-13975-5 浙江大学出版社

新题型大学英语六级综合高分突破 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命题研究组编 978-7-308-13976-2 浙江大学出版社

自由的新生:美国内战风云录 李军著 978-7-308-14005-8 浙江大学出版社

现代行政法 何永红著 978-7-308-14007-2 浙江大学出版社

预言与危机 罗岗著 978-7-308-14040-9 浙江大学出版社

楚系出土文献语言文字考论 杨建忠著 978-7-308-14052-2 浙江大学出版社

管理沟通:理论与实践 赵振宇主编 978-7-308-14054-6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历史文化研究.第六卷 卢敦基主编 978-7-308-14058-4 浙江大学出版社

新题型大学英语四级综合高分突破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命题研究组编 978-7-308-14067-6 浙江大学出版社

认知公正导论 何丹著 978-7-308-14080-5 浙江大学出版社

理论与心智 刘东著 978-7-308-14161-1 浙江大学出版社

商标法:原理规则与案例讨论 何怀文著 978-7-308-14191-8 浙江大学出版社

犯罪心理学:理论与实务 马立骥, 姚峰著 978-7-308-14193-2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实用收藏学 鲍展斌编著 978-7-308-14204-5 浙江大学出版社

自然科学·心理学
(美)史蒂芬·M. 巴尔，(美)丹尼尔·N. 罗

宾逊著
978-7-308-14260-1 浙江大学出版社

做幸福的教师:教师幸福感实证研究 胡忠英著 978-7-308-14300-4 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 (美) 大贯惠美子著 978-7-308-14368-4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宁波文化产业发展法制保障问题研究 晁秀棠等著 978-7-308-14374-5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进展 主编汪慧英, 杨旭燕 978-7-308-14404-9 浙江大学出版社

面向互联网的多媒体大数据信息高效查询处
理

庄毅著 978-7-308-14413-1 浙江大学出版社

人类学研究.第陆卷 庄孔韶主编 978-7-308-14422-3 浙江大学出版社

历练 提升 成长:高校团学干部实务培训十讲 刘艳辉，潘健主编 978-7-308-14487-2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医·微阅读 主编慕景强 978-7-308-14520-6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概览.四 郑新浦主编 978-7-308-14550-3 浙江大学出版社

埃博拉病毒病 主编李兰娟 978-7-308-14593-0 浙江大学出版社

相约马背梁 七院的有“痣”青年著 978-7-308-14601-2 浙江大学出版社

变异心血管病学 主编郭航远 ... [等] 978-7-308-14652-4 浙江大学出版社

府城的美味时光:台南安闲园的饭桌 辛永清著 978-7-308-14664-7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乌镇史研究 周乾松, 周乾康著 978-7-308-14666-1 浙江大学出版社

寄情求是魂:求是儿女怀念文集 《求是儿女怀念文集》编辑组编 978-7-308-14671-5 浙江大学出版社

管道维护标准与风险防范流程 主编金静芬 978-7-308-14677-7 浙江大学出版社

西双版纳风情 管康林著 978-7-308-14727-9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实用护理技术操作规范与图解 主编王春英 ... [等] 978-7-308-14730-9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审美:向人回归 王元骧著 978-7-308-14740-8 浙江大学出版社

食物：味道的历史 (美)保罗·弗里德曼主编 978-7-308-14744-6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会分层视角下卫生公平性研究:基于浙江省
的实证调查

陈定湾著 978-7-308-14784-2 浙江大学出版社

人类学研究.第柒卷 庄孔韶主编 978-7-308-14791-0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家天下的故事:从三皇五帝到东汉开国 滕晨著 978-7-308-14836-8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上古汉语反义词研究 贾芹著 978-7-308-14849-8 浙江大学出版社

文·化宁波:宁波文化的空间变迁与历史表征 黄文杰著 978-7-308-14879-5 浙江大学出版社

被编辑的文学:编辑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影
响

石晶晶著 978-7-308-14882-5 浙江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的叙事功能 曹诣珍著 978-7-308-14894-8 浙江大学出版社

新编护理技术操作规范与评价标准 蔡学联，周彩华主编 978-7-308-14914-3 浙江大学出版社

读骚九探 陆天华, 陆天鹤著 978-7-308-14916-7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医学生临床技能操作规范 主编方向明, 陈周闻 978-7-308-14920-4 浙江大学出版社

青年学者学术信息素养 何立芳，郑碧敏，彭丽文编著 978-7-308-14978-5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药制剂分析实验技术 主编王向军 978-7-308-14990-7 浙江大学出版社

卫生城市（乡镇、县城）创建理论与实践研
究

杨敬，叶真，邱雪挺编著 978-7-308-14996-9 浙江大学出版社

嵌生、冲突、转型:一个污染企业发展路径的
社会学解读

方小玲著 978-7-308-15010-1 浙江大学出版社

读书为上:五百年图书发现史 (英)玛格丽特·威尔斯(Margaret Willes)著 978-7-308-15041-5 浙江大学出版社

缙云文化研究续编 王达钦著 978-7-308-15047-7 浙江大学出版社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质量管理与生物安
全管理体系建设应用指南

丁钢强, 蒋健敏, 张双凤主编 978-7-308-15048-4 浙江大学出版社

胡则传:历史、传说与叙述者 陆敏珍著 978-7-308-15050-7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医改红利的制度创新和社会治理:日本经验的
启示

顾亚明，王小合著 978-7-308-15053-8 浙江大学出版社

罗马与耶路撒冷 宋立宏[著] 978-7-308-15059-0 浙江大学出版社

重建世界形而上学:从胡塞尔到罗姆巴赫 王俊著 978-7-308-15062-0 浙江大学出版社

周易新解:萨满主义的视角 陶磊著 978-7-308-15074-3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数字博物馆研究 郑霞著 978-7-308-15076-7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一念之间 鲁永平,李洁美,孙龙[等]著 978-7-308-15101-6 浙江大学出版社

姜宸英文集 陈雪军，孙欣点校 978-7-308-15104-7 浙江大学出版社

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 (美)威廉·麦克尼尔著 978-7-308-15106-1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蒋礼鸿著 978-7-308-15115-3 浙江大学出版社

MBA英语综合教程 唐斌, 黄珊主编 978-7-308-15139-9 浙江大学出版社

古汉语通论 蒋礼鸿，任铭善著 978-7-308-15150-4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东文学理论史要 赵树功著 978-7-308-15170-2 浙江大学出版社

突发性灾害事件下应急物资分配决策理论与
方法

庞海云著 978-7-308-15181-8 浙江大学出版社

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 潘恩荣著 978-7-308-15185-6 浙江大学出版社

西湖美学札记 李一凡著 978-7-308-15205-1 浙江大学出版社

毛际可集 (清)毛际可撰 978-7-308-15213-6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德社区常见慢性病对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 王红妹著 978-7-308-15217-4 浙江大学出版社

经典永恒:重读俄罗斯经典作家——从普希金
到契诃夫

陈新宇著 978-7-308-15225-9 浙江大学出版社

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 龙瑜宬著 978-7-308-15236-5 浙江大学出版社

南京国民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研究 肖如平著 978-7-308-15237-2 浙江大学出版社

乡愁中国 王向阳著 978-7-308-15246-4 浙江大学出版社

夜阑听涛 高全喜著 978-7-308-15262-4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朱兰文集 朱炯编 978-7-308-15291-4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会保障与深化改革 郑造桓主编 978-7-308-15315-7 浙江大学出版社

艰难之活:切萨雷·帕韦泽诗全集 (意)切萨雷·帕韦泽(Cesare Pavese)著 978-7-308-15329-4 浙江大学出版社

新文学史.第2辑 (美)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主编 978-7-308-15330-0 浙江大学出版社

西湖传说故事 张彦，郑桂玉著 978-7-308-15333-1 浙江大学出版社

推陈出新:杭州历史文化的演绎 江涛, 杨歌著 978-7-308-15334-8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西智慧的交融:中西哲学综合论 高亮之著 978-7-308-15335-5 浙江大学出版社

管见之外:影像文化与文学研究 李有成，冯品佳主编 978-7-308-15351-5 浙江大学出版社

农夫皮尔斯:中世纪梦幻文学精选 张晗编译 978-7-308-15363-8 浙江大学出版社

金色传奇:中世纪圣徒文学精选 褚潇白，成功编译 978-7-308-15365-2 浙江大学出版社

孙科传 韩文宁著 978-7-308-15366-9 浙江大学出版社

泥金彩漆源流 江崖著 978-7-308-15403-1 浙江大学出版社

常见恶性肿瘤治疗管理及技术规范 毛伟敏主编 978-7-308-15407-9 浙江大学出版社

质性研究方法
(美)莫妮卡·亨宁克，(荷)英格·哈特，

(荷)阿杰·贝利著
978-7-308-15410-9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公共性文学史料卷 吴秀明主编 978-7-308-15412-3 浙江大学出版社

圣堂新妇:中世纪女性文学精选 吴欲波编译 978-7-308-15415-4 浙江大学出版社

基于多元福利视角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效益
研究

刘畅著 978-7-308-15417-8 浙江大学出版社

翻译论文写作与答辩指南 陈刚著 978-7-308-15455-0 浙江大学出版社

炎症性肠病患者自我管理:美国消化医师协会
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手册

Sunanda V. Kane原著 978-7-308-15463-5 浙江大学出版社

竺法护译经感觉动词语义场研究 姜兴鲁著 978-7-308-15474-1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宋史·艺文志·类事类》研究 王珂著 978-7-308-15479-6 浙江大学出版社

人类学研究.第捌卷 庄孔韶主编 978-7-308-15523-6 浙江大学出版社

九十九种垃圾加一记妙想:一部发明家和发明
的古怪历史

(英)特雷弗·诺顿(Trevor Norton)著 978-7-308-15563-2 浙江大学出版社

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理论与实践 林君芬主编 978-7-308-15586-1 浙江大学出版社

翻译能力的自然化研究:生物认知视角 胡朋志著 978-7-308-15609-7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四明近体乐府 (清)袁钧辑录 978-7-308-15674-5 浙江大学出版社

度予亭集新编 张文郁等著 978-7-308-15699-8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敦煌经学文献论稿 许建平著 978-7-308-15710-0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朱雷著 978-7-308-15717-9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世纪文学演进与“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吴秀明等著 978-7-308-15723-0 浙江大学出版社

生命科学导论 刘健翔主编 978-7-308-15725-4 浙江大学出版社

循证矫正浙江探索 周敏华主编 978-7-308-15734-6 浙江大学出版社

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风险评估报告实例 蒋健敏[等]主编 978-7-308-15742-1 浙江大学出版社

长寿风险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胡仕强著 978-7-308-15744-5 浙江大学出版社

技术建构价值:循证矫正实验研究 戴相英[等]著 978-7-308-15747-6 浙江大学出版社

人生若只如初见:纳兰词鉴赏 掌阅公版组编著 978-7-308-15749-0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审美的脑:从演化角度阐释人类对美与艺术的
追求

(美)安简·查特吉(Anjan Chatterjee)著 978-7-308-15783-4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医院品管圈进阶手册 主编王临润, 李盈 978-7-308-15809-1 浙江大学出版社

食管癌营养治疗 胡坚主编 978-7-308-15827-5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 刘进宝著 978-7-308-15846-6 浙江大学出版社

语文书简:周有光与苏培成通信集 周有光，苏培成著 978-7-308-15881-7 浙江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 赵风霞，徐小萍主编 978-7-308-15882-4 浙江大学出版社

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
(挪)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

童世骏等编
978-7-308-15913-5 浙江大学出版社

普外科知识问答:实习医师与住院医师临床手
册

韩少良, 周蒙滔, 李文峰主编 978-7-308-15924-1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医疗器械管理与技术规范 谢松城，严静主编 978-7-308-15946-3 浙江大学出版社

普外亚专科疾病诊疗学 任培土，鲁葆春主编 978-7-308-15948-7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医院JCI评审实施手册:宁波市第四医院
JCI认证经验集

左伟主编 978-7-308-15981-4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失败而战 约翰·布莱登著 978-7-308-15988-3 浙江大学出版社

生态文明示范工程实施路径研究 张清宇等著 978-7-308-15994-4 浙江大学出版社

书画鉴真与辨伪 朱万章著 978-7-308-16002-5 浙江大学出版社

俞氏中医消化病学 俞尚德主编 978-7-308-16008-7 浙江大学出版社

刘禹锡诗研究.上编,诗传 肖瑞峰著 978-7-308-16028-5 浙江大学出版社

刘禹锡诗研究.下编,诗传 肖瑞峰著 978-7-308-16028-5 浙江大学出版社

想入非非:脑洞大开的9个创意写作实验 钱庄著 978-7-308-16038-4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杜诗详注.一 (清)仇兆鳌辑注 978-7-308-16039-1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杜诗详注.七 (清)仇兆鳌辑注 978-7-308-16039-1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杜诗详注.三 (清)仇兆鳌辑注 978-7-308-16039-1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杜诗详注.九 (清)仇兆鳌辑注 978-7-308-16039-1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杜诗详注.二 (清)仇兆鳌辑注 978-7-308-16039-1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杜诗详注.五 (清)仇兆鳌辑注 978-7-308-16039-1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杜诗详注.八 (清)仇兆鳌辑注 978-7-308-16039-1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杜诗详注.六 (清)仇兆鳌辑注 978-7-308-16039-1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杜诗详注.四 (清)仇兆鳌辑注 978-7-308-16039-1 浙江大学出版社

健康城市之细胞工程:健康单位建设指南 曹承建主编 978-7-308-16108-4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东方战场 刘星著 978-7-308-16135-0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公法研究.第15卷（2016·春） 章剑生主编 978-7-308-16169-5 浙江大学出版社

铁屋中的呐喊 李欧梵著 978-7-308-16187-9 浙江大学出版社

这些年，我们还在相信的历史谣言 韩明辉著 978-7-308-16284-5 浙江大学出版社

学做知“心”人:心脏科医生的倾情告白 惠慧著 978-7-308-16412-2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临床营养基础 Lubos Sobotka主编 978-7-309-03325-0 复旦大学出版社

经颅多普勒检测与临床 顾慎为编著 978-7-309-03934-4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实用护理学 陈淑英，阮洪，程云主编 978-7-309-05232-9 复旦大学出版社

肾活检病理学 郭慕依著 978-7-309-05455-2 复旦大学出版社

实用心脏解剖学 王海杰，谭玉珍主编 978-7-309-05505-4 复旦大学出版社

实用足踝外科手术学:手术示范视频
(美)Roger A. Mann，(美)Michael J. 

Coughlin著
978-7-309-05731-7 复旦大学出版社



皮肤病诊断与鉴别诊断 翁孟武主编 978-7-309-05796-6 复旦大学出版社

艾滋病防治学 康来仪，潘孝彰主编 978-7-309-05885-7 复旦大学出版社

体部磁共振成像 周康荣, 陈祖望主编 978-7-309-05970-0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临床耳鼻咽喉头颈肿瘤学 周梁，董频主编 978-7-309-06043-0 复旦大学出版社

皮肤激光医学与美容 卢忠主编 978-7-309-06130-7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骨科学 陈峥嵘主编 978-7-309-06174-1 复旦大学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疑难杂症的诊断 舒先红主编 978-7-309-06588-6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肾脏生理与临床 林善锬主编 978-7-309-06650-0 复旦大学出版社

手外科手术学 顾玉东，王澍寰，侍德主编 978-7-309-06692-0 复旦大学出版社

神经外科护士临床常见问题与解答 郎黎薇主编 978-7-309-07212-9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营养学 蔡威，邵玉芬主编 978-7-309-07448-2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营养学 主编蔡威，邵玉芬 978-7-309-07448-2 复旦大学出版社

血液透析血管通路技术与临床应用 叶朝阳主编 978-7-309-07546-5 复旦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案例:第七版
(美)杰瑞·汉得里克斯(Jerry A.Hendrix)，

(美)达热尔·海斯(Darrell C.Hayes)著
978-7-309-07687-5 复旦大学出版社

腹部CT诊断学 周康荣，严福华，曾蒙苏主编 978-7-309-07728-5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胃肠道肿瘤诊疗学 秦新裕，姚礼庆，陆维祺主编 978-7-309-07927-2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妇女保健学 华嘉增，朱丽萍主编 978-7-309-08083-4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肿瘤学 主编汤钊猷 978-7-309-08096-4 复旦大学出版社

商业案例实战训练指南
(英)杰隆·博格(Jeroen van den Berg)，
(英)艾菲德·罗伯茨(Elfed Roberts)，黄智

978-7-309-08136-7 复旦大学出版社

常见恶性肿瘤的多学科综合诊断和治疗 蒋国梁，叶定伟，李进主编 978-7-309-08137-4 复旦大学出版社

食品营养、安全与生活 陈沁，张文举，张娟编著 978-7-309-08245-6 复旦大学出版社

妊娠与皮肤性病 李东宁，耿承芳主编 978-7-309-08419-1 复旦大学出版社

高原分子医学 李文华，刘忠，袁东亚主编 978-7-309-08684-3 复旦大学出版社

实用尸检病理学 郭慕依著 978-7-309-08739-0 复旦大学出版社

消化内镜切除术 周平红，姚礼庆主编 978-7-309-08761-1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技术操作规范 蒋红，高秋韵，顾妙娟主编 978-7-309-08779-6 复旦大学出版社

精液质量与生殖健康 高尔生主编 978-7-309-09421-3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中西医护理操作技能 张雅丽主编 978-7-309-09662-0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草质问.一 (清) 吴继志, 编著 978-7-309-09828-0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草质问.三 (清) 吴继志, 编著 978-7-309-09828-0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草质问.二 (清) 吴继志, 编著 978-7-309-09828-0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质问本草 (清) 吴继志, 编著 978-7-309-09828-0 复旦大学出版社

科学外史 江晓原著 978-7-309-09970-6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呼吸病学 主编白春学, 蔡柏蔷, 宋元林 978-7-309-09978-2 复旦大学出版社

赫尔辛基显微神经外科学的基础与技巧
原著 (芬) Martin Lehecka, Aki Laakso, 

Juha Hernesniemi
978-7-309-10044-0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医院门诊管理指南 主编朱会耕, 沈平 978-7-309-10142-3 复旦大学出版社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 (室) 教程 主编刘新春, 米文杰, 王锦宏 978-7-309-10189-8 复旦大学出版社

遗传医学进展 主编左伋, 刘晓宇 978-7-309-10292-5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医教育忧思录:国医大师十老访谈实录 主编王群, 夏文芳 978-7-309-10294-9 复旦大学出版社

当代医学新视野:医学与英语影像阅读.Ⅲ 主编凌秋虹, 曲丽娟, 吴静 978-7-309-10305-2 复旦大学出版社

重症监护培训手册 编著世界卫生组织 978-7-309-10401-1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代临床流行病学 主编林果为, 王小钦, 陈世耀 978-7-309-10448-6 复旦大学出版社

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 方维规著 978-7-309-10465-3 复旦大学出版社

比较古典学发凡 刘小枫著 978-7-309-10466-0 复旦大学出版社

风湿病问答集锦 主编肖飞 978-7-309-10531-5 复旦大学出版社

光动力学治疗在眼科中的应用 张勇进，刘卫主编 978-7-309-10670-1 复旦大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疾病探究 主编李永渝, 周平 978-7-309-10795-1 复旦大学出版社

全新版21世纪大学英语词汇手册.第一册 主编李婷 978-7-309-10822-4 复旦大学出版社

新英语课堂教学理论与实践 冯克朋, 张晨霞著 978-7-309-10855-2 复旦大学出版社

全新版21世纪大学英语词汇手册.第三册 主编郭宗娟 978-7-309-10888-0 复旦大学出版社

全新版21世纪大学英语词汇手册.第二册 主编倪昆 978-7-309-10921-4 复旦大学出版社

全新版21世纪大学英语词汇手册.第四册 主编邓俊丹, 倪昆 978-7-309-10922-1 复旦大学出版社

关爱·自信:沈镇宙教授谈乳腺癌 主编沈镇宙 978-7-309-10979-5 复旦大学出版社

阎连科文学年谱 [梁鸿编著] 978-7-309-11026-5 复旦大学出版社

叶映榴集 (清)叶映榴撰 978-7-309-11102-6 复旦大学出版社

范小青文学年谱 [何平编著] 978-7-309-11147-7 复旦大学出版社

社区护理 主编施榕 978-7-309-11192-7 复旦大学出版社

静脉血管通路护理实践指南 主编陈海燕, 钱培芬 978-7-309-11194-1 复旦大学出版社

流行病学案例分析 主编徐望红 978-7-309-11208-5 复旦大学出版社

自然选择的单位与层次 黄翔著 978-7-309-11228-3 复旦大学出版社

肿瘤转移:生物学基础与治疗
(美) 大卫·莱登, (美) 丹尼·R·韦尔奇 , 

(英) 贝瑟·塞拉著
978-7-309-11244-3 复旦大学出版社

文献学讲义 王欣夫著 978-7-309-11359-4 复旦大学出版社



明清曲談 趙景深著 978-7-309-11360-0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学史论著选编 周予同著 978-7-309-11362-4 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方史学史散论 耿淡如著 978-7-309-11363-1 复旦大学出版社

滇缅边地摆夷的宗教仪式:明清时期伦理观的
比较研究

田汝康著 978-7-309-11371-6 复旦大学出版社

余华文学年谱 [刘琳,王侃编著] 978-7-309-11407-2 复旦大学出版社

心内科诊疗精萃 王志敬著 978-7-309-11425-6 复旦大学出版社

人体系统解剖学 主编王海杰 978-7-309-11440-9 复旦大学出版社

实用现场急救手册 徐惠梁, 王家瑜著 978-7-309-11541-3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史学史讲义稿 朱维铮著 978-7-309-11550-5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朱维铮史学史论集 朱维铮著 978-7-309-11551-2 复旦大学出版社

楞严大义今释 南怀瑾著述 978-7-309-11611-3 复旦大学出版社

悬壶济乱世:医疗改革者如何于战乱与疫情中
建立起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体系

华璋著 978-7-309-11640-3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环保:生存之道 杨士军, 王德耀主编 978-7-309-11687-8 复旦大学出版社

俄罗斯文学:追寻心灵的自由 董晓著 978-7-309-11783-7 复旦大学出版社

OCT血管成像和en face OCT图谱 王敏主编 978-7-309-11793-6 复旦大学出版社

自闭症整合干预 杨广学, 王芳著 978-7-309-11797-4 复旦大学出版社

肿瘤科常见诊疗问题问答:胡夕春医生查房实
录

主编胡夕春 978-7-309-11812-4 复旦大学出版社

诗铎.第四辑 陈思和，胡中行主编 978-7-309-11929-9 复旦大学出版社

汉代灯具研究 麻赛萍著 978-7-309-11992-3 复旦大学出版社

艾滋病性病防治 主编杜占森 978-7-309-12026-4 复旦大学出版社

杏园陇人诗思 韩经太著 978-7-309-12064-6 复旦大学出版社

心灵的故乡:静思精舍巡礼 潘煊著 978-7-309-12105-6 复旦大学出版社

皮肤镜图谱
(美)阿什法克·A·马尔古布(Ashfaq A. 

Marghoob)，(西)何塞普·马尔韦海(Josep 
Malvehy)，(瑞士)布劳恩(Ralph P. Braun)

978-7-309-12189-6 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洋哲学小史:宇宙发展史概论 全增嘏著/译 978-7-309-12211-4 复旦大学出版社

明清宁国府区域格局与社会变迁 李甜著 978-7-309-12254-1 复旦大学出版社

歌唇一世衔雨看:九世纪诗歌与伎乐文化研究 王凌靓华著 978-7-309-12270-1 复旦大学出版社

单操作孔胸腔镜肺叶肺段切除手术图谱 陈晓峰，王邵华主编 978-7-309-12293-0 复旦大学出版社

胶质瘤临床医生使用手册 毛颖，江涛主编 978-7-309-12481-1 复旦大学出版社

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 甘润远著 978-7-309-12533-7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6年春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编] 978-7-309-12624-2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讲好当代中国主旋律: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五大发展理念融入思政课教学研究

顾钰民，张济琳主编 978-7-309-12742-3 复旦大学出版社

经济博弈论 谢识予编著 978-7-309-12816-1 复旦大学出版社

冲突与期许 谭晓玲 著 9.78731E+12 南开大学出版社

心理素质的养成与能力训练 叶林菊编著 978-7-310-03210-5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安全教育 李爱琴，孙汉林，郑盛景主编 978-7-310-03876-3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草原文学研究 王素敏，温斌著 978-7-310-04444-3 南开大学出版社

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 廖七一[等]著 978-7-310-04736-9 南开大学出版社

医疗保障制度的效率分析 李新平著 978-7-310-04842-7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与健康 程明吉，马霞蕾，李中文主编 978-7-310-04844-1 南开大学出版社

新传媒与近代史学的转型:以二十世纪二三十
年代史学期刊为例

程文标著 978-7-310-04848-9 南开大学出版社

青春回响: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30周年纪
念文集

王宇建，滕锦然主编 978-7-310-04849-6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国医疗旅游发展研究: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耿松涛著 978-7-310-04850-2 南开大学出版社

风踪雨迹:武德纪事.上册 张晶鑫著 978-7-310-04863-2 南开大学出版社

风踪雨迹:武德纪事.下册 张晶鑫著 978-7-310-04863-2 南开大学出版社

唐宋词艺术新论 陶文鹏，赵雪沛著 978-7-310-04887-8 南开大学出版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辅助用书 主编徐曼 978-7-310-04888-5 南开大学出版社

隋唐五代文艺理论汇编评注.上册 肖占鹏主编 978-7-310-04898-4 南开大学出版社

隋唐五代文艺理论汇编评注.下册 肖占鹏主编 978-7-310-04898-4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入学教育 王烁生主编 978-7-310-04913-4 南开大学出版社

古代汉语句型初学指南 董治国著 978-7-310-04928-8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多丽丝·莱辛小说中的女性话语构建:规训与
抵抗

邱枫著 978-7-310-04929-5 南开大学出版社

文学审美与价值取向:翻译研究自选集 王占斌著 978-7-310-04931-8 南开大学出版社

电离辐射防护与安全实用基础 张彦涛主编 978-7-310-04942-4 南开大学出版社

民國詩歌史著集成.第四冊 陳引馳, 周興陸主編 978-7-310-04961-5 南開大學出版社

留住手艺:名录制度下民间手工艺的保护与传
承研究

谢菲著 978-7-310-05042-0 南开大学出版社

生态恢复理论与宁夏盐池植被恢复技术 何兴东，尤万学，余殿编著 978-7-310-05082-6 南开大学出版社

明代著名诗人书画评论汇编.上 张毅，陈翔编著 978-7-310-05131-1 南开大学出版社

明代著名诗人书画评论汇编.下 张毅，陈翔编著 978-7-310-05131-1 南开大学出版社

清代诗学名家书画评论汇编.上 张毅，李开林编著 978-7-310-05132-8 南开大学出版社



清代诗学名家书画评论汇编.下 张毅，李开林编著 978-7-310-05132-8 南开大学出版社

静脉治疗临床管理与实践 王晓靖主编 978-7-311-04898-3 兰州大学出版社

实用伤口处理与修复技术 张选奋主编 978-7-311-04911-9 兰州大学出版社

医用物理学 主编魏杰 978-7-312-03384-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高校人文社科学术人的著作权惯习研究 袁同成著 978-7-312-03493-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急性白血病相关miRNA调控功能研究 郑育声著 978-7-312-03783-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阅读徽州 《阅读徽州》编委会编 978-7-312-03785-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追梦的脚印 方强, 王峰主编 978-7-312-03817-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最新雅思高分范文 主编王华, 诸瑞琪 978-7-313-03861-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雅思热身·写作 主编宫卫忠, 王华 978-7-313-05034-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研究型大学校长:战略领导·职业管理·职业
发展

冯倬琳著 978-7-313-06882-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钱学森图书馆导览手册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编 978-7-313-09547-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入门:理论与案例 孙延敏编著 978-7-313-10020-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一个人与这个时代:白岩松二十年央视成长记
录

邹煜采访 978-7-313-10393-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思源·起航 马德秀主编 978-7-313-10402-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口腔颌面-头颈肿瘤生物学 主编陈万涛 978-7-313-10472-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西政治思想家评传 崔玉娈编著 978-7-313-10808-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发明解析论 张秀彬, 陆冬良著 978-7-313-10908-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狮子吼 茶花笑:戴逸如新民晚报今晚报图文
专栏精粹

戴逸如著 978-7-313-10999-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环境标准及其应用进展 徐芳，郭小勇，马永鹏编著 978-7-313-11005-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博物学文化与编史 刘华杰著 978-7-313-11080-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冷战时期的日泰关系 赵毅达著 978-7-313-11288-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译道:名家翻译之道 张曦编著 978-7-313-11332-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办公室政治 (英) 大卫·班克罗夫特-特纳著 978-7-313-11482-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乐在图书山水间:常印佛传 王申, 吕凌峰著 978-7-313-11572-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印象·李政道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编 978-7-313-11627-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医学影像分析和三维重建及其应用 杨杰, 乔宇编著 978-7-313-11698-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再见, 演讲焦虑:七天控制你的公众演讲焦虑 李超, 亚然著 978-7-313-11700-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管理上司 (英) 帕特里克·福西斯著 978-7-313-11718-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钢锁苍龙 霸贯九州:方秦汉传 郭永玉, 贺金波, 黄琨著 978-7-313-11728-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麻醉与手术 主编吴祥, 牛云飞 978-7-313-11786-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一日看尽长安花:听北大教授讲述中国古代文
学

程郁缀著 978-7-313-11797-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进化医学引论 吴克复编著 978-7-313-11811-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畅游加勒比海 叶永烈著 978-7-313-11854-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强直性脊柱炎 汪年松, 薛勤编著 978-7-313-11856-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血液病的实验诊断与临床 主编李兴华 ... [等] 978-7-313-11859-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一心向学:陈清如传 薛毅, 贾玲, 王海锋著 978-7-313-11914-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为什么有些人总不明白 夏东豪著 978-7-313-11943-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流动人口贫困测度研究:基于主观贫困线方法 曲大维著 978-7-313-11949-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性感:一种文化解释 江晓原著 978-7-313-12016-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血栓病学 主编李家增, 贺石林, 王鸿利 978-7-313-12078-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医院感染管理与质量考评 张晓培等主编 978-7-313-12128-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常见疾病三级康复网络体系建设实践:转诊标
准、康复治疗及操作方法

白跃宏，刘诗强编著 978-7-313-12139-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斯坦福日记 许轶著 978-7-313-12151-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食品安全化学 俞良莉, 王硕, 孙宝国主编 978-7-313-12166-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陈锡喜主编 978-7-313-12233-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英汉学术语篇比较与翻译 主编杨新亮, 熊艳 978-7-313-12305-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痕量金属的环境行为:区域与城市污染 张辉著 978-7-313-12321-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宏才大略 科学人生:严东生传 高子平, 段炼等著 978-7-313-12359-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航运衍生品与风险管理 王学锋，孙晓琳主编 978-7-313-12439-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DANIEL的天空运动造就快乐的你 Daniel Zhang编著 978-7-313-12449-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药物治疗学 金剑, 吴飞华主编 978-7-313-12507-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研究 黄立波著 978-7-313-12519-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奇人纪实的上海故事:骆贡祺晚年作品集.上
集

骆贡祺著 978-7-313-12554-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奇人纪实的上海故事:骆贡祺晚年作品集.下
集

骆贡祺著 978-7-313-12554-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医疗资源向何处去:上海市医疗资源配置及利
用研究

罗娟, 汪泓著 978-7-313-12577-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庸的医学道理及实践 张宏恩, 吴宝川著 978-7-313-12596-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内科病例分析 陈元美, 王长谦主编 978-7-313-12646-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译境:名家翻译之境 张曦编著 978-7-313-12685-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张效林节译 978-7-313-12710-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大师讲坛.第二辑 张杰主编 978-7-313-12742-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雾境 刘雅慧著 978-7-313-12785-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 熊姣著 978-7-313-12882-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社区口腔健康教育指导 主编陈曦 978-7-313-12932-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函宇通校释:格致草 (明)熊明遇著 978-7-313-12991-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研究 王才勇[等]著 978-7-313-13009-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近现代中国舆论研究文献选编 倪琳编 978-7-313-13032-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名中医徐敏华学术经验集 朱冬胜主编 978-7-313-13106-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迈向成果经济时代 李纲主编 978-7-313-13270-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Resources for teaching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理论与实践研究

邹文莉, 高实玫主编 978-7-313-13293-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肾上腺外科诊疗学 主编沈周俊 978-7-313-13317-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类型痴呆:临床实践指南 (美) Marc E. Agronin原著 978-7-313-13342-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大唐悬疑录,兰亭序密码 唐隐著 978-7-313-13343-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核潜艇闻警出动 阿·约尔金等著 978-7-313-13358-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心房纤颤的外科治疗 汤敏编著 978-7-313-13366-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樱桃好吃:戴逸如《新民晚报》《今晚报》图
文专栏精粹

戴逸如著 978-7-313-13371-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孙子学读本 许威汉，胡梅祥编著 978-7-313-13377-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取醇集:日本五山文学研究 聂友军主编 978-7-313-13448-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我与癌症这九年 杰人天相著 978-7-313-13473-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英美短篇小说选读 沈炎选编 978-7-313-13542-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彼岸:亚洲第一商学院纪实 朱慧丽著 978-7-313-13564-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监狱团体心理辅导操作实务 马立骥，董长青著 978-7-313-13585-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胰岛素探秘者:张友尚传 杜严勇著 978-7-313-13635-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海上方舟 黄媛, 李惟玮 ... 等编著 978-7-313-13673-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情牵虹口 冯金生 ... 等编著 978-7-313-13674-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上海记忆 潘真著 978-7-313-13687-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尘封往事 罗震光等著 978-7-313-13688-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确保全球食品安全:探索全球协调 (美) 克里斯廷·博伊斯罗伯特等编著 978-7-313-13721-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视实践：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 金玉萍著 978-7-313-13724-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头面部烧伤重建外科 主编李青峰 978-7-313-13728-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我国医学领域Ph.D.学位标准研究 陈建俞著 978-7-313-13759-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此生只为麦穗忙:刘大钧传 李群主编 978-7-313-13771-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国际政治中的南极:大国南极政策研究 潘敏著 978-7-313-13786-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考研英语词汇分频记忆手册 主编孔翔龙 978-7-313-13800-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00种过度医疗大公开 (日) 室井一辰著 978-7-313-13889-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的检验诊断与临床 吴丛山[等]主编 978-7-313-13922-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环境空气PM2.5监测、预报与公众信息服务 伏晴艳, 王东方, 张懿华编著 978-7-313-13949-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象学视阈下威廉斯诗歌美学研究 梁晶著 978-7-313-13955-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纳博科夫的蝴蝶: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 (美)库尔特·约翰逊, 史蒂夫·科茨著 978-7-313-13958-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常见精神疾病的诊疗与护理 主编梁龙腾, 张宗顺, 巩存奇等 978-7-313-14028-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遗传学与社会 陈火英主编 978-7-313-14081-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多模态课堂教学研究 郭万群著 978-7-313-14100-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核医学与分子影像 黄钢等编著 978-7-313-14180-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离辐射环境安全 陆书玉主编 978-7-313-14193-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离辐射防护基础与应用 主编朱国英, 陈红红 978-7-313-14194-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国际营销英语 翁凤翔，裴妍莉主编 978-7-313-14511-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延长暴露疗法
(美) 艾德娜 B·福阿, 伊丽莎白 A·亨布

里, 芭芭拉 沃拉索 罗特鲍姆著
978-7-313-14533-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朝花论丛: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研究生学术
论文集

叶岗, 解晓龙主编 978-7-313-14547-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人体复原工程:人体使用手册.2 吴清忠著 978-7-313-14588-8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医学家学术谱系 张大庆[等]著 978-7-313-14625-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外科示范案例 总主编黄红, 李宏为 978-7-313-14628-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科示范案例 总主编黄红, 李宏为 978-7-313-14633-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儿科示范案例 本册主编黄国英 978-7-313-14634-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儿外科示范案例 本册主编郑珊 978-7-313-14635-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妇产科示范案例 本册主编华克勤 978-7-313-14638-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腹腔镜器械构造与标准操作程序 主编王旭, 张青 978-7-313-14648-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乘一艘慢船去远方:旅欧散记 苗叢著 978-7-313-14669-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拒当盲健客 健康要有酵 黄伯诚著 978-7-313-14742-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转化医学的国际视角: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
办?

主编 (美) 巴伯拉·阿尔文, 戴尅戎, 陈庆
铿

978-7-313-14781-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社区中医卫生诊断理论与技术 施永兴，贾杨主编 978-7-313-14816-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麻醉科示范案例 总主编黄红, 李宏为 978-7-313-14836-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医学科示范案例 总主编黄红, 李宏为 978-7-313-14916-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科研能力培养 总主编黄红, 李宏为 978-7-313-14922-0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老年医学科示范案例 总主编黄红, 李宏为 978-7-313-14994-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皮肤科示范案例 总主编黄红, 李宏为 978-7-313-14995-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耳鼻咽喉科示范案例 总主编黄红, 李宏为 978-7-313-14996-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腔内静脉治疗学 汤敬东著 978-7-313-15000-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康复医学科示范案例 总主编黄红, 李宏为 978-7-313-15001-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放射科示范案例 总主编黄红, 李宏为 978-7-313-15010-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口腔科示范案例 本册主编朱亚琴 978-7-313-15047-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精神科示范案例 总主编黄红, 李宏为 978-7-313-15048-6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学检验科示范案例 本册主编沈立松 978-7-313-15049-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急诊科示范案例 本册主编陆一鸣 978-7-313-15050-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超声医学科示范案例 胡兵主编 978-7-313-15052-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眼科示范案例 本册主编孙兴怀 978-7-313-15054-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科示范案例 本册主编黄钢, 王辉 978-7-313-15072-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呼吸科教学查房病例汇编 周敏主编 978-7-313-15128-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审判山下奉文:战争罪与指挥官责任 (美)理查德·L. 雷尔著 978-7-313-15195-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论理理势 唐宏景著 978-7-313-15223-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近代海上画坛五人:“三吴一冯”“海上四家
”艺事琐记

冯天虬著 978-7-313-15562-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乳腺癌:基础与临床的转化.上册 邵志敏，沈镇宙主编 978-7-313-15780-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乳腺癌:基础与临床的转化.下册 邵志敏，沈镇宙主编 978-7-313-15780-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老舍翻译文学研究 张曼著 978-7-313-15807-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医院全质量管理:理论与实践 王兴鹏主编 978-7-313-15935-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长城史话 何长领编撰 978-7-5000-8107-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西藏宫殿寺庙史话 武少辉编撰 978-7-5000-8113-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孔庙史话 方拥，许政编撰 978-7-5000-8118-0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阿米巴经营 (日) 稻盛和夫 978-7-5000-8169-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蒙古族卷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

研究室
978-7-5000-9128-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民族风情 桑禾编著 978-7-5000-9157-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叩访和田 刘绪义著 978-7-5000-9189-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志愿服务大辞典 北京志愿服务研究会 978-7-5000-9437-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丁玲传.上 李向东,王增如著 978-7-5000-9545-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丁玲传.下 李向东,王增如著 978-7-5000-9545-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国国民党改造之研究 陈晓慧著 978-7-5000-9557-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感受昆虫的生命律动 许征帆著 978-7-5000-9737-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5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编著] 978-7-5000-9803-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飞碟飞来又飞去 牛月编著 978-7-5000-9807-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怪物种藏在哪里 孙常福编著 978-7-5000-9810-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小小生物真神奇 孙常福编著 978-7-5000-9811-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跟哥伦布玩探险 孙常福编著 978-7-5000-9812-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虚幻的科技传奇 钱佳欣编著 978-7-5000-9816-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神魔小说与印度密教 薛克翘著 978-7-5000-9826-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普达措国家公园观鸟手册 韩联宪,丁文东编著 978-7-5000-9882-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空空之外 雪漠著 978-7-5000-9941-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跨文化民间文艺学 董晓萍著 978-7-5000-9961-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考研英语词汇精选 李传伟编著 978-7-5001-2292-0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不一样的烟火 汪洋著 978-7-5001-3378-0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元代汉语音系研究:以《中原音韵》音系为中

心
耿军著 978-7-5001-3679-8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国)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著 978-7-5001-4176-1 中译出版社

一个人的徽抗战 樊建川著 978-7-5001-4192-1 中译出版社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英)劳伦斯[著] 978-7-5001-4281-2 中译出版社

安妮日记 (德)安妮·弗兰克[著] 978-7-5001-4286-7 中译出版社

培根随笔全集 (英)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著] 978-7-5001-4289-8 中译出版社

中国紫砂审美史:暨宜兴紫砂名家谱 堵江华著 978-7-5001-4584-4 中译出版社

宋慈大传 王宏甲著 978-7-5001-4620-9 中译出版社

百万英镑: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美)马克·吐温[著] 978-7-5001-4756-5 中译出版社

全民诗经之·国风气象 时光读书会[编著] 978-7-5001-4924-8 中译出版社

看不见的尽头还有爱 庄大军著 978-7-5002-5711-0 中国盲文出版社

思维的乐趣 王小波著 978-7-5002-5818-6 中国盲文出版社

阳光一点 史光柱著 978-7-5002-6120-9 中国盲文出版社

星星树 史光柱著 978-7-5002-6285-5 中国盲文出版社

明史 许大龄著 978-7-5002-6391-3 中国盲文出版社

唐史 胡如雷著 978-7-5002-6393-7 中国盲文出版社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李昕著 978-7-5002-6430-9 中国盲文出版社

让我留在你身边 张嘉佳著 978-7-5002-6431-6 中国盲文出版社

诗经选读 须强编注 978-7-5002-6445-3 中国盲文出版社

汉魏六朝文选 邱玉婷, 郭晓康编注 978-7-5002-6450-7 中国盲文出版社

千家诗选读 陆有富编注 978-7-5002-6454-5 中国盲文出版社



唐宋词选读 毛文琦编注 978-7-5002-6455-2 中国盲文出版社

诗词格律 李凯编注 978-7-5002-6467-5 中国盲文出版社

知名专家细说骨科病 张春雨编著 978-7-5002-6472-9 中国盲文出版社

茶经 (唐)陆羽著 978-7-5002-6476-7 中国盲文出版社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三国故事 林汉达编著 978-7-5002-6540-5 中国盲文出版社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春秋故事 林汉达编著 978-7-5002-6541-2 中国盲文出版社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西汉故事 林汉达编著 978-7-5002-6542-9 中国盲文出版社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东汉故事 林汉达编著 978-7-5002-6543-6 中国盲文出版社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战国故事 林汉达编著 978-7-5002-6544-3 中国盲文出版社

浅浅痛, 深深爱:把秘密说给妈妈听 龚莹著 978-7-5002-6809-3 中国盲文出版社

爸爸陪我一起长大 王丹著 978-7-5002-6810-9 中国盲文出版社

慈禧演义 蔡东藩著 978-7-5004-6543-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尔街幽灵:20世纪最伟大投资者的交易智慧 阿瑟·L·辛普森著 978-7-5004-6682-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契丹语研究 孙伯君等著 9.7875E+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沸点制造:中国当红笑星小沈阳的运作密码 彭雅青著 978-7-5004-772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辽金元史学研究 吴凤霞著 9.7875E+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无所属的玫瑰 丁来先著 978-7-5004-8512-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驼峰酋长行动 袁道之, 白莉著 978-7-5004-8533-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每天读一点成功学:让自己离成功近一点 王岩著 978-7-5004-9063-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神探狄仁杰.IV 钱雁秋著 978-7-5004-950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神探狄仁杰.IV 钱雁秋著 978-7-5004-950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鼓浪屿迷巷 黄橙著/摄影 978-7-5004-9648-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
作研究

王静著 978-7-5004-9690-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消费、记忆与叙事:新世纪文学研究 申霞艳著 978-7-5004-9814-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诗人的价值之根 丁来先著 978-7-5004-998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美) 史蒂芬·柯维著 978-7-5006-4903-8 中国青年出版社

信任的速度:一个可以改变一切的力量
(美) 史蒂芬·M·R·柯维, 丽贝卡·R·梅

里尔著
978-7-5006-8287-5 中国青年出版社

乡间大道:中国农村社会改革探索者宫学斌传 夏仁胜著 978-7-5006-8291-2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要学Excel电子表格制作 杰诚文化编著 978-7-5006-8327-8 中国青年出版社

呼兰河传 萧红文 978-7-5006-8342-1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宫廷医学 陈可冀，李春生主编 978-7-5006-8564-7 中国青年出版社



领导力21法则:10周年纪念版 (美) 约翰·麦克斯韦尔著 978-7-5006-9106-8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业火琉砂.Ⅰ 苏天著 978-7-5006-9184-6 中国青年出版社

西行猎色:陕甘宁行走必达的旅游目的地 杨沐春涓著 978-7-5006-9237-9 中国青年出版社

清末风云.上册 单田芳著 978-7-5008-5702-0 中国工人出版社

清末风云.下册 单田芳著 978-7-5008-5702-0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医疗保险小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008-5816-4 中国工人出版社

生育、失业保险小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008-5817-1 中国工人出版社

休息休假小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008-5820-1 中国工人出版社

母亲邵华 毛新宇著 978-7-5008-5874-4 中国工人出版社

基层工会选举工作实用手册 孟未编著 978-7-5008-5918-5 中国工人出版社

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社会 梁晓声著 978-7-5008-5981-9 中国工人出版社

能源新丝路:中缅管道建设实录 赵建中著 978-7-5008-5983-3 中国工人出版社

胡志明 张训常著 978-7-5008-6012-9 中国工人出版社

蒋介石传 何虎生著 978-7-5008-6086-0 中国工人出版社

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文艺 梁晓声著 978-7-5008-6091-4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国学常识 曹伯韩著 978-7-5008-6151-5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著 978-7-5008-6155-3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国家搜救:寻找MH370 于宛尼著 978-7-5008-6197-3 中国工人出版社

工会伴你行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008-6203-1 中国工人出版社

礼养和:礼之为用和为贵 苏木禄编著 978-7-5008-6204-8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机关工会工作暂行条例》学习问答 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编著 978-7-5008-6260-4 中国工人出版社

共和国震撼镜头:看得见的历史 北京日报《纪事》采写组著 978-7-5008-6278-9 中国工人出版社

宋朝果然很有料.第二卷 张晓珉著 978-7-5008-6283-3 中国工人出版社

坐标:劳动者的足迹与荣光 北京市总工会编 978-7-5008-6293-2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四爷很忙:纪连海辣评雍正帝 纪连海著 978-7-5008-6294-9 中国工人出版社

哲学是一种信仰:冯友兰谈人生与理想 冯友兰著 978-7-5008-6295-6 中国工人出版社

躲不过的尘障:朱光潜谈美与人生 朱光潜著 978-7-5008-6297-0 中国工人出版社

操控:我所经历的IPO和上市公司内幕 亦从容著 978-7-5008-6298-7 中国工人出版社

我在故宫当“侍卫”:听警犬队队长讲述故宫
段子

常文博著 978-7-5008-6300-7 中国工人出版社

做自己的护花使者:女性自我防护手册 王树民主编 978-7-5008-6307-6 中国工人出版社

蝴蝶 刘慈欣著 978-7-5008-6312-0 中国工人出版社

转型闯关:“十三五”：结构性改革历史挑战 迟福林主编 978-7-5008-6316-8 中国工人出版社

职工职业健康通用教材 孟燕华, 石晶, 丁翠编著 978-7-5008-6355-7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不觉欢喜 真是欢喜 顾随著 978-7-5008-6389-2 中国工人出版社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著 978-7-5008-6454-7 中国工人出版社

黑鸟 野莽著 978-7-5008-6455-4 中国工人出版社

春桃 许地山著 978-7-5008-6457-8 中国工人出版社

战国策 (西汉)刘向编撰 978-7-5008-6476-9 中国工人出版社

资治通鉴 (北宋)司马光著 978-7-5008-6482-0 中国工人出版社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清)吴调侯编著 978-7-5008-6486-8 中国工人出版社

徐霞客游记 (明) 徐霞客著 978-7-5008-6492-9 中国工人出版社

容忍与自由 胡适著 978-7-5008-6503-2 中国工人出版社

洗牌 罗锐著 978-7-5008-6513-1 中国工人出版社

历代战争全档案 胡杨著 978-7-5008-6516-2 中国工人出版社

消逝古国全档案 胡杨著 978-7-5008-6517-9 中国工人出版社

历代悬案全档案 胡杨著 978-7-5008-6518-6 中国工人出版社

旧制度与大革命:全新插图普及本 (法)托克维尔著 978-7-5008-6538-4 中国工人出版社

体操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审定 978-7-5009-0332-1 人民体育出版社

太极拳全书 本社编 978-7-5009-1187-6 人民体育出版社

球类运动 体育运动学校《球类运动》教材编写组 978-7-5009-1596-6 人民体育出版社

现代足球 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 978-7-5009-1971-1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保健学 主编姚鸿恩 978-7-5009-2047-2 人民体育出版社

乒乓球旋转的技巧 张博, 詹丽来编著 978-7-5009-2077-9 人民体育出版社

信鸽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978-7-5009-2246-9 人民体育出版社

羽毛球技术入门图解 (日)竹俣明著 978-7-5009-2494-4 人民体育出版社

乒乓球教学与训练 主编刘建和 978-7-5009-2663-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学校体育学:简编本 周登嵩主编 978-7-5009-2815-7 人民体育出版社

运动生理学实验指导 孙飙主编 978-7-5009-2848-5 人民体育出版社

篮球竞赛规则裁判方法问答 曹国义编著 978-7-5009-2860-7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科研方法概论 杨世勇主编 978-7-5009-2864-5 人民体育出版社

运动人体机能实验学 主编黄海 978-7-5009-3030-3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传统体育养生学 978-7-5009-3061-7 人民体育出版社

象棋国手决胜妙局 阎文清编著 978-7-5009-3080-8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二百问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978-7-5009-3086-0 人民体育出版社

篮球运动教程 孙民治主编 978-7-5009-3100-3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际象棋经典杀王 李文良, 高志茜, 姚振章著 978-7-5009-3125-6 人民体育出版社



论篮球防守:提高防守能力的要点、技术和练
习

(美) 赫伯·布朗著 978-7-5009-3141-6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郑旗主编 978-7-5009-3257-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教材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978-7-5009-3270-3 人民体育出版社

青少年网球教与练 美国运动教育计划 (项目组) 著 978-7-5009-3282-6 人民体育出版社

田径运动教程 张贵敏主编 978-7-5009-3289-5 人民体育出版社

波利泰里尼网球手册:跟网坛“教父”学网球 (美) 尼克·波利泰里尼著 978-7-5009-3316-8 人民体育出版社

自卫术:私人防卫的最佳指导
(美) 约翰·帕金斯, 艾尔·瑞登豪尔, 马特

·考夫斯基编著
978-7-5009-3403-5 人民体育出版社

五星篮球教练员手册
(美) 李·克莱因, 马特·马歇罗, 凯文·皮

高特编
978-7-5009-3500-1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炮对三步虎 金启昌, 启生, 凡逊编著 978-7-5009-3514-8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传播学 肖焕禹著 978-7-5009-3536-0 人民体育出版社

兵不厌诈:围棋中的深奥棋理 刘乾胜, 吴江明, 王刃编著 978-7-5009-3579-7 人民体育出版社

羽毛球技、战术训练与运用 林建成编著 978-7-5009-3585-8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项目竞赛规则汇编 本社编 978-7-5009-3590-2 人民体育出版社

板球基础教程 刘静民主编 978-7-5009-3641-1 人民体育出版社

新课程理念与体育说课 周志雄, 周云, 李海燕著 978-7-5009-3642-8 人民体育出版社

易化牵伸术:简便易学的PNF牵伸及力量训练 (澳) 罗伯特·E.麦卡蒂, 杰夫·沙兰德著 978-7-5009-3647-3 人民体育出版社

野营指南:户外野营必读 (澳) 鲍勃·贝蒂著 978-7-5009-3648-0 人民体育出版社

全场紧逼防守 曹冬著 978-7-5009-3656-5 人民体育出版社

足球竞赛规则问题解答 谭海, 陆俊, 刘铁军著 978-7-5009-3661-9 人民体育出版社

高级运动营养学 (美) 丹·贝纳多特著 978-7-5009-3663-3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实践与学生健康 郝光安总主编 978-7-5009-3668-8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名师的教学智慧 周登嵩，李林主编 978-7-5009-3673-2 人民体育出版社

桥牌高级教程 荆歌主编 978-7-5009-3684-8 人民体育出版社

桥牌初级教程 荆歌主编 978-7-5009-3685-5 人民体育出版社

桥牌中级教程 荆歌主编 978-7-5009-3686-2 人民体育出版社

田径场地设施标准手册:2008年版,设计、建
造、设备和保养的指导和建议

978-7-5009-3687-9 人民体育出版社

全国中小学体育名师教学集锦,运动训练 周登嵩, 李林主编 978-7-5009-3701-2 人民体育出版社

全国中小学体育名师教学集锦,高中组 周登嵩, 李林主编 978-7-5009-3701-2 人民体育出版社

门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09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编著 978-7-5009-3705-0 人民体育出版社

五九炮对屏风马 金启昌, 启生, 凡逊编著 978-7-5009-3707-4 人民体育出版社



脚斗士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09 978-7-5009-3708-1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围棋知识 程晓流编著 978-7-5009-3709-8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际跳棋知识 刘乃刚, 孙连成编著 978-7-5009-3710-4 人民体育出版社

桥牌知识 周飞卫编著 978-7-5009-3711-1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际象棋知识 林峰编著 978-7-5009-3713-5 人民体育出版社

五子棋知识 仇庆生, 张铁良编著 978-7-5009-3715-9 人民体育出版社

篮球裁判训练营:篮球裁判晋级必读 闫育东, 赵晶编著 978-7-5009-3719-7 人民体育出版社

篮球体能训练 美国NBA体能教练员协会著 978-7-5009-3722-7 人民体育出版社

排球竞赛规则:2009-2012 978-7-5009-3734-0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职业体育评述 鲍明晓著 978-7-5009-3754-8 人民体育出版社

越野行走 姚新新主编 978-7-5009-3758-6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马王堆导引术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978-7-5009-3769-2 人民体育出版社

攀岩 (英) 奈杰尔·谢泼德著 978-7-5009-3774-6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公共服务:内涵、目标及运行机制 樊炳有, 高军著 978-7-5009-3781-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大舞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978-7-5009-3786-9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978-7-5009-3789-0 人民体育出版社

运动人体科学实验原理与方法 李洁, 段海俊主编 978-7-5009-3802-6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建筑环境与设备 王晓昌，肖勇强, 熊家晴主编 978-7-5009-3811-8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场馆自动化管理 赵煌, 李福军主编 978-7-5009-3812-5 人民体育出版社

散打防守反击宝典,拳法 王森著 978-7-5009-3815-6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围棋初级教程习题集 宋光伟著 978-7-5009-3817-0 人民体育出版社

塑胶面层运动场地建设与保养指南 孙大元著 978-7-5009-3824-8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管理学:原理与方法 王德炜主编 978-7-5009-3831-6 人民体育出版社

秘谱剑客:围棋技术情报解密 刘乾胜, 廖水明, 帅业能编著 978-7-5009-3837-8 人民体育出版社

教你下围棋.下册,入段篇 王元主编 978-7-5009-3841-5 人民体育出版社

教你下围棋.中册,入段篇 王元主编 978-7-5009-3842-2 人民体育出版社

教你下围棋.上册,入段篇 王元主编 978-7-5009-3845-3 人民体育出版社

陈式太极拳内功心法 王永其著 978-7-5009-3849-1 人民体育出版社

吴清源与韩国流:创造力之比较 马诤编著 978-7-5009-3855-2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炮对反宫马 金启昌, 杨仕俊, 凡逊编著 978-7-5009-3881-1 人民体育出版社

蹦床运动技术的研究 李东建著 978-7-5009-3890-3 人民体育出版社

网球双打战术训练手册 周海雄, 金春林, 白真编著 978-7-5009-3899-6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际足联草根足球培训手册:中文版 国际足联编著 978-7-5009-3914-6 人民体育出版社



太极拳推手奥秘 张耀忠, 张林编著 978-7-5009-3916-0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男篮备战奥运会训练方法选编 978-7-5009-3935-1 人民体育出版社

马术 郑国上编著 978-7-5009-3946-7 人民体育出版社

肌肉力量基础训练 (日) 有贺诚司著 978-7-5009-3958-0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世界冠军教单板:从零开始学习单板滑雪 王葆衡, 王石安著 978-7-5009-3959-7 人民体育出版社

田径裁判员培训教程 庄永达, 郑建岳主编 978-7-5009-3962-7 人民体育出版社

运动生物化学实验 翁锡全, 林文弢, 曹建民主编 978-7-5009-3984-9 人民体育出版社

陈式太极拳老架一路意气势练习及用法 安在峰编著 978-7-5009-3989-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际跳棋战术组合,64格俄罗斯规则 杨永, 常忠宪, 张坦编著 978-7-5009-4000-5 人民体育出版社

羽毛球运动理论与实践 肖杰主编 978-7-5009-4005-0 人民体育出版社

武术实用擒拿大全 安在峰编著 978-7-5009-4007-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力量晨练 (美) 安妮特·朗著 978-7-5009-4011-1 人民体育出版社

伦巴技术理论方法图解分析 习寿华著 978-7-5009-4014-2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图解中国跤 李宝如主编 978-7-5009-4015-9 人民体育出版社

陈式太极拳小架六十四式探微 刘正红, 刘志兰编著 978-7-5009-4022-7 人民体育出版社

篮球中锋位置技术与训练 (美) 皮特·纽维尔, 斯文·奈特著 978-7-5009-4030-2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赛事事前评估 张林, 黄海燕著 978-7-5009-4032-6 人民体育出版社

早期形意拳的基本功法修炼 武世俊著 978-7-5009-4038-8 人民体育出版社

滑雪 (英) 沃伦·史密斯著 978-7-5009-4041-8 人民体育出版社

田径竞赛规则与裁判法问答 沈纯德, 陈波编著 978-7-5009-4048-7 人民体育出版社

网球 (英) 拉尔夫·弗里切特贝尔著 978-7-5009-4066-1 人民体育出版社

竞技参赛学 田麦久, 熊焰主编 978-7-5009-4075-3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统计学 主编权德庆 978-7-5009-4079-1 人民体育出版社

游泳课堂 谢伦立, 刘振卿主编 978-7-5009-4094-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全民健身路径”锻炼指南 国家体育总局编 978-7-5009-4095-1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际舞龙南狮北狮竞赛规则、裁判法 978-7-5009-4096-8 人民体育出版社

室内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2011/2012 978-7-5009-4101-9 人民体育出版社

名局荟萃 高军飞编著 978-7-5009-4106-4 人民体育出版社

第九套广播体操手册 国家体育总局编 978-7-5009-4109-5 人民体育出版社

现代篮球运动 主编张培峰, 王小安 978-7-5009-4110-1 人民体育出版社

血脂异常人群健身指南 国家体育总局编 978-7-5009-4114-9 人民体育出版社

第九套广播体操图解 国家体育总局编 978-7-5009-4117-0 人民体育出版社

武术推手 王锋朝, 王燕洁, 王燕清著 978-7-5009-4140-8 人民体育出版社



高尔夫概论 吴亚初主编 978-7-5009-4146-0 人民体育出版社

象棋竞赛规则:2011 (试行) 中国象棋协会审定 978-7-5009-4148-4 人民体育出版社

运动健身指南 国家体育总局编 978-7-5009-4161-3 人民体育出版社

单板滑雪卡宾技术 王葆衡, 包大鹏, 王石安著 978-7-5009-4164-4 人民体育出版社

气功按摩和导引治疗处方 张星一著 978-7-5009-4169-9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测量与评价 袁尽州, 黄海主编 978-7-5009-4183-5 人民体育出版社

高尔夫竞赛组织与规则裁判法 吴亚初, 陈琦主编 978-7-5009-4188-0 人民体育出版社

近代象棋国手名局 徐清祥编著 978-7-5009-4218-4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赛事管理 黄海燕著 978-7-5009-4219-1 人民体育出版社

百格国际跳棋基础理论和技巧 徐家亮编著 978-7-5009-4228-3 人民体育出版社

运动解剖学 徐国栋, 袁琼嘉主编 978-7-5009-4230-6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际象棋战术大全 徐家亮编著 978-7-5009-4237-5 人民体育出版社

纵横牌坛显风流:打麻将超绝技巧 石巅著 978-7-5009-4238-2 人民体育出版社

传统太极拳全书 陈正雷 ... [等] 978-7-5009-4242-9 人民体育出版社

新中国60年象棋中局精选 石秋励 ... [等] 编著 978-7-5009-4246-7 人民体育出版社

太极真谛:中华武术精粹丛书之《名家讲堂》 名家主讲 978-7-5009-4252-8 人民体育出版社

新中国60年象棋排局精选 石秋励 ... [等] 编著 978-7-5009-4253-5 人民体育出版社

网球技术与战术的执教技巧 柯克·安德森著 978-7-5009-4258-0 人民体育出版社

学校体育伤害的法律责任与风险预防 韩勇著 978-7-5009-4260-3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 导引养生功十二法 十
二段锦 马王堆导引术 大舞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978-7-5009-4261-0 人民体育出版社

功夫窍要 龚建新整理 978-7-5009-4276-4 人民体育出版社

传统太极剑全书 978-7-5009-4283-2 人民体育出版社

陈式太极拳实战与养生 陈志强编著 978-7-5009-4285-6 人民体育出版社

栏架组合训练 李建臣主编 978-7-5009-4290-0 人民体育出版社

投掷项目全书:铅球·铁饼·标枪·链球 杰·西尔韦斯特主编 978-7-5009-4299-3 人民体育出版社

剑术运动 蔡龙云著 978-7-5009-4300-6 人民体育出版社

武术运动基本训练 蔡龙云著 978-7-5009-4303-7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魂 陈立基著 978-7-5009-4305-1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与健康实用教程 主编孙汉超 978-7-5009-4308-2 人民体育出版社

陈式太极招式解析 王志著 978-7-5009-4317-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吴清源绝妙好局 马诤编著 978-7-5009-4318-1 人民体育出版社

象棋残局新编:探索棋局六十年.下卷 李中健著 978-7-5009-4325-9 人民体育出版社



象棋残局新编:探索棋局六十年.中卷 李中健著 978-7-5009-4326-6 人民体育出版社

象棋残局新编:探索棋局六十年.上卷 李中健著 978-7-5009-4329-7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游戏 姚维国主编 978-7-5009-4330-3 人民体育出版社

高尔夫球运动教程 王昆仑主编 978-7-5009-4332-7 人民体育出版社

武术散打训练新论 曾于久著 978-7-5009-4334-1 人民体育出版社

咏春拳 黄涛编著 978-7-5009-4338-9 人民体育出版社

青少年健身路径锻炼指导手册 主编李相如 978-7-5009-4342-6 人民体育出版社

五子棋秒杀克星 那威主编 978-7-5009-4350-1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式摔跤运动入门 朱建亮编著 978-7-5009-4357-0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炮流行布局 王荣著 978-7-5009-4362-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际跳棋竞赛工作手册 中国国际跳棋协会审定 978-7-5009-4370-9 人民体育出版社

运动解剖学图谱 顾德明, 缪进昌著 978-7-5009-4381-5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竞赛规则:2012 978-7-5009-4382-2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赛事主题活动运作管理 刘清早著 978-7-5009-4385-3 人民体育出版社

麻将妙谛100题 肖高旺著 978-7-5009-4388-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太极剑 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 978-7-5009-4390-7 人民体育出版社

网球运动教程 刘青主编 978-7-5009-4394-5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与健康理论指导手册 庄永达, 许锁迪主编 978-7-5009-4395-2 人民体育出版社

五六炮对反宫马 方艺, 名言, 张颖编著 978-7-5009-4404-1 人民体育出版社

运动员选材理论与实践 蔡睿, 张一民主编 978-7-5009-4405-8 人民体育出版社

马拉松运动与健康 常芸主编 978-7-5009-4406-5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围棋中盘战略决策 吴新宇著 978-7-5009-4408-9 人民体育出版社

感悟围棋名局决胜之处,战术篇 刘骆生, 刘镛生, 刘月如编著 978-7-5009-4416-4 人民体育出版社

感悟围棋名局决胜之处,战略篇 刘骆生, 刘镛生, 刘月如编著 978-7-5009-4417-1 人民体育出版社

棍术 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 978-7-5009-4421-8 人民体育出版社

武术散打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13 中国武术协会审定 978-7-5009-4422-5 人民体育出版社

长拳 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 978-7-5009-4430-0 人民体育出版社

打造硬汉:型男塑形宝典 郑元凯著 978-7-5009-4434-8 人民体育出版社

陈式太极拳新架二路意气势练习及用法 安在峰编著 978-7-5009-4436-2 人民体育出版社

刀术 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 978-7-5009-4443-0 人民体育出版社

经典钓技 谭佛航著 978-7-5009-4444-7 人民体育出版社

软梯组合训练 李建臣主编 978-7-5009-4451-5 人民体育出版社

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12 978-7-5009-4455-3 人民体育出版社



枪术 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 978-7-5009-4458-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南刀 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 978-7-5009-4459-1 人民体育出版社

剑术 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 978-7-5009-4461-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南棍 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 978-7-5009-4462-1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足球获胜公式 李禹廷著 978-7-5009-4464-5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汇编.2011-2012 国家体育总局编 978-7-5009-4467-6 人民体育出版社

花样台球百例技法分析 978-7-5009-4484-3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际足联室内五人制足球教练员手册 国际足联编著 978-7-5009-4496-6 人民体育出版社

篮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问答 杨茂功, 由世梁, 崔鲁祥编著 978-7-5009-4501-7 人民体育出版社

篮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问答:2014 杨茂功, 由世梁, 崔鲁祥编著 978-7-5009-4501-7 人民体育出版社

网球竞赛规则.2013 中国网球协会审定 978-7-5009-4503-1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旅游概论 柳伯力主编 978-7-5009-4516-1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举重运动教程 杨世勇主编 978-7-5009-4519-2 人民体育出版社

足球竞赛规则分析与裁判法 978-7-5009-4523-9 人民体育出版社

超级羽毛球技术 (日) 田儿贤一著 978-7-5009-4528-4 人民体育出版社

竞技跆拳道训练 曾于久著 978-7-5009-4536-9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炮进三兵对屏风马 张志敏编著 978-7-5009-4542-0 人民体育出版社

象棋成名局赏析 张丰编著 978-7-5009-4550-5 人民体育出版社

学练瑜伽 谢丽娜著 978-7-5009-4558-1 人民体育出版社

大师对决:吴清源与木谷实 马诤编著 978-7-5009-4567-3 人民体育出版社

游泳Step教法 丛宁丽主编 978-7-5009-4570-3 人民体育出版社

花样滑冰 王树本著 978-7-5009-4573-4 人民体育出版社

瑜伽体位导引 荣明 ... [等] 著 978-7-5009-4584-0 人民体育出版社

我们来学曲棍球 (德) 凯瑟琳·巴特, 卢兹·诺曼著 978-7-5009-4589-5 人民体育出版社

沙滩排球竞赛规则.2013 中国排球协会译定 978-7-5009-4613-7 人民体育出版社

足球竞赛规则.2013/2014 中国足球协会审定 978-7-5009-4619-9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桥牌竞赛规则:2013 中国桥牌协会审定 978-7-5009-4626-7 人民体育出版社

高水平竞技选手的科学训练与成功参赛 田麦久主编 978-7-5009-4627-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实用软组织伤病学 李含文主编 978-7-5009-4628-1 人民体育出版社

大众学练太极拳健身要点 吴清璠编著 978-7-5009-4637-3 人民体育出版社

女子抓举技术的测试与研究 王向东, 徐文泉, 刘梦飞主编 978-7-5009-4638-0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信息检索与利用 主编游俊 978-7-5009-4640-3 人民体育出版社

象棋竞赛规则:2011 中国象棋协会审定 978-7-5009-4643-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弹力带组合训练 李建臣, 谭正则主编 978-7-5009-4657-1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八段锦七日练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978-7-5009-4661-8 人民体育出版社

田径竞赛规则:2014-2015 中国田径协会审定 978-7-5009-4663-2 人民体育出版社

竞技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 胡亦海著 978-7-5009-4664-9 人民体育出版社

网球竞赛技术手册 周海雄, 张剑峰, 王凯军等编著 978-7-5009-4669-4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际象棋习题集,入门 安燕龙编著 978-7-5009-4673-1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际象棋习题集,初级 安燕龙编著 978-7-5009-4674-8 人民体育出版社

野外海竿垂钓 吴均林著 978-7-5009-4675-5 人民体育出版社

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国术 牛爱军著 978-7-5009-4676-2 人民体育出版社

游泳竞赛规则.2014-2018 中国游泳协会审定 978-7-5009-4677-9 人民体育出版社

麻将全部听牌类型讲解 石颠著 978-7-5009-4691-5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国际象棋习题集,提高 安燕龙编著 978-7-5009-4692-2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围棋教程.上,官子卷 围棋教程编写组编 978-7-5009-4702-8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围棋教程.下,官子卷 围棋教程编写组编 978-7-5009-4704-2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围棋教程.上,中盘卷 围棋教程编写组编 978-7-5009-4705-9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围棋教程.下,中盘卷 围棋教程编写组编 978-7-5009-4706-6 人民体育出版社

八卦掌汇综 李子鸣著 978-7-5009-4714-1 人民体育出版社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石爱桥主编 978-7-5009-4715-8 人民体育出版社

健身气功,五禽戏七日练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 978-7-5009-4717-2 人民体育出版社

田径竞赛规则与裁判法解析:2014 林松, 张垚编著 978-7-5009-4722-6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围棋训练200题 孙静华编著 978-7-5009-4736-3 人民体育出版社

乒乓球国际竞赛官员手册.2014 中国乒乓球协会编译 978-7-5009-4737-0 人民体育出版社

室内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2014/2015 978-7-5009-4740-0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校园足球指导员培训教程:试行 曾丹, 邓世俊, 耿建华主编 978-7-5009-4779-0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体育场所突发事件应急手册 武汉体育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编 978-7-5009-4780-6 人民体育出版社

太极内丹功 王凤鸣编著 978-7-5009-4846-9 人民体育出版社

颈背疼痛康复手册
(美)文森特·福坦纳斯，(美)大卫·葛金，

(美)罗伯特·沃特金斯著
978-7-5009-4849-0 人民体育出版社

肌肉失衡的评估与治疗:杨达治疗法
(美)菲尔·佩治，(美)克莱尔 C. 弗兰克，

(美)罗伯特·拉德纳著
978-7-5009-4930-5 人民体育出版社

蒙古民族毡庐文化 张彤编著 9.7875E+12 文物出版社

蒙古民族饮食文化 冯雪琴等编著 9.7875E+12 文物出版社

蒙古民族宗教文化 铁达等编著 9.7875E+12 文物出版社



蒙古民族游乐文化 郑宏奎等编著 9.7875E+12 文物出版社

蒙古民族服饰文化 苏婷玲等编著 9.7875E+12 文物出版社

蒙古民族鞍马文化 贺其叶勒图等编著 9.7875E+12 文物出版社

内蒙古辽代壁画 孙建华编著 9.7875E+12 文物出版社

科尔沁文明:南宝力皋吐墓地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9.7875E+12 文物出版社

航空劳作教材.上 梁又铭著 978-7-5010-4345-3 文物出版社

航空劳作教材.下 梁又铭著 978-7-5010-4345-3 文物出版社

从红楼到故宫:郑欣淼文博文集 郑振淼著 978-7-5010-4442-9 文物出版社

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 谢辰生口述 978-7-5010-4577-8 文物出版社

续耳谭 (明)刘忭，(明)沈遴奇，(明)沈儆垣仝撰 978-7-5010-4670-6 文物出版社

为博物馆而设计:中国博物馆协会陈列艺术委
员会论文集

李跃进主编 978-7-5010-4725-3 文物出版社

老舍文论四十四讲 吴小美著 978-7-5010-4761-1 文物出版社

十年考研英语真题全析全解.[2000年-2009年 
2010]

李军主编 978-7-5011-6965-8 新华出版社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学习读本:学习胡
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011-8280-0 新华出版社

与人民健康同行 云秀梅著 978-7-5011-8917-5 新华出版社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党员干部
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011-8956-4 新华出版社

国富国穷 (美) 戴维·S·兰德斯著 978-7-5011-9037-9 新华出版社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主编 978-7-5011-9052-2 新华出版社

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编 978-7-5011-9169-7 新华出版社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著 978-7-5011-9353-0 新华出版社

法治热点问题100问 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组委会办公室编 978-7-5011-9500-8 新华出版社

邓小平访美那九天 陈天璇著 978-7-5011-9783-5 新华出版社

中华孝道故事 李宝库主编 978-7-5012-3551-3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一颗闪耀人伦之光的璀璨明珠 李宝库著 978-7-5012-3753-1 世界知识出版社

让阳光自然播洒:刘有生演讲录 刘有生著 978-7-5012-4046-3 世界知识出版社

幸福人生十八讲 蔡礼旭著 978-7-5012-4069-2 世界知识出版社

通往自我觉醒之路:环境伦理与生态危机及其
出路

刘余莉主编 978-7-5012-4211-5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大学写作 徐雪芹主编 978-7-5012-4328-0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多姿多彩:中国少数民族 杨军, 王冰冰编著 978-7-5012-4357-0 世界知识出版社

正本清源说易经 邵乃读著 978-7-5012-4406-5 世界知识出版社



防暴格斗术训练手册 张根田主编 978-7-5012-4792-9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大学生安全防护手册 张根田主编 978-7-5012-4797-4 世界知识出版社

家庭暴力防范手册 张根田主编 978-7-5012-4815-5 世界知识出版社

性骚扰与强奸防范手册 张根田主编 978-7-5012-4818-6 世界知识出版社

女子防身术应用手册 张根田主编 978-7-5012-4819-3 世界知识出版社

血色姜饼屋 (瑞典)凯琳·季哈森(Garin Gerhardsen)著 978-7-5012-4855-1 世界知识出版社

信息时代:正在变革的世界 洪鼎芝著 978-7-5012-4901-5 世界知识出版社

名流巨星COSPLAY集 青罗扇子，304文化编著 978-7-5012-4975-6 世界知识出版社

坐长凳者:犹太鬼才是如何炼成的 贺雄飞著 978-7-5012-4978-7 世界知识出版社

心理诗诗集 吴华敏，西天山著 978-7-5012-5006-6 世界知识出版社

“婚活”现象的社会学:日本的择偶现状 (日)山田昌弘编著 978-7-5012-5032-5 世界知识出版社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
会论文集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编译 978-7-5012-5047-9 世界知识出版社

秦力真:从抗战老兵到新中国第一代大使 秦小梅主编 978-7-5012-5049-3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一条向西流的河 瞿承平著 978-7-5012-5066-0 世界知识出版社

藏地往事 季明杰著 978-7-5012-5082-0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贵圈:关于娱乐圈的32个真相 腾讯娱乐编 978-7-5012-5093-6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科举地理:金榜题名的历史遗迹 师毅，王文慧，包纪波等编著 978-7-5012-5096-7 世界知识出版社

导演公园:对话拍电影的人 腾讯娱乐编 978-7-5012-5100-1 世界知识出版社

封面人物:娱乐大人物的真实与谎言 腾讯娱乐编 978-7-5012-5103-2 世界知识出版社

风·海·信念 (特多)梁桂兰著 978-7-5012-5106-3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大德敦化:河南敦复书院落实中华传统美德的
真实故事

宵旰，雪晴著 978-7-5012-5109-4 世界知识出版社

基辛格传:他为美国利益代言 沈剑锋编著 978-7-5012-5143-8 世界知识出版社

金桂华外交生涯文集 金桂华著 978-7-5012-5147-6 世界知识出版社

异世流放.3,救援原际部落 易人北著 978-7-5012-5165-0 世界知识出版社

黄金渔场.1,海神之心 全金属弹壳著 978-7-5012-5191-9 世界知识出版社

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光 沈嘉柯著 978-7-5012-5198-8 世界知识出版社

远东星辰 语笑阑珊著 978-7-5012-5201-5 世界知识出版社

折枝 困倚危楼著 978-7-5012-5234-3 世界知识出版社

尘缘 唐歌著 978-7-5012-5247-3 世界知识出版社

给未知的爱情写一封情书 吉良著 978-7-5012-5257-2 世界知识出版社

奋斗成就梦想 胡敏著 978-7-5012-5270-1 世界知识出版社



冷战国际史研究.21 李丹慧主编 978-7-5012-5272-5 世界知识出版社

雅思核心词汇21天速听速记,写作篇 孙彬编著 978-7-5012-5279-4 世界知识出版社

雅思核心词汇21天速听速记,口语篇 王俊然编著 978-7-5012-5280-0 世界知识出版社

读故事记单词,大学英语词汇 胡敏主编 978-7-5012-5281-7 世界知识出版社

儒经“圣经”说 李申选编、标点 978-7-5013-3991-4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英汉-汉英图书馆实用核心词汇 邹秀英, 舒悦编 978-7-5013-4011-8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 陈源蒸，李万健，宋安莉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1世纪图书馆展望:访谈录 吴建中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来新夏等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 蒋元卿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图书编目法 裘开明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事业史 刘少泉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 程焕文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现代书概况 金敏甫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文图书编目法 楼云林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主题法导论 侯汉清，马张华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主题法的理论与标引 刘湘生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乡村巡回文库经营法 赵建勋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吴晞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俄文图书编目法 沈祖荣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农村图书室工作 卢子博，吴正芳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与图书馆论丛 王重民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工作手册 许绵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室管理法 蒋复璁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情报学方法论 王崇德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流通法 俞素味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编目法 何多源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参考论 李钟履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图书购求法 邢云林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学原理 宓浩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学基础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学引论 金恩晖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学概论 吴慰慈,邵 巍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学概论 杜定友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学概论 桑健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学研究与方法 赵云龙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学要旨 刘国钧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定量管理 陈和平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建筑 鲍家声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指南 顾实编纂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文献编目 傅椿徽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简说 蔡莹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管理综论 谭祥金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组织与管理 洪有丰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自动化 袁名敦，耿骞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自动化应用基础 沈迪飞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藏书与目录 陈鸿舜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读者学概论 李希孔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外国图书馆史 杨子竞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小学图书馆概论 卢震京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少年儿童图书馆学概论 郑莉莉，罗友松，王渡江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杜克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怎样利用图书馆 刘久昌，宁国誉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怎样利用大学图书馆 于湖滨，董新华，川中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报刊管理与利用 张厚生，吉士云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文献编目概论 谢宗昭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文献资源共享理论与实践研究 肖希明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文科文献检索 朱建亮[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新中华图书管理学 杜定友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新编图书馆目录 黄俊贵, 罗健雄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比较图书馆学引论 钟守真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民众图书馆学 徐旭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 徐引篪，霍国庆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现代图书馆序说 马宗荣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现代文献编目 王松林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 刘国钧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简明图书馆管理法 吕绍虞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西文文献编目 段明莲，关懿娴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西文文献编目 王作梅，严一桥，孙更新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西方图书馆史 杨威理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西欧图书情报事业 郑挺编译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儿童图书馆学 孟绂, 沈岩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参考服务概论 刘圣梅, 沈固朝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分类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分类》编写组编
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分类学 周继良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分类学 白国应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分类法 皮高品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 孙毓修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古籍编目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学 杨昭悊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学 李小缘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学导论 黄宗忠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现代化技术 黄万新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现代技术 刘荣 ... [等] 编 978-7-5013-4297-6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馆目录 李纪有, 沈迪飞, 余惠芳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目录 刘国钧, 陈绍业, 王凤翥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管理学纲要 于鸣镝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藏书:补充、组织、控制与协调 吴慰慈, 刘兹恒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馆读者工作教程 张树华, 赵世良, 张涵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宏观图书馆学 陈源蒸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情报检索语言 张琪玉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报刊管理 赵燕群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机关图书馆工作 程长源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比较图书馆学 程伯群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理论图书馆学教程 倪波, 荀昌荣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 汪冰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科技文献检索 赖茂生, 徐克敏等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科技文献检索 陈光祚主编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 沈继武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读者服务的组织与管理 袁琳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连续出版物工作 吴龙涛, 叶奋生编著 978-7-5013-429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
会编

978-7-5013-4393-5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GB/T 3792.3-2009《文献著录 第3部分: 连
续性资源》应用指南

主编申晓娟 978-7-5013-4606-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GB/T 3792.4-2009《文献著录 第4部分: 非
书资料》应用指南

段明莲, 杨洪波, 刘小玲编著 978-7-5013-4646-2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GB/T 3792.9-2009《文献著录 第9部分: 电
子资源》应用指南

杨慧, 刘峥编著 978-7-5013-4681-3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GB/T 3792.2-2006《普通图书著录规则》应
用指南

胡广翔编著 978-7-5013-4682-0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使用手册 978-7-5013-4723-0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2011统一版 顾犇翻译 978-7-5013-4740-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GB/T 22466-2008《索引编制规则 (总则) 》
应用指南

主编温国强 978-7-5013-4792-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期刊分类表 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
会编

978-7-5013-4817-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本 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
会编

978-7-5013-4861-9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 虞坤林编著 978-7-5013-5178-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电子资源MARC21组织法 罗翀等编著 978-7-5013-5194-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南京图书馆民国文献珍本图录 南京图书馆编 978-7-5013-5236-4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史记.1 (汉)司马迁撰 978-7-5013-5383-5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史记.2 (汉)司马迁撰 978-7-5013-5383-5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谭屑》拾馀:晚清驻朝鲜使臣丛札及诗文稿 丁小明编撰 978-7-5013-5390-3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宋书.1 (南朝梁)沈约撰 978-7-5013-5400-9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宋书.2 (南朝梁)沈约撰 978-7-5013-5400-9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撰 978-7-5013-5401-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旧唐书.1 (后晋)刘昫等撰 978-7-5013-5410-8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旧唐书.2 (后晋)刘昫等撰 978-7-5013-5410-8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元史.1 (明)宋濂等撰 978-7-5013-5417-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元史.2 (明)宋濂等撰 978-7-5013-5417-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元史.3 (明)宋濂等撰 978-7-5013-5417-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元史.4 (明)宋濂等撰 978-7-5013-5417-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后汉书.1 (南北朝)范晔撰 978-7-5013-5420-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百衲本后汉书.2 (南北朝)范晔撰 978-7-5013-5420-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慷慨悲壮的江湖传奇 张国风著 978-7-5013-5442-9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七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

组办公室编
978-7-5013-5445-0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海源阁善本叙录 丁延峰著 978-7-5013-5516-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台州科普大讲堂 台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台州市图书馆编 978-7-5013-5546-4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黄色的神祇 黄色的人民 (匈)李盖提·拉约什著 978-7-5013-5559-4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西班牙藏中国古籍书录 杜文彬编著 978-7-5013-5581-5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册府千华:民间珍贵典籍收藏展图录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编 978-7-5013-5640-9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西夏文珍贵典籍史话 史金波著 978-7-5013-5647-8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续藏书纪事诗.上 吴则虞撰 978-7-5013-5808-3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续藏书纪事诗.下 吴则虞撰 978-7-5013-5808-3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 (日)山井鼎撰 978-7-5013-5811-3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太平御览》史话 周生杰著 978-7-5013-5874-8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基层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创新 霍瑞娟, 刘锦山主编 978-7-5013-5879-3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第一辑 曹辛华主编 978-7-5013-5888-5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外文电子资源采访工作指南 宋仁霞主编 978-7-5013-5894-6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新时代，新思维，新挑战:“互联网+”背景
下数字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与创新发展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

《新时代, 新思维, 新挑战——“互联网+”
背景下数字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与创新发展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

978-7-5013-5895-3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续藏书纪事诗.上 吴则虞撰 978-7-5013-5897-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续藏书纪事诗.下 吴则虞撰 978-7-5013-5897-7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法)莫泊桑著 978-7-5014-5079-4 群众出版社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美) 欧·亨利著 978-7-5014-5108-1 群众出版社

当代法医学图谱 刘力主编 978-7-5014-5183-8 群众出版社

当代法医显微病理图谱 余彦耿主编 978-7-5014-5199-9 群众出版社

当代法医临床学图谱 朱虹辉主编 978-7-5014-5200-2 群众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俄罗斯) 契诃夫著 978-7-5014-5225-5 群众出版社

警界往事 王仁桥著 978-7-5014-5288-0 群众出版社

瓷惑 暗香著 978-7-5014-5306-1 群众出版社

网眼 李晓燕著 978-7-5014-5316-0 群众出版社

英国现代离婚制度研究 石雷著 978-7-5014-5324-5 群众出版社

从警春秋 咏楠著 978-7-5014-5369-6 群众出版社

新的冒险 (美)泰德·里卡迪著 978-7-5014-5383-2 群众出版社



不惊慌的雨 朱成玉著 978-7-5014-5391-7 群众出版社

谍海余生记:菲尔比自述 (英)哈罗德·金·菲尔比著 978-7-5014-5400-6 群众出版社

秘密使命 (美)埃利斯·马·札卡里亚斯著 978-7-5014-5405-1 群众出版社

时光会留下褒贬 赵相如著 978-7-5014-5424-2 群众出版社

行吟江湖一声啸 郭兴文著 978-7-5014-5425-9 群众出版社

穿越思维的篱笆 林永芳著 978-7-5014-5426-6 群众出版社

冷眼看红尘 马亚丽著 978-7-5014-5427-3 群众出版社

美丽的麦芒 刘永平著 978-7-5014-5428-0 群众出版社

铁军·亲人:无锡公安协奏曲 李迪著 978-7-5014-5439-6 群众出版社

袁瑰秋诗选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978-7-5014-5442-6 群众出版社

包扎伤口还是包扎刀子 高伟著 978-7-5014-5448-8 群众出版社

袁世凯传:插图本 侯宜杰著 978-7-5014-5449-5 群众出版社

较量 褚坚著 978-7-5014-5463-1 群众出版社

亚隆团体咨询技术矫治顽危服刑人员实务 邵晓顺，蒋小霞著 978-7-5014-5478-5 群众出版社

三十九级台阶 (英)约翰·巴肯著 978-7-5014-5480-8 群众出版社

道与物:《老子》通微.上 杨占光著 978-7-5014-5483-9 群众出版社

道与物:《老子》通微.下 杨占光著 978-7-5014-5483-9 群众出版社

法治文化与廉政建设:反腐败的沉思及对策 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编 978-7-5014-5508-9 群众出版社

海明威短篇小说精选 (美)海明威著 978-7-5014-5523-2 群众出版社

秘密,散文诗歌卷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978-7-5014-5551-5 群众出版社

写意人生 张明著 978-7-5014-5583-6 群众出版社

应聘成败:求职典型案例评析 童天, 刘跃雄著 978-7-5015-5456-0 知识出版社

琉璃美人煞.上卷 十四郎[著] 978-7-5015-7562-6 知识出版社

琉璃美人煞.中卷 十四郎[著] 978-7-5015-8322-5 知识出版社

琉璃美人煞.下卷 十四郎[著] 978-7-5015-8364-5 知识出版社

全球进化.2,苍穹之手 天九著 978-7-5015-8465-9 知识出版社

风鸣大陆.2,重获新生 缘分0著 978-7-5015-8526-7 知识出版社

全球进化.5,生命礼赞 天九著 978-7-5015-8610-3 知识出版社

悄悄地走 洪奇敏著 978-7-5015-8686-8 知识出版社

风鸣大陆.4,漫漫征途 缘分0著 978-7-5015-8749-0 知识出版社

晴空 奈奈著 978-7-5015-8764-3 知识出版社

恋爱中的废柴君 猫小白著 978-7-5015-8778-0 知识出版社

记忆会记得 锦年著 978-7-5015-8800-8 知识出版社



用一辈子，说我爱你 夏桐著 978-7-5015-8812-1 知识出版社

恋人血族馆 米米拉著 978-7-5015-8814-5 知识出版社

那怪物真帅 艾可乐著 978-7-5015-8822-0 知识出版社

恋音馆爱发声 莎乐美著 978-7-5015-8893-0 知识出版社

有你的年少时光 西小洛著 978-7-5015-8894-7 知识出版社

一眼万年 安晴著 978-7-5015-8897-8 知识出版社

爱你就要甜着你 夏桐著 978-7-5015-8918-0 知识出版社

爱有佳音 夏桐著 978-7-5015-8933-3 知识出版社

蜜糖色告白 凉桃著 978-7-5015-8936-4 知识出版社

亲爱的小孩 奈奈著 978-7-5015-8937-1 知识出版社

混沌少女 张三疯原著 978-7-5015-8938-8 知识出版社

朝梦双子星 松小果著 978-7-5015-8939-5 知识出版社

完美的背后 高安侠著 978-7-5015-8982-1 知识出版社

古韵悠悠桃花源 郑荣来著 978-7-5015-8983-8 知识出版社

寻梦塞纳河 剑钧著 978-7-5015-8984-5 知识出版社

稻田的等鸟 钱国丹著 978-7-5015-8985-2 知识出版社

逝去的故乡桃花 张杰著 978-7-5015-8986-9 知识出版社

彩云新天遇有时 杨昌群著 978-7-5015-8987-6 知识出版社

此情可待成追忆 阿滢著 978-7-5015-8988-3 知识出版社

母爱是盏灯 陈秀荣著 978-7-5015-8989-0 知识出版社

雪花为谁而落 于向阳著 978-7-5015-8990-6 知识出版社

没有围墙的大学 孟久成著 978-7-5015-8991-3 知识出版社

千江有水千江月 张璋著 978-7-5015-8992-0 知识出版社

忘不了那栋蓝房子 孟久成著 978-7-5015-8993-7 知识出版社

心灵的印记 相裕亭著 978-7-5015-8994-4 知识出版社

遥远的炊烟 黄荣才著 978-7-5015-8995-1 知识出版社

灵魂的指向 卢江良著 978-7-5015-8996-8 知识出版社

镜子里的时光 沙爽著 978-7-5015-8997-5 知识出版社

处处飘满茶香的山村 卢一心著 978-7-5015-8998-2 知识出版社

风中的丁香花 李岩著 978-7-5015-8999-9 知识出版社

为了逝去的青春 闵凡利著 978-7-5015-9000-1 知识出版社

绿叶对根的怀念 瑞娴著 978-7-5015-9001-8 知识出版社

花音美梦镜 喵哆哆著 978-7-5015-9052-0 知识出版社



遇见你的小小幸运 希雅著 978-7-5015-9053-7 知识出版社

青空之鸟 西小洛著 978-7-5015-9075-9 知识出版社

月光是我的谎言 宅小花著 978-7-5015-9076-6 知识出版社

美颜怦怦J计划 松小果著 978-7-5015-9081-0 知识出版社

金融怪杰:对话华尔街的传奇交易员 (美) 杰克·施瓦格著 978-7-5017-9015-9 中国经济出版社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历年真题精解
公务员录用考试教材编写中心，公务员录用

考试命题研究中心编写
978-7-5017-9387-7 中国经济出版社

扮美租屋 北京《瑞丽》杂志社编 978-7-5019-6153-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灵救护箱:疲惫人生的心灵鸡汤 (韩) 南仁淑著 978-7-5019-6439-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不要当金融机构的冤大头!:个人理财练习50
题

(日) 吉本佳生著 978-7-5019-6448-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 (美) David R. Shaffer, Katherine Kipp
著

978-7-5019-6926-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理咨询与治疗经典案例 (美)Gerald Corey著 978-7-5019-7313-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及实践 (美) Gerald Corey著 978-7-5019-7366-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凤翔泥塑 陈淑娇，张逢梅编著 978-7-5019-7479-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职场水晶鞋 徐筠著 978-7-5019-7781-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沙游治疗:心理治疗师实践手册
(美)Barbara Labovitz Boik，(美)E. Anna 

Goodwin著
978-7-5019-8539-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存在主义心理咨询 (英)Emmy van Deurzen著 978-7-5019-8590-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老年痴呆症的音乐治疗 (英) David Aldridge主编 978-7-5019-9039-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给新一代治疗师及其病
人的公开信

(美)Irvin D. Yalom著 978-7-5019-9255-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理学导论:思想与行为的认识之路 (美)Dennis Coon，(美)John O. Mitterer
著

978-7-5019-9346-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粮油及其制品检验 翟爱华，王长远主编 978-7-5019-9462-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主体间性心理治疗:当代精神分析的新成就 (美) Peter Buirski, Pamela Haglund著 978-7-5019-9463-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理治疗实战录 (美) Michael Franz Basch著 978-7-5019-9468-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理治疗中的依恋:从养育到治愈，从理论到
实践

David J. Wallin著 978-7-5019-9469-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走出抑郁:让药物和心理治疗更有效 (美) Richard O`Coner著 978-7-5019-9475-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南红玛瑙收藏与鉴赏 韩龙著 978-7-5019-9495-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张奉春教你痛风就该这样吃 张奉春主编 978-7-5019-9572-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理咨询面谈技术
(美)John Sommers-Flanagan，(美)Rita 

Sommers-Flanagan著
978-7-5019-9575-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三高吃什么宜忌速查 马方主编 978-7-5019-9581-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食品分子生物学 宁正祥主编 978-7-5019-9669-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寻求安全: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物质滥用治疗手
册

(美) Lisa M. Najavits著 978-7-5019-9763-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豆浆、米糊、果蔬汁养生速查全书 刘建平编著 978-7-5019-9802-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精神分析案例解析 (美) Nancy McWilliams主编 978-7-5019-9895-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理治疗中的改变:一个整合的范式 (美) 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编著 978-7-5019-9937-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心理治疗中的首次访谈 (美) Susan Lukas著 978-7-5019-9938-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精神分析导论
(英)Jane Milton，(英)Caroline 
Polmear，(英)Julia Fabricius著

978-7-5019-9974-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罗杰斯心理治疗:经典个案及专家点评
(美) Barry A. Farber, Debora C. Brink, 

Patricia M. Raskin主编
978-7-5019-9978-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抑郁和焦虑障碍的治疗计划与干预方法
(美) Robert L. Leahy, Stephen J. 

Holland, Lata K. McGinn著
978-7-5019-9985-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思想等待思想者:比昂的临床思想 (澳) Joan, Neville Symington著 978-7-5019-9986-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精神分析治疗:实践指导 (美)Nancy McWilliams著 978-7-5019-9991-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中国百名专家论安全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组织编写 978-7-5020-3275-3 煤炭工业出版社

道德经全集 毛佩琦，徐昌强主编 978-7-5020-4698-9 煤炭工业出版社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全集 毛佩琦，徐昌强主编 978-7-5020-4716-0 煤炭工业出版社

暗示心理学 张弛编著 978-7-5020-4793-1 煤炭工业出版社

如果爱可以画出声音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46-1 煤炭工业出版社

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48-5 煤炭工业出版社

从伤感到月亮的距离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51-5 煤炭工业出版社

在心墙上种一朵百合花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52-2 煤炭工业出版社

当你发现世界并不如想象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53-9 煤炭工业出版社

牵着蜗牛去散步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54-6 煤炭工业出版社

每一种成长都曾与寒冷为邻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55-3 煤炭工业出版社

接纳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58-4 煤炭工业出版社

爱就是不断地忘却和遇见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59-1 煤炭工业出版社

你不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60-7 煤炭工业出版社

那些暖，无声流淌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61-4 煤炭工业出版社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动情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62-1 煤炭工业出版社

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温暖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63-8 煤炭工业出版社

让生活浓烈地爱上你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64-5 煤炭工业出版社

那些年我们独自走过的路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85-0 煤炭工业出版社

藏在心底的那一抹柔软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87-4 煤炭工业出版社

每一颗心灵都是星星 陈晓辉，一路开花主编 978-7-5020-4988-1 煤炭工业出版社



卡耐基魅力口才与沟通艺术 (美) 卡耐基著 978-7-5020-5010-8 煤炭工业出版社

西藏是毒也是解药:骑行西藏的28天朝圣之旅 梅里著 978-7-5020-5039-9 煤炭工业出版社

马克·吐温小说集 (美)马克·吐温著 978-7-5020-5047-4 煤炭工业出版社

失乐园 (英)弥尔顿著 978-7-5020-5051-1 煤炭工业出版社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斯托夫人著 978-7-5020-5054-2 煤炭工业出版社

莫泊桑小说集 (法)莫泊桑著 978-7-5020-5082-5 煤炭工业出版社

母亲 (苏)高尔基著 978-7-5020-5086-3 煤炭工业出版社

莎士比亚喜剧集 (英)莎士比亚著 978-7-5020-5089-4 煤炭工业出版社

莎士比亚悲剧集 (英)莎士比亚著 978-7-5020-5135-8 煤炭工业出版社

美国，另一种生活 孟悟著 978-7-5020-5138-9 煤炭工业出版社

羊脂球 (法)莫泊桑著 978-7-5020-5139-6 煤炭工业出版社

行为安全管理中的数学模型及应用 主编张江石 978-7-5020-5144-0 煤炭工业出版社

宽容 (美)房龙著 978-7-5020-5159-4 煤炭工业出版社

隐秘心理学:揭秘我们身边的那些很怪很怪的
怪异行为

袁飞著 978-7-5020-5180-8 煤炭工业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 林晓丹主编 978-7-5020-5189-1 煤炭工业出版社

世界哲学史 尹丽莉著 978-7-5020-5190-7 煤炭工业出版社

时光不会辜负每个努力的好姑娘 一一著 978-7-5020-5216-4 煤炭工业出版社

掌声总在成功后 陈鲁民著 978-7-5020-5231-7 煤炭工业出版社

把生活过成最美的诗句 叶浅韵著 978-7-5020-5232-4 煤炭工业出版社

不可放弃的努力 蒋光宇著 978-7-5020-5233-1 煤炭工业出版社

行走在路上的身体和灵魂 王飙著 978-7-5020-5234-8 煤炭工业出版社

青春似酒 余红著 978-7-5020-5235-5 煤炭工业出版社

倾我一生一世念:纳兰容若的情与词 水之湄著 978-7-5020-5270-6 煤炭工业出版社

三字经说什么 汪孝杰编著 978-7-5020-5478-6 煤炭工业出版社

影响中国人的历史潜规则全集 宿春礼，邢群麟编著 978-7-5021-6532-1 石油工业出版社

狼性执行:企业如何打造卓越执行力 李睿编著 978-7-5021-7771-3 石油工业出版社

矿业视频图像目标识别与分割 张国英, 沙芸著 978-7-5021-7778-2 石油工业出版社

英语新手从ABC到流利英语 陈晓苷主编 978-7-5021-7973-1 石油工业出版社

考研英语阅读题源.Ⅱ,经济学家 江涛主编 978-7-5021-8145-1 石油工业出版社

考研英语阅读题源.Ⅱ,时代周刊分册 江涛主编 978-7-5021-8146-8 石油工业出版社

考研英语阅读题源.Ⅱ,新闻周刊分册 主编江涛 978-7-5021-8148-2 石油工业出版社

胜利油田技术检测中心志:1991—2010 王同义，师祥洪主编 978-7-5021-8205-2 石油工业出版社



世界起源 (英)汉默顿主编 978-7-5021-9836-7 石油工业出版社

六级考试核心考点精确打击 王迈迈主编 978-7-5022-3825-4 原子能出版社

考研英语看阅读背单词.2008 主编 康建刚, 唐启明 978-7-5022-3860-5 原子能出版社

考研政治早知道:核心知识精粹及典型真题 主编 李海洋, 齐鹏飞 978-7-5022-3877-3 原子能出版社

考研西医综合辅导讲义:2009 贺银成编著 978-7-5022-3884-1 原子能出版社

考研数学历年真题精析.3,数学 主编 蔡子华 978-7-5022-3892-6 原子能出版社

2008考研政治精选实用教程: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原理

主编 徐之明 978-7-5022-3966-4 原子能出版社

2008考研政治形式与政策:理论热点剖析及命
题预测

主编 齐鹏飞 978-7-5022-4013-4 原子能出版社

2008考研政治大串讲讲义 编著 李海洋 ... [等] 978-7-5022-4044-8 原子能出版社

徐之明考研政治考前20天核心预测 主编徐之明 978-7-5022-4045-5 原子能出版社

2009考研英语三层递进攻克阅读理解 主编徐绽 978-7-5022-4106-3 原子能出版社

形势与政策全集暨相关分析题预测 主编徐之明 978-7-5022-4259-6 原子能出版社

电离辐射、环境与人体健康 邓晓钦，帅震清编著 978-7-5022-6787-2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探索 李坪著 978-7-5022-6999-9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外科临床及护理 苏丽萍，苏维敏，付征主编 978-7-5022-7197-8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腹部及浅表器官 主编张缙熙, 姜颖 978-7-5023-6647-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比较神经影像学 李坤成主编 978-7-5023-6696-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李乃卿主编 978-7-5023-6715-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治消化病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李晨, 范尧夫 978-7-5023-6833-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治皮肤病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黄秋红 978-7-5023-6853-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普通外科疾病临床诊断与治疗方案 主编王深明 978-7-5023-6928-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药物治疗与合理用药 主编刘世明, 陈敏生, 罗健东 978-7-5023-7046-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 主编宫晓燕 978-7-5023-7124-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医临床学 主编冷向阳, 曹世奎 978-7-5023-7137-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针灸推拿学 王富春，宋柏林主编 978-7-5023-7139-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压疮护理 主编韩斌如,王欣然 978-7-5023-7167-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医经典选读 刘宏岩，苏颖主编 978-7-5023-7172-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儿童疾病防治专家讲座 主编祝益民, 成美娟 978-7-5023-7175-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神经内科医师门诊决策 主编赵振环 978-7-5023-7177-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文献引用学 主编王恩彤, 尹伊俐 978-7-5023-7193-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男性生殖系疾病超声诊断与介入治疗 周永昌，陈亚青主编 978-7-5023-7200-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病理性近视眼眼底改变 主编方严, 石一宁 978-7-5023-7203-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ABX指南: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John G. Bartlett，Paul G. Auwaerter，

Paul A. Pham原著
978-7-5023-7332-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生理学精编笔记与考研指南 主编朱妙章 ... [等] 978-7-5023-7457-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组织胚胎学精编笔记与考研指南 徐晨主编 978-7-5023-7486-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生物化学精编笔记与考研指南 李刚，贺俊崎主编 978-7-5023-7493-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精编笔记与考研指南 李树清，吴伟康主编 978-7-5023-7503-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Ⅱ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7504-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药理学精编笔记与考研指南 李明凯，罗晓星主编 978-7-5023-7593-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临床神经病学.上 周继如主编 978-7-5023-7596-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临床神经病学.下 周继如主编 978-7-5023-7596-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特定（单）病种质量管理手册:3.0版,三级、
二级综合医院分册

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卫生部医院评审评价
项目办公室编

978-7-5023-7598-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人脉是可以设计的 张笑恒主编 978-7-5023-7608-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黄帝内经太素 (唐)杨上善撰注 978-7-5023-7639-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病理学精编笔记与考研指南 王连唐主编 978-7-5023-7642-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外科学精编笔记与考研指南 主编唐冰 ... [等] 978-7-5023-7658-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科技法律法规与政策选编:2009-2011年 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司编 978-7-5023-7659-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解剖学精编笔记与考研指南 潘爱华，易西南主编 978-7-5023-7690-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内科学精编笔记与考研指南 主编周燕斌, 肖海鹏 978-7-5023-7742-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赵刚主编 978-7-5023-7744-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神经外科疾病并发症鉴别诊断与治疗 主编刘智明 978-7-5023-7750-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临床呼吸内科医师速查手册 主编胡红 978-7-5023-7770-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不同体质高血压的自愈方案 李增黉著 978-7-5023-7810-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软医学:中间状态混沌性诊疗理念及模式 丁浩平著 978-7-5023-7857-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城市径流有毒污染物的环境行为 张巍著 978-7-5023-8244-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压力所致损伤:建模、行为观察与干预 江明君著 978-7-5023-8245-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院患者安全目标手册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理局指导卫生部医

院管理研究所编写
978-7-5023-8270-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学博士告诉你：这些病不用去医院 柴小姝著 978-7-5023-8290-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头颈肿瘤学 主编高明 978-7-5023-8407-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腹部超声检查技巧与鉴别诊断 主编林红军, 杨斌 978-7-5023-8635-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国家学位论文资源管理与共享系统研究 贺德方 ... [等] 著 978-7-5023-8700-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水族骨伤医药 胡建山主编 978-7-5023-8716-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治肿瘤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陆培华, 刘晓铭 978-7-5023-8725-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治风湿病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周定华 978-7-5023-8727-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治骨伤病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刘军 978-7-5023-8728-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治内分泌与代谢病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吴燕敏, 杨慧 978-7-5023-8729-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治男人病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庆天衢 978-7-5023-8730-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治呼吸病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王霞, 井昶雯 978-7-5023-8731-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治女人病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郝传铮 978-7-5023-8732-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治小儿病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余中方 978-7-5023-8733-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治心脑血管病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张艳娟, 陈奇琦 978-7-5023-8734-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科学计量学理论与实例 杨良斌著 978-7-5023-8785-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老年病学 主编邹勇 ... [等] 978-7-5023-8824-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精神病专科医疗机构服务与管理指南 谭李红，李强主编 978-7-5023-8885-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Ⅲ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8887-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从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管理:医院管理工具应用
案例集

主编王吉善, 陈晓红 978-7-5023-8919-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血液的病毒灭活与过滤 安万新，于卫建主编 978-7-5023-8972-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精神疾病的分子生物学与遗传研究 陈英编著 978-7-5023-9008-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肾脏病临床集锦:精选病倒100例 主编刘志红 978-7-5023-9019-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秘方全书 周洪范编著 978-7-5023-9027-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Ⅳ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9043-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Ⅰ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9048-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Ⅴ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9051-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Ⅵ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9052-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Ⅶ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9053-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Ⅷ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9054-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Ⅸ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9055-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Ⅹ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9056-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Ⅺ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9057-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Ⅻ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9058-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汉语主题词表.第ⅩⅢ册,工程技术卷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 978-7-5023-9059-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结核病就医指南 主编李亮, 许绍发 978-7-5023-9121-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华医方,内科篇 孙世发主编 978-7-5023-9187-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康复医学工作管理手册 主编陈立早 978-7-5023-9221-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常见慢性疾病基层医生诊疗指导手册 主编龙开超, 袁友红 978-7-5023-9223-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急诊科工作流程管理手册 主编李长罗, 邓长辉 978-7-5023-9224-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临床口腔科学 张云涛[等]主编 978-7-5023-9316-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临床外科学 倪世宇[等]主编 978-7-5023-9317-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国外科研诚信制度与管理
主要国家科研诚信制度与管理比较研究课题

组编著
978-7-5023-9425-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权利的限制与抗辩 周占生著 978-7-5023-9444-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本体模式下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检索与服务研
究

陈立华著 978-7-5023-9508-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之路 武夷山 ... [等] 著 978-7-5023-9513-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赵峻[等]主编 978-7-5023-9534-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常见肿瘤中医临证治要 何奇, 杨剑横著 978-7-5023-9538-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小器官超声检查技巧与鉴别诊断 主编胡建群, 孙小林 978-7-5023-9574-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从医院删除患者付费的脚步:浙江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优化患者服务流程范例

主编何革 ... [等] 978-7-5023-9641-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宫颈癌就医指南 高国兰主编 978-7-5023-9715-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品管圈护理实践 郭锦丽, 李艳春, 白帆主编 978-7-5023-9767-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引力波的三维模型与接收原理 王士珊著 978-7-5023-9804-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特定 (单) 病种质量管理手册:4.0版,三级、
二级综合医院分册

张振伟, 陈晓红, 王吉善主编 978-7-5023-9882-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乡村医生百项适宜技术指导手册 龙开超主编 978-7-5023-9921-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院评审评价准备指南:2015年版 主编陈晓红, 王吉善 978-7-5023-9942-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肾上腺临床 主编姜永光 978-7-5023-9988-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英语教学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 樊永仙著 978-7-5024-4923-0 冶金工业出版社

金属材料成型自动控制基础 余万华，郑申白，李亚奇编著 978-7-5024-5981-9 冶金工业出版社

材料成型过程传热原理与设备 井玉安，宋仁伯编 978-7-5024-6013-6 冶金工业出版社

燕赵儿女走进人民大会堂 谢吉恒，侯宪台主编 978-7-5024-6334-2 冶金工业出版社

英诗中国形象的客体输入与反观 曾繁健，李萍，陈二春著 978-7-5024-6408-0 冶金工业出版社

铝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李远兵, 李淑静, 李亚伟著 978-7-5024-6835-4 冶金工业出版社

矿井大气环境治理及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 张永亮, 蔡嗣经著 978-7-5024-6890-3 冶金工业出版社

生物医用多孔金属材料的制备及表面改性 李强[等]著 978-7-5024-7082-1 冶金工业出版社

传统工艺:绢塑 闫晓从, 赵丹琳, 张芳著 978-7-5024-7315-0 冶金工业出版社

食品微生物基础与应用 林继元，李万德主编 978-7-5026-3725-5 中国质检出版社



GB/T 2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标准理解与审核实施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编著 978-7-5026-3747-7 中国质检出版社

中国食品添加剂及配料使用手册 吉鹤立主编 978-7-5026-3856-6 中国质检出版社

大学生军事理论 张晓军, 焦洪磊, 徐彦博著 978-7-5026-3886-3 中国质检出版社

食品质量与安全检验实验 余以刚，肖性龙主编 978-7-5026-3901-3 中国质检出版社

检验检疫风险管理研究 孙远志, 吴文忠著 978-7-5026-3917-4 中国质检出版社

口岸检验检疫实务 袁长祥主编 978-7-5026-3968-6 中国质检出版社

东盟十国动植物检疫法规汇编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026-3979-2 中国质检出版社

网络信息实用检索 主编高飞 978-7-5026-4015-6 中国质检出版社

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基础教材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法规司编 978-7-5026-4023-1 中国质检出版社

食品安全认证认可设施指南:创新及应用版 王大宁主编 978-7-5026-4038-5 中国质检出版社

进出境中药材监管及鉴定指南 刘世尧主编 978-7-5026-4063-7 中国质检出版社

国门卫士之歌:我的边关行走日记 奚旭初，奚菊芬著 978-7-5026-4074-3 中国质检出版社

食品机械润滑剂危害及控制 罗祎主编 978-7-5026-4080-4 中国质检出版社

食品安全标准实施与应用 王竹天，王君主编 978-7-5026-4093-4 中国质检出版社

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理论与实务 谢柱军, 杨磊编著 978-7-5026-4097-2 中国质检出版社

食品包装检验 操恺主编 978-7-5026-4112-2 中国质检出版社

食品安全管理学 黄浦雁主编 978-7-5026-4126-9 中国质检出版社

医学计量体系框架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编 978-7-5026-4140-5 中国质检出版社

食品理化检验 张拥军主编 978-7-5026-4147-4 中国标准出版社

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教程 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编著 978-7-5026-4175-7 中国标准出版社

安全学原理 徐锋, 朱丽华主编 978-7-5026-4209-9 中国标准出版社

全球虫媒传染病概况 世界卫生组织原著 978-7-5026-4215-0 中国质检出版社

医学媒介生物分类 何烈, 张华荣主编 978-7-5026-4219-8 中国标准出版社

食品安全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王守伟, 周清杰, 臧明伍等编著 978-7-5026-4228-0 中国标准出版社

践行三严三实 质检青春飞扬——读书·事业
·人生:全国质检系统青年演讲比赛获奖文集

全国质检系统“书香质检”阅读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编

978-7-5026-4229-7 中国质检出版社

常用医学实验仪器设备质量控制检测技术 程环，李咏雪主编 978-7-5026-4247-1 中国质检出版社

“日常十大类”食品安全科普解读
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河北省食品安全科

普教育基地编著
978-7-5026-4251-8 中国质检出版社

美国《食品预防性控制措施》法规解读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食品安
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应用研究中心编著

978-7-5026-4312-6 中国质检出版社

银川湖泊湿地水生态恢复及综合管理 孙胜民等编著 978-7-5027-8235-1 海洋出版社

航空母舰:伸向大洋的铁拳 李杰, 郭宣著 978-7-5027-8747-9 海洋出版社



寻找·感动中国的国土人.2013 陈国栋主编 978-7-5027-8862-9 海洋出版社

集约用海对渤海海洋环境影响评估技术研究
及应用

张继民等编著 978-7-5027-8976-3 海洋出版社

珊瑚海1942:首次航母大对决 (美)马克·斯蒂尔著 978-7-5027-9056-1 海洋出版社

冲绳岛1945:最后的博杀 (美)戈登·L·罗特曼著 978-7-5027-9059-2 海洋出版社

塔拉瓦1943:局势的逆转 (美)德里克·赖特著 978-7-5027-9063-9 海洋出版社

塞班岛与提尼安岛1944:突破日军防线 (美)戈登·L·罗特曼著 978-7-5027-9064-6 海洋出版社

珍珠港1941:美国的耻辱日 (美)卡尔·史密斯著 978-7-5027-9065-3 海洋出版社

硫黄岛1945:星条旗在折钵山升起 (英)德里克·赖特著 978-7-5027-9066-0 海洋出版社

佩莱利乌岛1944:炼狱之战 (英)吉姆·莫兰，(美)戈登·L·罗特曼著 978-7-5027-9067-7 海洋出版社

大海星空:2013年度海洋人物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027-9072-1 海洋出版社

通往太空的街道工厂 (日)植松努著 978-7-5027-9183-4 海洋出版社

海藻生物技术 刘志媛[等]编著 978-7-5027-9208-4 海洋出版社

胜利之吻:经典背后的故事 劳伦斯·韦里, 乔治·加尔德里西著 978-7-5027-9252-7 海洋出版社

高校图书馆发展规划编制指南 高凡主编 978-7-5027-9274-9 海洋出版社

高校图书馆“十三五”规划:理论与方法 詹长智主编 978-7-5027-9275-6 海洋出版社

西北冰洋浮游植物物种多样性 林更铭，杨清良主编 978-7-5027-9294-7 海洋出版社

中国第六次北极科学考察报告 潘增弟主编 978-7-5027-9297-8 海洋出版社

南海深海及岛礁鱼类耳石图谱 陈作志[等]编著 978-7-5027-9307-4 海洋出版社

孙振兴海洋贝类文选 孙振兴著 978-7-5027-9328-9 海洋出版社

全球海军和新型战舰.Ⅱ (英)康拉德·沃特斯(Conrad Waters)主编 978-7-5027-9341-8 海洋出版社

美国航空母舰战争:设计、发展和作战全史，
从起源到二战

(美)凯夫·达林(Kev Darling)著 978-7-5027-9342-5 海洋出版社

舰队战术和近岸战斗 (美)韦恩·休斯(Wayne P. Hughes)著 978-7-5027-9343-2 海洋出版社

美国航空母舰战争,设计、发展和作战全史，
从朝鲜战争到“沙漠风暴”

(美)凯夫·达林(Kev Darling)著 978-7-5027-9345-6 海洋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研究进展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编 978-7-5027-9354-8 海洋出版社

网络一代信息行为研究 陈成鑫著 978-7-5027-9367-8 海洋出版社

大型海藻实验技术 刘涛主编 978-7-5027-9390-6 海洋出版社

新世纪的世界海军 张明德著 978-7-5027-9394-4 海洋出版社

南极地区环境遥感考察图集 国家海洋局极地专项办公室编 978-7-5027-9441-5 海洋出版社

图书馆新生培训手册 张春红, 张久珍, 王波主编 978-7-5027-9509-2 海洋出版社

海上帝国:海军如何“锻造”现代世界 (英)布莱恩·莱弗里(Brian Lavery)著 978-7-5027-9552-8 海洋出版社



由海制造: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全史.Ⅰ (美)B.L.克拉姆利(B.L. Crumley)著 978-7-5027-9553-5 海洋出版社

音乐创造生命奇迹 吴慎著 978-7-5027-9566-5 海洋出版社

山海听涛 吴世迎著 978-7-5027-9580-1 海洋出版社

期货市场技术分析:期(现)货市场、股票市场
、外汇市场、利率(债券)市场之道

(美)约翰·墨菲著 978-7-5028-0915-7 地震出版社

日本蜡烛图技术:古老东方投资术的现代指南 (美) 史蒂夫·尼森著 978-7-5028-1522-6 地震出版社

生活中的忍学:忍小谋大的28个要诀 月清编著 978-7-5028-3106-6 地震出版社

哈佛MBA经典课程大全集 彭正强编著 978-7-5028-3850-8 地震出版社

盘口 徐小明著 978-7-5028-4106-5 地震出版社

红土印迹 云南地震局,中国地震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
[主编]

978-7-5028-4583-4 地震出版社

求索之路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震局离退

休干部办公室编
978-7-5028-4702-9 地震出版社

高温热浪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极其机制研
究

张书余著 978-7-5029-6164-0 气象出版社

大美草原:内蒙古大草原自驾行 陈冬雷著 978-7-5030-3599-9 测绘出版社

彩色非洲:非洲四大古国穿越之旅 陈冬雷著 978-7-5030-3600-2 测绘出版社

如切·格瓦拉般旅行:一位职业摄影师的旅行
笔记

小虎同学著 978-7-5030-3602-6 测绘出版社

虫图腾:大结局.5,机密虫重 闫志洋著 978-7-5030-3631-6 测绘出版社

猫饭奇妙物语 张寒寺著 978-7-5030-3713-9 测绘出版社

突然就不想回去了 嘉倩[著] 978-7-5030-3749-8 测绘出版社

信仰在路上 大鹏著 978-7-5030-3791-7 测绘出版社

唐宋才女逸史 兰翎著 978-7-5030-3801-3 测绘出版社

逆光也是种向阳 之桃著 978-7-5030-3805-1 测绘出版社

许我唯一 许我天荒.上册 浅浅烟花渐迷离著 978-7-5030-3806-8 测绘出版社

许我唯一 许我天荒.下册 浅浅烟花渐迷离著 978-7-5030-3806-8 测绘出版社

她没有结婚 陈果著 978-7-5030-3821-1 测绘出版社

特案侦查组 陈猛著 978-7-5030-3875-4 测绘出版社

孔子与《论语》图集 骆承烈编著 978-7-5031-4412-7 地图出版社

中国公路行车导航地图集 芦仲进编著 978-7-5031-4964-1 中国地图出版社

台湾百年好味道 邱毅[著] 978-7-5031-7777-4 中国地图出版社

藏品 藏家 藏趣 张春岭著 978-7-5031-7910-5 中国地图出版社

图书馆建设与管理丛论 主编王力军 978-7-5031-8049-1 中国地图出版社

北京:皇城往事 洪烛著 978-7-5031-8497-0 中国地图出版社

在世界，闲停信步 小鱼著 978-7-5031-8517-5 中国地图出版社



扬帆追梦:帆船自驾环球之旅 万军著 978-7-5031-8528-1 中国地图出版社

你可曾梦想环游世界 汪汪著 978-7-5031-8544-1 中国地图出版社

携一枚包子晃天下 石磊，龚润晨著 978-7-5031-8546-5 中国地图出版社

遇见格桑花:带着孩子去西藏 绿豆，芝麻著 978-7-5031-8662-2 中国地图出版社

1000极致探险体验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031-8672-1 中国地图出版社

法国 尼古拉·威廉姆斯(Nicola Williams)[等
][著]

978-7-5031-8803-9 中国地图出版社

斯里兰卡
瑞安·维尔·贝克摩斯，斯图尔特·巴特

勒，伊恩·斯图尔特[著]
978-7-5031-8826-8 中国地图出版社

埃及 安东尼·萨汀, 杰西卡·李 978-7-5031-8828-2 中国地图出版社

新加坡 叶孝忠 978-7-5031-8829-9 中国地图出版社

带孩子旅行 lonely planet[编] 978-7-5031-8873-2 中国地图出版社

遇见欧洲，遇见童话 魏无心著 978-7-5031-8958-6 中国地图出版社

西欧
阿里克西斯·艾弗博克(Alexis 

Averbuck)[等][著]
978-7-5031-9018-6 中国地图出版社

就这样，我睡了全世界的沙发 潘靖仪著 978-7-5031-9110-7 中国地图出版社

欧洲不远:101天行走欧洲 张启新文 978-7-5031-9196-1 中国地图出版社

八闽侨乡福建.二 陈健主编 978-7-5032-4682-1 中国旅游出版社

江淮之滨安徽.二 章尚正主编 978-7-5032-4685-2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京畿重地北京.一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032-4705-7 中国旅游出版社

天子之渡天津 天津市旅游局编著 978-7-5032-4711-8 中国旅游出版社

绿色宝岛台湾.一 宋全忠编著 978-7-5032-4717-0 中国旅游出版社

法国 978-7-5032-4849-8 中国旅游出版社

罗马 日本大宝石出版社编著 978-7-5032-4977-8 中国旅游出版社

斯里兰卡 日本大宝石出版社编著 978-7-5032-4978-5 中国旅游出版社

全球顶级100次探险之旅 978-7-5032-4996-9 中国旅游出版社

旅游法律法规 本书编写委员会编 978-7-5032-5002-6 中国旅游出版社

美国 英国DK公司编 978-7-5032-5031-6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人际沟通与商务谈判 彭顺生, 彭博编著 978-7-5032-5054-5 中国旅游出版社

家庭游伦敦 978-7-5032-5094-1 中国旅游出版社

运河中心话洛阳 邵如林著 978-7-5032-5097-2 中国旅游出版社

澳大利亚 978-7-5032-5118-4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自驾游宝典 风与鹤著 978-7-5032-5121-4 中国旅游出版社

法国 编著大卫·艾布拉姆 ... [等] 978-7-5032-5128-3 中国旅游出版社



意大利 英国DK公司编 978-7-5032-5132-0 中国旅游出版社

尼泊尔 日本大宝石出版社编著 978-7-5032-5133-7 中国旅游出版社

旅游法律纠纷答疑100例 黄恢月著 978-7-5032-5154-2 中国旅游出版社

河西走廊甘肃.二 师宗正, 秦斌峰编著 978-7-5032-5167-2 中国旅游出版社

岭南热土广东.一 黎泉编著 978-7-5032-5168-9 中国旅游出版社

锦绣壮乡广西.一 周刚刚主编 978-7-5032-5170-2 中国旅游出版社

苗岭侗乡贵州.一 梁茂林编著 978-7-5032-5172-6 中国旅游出版社

壮美中原河南.一 张建州主编 978-7-5032-5178-8 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国粮仓黑龙江 张丽梅编著 978-7-5032-5181-8 中国旅游出版社

芙蓉之国湖南.一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032-5183-2 中国旅游出版社

林海雪原吉林.一 吴广孝编著 978-7-5032-5185-6 中国旅游出版社

辽海重地辽宁.一 周力主编 978-7-5032-5189-4 中国旅游出版社

江河之源青海.一 王小梅主编 978-7-5032-5193-1 中国旅游出版社

塞上江南宁夏 郭永龙主编 978-7-5032-5194-8 中国旅游出版社

圣人故里山东.一 曾招喜, 张爱文编著 978-7-5032-5195-5 中国旅游出版社

乌金之乡山西.一 安瑞生编著 978-7-5032-5197-9 中国旅游出版社

天府之国四川.一 张承隆编著 978-7-5032-5199-3 中国旅游出版社

天山南北新疆.一 路琳著 978-7-5032-5201-3 中国旅游出版社

彩云之南云南.一 吴宝璋等编著 978-7-5032-5203-7 中国旅游出版社

秦汉故里陕西.一 陈锋仪等编著 978-7-5032-5206-8 中国旅游出版社

民俗 康乃, 吴云编著 978-7-5032-5237-2 中国旅游出版社

石窟艺术 王其钧，谢燕著 978-7-5032-5244-0 中国旅游出版社

怒江印象 高舜礼著 978-7-5032-5257-0 中国旅游出版社

皖南古村落 周致元,郭学勤著 978-7-5032-5264-8 中国旅游出版社

浙江三镇 刘晓华编著 978-7-5032-5267-9 中国旅游出版社

湖南凤凰:湘西最美的边城 刘凤玖著 978-7-5032-5268-6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贵州黔东南 李文明著 978-7-5032-5269-3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云南建水 宾慧中, 张婕著 978-7-5032-5272-3 中国旅游出版社

雾都山城重庆 杨辉隆, 杨源编著 978-7-5032-5294-5 中国旅游出版社

寻梦丽江:无数人寻梦的地方 张俊著 978-7-5032-5298-3 中国旅游出版社

最美导游 情满旅途:百名最美导游候选人事
迹汇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编 978-7-5032-5319-5 中国旅游出版社

柬埔寨和吴哥寺 日本大宝石出版社编著 978-7-5032-5333-1 中国旅游出版社



南非:莱索托·斯威士兰·津巴布韦·赞比亚
·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莫桑比克

日本大宝石出版社编著 978-7-5032-5334-8 中国旅游出版社

智慧敦煌:揭秘敦煌壁画中古人生活智慧 胡同庆，王义芝著 978-7-5032-5348-5 中国旅游出版社

江苏 《走遍中国》编辑部 978-7-5032-5369-0 中国旅游出版社

柬埔寨 英国ROUGH GUIDES公司著 978-7-5032-5387-4 中国旅游出版社

欧洲 日本大宝石出版社编著 978-7-5032-5410-9 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自
驾游指南

自驾游指南编辑部编著 978-7-5032-5412-3 中国旅游出版社

零度南极 陈婷著 978-7-5032-5416-1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一个人的欧洲 周婉京著 978-7-5032-5418-5 中国旅游出版社

冲绳 JTB出版株式会社[著] 978-7-5032-5429-1 中国旅游出版社

在台湾恋上民宿 谷声图书编著 978-7-5032-5436-9 中国旅游出版社

走遍中国,海南 《走遍中国》编辑部 978-7-5032-5459-8 中国旅游出版社

安徽 《走遍中国》编辑部 978-7-5032-5460-4 中国旅游出版社

大唐西域记 (唐) 玄奘述 978-7-5032-5472-7 中国旅游出版社

徐霞客游记:精编本.上册 (明) 徐弘祖著 978-7-5032-5475-8 中国旅游出版社

徐霞客游记:精编本.下册 (明) 徐弘祖著 978-7-5032-5475-8 中国旅游出版社

马可波罗行纪 (意) 马可波罗口述 978-7-5032-5476-5 中国旅游出版社

瀛涯胜览 (明) 马欢著 978-7-5032-5478-9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亚洲腹地旅行记 (瑞典) 斯文·赫定著 978-7-5032-5479-6 中国旅游出版社

美国 尼克·爱德华兹 ... [等] 编著 978-7-5032-5487-1 中国旅游出版社

盛装旅行 严俊著 978-7-5032-5626-4 中国旅游出版社

白马 姜念光著 978-7-5033-2520-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踏不灭的薪火:抗战国立中学的父辈们 王安民著 978-7-5034-3590-4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罗文淹、尹泽熙诗词选 罗文淹，尹泽熙著 978-7-5034-4078-6 中国文史出版社

竞合性医疗服务体系研究 龚秀全著 978-7-5034-4122-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学林影录 杨郧生著 978-7-5034-4308-4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共和先锋卢性正 李康学著 978-7-5034-4392-3 中国文史出版社

日本文化探究 吴松芝，刘君梅，董江洪编著 978-7-5034-439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本体与知识组织 胡兆芹著 978-7-5034-4411-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变色河.上集 杨忠文著 978-7-5034-4502-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变色河.下集 杨忠文著 978-7-5034-4502-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岁月 梅子著 978-7-5034-4539-2 中国文史出版社



认知诗学研究 刘文，赵增虎著 978-7-5034-4599-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天启汉光:西汉开国六十年 冯立鳌著 978-7-5034-4618-4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天汉璀璨:汉武时代五十年 冯立鳌著 978-7-5034-4619-1 中国文史出版社

群雄逐鹿:秦汉之际二十年 冯立鳌著 978-7-5034-4620-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古代《圣经》汉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徐若梦著 978-7-5034-4816-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漂泊的云 张伟权著 978-7-5034-4886-7 中国文史出版社

河洮岷民俗志 宁文忠，郝荣编著 978-7-5034-4896-6 中国文史出版社

谭派掌门谭元寿 和宝堂, 张斯琦著 978-7-5034-4979-6 中国文史出版社

淮南文集 陈广忠著 978-7-5034-5044-0 中国文史出版社

信步风云:梅兴保的人生故事 王静著 978-7-5034-5058-7 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二故乡 于湘著 978-7-5034-5123-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响炮 杨仲青，展秀娟著 978-7-5034-5157-7 中国文史出版社

逆袭的王:千古一帝石勒前传 郭先伟，李晓渊著 978-7-5034-5166-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历史回眸 谢根常编著 978-7-5034-521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名胜古迹 颜音编著 978-7-5034-521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楚韵流风 杨斌编著 978-7-5034-521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俗风情 刘昌林编著 978-7-5034-521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间歌谣 莫厚材编著 978-7-5034-521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美丽乡镇 张大强编著 978-7-5034-521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美食方物 苗建辉编著 978-7-5034-521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诗文掬珠 颜音编著 978-7-5034-521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辰河汤汤 李生江编著 978-7-5034-521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风华印象 刘科编著 978-7-5034-521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朝贤相韩琦 韩仲义，韩中清著 978-7-5034-5224-6 中国文史出版社

艳遇三部曲.第一部,青桐时代 李晓东著 978-7-5034-5227-7 中国文史出版社

艳遇三部曲.第二部,紫檀时代 李晓东著 978-7-5034-5228-4 中国文史出版社

艳遇三部曲.第三部,白槐时代 李晓东著 978-7-5034-5229-1 中国文史出版社

根深叶茂叶少兰 张正贵著 978-7-5034-5272-7 中国文史出版社

问津人物 李森林编著 978-7-5034-5314-4 中国文史出版社

问津史话 谢新明，陈元生编著 978-7-5034-5314-4 中国文史出版社

问津文论 张武编 978-7-5034-5314-4 中国文史出版社

问津诗赋 余文祥编注 978-7-5034-5314-4 中国文史出版社

飞鸟掠 孙世平著 978-7-5034-5319-9 中国文史出版社



西北军人物志 杨保森著 978-7-5034-5356-4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回忆黄埔军校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5362-5 中国文史出版社

那些年，他们在五七干校 如蓝著 978-7-5034-5367-0 中国文史出版社

沈醉回忆录: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军统内
幕

沈醉著 978-7-5034-5368-7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 沈醉著 978-7-5034-537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九型人格:99中国名人分析 (新加坡) 陈德伦著 978-7-5034-5375-5 中国文史出版社

仁慈的暴君朱棣 吕志勇著 978-7-5034-538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瓷兽 雷子著 978-7-5034-5389-2 中国文史出版社

龙门记 柴然著 978-7-5034-5390-8 中国文史出版社

佩剑将军:回忆张克侠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5402-8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融斋诗集 季永康著 978-7-5034-5417-2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上校的儿子:外省人，你要去哪儿？ 杨雨亭著 978-7-5034-5422-6 中国文史出版社

湖南会战亲历记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5427-1 中国文史出版社

晋绥抗战亲历记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5428-8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七七事变亲历记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5431-8 中国文史出版社

粤桂黔滇抗战亲历记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5432-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八一三淞沪抗战亲历记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5433-2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原抗战亲历记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5437-0 中国文史出版社

武汉会战亲历记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5438-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女人是风水 王艾宏著 978-7-5034-5455-4 中国文史出版社

郭海的家事 姚远，蒋晓勤，邓海南著 978-7-5034-545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历史的天空.上册 姚远，蒋晓勤，邓海南著 978-7-5034-5459-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历史的天空.下册 姚远，蒋晓勤，邓海南著 978-7-5034-5459-2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著 978-7-5034-5463-9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民族史 吕思勉著 978-7-5034-5464-6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风俗史 张亮采著 978-7-5034-5468-4 中国文史出版社

做小事凭技巧 做大事靠智慧 孙朦著 978-7-5034-5481-3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礼俗传统考察与研究:以河东乡村地区为视角 卫凌著 978-7-5034-5491-2 中国文史出版社

追忆商海往事前尘:胡西园回忆录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5499-8 中国文史出版社

逃往夏威夷 六沐雪著 978-7-5034-5510-0 中国文史出版社

高校课堂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邢文利著 978-7-5034-5537-7 中国文史出版社

草民的抗战:国共两党地方武装鲜为人知的抗
日真相

谢维衡著 978-7-5034-5542-1 中国文史出版社



何柱国回忆录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5548-3 中国文史出版社

乱世商家 曾孟群著 978-7-5034-5557-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清代满族词研究 胥洪泉著 978-7-5034-5560-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所有人都在向秋天走着 李幸福著 978-7-5034-5577-3 中国文史出版社

男女有别 孙少山著 978-7-5034-5579-7 中国文史出版社

祖父的情人 孙少山著 978-7-5034-5580-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八百米深处 孙少山著 978-7-5034-5583-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榆神 孙少山著 978-7-5034-5585-8 中国文史出版社

白云苍狗 王立纯著 978-7-5034-5586-5 中国文史出版社

苍山 王立纯著 978-7-5034-5587-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弥天大谎 王立纯著 978-7-5034-5588-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欠债还钱 王立纯著 978-7-5034-5589-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庆典 王立纯著 978-7-5034-5590-2 中国文史出版社

雾失楼台 王立纯著 978-7-5034-5591-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月亮上的篝火 王立纯著 978-7-5034-5592-6 中国文史出版社

看人长处 帮人难处 记人好处 陶雅慧编著 978-7-5034-5596-4 中国文史出版社

鬼谷子传奇.上部 谢世俊著 978-7-5034-5599-5 中国文史出版社

鬼谷子传奇.下部 谢世俊著 978-7-5034-5599-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明朝的春花秋月.上 兰泊宁著 978-7-5034-5604-6 中国文史出版社

明朝的春花秋月.下 兰泊宁著 978-7-5034-5604-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唐朝的风花雪月 兰泊宁著 978-7-5034-5605-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山丘上野草的泪水 刘刚著 978-7-5034-5612-1 中国文史出版社

血盖头 王芳著 978-7-5034-5613-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家风 王如著 978-7-5034-5614-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外科主任 杨英国著 978-7-5034-5615-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漕运码头 王梓夫著 978-7-5034-5622-0 中国文史出版社

漕运古镇 王梓夫著 978-7-5034-5623-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异母兄弟 王梓夫著 978-7-5034-5624-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们的根 谢秀文著 978-7-5034-5628-2 中国文史出版社

绝代 王梓夫著 978-7-5034-5631-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慕僚 王梓夫著 978-7-5034-5633-6 中国文史出版社

经史信步 范曾著 978-7-5034-5643-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回忆西安事变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5646-6 中国文史出版社



绿色大学 培育绿色人才 高东, 韩宝平主编 978-7-5034-5675-6 中国文史出版社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探索:基于沈阳
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李庆杨，刘玉红主编 978-7-5034-5679-4 中国文史出版社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索与创
新

温进坤主编 978-7-5034-5685-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品学一生 德领善导 俞红贤主编 978-7-5034-5690-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学生职业教育工作研究与实践 赵睿[等]著 978-7-5034-569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高人 刘海生著 978-7-5034-5693-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至善之道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玉素萍，周世中主编 978-7-5034-5717-3 中国文史出版社

用雷锋精神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李平主编 978-7-5034-5719-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案例赏析 吕开东，丛建伟主编 978-7-5034-5721-0 中国文史出版社

以科学化、精致化理念推进北大立德树人工
作:《北大青年研究》创刊十周年德育成果精

叶静漪主编 978-7-5034-5729-6 中国文史出版社

灯谜趣事 李焱著 978-7-5034-5756-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族特色视野下的高校德育创新 房灵敏，扎西主编 978-7-5034-5772-2 中国文史出版社

高校关爱学生案例赏析:基于云南师范大学的
视角

何伟全，刘宗立主编 978-7-5034-5773-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引领大学生前行的导航灯:学生辅导员说案例 雷希夷, 周少斌编著 978-7-5034-5774-6 中国文史出版社

以孝文化创新大学生德育:湖北工程学院的探
索与实践

肖波，徐玉琼主编 978-7-5034-5778-4 中国文史出版社

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实践和探索:南开大学“
公能”素质教育案例选编

杨克欣主编 978-7-5034-5779-1 中国文史出版社

石人一语:杂文 何泽兵著 978-7-5034-5795-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家道 王少红著 978-7-5034-5820-0 中国文史出版社

周恩来的文艺情怀 曹晋杰编著 978-7-5034-582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融合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提升与探
索

徐亮, 王国强主编 978-7-5034-5826-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索 刘丽红主编 978-7-5034-5829-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当代大学生的人生价值与历史责任 刘振洪主编 978-7-5034-5830-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新时期立德树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以烟台大
学为视角

王吉法，孙祥斌主编 978-7-5034-5832-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当代大学生实践教育与国情教育的耦合:基于
合肥工业大学的实践

檀江林，黄志斌主编 978-7-5034-5840-8 中国文史出版社

榜样的力量:优秀大学生成长成才案例精选 贲国栋主编 978-7-5034-5841-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坚守与超越:西南大学德育实践荟萃 黄蓉生等著 978-7-5034-5847-7 中国文史出版社

重庆大轰炸纪实 罗泰琪著 978-7-5034-5868-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 黎进深，殷红敏主编 978-7-5034-5884-2 中国文史出版社



致和 笃行:德育理论研究与经典案例赏析 沙淑清主编 978-7-5034-5889-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开放潮头中国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成果

文君主编 978-7-5034-5890-3 中国文史出版社

立德树人 创新发展:哈尔滨理工大学德育工
作创新与实践

陆岩主编 978-7-5034-5891-0 中国文史出版社

以生为本 为生尽责:新理念与现代高校德育
体系的构建

黑龙江工程学院编 978-7-5034-5904-7 中国文史出版社

构建开放型实效型创新型德育模式 吕宁，苏付保，陈峥主编 978-7-5034-5920-7 中国文史出版社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与实践探索:以广
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吴国友主编 978-7-5034-5923-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林晓峰，林春生主编 978-7-5034-5928-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在爱国道路上行走 徐万发，李荟芹主编 978-7-5034-5979-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全纪录 孙宅巍, 李德英著 978-7-5034-5982-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构建特色平台培养高素质人才:以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为例

陈夏初主编 978-7-5034-6013-5 中国文史出版社

高校学生素质教育新视野:以辽宁职业学院为
例

王丽桥，潘国才编著 978-7-5034-6016-6 中国文史出版社

高校德育创新理论与实践:以新建地方本科院
校为视角

漆国江，卢玲，向钘主编 978-7-5034-6020-3 中国文史出版社

高校德育创新与文化建设 陈少平主编 978-7-5034-6021-0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与新时期高校德育研究 唐昆雄，欧阳恩良主编 978-7-5034-6022-7 中国文史出版社

艺术教育视域中德育创新探索 袁斌主编 978-7-5034-6028-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名人故居博览,广西卷 程贞生主编 978-7-5034-6036-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以崇高的理想信念创新大学生德育 江小源主编 978-7-5034-6041-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医精诚:医德与医学人文教育 姚黎英, 孙荫众主编 978-7-5034-6046-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经典作品集,人性的优点 (美) 卡耐基著 978-7-5034-6059-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经典作品集,人性的弱点 (美) 卡耐基著 978-7-5034-6059-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经典作品集,快乐的人生 (美) 卡耐基著 978-7-5034-6059-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经典作品集,演讲与口才 (美) 卡耐基著 978-7-5034-6059-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经典作品集,语言的突破 (美) 卡耐基著 978-7-5034-6059-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卡耐基经典作品集,领导的艺术 (美) 卡耐基著 978-7-5034-6059-3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诚信、成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刘伟主编 978-7-5034-6064-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杨吉棣，王丽清主编 978-7-5034-6065-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新形势下高校德育工作方法与理论创新:以同
济大学为视角

徐建平，祁明主编 978-7-5034-606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都是人间惆怅客:走进历史名角的失意人生 沈明明著 978-7-5034-6079-1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杏坛耕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与实
践

王文德, 陈礼斌主编 978-7-5034-6093-7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新媒体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刘想树主编 978-7-5034-6098-2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史:1917～1949 程凯华，李婷著 978-7-5034-6110-1 中国文史出版社

爱我的人别放弃 黎正明, 严利著 978-7-5034-6113-2 中国文史出版社

传承·创新·发展:浙江大学学生工作案例赏
析

邬小撑主编 978-7-5034-6115-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岁月如歌 席杰著 978-7-5034-6120-0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国猛将赵云传 曹伟著 978-7-5034-6126-2 中国文史出版社

立马长平白起 嵩阳云树著 978-7-5034-6127-9 中国文史出版社

赎凡尘 沙地著 978-7-5034-6128-6 中国文史出版社

碎玉河 梅国建著 978-7-5034-6129-3 中国文史出版社

择偶 吕笔活著 978-7-5034-6130-9 中国文史出版社

高攀 吕笔活著 978-7-5034-613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物婚 吕笔活著 978-7-5034-6132-3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衿 李世君著 978-7-5034-6135-4 中国文史出版社

琼楼幻梦 静水忧伶著 978-7-5034-6136-1 中国文史出版社

狼山 岩波著 978-7-5034-6137-8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成色 岩波著 978-7-5034-613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紫殇 李世君著 978-7-5034-6139-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以昆明医科
大学为视角

李世碧, 于强主编 978-7-5034-6146-0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运作模式探究 韩方希主编 978-7-5034-6167-5 中国文史出版社

行业特色育人文化下的高校德育工作探索 蒋建清主编 978-7-5034-6169-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新形势下培养大学生爱国爱疆的理论与实践 李宝城，张杰，张小楠主编 978-7-5034-6180-4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卡尔加里的春天 杨彬彬著 978-7-5034-6185-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唐史并不如烟.第一部,大唐开国 曲昌春著 978-7-5034-6193-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六六辑 中国政协文史馆编 978-7-5034-6203-0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春斑驳 王鸿达著 978-7-5034-6205-4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马湖 王鸿达著 978-7-5034-6206-1 中国文史出版社

站台 王鸿达著 978-7-5034-6207-8 中国文史出版社

正步 王鸿达著 978-7-5034-620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罗荣桓元帅功著山东.第三集 王汇川主编 978-7-5034-6209-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师师传 文星传著 978-7-5034-6210-8 中国文史出版社



九日女王 流珠著 978-7-5034-6212-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战神魏延传 古韵文长著 978-7-5034-6213-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家恨 刘志文著 978-7-5034-6220-7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受降档案.上 中央档案馆编 978-7-5034-6223-8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受降档案.下 中央档案馆编 978-7-5034-6223-8 中国文史出版社

档案中的中国抗战.上 中央档案馆编 978-7-5034-6224-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档案中的中国抗战.下 中央档案馆编 978-7-5034-6224-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档案中的中国抗战.下 中央档案馆编 978-7-5034-6224-5 中国文史出版社

从晚清到民国 唐德刚著 978-7-5034-6225-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新时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究 周俊武主编 978-7-5034-6229-0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化的力量:以大学文化引领高校德育工作 王志强, 王一波主编 978-7-5034-6231-3 中国文史出版社

今夜无梦 林惠子著 978-7-5034-6236-8 中国文史出版社

族殇 春晨著 978-7-5034-6268-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化观念与市侩习气: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
社会批评

袁晓军著 978-7-5034-6284-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橘红 李世君著 978-7-5034-6293-1 中国文史出版社

九一八事变 宋希濂, 董其武等著 978-7-5034-6297-9 中国文史出版社

粤桂黔滇抗战 郑洞国, 萧秉钧等著 978-7-5034-6299-3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七七事变 戴守义, 秦德纯等著 978-7-5034-6301-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南京保卫战 唐生智, 刘斐等著 978-7-5034-6302-0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原抗战 陈家珍, 薛岳等著 978-7-5034-6304-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武汉会战 薛岳, 赵子立等著 978-7-5034-6308-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漂”创富记 周莹著 978-7-5034-6314-3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的工业革命:让能量动起来·让热
机冷下来

仲武著 978-7-5034-6316-7 中国文史出版社

风雨毛乌素 岩波著 978-7-5034-6317-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最好不相见 刘海生著 978-7-5034-6345-7 中国文史出版社

爱情是什么东西 刘海生著 978-7-5034-6346-4 中国文史出版社

冷暴围城 王毅著 978-7-5034-6359-4 中国文史出版社

致命的爱 李华著 978-7-5034-6360-0 中国文史出版社

画人难 王涛著 978-7-5034-6361-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幕末日本海军史 杜小军著 978-7-5034-6379-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家事律师:家事无小事，家和万事兴 刘辉著 978-7-5034-6383-9 中国文史出版社



走讯鲁迅:一代文学巨匠的十一个生命印记 陈光中著 978-7-5034-6394-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朝天阙,绍兴八年 王丹著 978-7-5034-6397-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凤舞凡尘 秋文著 978-7-5034-6398-3 中国文史出版社

梦里家山 齐建民著 978-7-5034-6401-0 中国文史出版社

瑶族文化之教育传承 韦祖庆著 978-7-5034-6411-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德育理念论 赵玉英,张典兵著 978-7-5034-6415-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向全国进军 陈庆喜著 978-7-5034-6420-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外线的战略进攻 陈庆喜著 978-7-5034-6420-1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战略决战 陈庆喜著 978-7-5034-6420-1 中国文史出版社

自卫反击 陈庆喜著 978-7-5034-6420-1 中国文史出版社

针锋相对的斗争 陈庆喜著 978-7-5034-6420-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将革命进行到底 陈庆喜著 978-7-5034-6420-1 中国文史出版社

清匪反特 陈庆喜著 978-7-5034-6420-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岁月留痕: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 陈谷嘉著 978-7-5034-6434-8 中国文史出版社

红莲:长篇小说 成刚著 978-7-5034-6438-6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两情 孙晓飞著 978-7-5034-644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巴菲特的财智人生 王阔编著 978-7-5034-6446-1 中国文史出版社

逆商:逆境中的生存智慧 王阔编著 978-7-5034-6447-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好人品才会有好人生 王阔编著 978-7-5034-644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从乞丐到将军:陆荣廷传奇.上 (美) 明陈·斯格特著 978-7-5034-6465-2 中国文史出版社

从乞丐到将军:陆荣廷传奇.下 (美) 明陈·斯格特著 978-7-5034-6465-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唐史并不如烟.第四部,开元盛世 曲昌春著 978-7-5034-6473-7 中国文史出版社

遇见，一眼万年 蠡湖吹雪著 978-7-5034-648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凤凰窝:十二荆钗传奇 董凯著 978-7-5034-6492-8 中国文史出版社

愿得一人心, 白首不相离:柳如是传 词奴儿著 978-7-5034-651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铅笔大王吴羹梅回忆录 吴羹梅口述 978-7-5034-6520-8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最后的村庄 吴伯燕著 978-7-5034-6524-6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丑女皇后贾南风 那日其其格著 978-7-5034-6525-3 中国文史出版社

黄埔风云.上 吴昌华著 978-7-5034-6532-1 中国文史出版社

黄埔风云.下 吴昌华著 978-7-5034-6532-1 中国文史出版社

黄埔风云.中 吴昌华著 978-7-5034-6532-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太后下嫁之谜 蒋焱兰, 刘明军编著 978-7-5034-6538-3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叫“二团长” 小王宗仁著 978-7-5034-6543-7 中国文史出版社



武则天无字碑之谜 蒋焱兰, 刘明军编著 978-7-5034-6544-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宗仁归来 顾笑言，王士美，汪东林著 978-7-5034-6549-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永失我爱 巴陇锋著 978-7-5034-6554-3 中国文史出版社

百姓讲述.2,我们的抗战 978-7-5034-6577-2 中国文史出版社

百姓讲述.1,救亡！救亡！ 沈晓昭,韩淑芳主编 978-7-5034-6578-9 中国文史出版社

百姓讲述.3,十万青年十万兵 沈晓昭,韩淑芳主编 978-7-5034-6579-6 中国文史出版社

百姓讲述.4,壮士凯旋归 沈晓昭,韩淑芳主编 978-7-5034-6580-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小城三月 萧红著 978-7-5034-6596-3 中国文史出版社

龙脉 杨振著 978-7-5034-6599-4 中国文史出版社

铁血风流 杨英国著 978-7-5034-6600-7 中国文史出版社

象牙戒指 庐隐著 978-7-5034-6601-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月下 冯铿著 978-7-5034-6604-5 中国文史出版社

铁蹄与生存 沈晓昭,韩淑芳主编 978-7-5034-6605-2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兵讲述.1 韩淑芳编 978-7-5034-6618-2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兵讲述.3 沈晓昭,韩淑芳主编 978-7-5034-6619-9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兵讲述.4 沈晓昭,韩淑芳主编 978-7-5034-6627-4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兵讲述.5 沈晓昭,韩淑芳主编 978-7-5034-6629-8 中国文史出版社

桐乡书画篆刻人物 俞尚曦编著 978-7-5034-6631-1 中国文史出版社

爷的村庄 孙彦良著 978-7-5034-6634-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回忆晚清宫廷生活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6642-7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兵讲述.7 沈晓昭,韩淑芳主编 978-7-5034-6648-9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兵讲述.6 《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编委会编 978-7-5034-6650-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挺进非洲:中国第一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
暴队战地报告

张振华, 高学德著 978-7-5034-6658-8 中国文史出版社

终结的玫瑰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著 978-7-5034-6662-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门户 尚启元著 978-7-5034-6675-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双枪.第二部,抗倭石 张勇著 978-7-5034-6680-9 中国文史出版社

起局.第一部,抗倭石 张勇著 978-7-5034-668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独手丐.上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697-7 中国文史出版社

独手丐.下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697-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力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698-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云海争奇记.上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699-1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云海争奇记.下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699-1 中国文史出版社



蛮荒侠隐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00-4 中国文史出版社

黑蚂蚁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02-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侠狄龙子.上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03-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侠狄龙子.下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03-5 中国文史出版社

龙山四友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04-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海屠龙记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07-3 中国文史出版社

黑森林.上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08-0 中国文史出版社

黑森林.下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08-0 中国文史出版社

铁笛子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09-7 中国文史出版社

黑孩儿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10-3 中国文史出版社

皋兰异人传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11-0 中国文史出版社

酒侠神医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12-7 中国文史出版社

拳王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713-4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兵讲述.9 《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编委会编 978-7-5034-6715-8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兵讲述.10 沈晓昭,韩淑芳主编 978-7-5034-6716-5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人这一辈子 董克恭著 978-7-5034-6719-6 中国文史出版社

殊途同归:宋希濂与陈赓大将的故事 汪东林著 978-7-5034-6725-7 中国文史出版社

侠义记 孙一寒著 978-7-5034-6737-0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汉 刘昌春著 978-7-5034-6739-4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古今石门 宋坤主编 978-7-5034-6747-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史记论丛.第十二集 张大可，凌朝栋，陈曦主编 978-7-5034-6757-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商号.上 徐君儿著 978-7-5034-6790-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商号.下 徐君儿著 978-7-5034-6790-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潜江历史名人传 郑家荣著 978-7-5034-6791-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宋庆龄与孙中山 何大章著 978-7-5034-6811-7 中国文史出版社

边塞英雄谱·武当异人传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822-3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门十四侠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824-7 中国文史出版社

蜀山剑侠新传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825-4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天山飞侠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826-1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万里孤侠·虎爪山王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827-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女侠夜明珠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82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经典诗词品鉴 姚国军主编 978-7-5034-6835-3 中国文史出版社

陕西史前陶塑艺术 张耀著 978-7-5034-6836-0 中国文史出版社



故事苏仙 首小翠, 李国春主编 978-7-5034-6837-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十年婚烟 紫色的安琪著 978-7-5034-6854-4 中国文史出版社

铁血雄魂挂云山 王延年著 978-7-5034-6859-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柳湖侠隐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866-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历史中的权势女人 陈红晓编著 978-7-5034-6868-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女刺客 管淑珍著 978-7-5034-6870-4 中国文史出版社

紫墨红尘 刘章高著 978-7-5034-6871-1 中国文史出版社

黑丫民间抗日的意志 梁洪涛，薛飞著 978-7-5034-6876-6 中国文史出版社

长眉真人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6878-0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梦·农民梦:鹤龙湖诗联文选集 张一一主编 978-7-5034-6890-2 中国文史出版社

远山的梦 赵延昌著 978-7-5034-6901-5 中国文史出版社

艰辛而苦涩.上卷 麟熙著 978-7-5034-6906-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艰辛而苦涩.下卷 麟熙著 978-7-5034-6906-0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留洋文人 邹雨青著 978-7-5034-6910-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十年空城 冷小七著 978-7-5034-6921-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归来 石评梅著 978-7-5034-6929-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学艺术大家回忆录.1,撞击艺术之门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6941-1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学艺术大家回忆录.2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6942-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八十三天皇帝梦 吴长翼编 978-7-5034-6943-5 中国文史出版社

等爱 魂断红云著 978-7-5034-6947-3 中国文史出版社

时代观感录:学习和建言点滴 何洪立著 978-7-5034-6950-3 中国文史出版社

那些年的爱情 罗勇著 978-7-5034-6956-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遇见你 曹艳阳著 978-7-5034-6957-2 中国文史出版社

秦河之恋 秦往著 978-7-5034-6958-9 中国文史出版社

膏方防治肺纤维化、尘肺病 主编董瑞 978-7-5034-6979-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词曲史 王易著 978-7-5034-6985-5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著 978-7-5034-6986-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江西共大风云录 钟奋生著 978-7-5034-6995-4 中国文史出版社

诗咏五千年 王中州著 978-7-5034-6997-8 中国文史出版社

浮生六记 沈复等著 978-7-5034-6999-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山湖清韵:颐和园匾额楹联浅读 史元海著 978-7-5034-7000-4 中国文史出版社

初恋时不懂爱情 李汉平著 978-7-5034-7003-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房子 李汉平著 978-7-5034-7004-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恍惚 王鸿达著 978-7-5034-7005-9 中国文史出版社

燃烧的黑土地:毛岸青在克山 高树理著 978-7-5034-7007-3 中国文史出版社

貌相 李汉平著 978-7-5034-7008-0 中国文史出版社

重影 王鸿达著 978-7-5034-7009-7 中国文史出版社

白井房 王鸿达著 978-7-5034-7010-3 中国文史出版社

街坊 李汉平著 978-7-5034-7011-0 中国文史出版社

乌拉嘎 王鸿达著 978-7-5034-7012-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别墅女人 李汉平著 978-7-5034-7013-4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春树 李汉平著 978-7-5034-7014-1 中国文史出版社

母亲江 李汉平著 978-7-5034-7015-8 中国文史出版社

梦·泪·梦 李汉平著 978-7-5034-7016-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教堂街 李汉平著 978-7-5034-7017-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富街 李汉平著 978-7-5034-7019-6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们一起长大.上 (土家族) 群山著 978-7-5034-7023-3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们一起长大.下 (土家族) 群山著 978-7-5034-7023-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危巢卵梦:晚清民初六十年 蒙木著 978-7-5034-7025-7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起走过那年的雨季 孙健著 978-7-5034-7026-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世纪之交语境中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 杨立元著 978-7-5034-7027-1 中国文史出版社

放生 琚丝桐著 978-7-5034-7028-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魏佳人 红素清著 978-7-5034-7034-9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伦理学史 蔡元培著 978-7-5034-7036-3 中国文史出版社

自由花范 李涵秋著 978-7-5034-7037-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还娇记 李涵秋著 978-7-5034-7038-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好青年 李涵秋著 978-7-5034-7039-4 中国文史出版社

女东家 喻成武著 978-7-5034-7040-0 中国文史出版社

曾三传 赖世鹤, 田真著 978-7-5034-7047-9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史学史 金毓黻著 978-7-5034-7048-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土匪军阀张宗昌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7053-0 中国文史出版社

魔窟: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978-7-5034-7054-7 中国文史出版社

蜀山剑侠传.第八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55-4 中国文史出版社

蜀山剑侠传.第七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56-1 中国文史出版社

蜀山剑侠传.第六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57-8 中国文史出版社

蜀山剑侠传.第四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58-5 中国文史出版社



蜀山剑侠传.第一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59-2 中国文史出版社

蜀山剑侠传.第五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60-8 中国文史出版社

蜀山剑侠传.第三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61-5 中国文史出版社

蜀山剑侠传.第二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62-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武当七女·侠丐木尊者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63-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潮女 赵香琴著 978-7-5034-7064-6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人来人往 王博涵著 978-7-5034-7070-7 中国文史出版社

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著 978-7-5034-7074-5 中国文史出版社

马奎武诗词选 马奎武著 978-7-5034-7076-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历史与未来 伊忠义著 978-7-5034-7082-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树春深更著花:全国政协履职纪实 梅兴保 978-7-5034-7085-1 中国文史出版社

马伯乐 萧红著 978-7-5034-7088-2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城十九侠.第一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91-2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城十九侠.第二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92-9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城十九侠.第三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93-6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城十九侠.第四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94-3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城十九侠.第五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095-0 中国文史出版社

繁华落尽 陶然著 978-7-5034-711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朝天阙·暗战 王丹著 978-7-5034-7113-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汉韩信 华炜著 978-7-5034-7118-6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战地莺花录 李涵秋著 978-7-5034-7134-6 中国文史出版社

魅镜 李涵秋著 978-7-5034-7135-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广陵潮.上 李涵秋著 978-7-5034-7136-0 中国文史出版社

广陵潮.下 李涵秋著 978-7-5034-7136-0 中国文史出版社

爱克司光录 李涵秋著 978-7-5034-7137-7 中国文史出版社

侠凤奇缘 李涵秋著 978-7-5034-7138-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活现形 李涵秋著 978-7-5034-7144-5 中国文史出版社

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李涵秋著 978-7-5034-7145-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回忆雪峰 包子衍, 袁绍发编 978-7-5034-7156-8 中国文史出版社

慢生活 迟慧著 978-7-5034-7161-2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城十九侠.第六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164-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宁夏三马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
编

978-7-5034-7168-1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海三马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青海省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 《青海三马》编辑组编

978-7-5034-7169-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峨眉七矮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170-4 中国文史出版社

蜀山剑侠传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171-1 中国文史出版社

远征太平洋 庄杰孝著 978-7-5034-7186-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征战大西洋 庄杰孝著 978-7-5034-7187-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漂海女 庄杰孝著 978-7-5034-7188-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海盗 庄杰孝著 978-7-5034-7189-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女海盗 庄杰孝著 978-7-5034-7190-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海盗的女人 庄杰孝著 978-7-5034-7191-9 中国文史出版社

苦雪 庄杰孝著 978-7-5034-7192-6 中国文史出版社

仇城:通州兵变纪实 王梓夫, 田广智著 978-7-5034-7196-4 中国文史出版社

紫电青霜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209-1 中国文史出版社

背影 朱自清著 978-7-5034-7214-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卸妆之夜 石评梅著 978-7-5034-7215-2 中国文史出版社

苦笑 梁遇春著 978-7-5034-7217-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山响 许地山著 978-7-5034-7218-3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贵族与平民 朱湘著 978-7-5034-7220-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寂寞 鲁彦著 978-7-5034-7221-3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大学微信 铁铮主编 978-7-5034-7226-8 中国文史出版社

闲邪存诚 永燊著 978-7-5034-7228-2 中国文史出版社

窗子以外 林徽因著 978-7-5034-7236-7 中国文史出版社

秋声 庐隐著 978-7-5034-7237-4 中国文史出版社

脸孔 杨骚著 978-7-5034-7238-1 中国文史出版社

过客 鲁迅著 978-7-5034-7239-8 中国文史出版社

玉衣 叶紫著 978-7-5034-7240-4 中国文史出版社

花床 缪崇群著 978-7-5034-7241-1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的信仰 胡适著 978-7-5034-7242-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嫁衣 陆蠡著 978-7-5034-7243-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孤独者 郁达夫著 978-7-5034-7244-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放火者 萧红著 978-7-5034-7245-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幻境 郑振铎著 978-7-5034-7246-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去来今 王统照著 978-7-5034-7247-3 中国文史出版社



百励成金 吕广华, 刘坌著 978-7-5034-7249-7 中国文史出版社

话说老钦州.上 方文主编 978-7-5034-7260-2 中国文史出版社

话说老钦州.下 方文主编 978-7-5034-7260-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撒谎不是人 王梓夫著 978-7-5034-7266-4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胡同 韩淑芳主编 978-7-5034-7270-1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清华 韩淑芳编 978-7-5034-7271-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外科医生的爱情故事 文心, 雪中银狐著 978-7-5034-7278-7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三生石 郭改霞著 978-7-5034-7280-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蜀山剑侠传.第九卷 还珠楼主著 978-7-5034-7306-7 中国文史出版社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薛涛传 余凤兰著 978-7-5034-7319-7 中国文史出版社

无用之用 冯文孝著 978-7-5034-7361-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兵部尚书史可法铁血传奇 刘俊杰著 978-7-5034-7375-3 中国文史出版社

漯河文史大观.上,新闻卷 袁树青主编 978-7-5034-7443-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漯河文史大观.下,新闻卷 袁树青主编 978-7-5034-7443-9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樊光湘主编 978-7-5034-7476-7 中国文史出版社

红色古冶说辉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

委员会编
978-7-5034-7485-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帝国崛起病:权力制约与大国兴衰 黄钟 978-7-5034-7535-1 中国文史出版社

潜半夏楹集锦 潜半夏楹编委会编 978-7-5034-7548-1 中国文史出版社

铁凝小说艺术论 许庆胜著 978-7-5034-7582-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成吉思汗 李兆庆著 978-7-5034-7587-0 中国文史出版社

逆光 公常平著 978-7-5034-7621-1 中国文史出版社

花事 张君艳著 978-7-5034-7623-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擦拭 王立宪著 978-7-5034-7624-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没有你哪有我 方又欣著 978-7-5034-7629-7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夕阳下的尘埃 刘刚著 978-7-5034-7640-2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不要人夸颜色好 舒风著 978-7-5034-7664-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唐宋婉约词史研究 王小荣著 978-7-5034-7676-1 中国文史出版社

蔡襄传 蔡金发著 978-7-5034-7696-9 中国文史出版社

蓝鸟与玫瑰 包讷睿著 978-7-5034-7725-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知青在安塞 安塞县档案局编著 978-7-5034-7729-4 中国文史出版社

侵华日军东宁要塞群揭秘 宿伟东主编 978-7-5034-7732-4 中国文史出版社

碟中谍:世界双面间谍传奇 韩春萌著 978-7-5034-7743-0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有好多话要藏在心底，专等一个人:朱湘情书
精选

朱湘著 978-7-5034-7751-5 中国文史出版社

简明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 宋荐戈, 张腾霄著 978-7-5034-7753-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先爱吧 之后感伤 之后再算:徐志摩情书精选 徐志摩著 978-7-5034-7766-9 中国文史出版社

若无相见，怎会相欠:民国大师的爱情 何滟著 978-7-5034-7797-3 中国文史出版社

老家往事 高树理著 978-7-5034-7814-7 中国文史出版社

翡翠扳指 岩波著 978-7-5034-7825-3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把青春献给你 岩波著 978-7-5034-7826-0 中国文史出版社

掌门 杨伯良著 978-7-5034-7827-7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牤牛河 韩光著 978-7-5034-7841-3 中国文史出版社

你是一粒微尘，也是一个世界 张大河著 978-7-5034-7852-9 中国文史出版社

寻梦蛮荒时代 张春增著 978-7-5034-7857-4 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一支玫瑰 刘媛著 978-7-5034-7858-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回首我们的时代 尉天聪[著] 978-7-5034-7880-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 戴望舒著 978-7-5034-7898-7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的世界只有你来过 凡心著 978-7-5034-7899-4 中国文史出版社

策动 青岛小肖著 978-7-5034-7904-5 中国文史出版社

潮女纪 张琼著 978-7-5034-7911-3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木兰花 璩静斋著 978-7-5034-7912-0 中国文史出版社

走近杂文家.上 汪金友,雷长风主编 978-7-5034-7922-9 中国文史出版社

走近杂文家.下 汪金友,雷长风主编 978-7-5034-7922-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暗夜传灯人 杨渡[著] 978-7-5034-7950-2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新媒体时代人的生存问题的现代性解读 何华征著 978-7-5034-8018-8 中国文史出版社

策反 姚全和著 978-7-5034-8062-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宋词格律鉴赏:平平仄仄平平仄 徐成祖编 978-7-5034-8076-8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近代德育理论研究 田海洋著 978-7-5034-8088-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国门初开:一个翻译的笔记 孙文龙著 978-7-5034-8158-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南漂 割鹿侯著 978-7-5034-8193-2 中国文史出版社

隐形的闯入者.上 木兰著 978-7-5034-8218-2 中国文史出版社

隐形的闯入者.下 木兰著 978-7-5034-8218-2 中国文史出版社

那一年的爱情 刘路一著 978-7-5034-8253-3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松台山下 张疏流著 978-7-5034-8304-2 中国文史出版社

命中注定 刘跃利著 978-7-5034-8454-4 中国文史出版社

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035-3975-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主编赵振华 978-7-5035-4771-3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读 王巍著 978-7-5035-4900-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加强执政党核心竞争力理论与实践创新:“三
严三实”党员干部学习读本

本书课题组 978-7-5035-5609-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给领导干部开个书单:习近平总书记读过的传
统经典

娄红伟，张宇主编 978-7-5035-5697-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绿色的眺望 吉炳德著 978-7-5035-5784-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新成果:“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百问百答

本书课题组 978-7-5035-5810-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发展战略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035-5823-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注释本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 978-7-5036-6340-6 法律出版社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英文本].2007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 978-7-5037-5269-8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英文本].2008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 978-7-5037-5535-4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 978-7-5037-5770-9 中国统计出版社

统计业务知识 全国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用书编写委员会
编

978-7-5037-5930-7 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2011 国家统计局编 978-7-5037-6359-5 中国统计出版社

古旧家具修复与保护 吕九芳, 吴智慧著 978-7-5038-6867-2 中国林业出版社

唐山生态城市建设 彭镇华等著 978-7-5038-6948-8 中国林业出版社

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与控制 郑建秋编著 978-7-5038-7070-5 中国林业出版社

黄河这样从我们身边流过:穿越中国景观的母
亲河

陈维达 ... [等] 著 978-7-5038-7588-5 中国林业出版社

北京生态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 本书编委会 978-7-5038-7764-3 中国林业出版社

热带雨林奇花异木 胡建湘，黄建平，王平元主编 978-7-5038-7772-8 中国林业出版社

报忧集:石山百岁文集 石山著 978-7-5038-7778-0 中国林业出版社

常用中药材及饮片快速识别 张贵君主编 978-7-5038-7787-2 中国林业出版社

论生态文明 贾治邦 978-7-5038-7818-3 中国林业出版社

野性的呼唤:纪念野马重返故乡三十周年 张赫凡著 978-7-5038-7959-3 中国林业出版社

写在园林边上 庄荣著 978-7-5038-8154-1 中国林业出版社

自然保护知识问答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自然保护区委员会, 
山西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山西灵丘黑鹳省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编

978-7-5038-8193-0 中国林业出版社

神农架地区陆生脊椎动物资源 周青春主编 978-7-5038-8194-7 中国林业出版社

苔藓名词及名称:新版 吴鹏程，汪楣芝，贾渝编著 978-7-5038-8267-8 中国林业出版社

鸟国拾趣.上册 谈宜斌著 978-7-5038-8281-4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5中国园艺疗法研究与实践论文集:园艺让
身心更健康

李树华主编 978-7-5038-8339-2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传统形象图说,弥勒 徐华铛编著 978-7-5038-8340-8 中国林业出版社

生态文明建设国际案例集 樊阳程 ... [等] 主编 978-7-5038-8360-6 中国林业出版社

鸟国拾趣.下册 谈宜斌著 978-7-5038-8384-2 中国林业出版社

创业的足迹 乔富强, 刘铁军, 牛奔主编 978-7-5038-8668-3 中国林业出版社

森林疗养漫谈 南海龙[等]编著 978-7-5038-8731-4 中国林业出版社

魔推门之十人必死 南宗丘著 978-7-5039-3854-2 文化艺术出版社

职场那些事儿 杨晓敏，秦俑，田双伶主编 978-7-5039-3856-6 文化艺术出版社

最后的情书 罗尘著 978-7-5039-3863-4 文化艺术出版社

阴丹士林 鄢颇著 978-7-5039-3865-8 文化艺术出版社

格子间里的司马TA 龙溪微微著 978-7-5039-3966-2 文化艺术出版社

忍冬藤 余一著 978-7-5039-3968-6 文化艺术出版社

魔推门之赶尽杀绝 南宗丘著 978-7-5039-4030-9 文化艺术出版社

再不相爱就老了 乘桴浮于海著 978-7-5039-4134-4 文化艺术出版社

双身花 赵凝著 978-7-5039-4135-1 文化艺术出版社

荆棘舞.2,升职游戏 紫百合著 978-7-5039-4141-2 文化艺术出版社

牟氏庄园 衣向东著 978-7-5039-4161-0 文化艺术出版社

蓝色天堂 (美)C. J. 巴克斯(C. J. Box)著 978-7-5039-4174-0 文化艺术出版社

理想情人 宁子著 978-7-5039-4206-8 文化艺术出版社

爱无常 汪陌著 978-7-5039-4221-1 文化艺术出版社

雷“人”老范 卜可，于小千著 978-7-5039-4223-5 文化艺术出版社

玻璃鱼缸 (美)莎拉·蜜诺琪(Sarah Mlynowski)著 978-7-5039-4265-5 文化艺术出版社

锦.贰,流光飞舞 祁定江主编 978-7-5039-4282-2 文化艺术出版社

蚁族救赎 郭菲著 978-7-5039-4288-4 文化艺术出版社

意外之侣 (英)马德琳·威克姆(Madeleine Wickham)著 978-7-5039-4292-1 文化艺术出版社

血魔法之罪 (美)吉姆·布契(Jim Butcher)著 978-7-5039-4313-3 文化艺术出版社

熊猫 棉棉[著] 978-7-5039-4406-2 文化艺术出版社

已婚少女 (英)马德琳·威克姆(Madelein Wickham)著 978-7-5039-4553-3 文化艺术出版社

离歌.Ⅲ 饶雪漫著 978-7-5039-4596-0 文化艺术出版社

爱情盛宴 (美)查尔斯·巴克斯特(Charles Baxter)著 978-7-5039-4604-2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一百个人的十年 冯骥才著 978-7-5039-4688-2 文化艺术出版社

古文字趣谈 陈炜湛著 978-7-5039-4705-6 文化艺术出版社



我与李宗仁 李秀文口述 978-7-5039-4838-1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饭局 张驰, 帅克主编 978-7-5039-4885-5 文化艺术出版社

桥隆飙 曲波著 978-7-5039-4894-7 文化艺术出版社

李春天的春天 庄羽著 978-7-5039-4926-5 文化艺术出版社

501个疯子 张林[等]著 978-7-5039-4959-3 文化艺术出版社

双重幻想 (日)村山由佳著 978-7-5039-5116-9 文化艺术出版社

工人 于泽俊著 978-7-5039-5119-0 文化艺术出版社

理想丰满 冯仑著 978-7-5039-5226-5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当代京剧音乐家传略,作曲家部分 李晓天著 978-7-5039-5478-8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第三卷 总主编刘勇, 李怡 978-7-5039-5653-9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 徐悲鸿著 978-7-5039-5836-6 文化艺术出版社

陈剑雨文集.上,电影文学剧本选 陈剑雨著 978-7-5039-5868-7 文化艺术出版社

陈剑雨文集.下,文艺理论电影评论选 陈剑雨著 978-7-5039-5868-7 文化艺术出版社

王明居文集.第六卷,忞斋笔谭 王明居著 978-7-5039-5870-0 文化艺术出版社

感伤故事 冯骥才著 978-7-5039-5891-5 文化艺术出版社

传奇小说 冯骥才著 978-7-5039-5892-2 文化艺术出版社

天涯手记 冯骥才著 978-7-5039-5893-9 文化艺术出版社

性情散文 冯骥才著 978-7-5039-5894-6 文化艺术出版社

故人往事 梁晓声著 978-7-5039-5896-0 文化艺术出版社

前世今生 梁晓声著 978-7-5039-5897-7 文化艺术出版社

俄罗斯双城记 冯骥才著 978-7-5039-5946-2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大
典.第一卷

罗微主编 978-7-5039-5964-6 文化艺术出版社

泡影 方明著 978-7-5039-5982-0 文化艺术出版社

热点与前沿:青年文艺论坛2014 祝东力,李云雷,孙佳山主编 978-7-5039-6028-4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东上海的前世今生 吴正著 978-7-5039-6031-4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万里行记 王能宪著 978-7-5039-6040-6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土一梦·悠游新西兰 吴沁俣著/译 978-7-5039-6074-1 文化艺术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健康读本 林崇德，申继亮主编 978-7-5041-3187-4 教育科学出版社

俞正强:低头找幸福 王永红著 978-7-5041-3949-8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什么知识:对教学的知识论基础的认识 季苹著 978-7-5041-4594-9 教育科学出版社

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班主任 闫学著 978-7-5041-5037-0 教育科学出版社

重新理解教育:来自教师发展学校的报告 宁虹，王志江等著 978-7-5041-5154-4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师专业发展制度 荀渊，唐玉光主编 978-7-5041-5433-0 教育科学出版社

原来他们这样做校长:北京西城智慧校长访谈
录

徐云知著 978-7-5041-6031-7 教育科学出版社

谁是最具成长力教师 刘肖主编 978-7-5041-6123-9 教育科学出版社

班主任心育活动设计36例,小学4~6年级卷 钟志农主编 978-7-5041-6248-9 教育科学出版社

自我统整的教师 于泽元著 978-7-5041-6268-7 教育科学出版社

我们是长大的儿童:情境教育中走出的名师 成尚荣主编 978-7-5041-6290-8 教育科学出版社

聚焦片段教学 钟建林, 余辉著 978-7-5041-6587-9 教育科学出版社

走在孩子的后面 蔡兴蓉著 978-7-5041-6609-8 教育科学出版社

班主任，可以做得这么有滋味 郑英著 978-7-5041-6611-1 教育科学出版社

享受语文课堂:黄厚江本色语文教学典型案例 黄厚江著 978-7-5041-6630-2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师培训师专业修炼 余新著 978-7-5041-6914-3 教育科学出版社

追寻语文的“三度” 刘祥著 978-7-5041-6923-5 教育科学出版社

我行我素教语文 王开东著 978-7-5041-6924-2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师发展的阿基米德点 房超平著 978-7-5041-6932-7 教育科学出版社

以学习为中心的课堂观察 夏雪梅著 978-7-5041-6934-1 教育科学出版社

学校心理咨询工具箱 项灵羽，曹新美主编 978-7-5041-6953-2 教育科学出版社

大家不同 大家都好 陶西平著 978-7-5041-6992-1 教育科学出版社

在反思中创新 陶西平著 978-7-5041-7054-5 教育科学出版社

特殊教育教师胜任力研究,实践卷 石学云著 978-7-5041-7146-7 教育科学出版社

始终——对教育及人生的一份心意 郑锦杭著 978-7-5041-7216-7 教育科学出版社

做一个有故事的教师 侯登强著 978-7-5041-7285-3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师培训师专业修炼 余新著 978-7-5041-7299-0 教育科学出版社

幸福教育实用指南:全员必读手册 孟万金，官群著 978-7-5041-7299-0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师学习新视野:生态取向的理论与实践 林正范，肖正德等著 978-7-5041-7571-7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育如此美好:29个真实故事与点评 陈宇，于洁著 978-7-5041-7643-1 教育科学出版社

留一块黑板:与顾明远先生对话现代学校发展 郭华主编 978-7-5041-7647-9 教育科学出版社

天生我材必有用:英才教育学 贺淑曼等著 978-7-5041-7648-6 教育科学出版社

如何策略地教学？
(美)唐娜·沃克·泰勒斯通(Donna Walker 

Tileston)著
978-7-5041-7663-9 教育科学出版社

新时代的教师 (日)秋田喜代美，(日)佐藤学编著 978-7-5041-7815-2 教育科学出版社

平原驰骋 李翔著 978-7-5042-2579-5 新时代出版社

婚姻的烦恼 李子勋著 978-7-5043-5018-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98-2008 赵化勇主编 978-7-5043-5714-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与你同行:央视50位主持人献给建台50周年的
心语

赵化勇主编 978-7-5043-5715-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许家印:缔造地产与足球的双料传奇 禾田编著 978-7-5043-6798-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非常弱音 刘诚龙著 978-7-5043-6980-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四十说惑 周湘华著 978-7-5043-6981-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艺术与科学研究.2013-2014 主编戴志强 978-7-5043-6997-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天方鱼话:图雅文集,美国篇 图雅著 978-7-5043-7114-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无期途行的骑迹 (马来西亚) 萧建忠著 978-7-5043-7162-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谁能天生就会跑 汪书福著 978-7-5043-7266-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世民汉字快速记忆法 赵世民著 978-7-5043-7283-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构筑文化江山: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 贾磊磊主编 978-7-5043-7312-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动画史 宫承波主编 978-7-5043-7345-8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武媚娘传奇 潘朴, 胥悦, 邓宗南编写 978-7-5043-7355-7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好男儿之情感护理 掩卷，林予改编 978-7-5043-7360-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偏偏喜欢你 梦幻星生园，莫阿也著 978-7-5043-7448-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民国文学研究:翻译学、手稿学、鲁迅学 赵献涛著 978-7-5043-7450-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经典神话解读 978-7-5043-7456-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夏禹:长篇历史神话小说 星阳著 978-7-5043-7468-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双行履印 诸雄潮著 978-7-5043-7477-6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九十年代以来诗歌中的“身体”意象研究 冯万红著 978-7-5043-7491-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医疗改革的媒介镜像:中国“新医改”的新闻
话语生产研究

陈欣钢著 978-7-5043-7492-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开罗宣言 刘星著 978-7-5043-7495-0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巨浪 北京森林影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编著 978-7-5043-7500-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陆地诗词三百首 陆地著 978-7-5043-7519-3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与时代同行:胡国华自选作品集 胡国华著 978-7-5043-7540-7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华古文明探源:童蒙猜想 张云鹏著 978-7-5043-7541-4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识破天机:一本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填字游戏
书

(澳)芦鸣著 978-7-5043-7543-8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济学思考 赵雅沁，石翼平著 978-7-5043-7551-3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裂空之芒.一 陈知行著 978-7-5043-7553-7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三八线 王海平著 978-7-5043-7559-9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吉鸿昌 宋常铁著 978-7-5043-7576-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十五年等待候鸟 盈风著 978-7-5043-7620-6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专业技术人员诚信建设学习读本 王晓梅主编 978-7-5043-7648-0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生命教育演讲录 何仁富著 978-7-5043-7649-7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诗经文化阐释 王红进著 978-7-5043-7748-7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平凡的倔强:赵瑶英中篇小说集 赵瑶英著 978-7-5043-7778-4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天堂家园 若木编著 978-7-5044-5855-1 中国商业出版社

成功不是打败别人 若木编著 978-7-5044-6040-0 中国商业出版社

思考的力量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6586-3 中国商业出版社

新税收制度与企业会计制度差异分析及协调 马林, 陈均平主编 978-7-5044-6661-7 中国商业出版社

致加西亚的信大全集 (美)阿尔伯特·哈伯德著 978-7-5044-6778-2 中国商业出版社

华尔街 纪录片《华尔街》主创团队著 978-7-5044-6920-5 中国商业出版社

华尔街.Ⅱ,金融的力量 纪录片《华尔街》主创团队著 978-7-5044-6973-1 中国商业出版社

制度以外72个管人技巧 刘伟编著 978-7-5044-7051-5 中国商业出版社

总经理一定要拥有健康 吴大夫著 978-7-5044-7152-9 中国商业出版社

巴比伦富翁的理财忠告:跟巴比伦富翁学理财 (美)克拉森著 978-7-5044-7327-1 中国商业出版社

响聊聊职场 李响著 978-7-5044-7618-0 中国商业出版社

治愈系心理学:瞬间快乐的灵魂方剂 张然著 978-7-5044-7730-9 中国商业出版社

职场中的心理学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7786-6 中国商业出版社

别败在不懂人情世故上 陈玮编著 978-7-5044-7793-4 中国商业出版社

破译商业模式的秘密 杨宗勇著 978-7-5044-7848-1 中国商业出版社

领导新规则 李伟著 978-7-5044-7852-8 中国商业出版社

淡定:做内心强大的自己 (美) 卡耐基著 978-7-5044-7925-9 中国商业出版社

全球银行业结构与发展 银行业结构研究课题组编著 978-7-5044-7948-8 中国商业出版社

方法总比困难多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7960-0 中国商业出版社

你在为谁工作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7963-1 中国商业出版社

有一种心态叫快乐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7967-9 中国商业出版社

人生的智慧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7980-8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金融常识 李昊轩著 978-7-5044-8014-9 中国商业出版社

创富心理学 张勇著 978-7-5044-8051-4 中国商业出版社

内涵段子 陈南编著 978-7-5044-8077-4 中国商业出版社

预见未来的自己 夏沫编著 978-7-5044-8083-5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的责任高于一切 (美)詹姆斯·L. 杰克著 978-7-5044-8100-9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的荣誉与人格 (美)詹姆斯·L. 杰克著 978-7-5044-8101-6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的成功法则 (美)詹姆斯·L. 杰克著 978-7-5044-8102-3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的第一准则 (美)詹姆斯·L. 杰克著 978-7-5044-8103-0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的进取精神 (美)詹姆斯·L. 杰克著 978-7-5044-8104-7 中国商业出版社

责任 荣誉 国家 麦克阿瑟著 978-7-5044-8105-4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军魂:没有不可能 (美)詹姆斯·L. 杰克著 978-7-5044-8106-1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的黄金心态 (美)詹姆斯·L. 杰克著 978-7-5044-8107-8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的理想准则 (美)詹姆斯·L. 杰克著 978-7-5044-8108-5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的生存法则 (美)詹姆斯·L. 杰克著 978-7-5044-8109-2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的自我提升 (美)詹姆斯·L. 杰克著 978-7-5044-8110-8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上班赚钱 下班理财:拿工薪, 三十几岁你也
能赚到600万

林凯著 978-7-5044-8135-1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情商 梁革兵著 978-7-5044-8137-5 中国商业出版社

哈佛最受欢迎的管理课 张一弛著 978-7-5044-8144-3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为自己奋斗.Ⅱ 韩娜著 978-7-5044-8204-4 中国商业出版社

文明大趋势:中华文明及其命运 苏三著 978-7-5044-8312-6 中国商业出版社

提升你的工作能力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318-8 中国商业出版社

大学生创业宝典 李芏巍著 978-7-5044-8337-9 中国商业出版社

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创业路上的老男孩 修思禹首席撰稿 978-7-5044-8366-9 中国商业出版社

如何说顾客才会听 如何做顾客才会买 张汇通著 978-7-5044-8370-6 中国商业出版社

成功的密码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388-1 中国商业出版社

生存的11项修炼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389-8 中国商业出版社

热情成就你一生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390-4 中国商业出版社

生命的智慧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392-8 中国商业出版社

激发你创富的潜能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393-5 中国商业出版社

有一种态度叫服从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394-2 中国商业出版社

优秀员工的必备素质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395-9 中国商业出版社

创富密码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396-6 中国商业出版社

生命的觉醒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397-3 中国商业出版社

成功的力量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398-0 中国商业出版社

改变心灵深处的自己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399-7 中国商业出版社

找准自己的位置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400-0 中国商业出版社

宽容的力量 姜丽君著 978-7-5044-8401-7 中国商业出版社

把职业当做事业 姜丽君著 978-7-5044-8402-4 中国商业出版社

思考决定命运 姜丽君著 978-7-5044-8403-1 中国商业出版社

汉字使用与编辑加工规范性研究 姜丽君，唐伟荣著 978-7-5044-8405-5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太监 徐静茹编著 978-7-5044-8497-0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酒具 王俊编著 978-7-5044-8499-4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陶器 王俊编著 978-7-5044-8500-7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乞丐 王俊编著 978-7-5044-8503-8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砖雕 王辉编著 978-7-5044-8521-2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藏书 李楠, 李杰编著 978-7-5044-8537-3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兵器 王烨编著 978-7-5044-8540-3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婚姻 王俊编著 978-7-5044-8543-4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砖瓦 李楠编著 978-7-5044-8546-5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科技 王俊编著 978-7-5044-8555-7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官制 王俊编著 978-7-5044-8558-8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乐器 王欣编著 978-7-5044-8584-7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房四宝 石雨祺编著 978-7-5044-8585-4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楼阁 韩霞编著 978-7-5044-8587-8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服饰 李楠编著 978-7-5044-8592-2 中国商业出版社

何鸿燊新传 蒲伟生，高文斐著 978-7-5044-8605-9 中国商业出版社

李嘉城新传 王拥军著 978-7-5044-8606-6 中国商业出版社

带着智慧去工作 李伟著 978-7-5044-8609-7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科举 陈薛俊怡编著 978-7-5044-8623-3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主动工作 超越平庸 李伟编著 978-7-5044-8636-3 中国商业出版社

只为成功找方法 李伟编著 978-7-5044-8639-4 中国商业出版社

阿尔伯特·哈伯德全书.1 (美)阿尔伯特·哈伯德原著 978-7-5044-8649-3 中国商业出版社

谁是最优秀的员工 张峰编著 978-7-5044-8667-7 中国商业出版社

做单纯有度从容自在的自己 马银文编著 978-7-5044-8685-1 中国商业出版社

阿尔伯特·哈伯德全书.2 (美)阿尔伯特·哈伯德原著 978-7-5044-8723-0 中国商业出版社

努力工作为了谁 吕晓晴编著 978-7-5044-8740-7 中国商业出版社

南极游记 曹继英著 978-7-5044-8747-6 中国商业出版社

本性孤独: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王宇编著 978-7-5044-8765-0 中国商业出版社

北大情感课 王宇著 978-7-5044-8769-8 中国商业出版社

内心强大的力量:每天读点尼采心理学 林凯编著 978-7-5044-8773-5 中国商业出版社

张爱玲的女人世界 王宇著 978-7-5044-8777-3 中国商业出版社

悄悄成为心理专家 王宇著 978-7-5044-8778-0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不让别人看懂你 王宇著 978-7-5044-8779-7 中国商业出版社



语言的突破 (美) 卡耐基著 978-7-5044-8787-2 中国商业出版社

职场宝典 李伟编著 978-7-5044-8793-3 中国商业出版社

做马云这样的男人 王宇编著 978-7-5044-8825-1 中国商业出版社

吴清源传 谢国有著 978-7-5044-8827-5 中国商业出版社

金庸传 何南著 978-7-5044-8828-2 中国商业出版社

美国西点军校精英传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40-4 中国商业出版社

学会选择 感受快乐 沛霖·泓露编著 978-7-5044-8851-0 中国商业出版社

有一种快乐叫宽容 沛霖·泓露编著 978-7-5044-8852-7 中国商业出版社

有一种智慧叫宽容 沛霖·鸿露编著 978-7-5044-8853-4 中国商业出版社

史蒂芬·乔布斯大传 沛霖·泓露主编 978-7-5044-8854-1 中国商业出版社

沃伦·巴菲特大传:成功的捷径是向成功者学
习

沛霖·泓露主编 978-7-5044-8855-8 中国商业出版社

敬业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58-9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军校精神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59-6 中国商业出版社

勇气才能让你脱颖而出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61-9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团队精神协作让你攻无不克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62-6 中国商业出版社

生存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63-3 中国商业出版社

服从打造最好的执行力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64-0 中国商业出版社

执行没有任何借口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65-7 中国商业出版社

进取是决胜职场的关键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66-4 中国商业出版社

冒险精神是一种自我超越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68-8 中国商业出版社

理想是你成功的第一推动力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69-5 中国商业出版社

责任永恒的生存法则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70-1 中国商业出版社

热情带给你高效与卓越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71-8 中国商业出版社

责任荣誉祖国:为祖国荣誉而战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72-5 中国商业出版社

信念让你拥有无尽力量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73-2 中国商业出版社

自信给你带来奇迹 泓露·沛霖编译 978-7-5044-8874-9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军校的八项经典法则 沛霖·鸿露编译 978-7-5044-8875-6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个人修养人格的完善是本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76-3 中国商业出版社

意志力是成功的先导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77-0 中国商业出版社

坚忍勇敢面对失败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78-7 中国商业出版社

奋斗是累积壮大自我的力量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79-4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主动让行动决定一切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80-0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军校的经典法则 泓露·沛霖著 978-7-5044-8881-7 中国商业出版社



勇敢理性的勇敢更胜一筹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82-4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不找借口用行动去执行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83-1 中国商业出版社

行动态度决定一切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84-8 中国商业出版社

正直使你受欢迎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85-5 中国商业出版社

独立要走自己的路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86-2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军校的二十二条军规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87-9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军校的行为准则 沛霖·鸿露编译 978-7-5044-8888-6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军校的成功密码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89-3 中国商业出版社

西点军校的人生经营课 佩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90-9 中国商业出版社

敬业从优秀到卓越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91-6 中国商业出版社

品质取得成功的催化剂 沛霖·泓露编译 978-7-5044-8892-3 中国商业出版社

激励，惊人的力量 董智轩编著 978-7-5044-8899-2 中国商业出版社

受益一生的口才心理学 墨羽著 978-7-5044-8963-0 中国商业出版社

刘强东:互联网+风口上的京东传奇 孙光雨著 978-7-5044-9026-1 中国商业出版社

吴清源新传:一生一世一棋局 王拥军著 978-7-5044-9104-6 中国商业出版社

路遥新传: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的人生 王拥军著 978-7-5044-9109-1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古代钱币 王俊编著 978-7-5044-9111-4 中国商业出版社

力量 张其金编著 978-7-5044-9112-1 中国商业出版社

努力改变一切 若伟编著 978-7-5044-9113-8 中国商业出版社

唤醒心中沉睡的正能量 金琦编著 978-7-5044-9114-5 中国商业出版社

亨利·福特大传 泓露·沛霖主编 978-7-5044-9128-2 中国商业出版社

萨姆·沃尔顿大传 泓露·沛霖主编 978-7-5044-9130-5 中国商业出版社

马云大传 泓露·沛霖主编 978-7-5044-9132-9 中国商业出版社

托马斯·沃森大传 泓露·沛霖主编 978-7-5044-9134-3 中国商业出版社

孙正义大传 泓露·沛霖主编 978-7-5044-9135-0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三十年河东 徐舰主编 978-7-5044-9155-8 中国商业出版社

别人不说你要知道的社交技巧 马银文编著 978-7-5044-9173-2 中国商业出版社

轻松学国学 金鸿儒著 978-7-5044-9201-2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一口气读遍心理学常识 张弛编著 978-7-5044-9239-5 中国商业出版社

洛克论人权与自由 (英)约翰·洛克著 978-7-5044-9247-0 中国商业出版社

托克维尔论制度与变革 (德)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著 978-7-5044-9249-4 中国商业出版社

阿德勒论灵魂与情感 (奥地利)阿尔弗莱德·阿德勒著 978-7-5044-9253-1 中国商业出版社

波普尔论开放社会与极权 (英)卡尔·波普尔著 978-7-5044-9254-8 中国商业出版社



别尔嘉耶夫论自由与奴役 (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
著

978-7-5044-9261-6 中国商业出版社

叔本华论意识与品德 (德)亚瑟·叔本华著 978-7-5044-9263-0 中国商业出版社

培根论人生成就 (英)弗朗西斯·培根著 978-7-5044-9266-1 中国商业出版社

迪尔凯姆论社会分工与团结 (法)埃米尔·杜尔凯姆著 978-7-5044-9268-5 中国商业出版社

卡西尔论人是符号的动物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 978-7-5044-9273-9 中国商业出版社

做最真实的自己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284-5 中国商业出版社

女人何苦为难自己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285-2 中国商业出版社

学会工作 懂得生活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292-0 中国商业出版社

成就你一生的能力:珍藏版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297-5 中国商业出版社

成就你一生的心态:珍藏版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298-2 中国商业出版社

你的优雅价值无限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320-0 中国商业出版社

高标处事 低调做人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321-7 中国商业出版社

格局决定结局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323-1 中国商业出版社

快乐你自己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325-5 中国商业出版社

销售心理学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339-2 中国商业出版社

妻子的智慧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340-8 中国商业出版社

受益一生的习惯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341-5 中国商业出版社

职业精神 沛霖·泓露著 978-7-5044-9342-2 中国商业出版社

哲学课大师 金鸿儒著 978-7-5044-9348-4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国学课大师 金鸿儒著 978-7-5044-9350-7 中国商业出版社

金色年华流水过 冯广维著 978-7-5044-9380-4 中国商业出版社

受益一生的哈佛心理课 墨羽著 978-7-5044-9435-1 中国商业出版社

美丽与哀愁:一代绝世佳人的前世今生 金凤著 978-7-5044-9438-2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不找借口找方法 习修著 978-7-5044-9441-2 中国商业出版社

受益一生的社交心理学 王富军著 978-7-5044-9444-3 中国商业出版社

别让性格毁了你 宋金凤著 978-7-5044-9445-0 中国商业出版社

再也不怕跟人打交道:一学就会的交往技巧 马银文编著 978-7-5044-9469-6 中国商业出版社

优秀企业的精神灵魂 张其金编著 978-7-5044-9502-0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世界财富排行榜上的女人 严雪芹编著 978-7-5044-9575-4 中国商业出版社

累死你的不是工作是方法 霁阳编著 978-7-5044-9593-8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国家战略:供给侧时代的分享经济 张其金编著 978-7-5044-9602-7 中国商业出版社

中国最需要的企业家 张勇编著 978-7-5044-9603-4 中国商业出版社

理财巧方法:草根刘三是怎样炼成的 张建有著 978-7-5044-9625-6 中国商业出版社



淡定:你要学着自己强大 (美)戴尔·卡耐基著 978-7-5044-9709-3 中国商业出版社

公共营养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主编杨月欣 978-7-5045-6694-2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主编赵国芳 978-7-5045-7881-5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流程优化与工作分析精细化实操手册 孙宗虎编著 978-7-5045-9973-5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公共营养师 杨月欣主编 978-7-5045-9996-4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 白桂春主编 978-7-5046-5651-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物化学 刘光艳主编 978-7-5046-5653-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组织胚胎学实验指导与对照图谱 段斐主编 978-7-5046-5862-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规划未来:社团和非营利组织领导人面对的趋
势、挑战和选择

美国快递未来著 978-7-5046-6111-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团管理:原理与方法 (美) 亨利·恩斯特塔尔著 978-7-5046-6116-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传染病防控:练就防身术 瘟疫难染身 本册主编王鲜平, 曹力 978-7-5046-6153-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病理:细胞的旅行 纪小龙, 王晓东主编 978-7-5046-6157-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 熊卫民著 978-7-5046-6316-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没有盲区的天空:王越传 吕瑞花, 韩露著 978-7-5046-6348-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唤醒土地:宁夏生态、人口、经济纵论 李禄胜著 978-7-5046-6432-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远望情怀:许学彦传 张毅等著 978-7-5046-6477-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智者乐水:林秉南传 程晓陶, 王连祥, 范昭等著 978-7-5046-6478-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往事皆烟:朱尊权传 罗兴波, 刘巍, 齐婧著 978-7-5046-6479-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个共产党人的数学人生:谷超豪传 张剑, 段炼, 周桂发著 978-7-5046-6480-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情系山河:张光斗传 王光纶编著 978-7-5046-6481-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然化成:谢毓元传 李明辉, 毛汝倩, 杨春皓著 978-7-5046-6483-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胸怀大气:陶诗言传 陈正洪, 杨桂芳著 978-7-5046-6484-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江流域的枝角类 向贤芬，虞功亮，陈受忠著 978-7-5046-6486-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型纤维素系止血材料 李杰, 谭惠民著 978-7-5046-6487-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脏标志物实验室检测应用指南 黄山, 邓小林编著 978-7-5046-6488-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轻松自降血压 (日) 林泰主编 978-7-5046-6521-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化学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25-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植物学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26-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发展报告:2012-
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27-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2013心理学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28-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道路工程科学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29-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2013冶金工程技术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30-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航空科学技术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31-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2013电子信息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32-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照明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33-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气工程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34-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2013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学科发展报
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35-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工程热物理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36-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基础农学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37-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2013航天科学技术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38-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兵器科学技术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39-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晶体学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40-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植物保护学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41-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理学学科发展报告: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42-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2013食品科学技术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43-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2013青藏高原研究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44-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45-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运筹学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46-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2013植物生物学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49-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学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50-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纺织科学技术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51-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2013全科医学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52-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体视学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53-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机械工程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特种加工
与微纳制造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56-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报告: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57-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学科发展报告综合卷:2012-201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58-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规范化与国际化的关键问题:对现有中药
质量评价体系的思考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编 978-7-5046-6563-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灾害救援医学 (美) 格雷戈里·赛奥顿主编 978-7-5046-6564-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 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 978-7-5046-6568-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学科史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571-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腔静脉外科学 郑月宏, 卞策, 李春民编著 978-7-5046-6615-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包皮环切与艾滋病预防:包皮环切降低HIV感
染风险的推广模式探索

梁浩主编 978-7-5046-6655-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博士学位随笔 冯长根著 978-7-5046-6673-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技传播与普及概论 任福君, 翟杰全著 978-7-5046-6684-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南岛食疗本草图鉴.第一卷 庞玉新主编 978-7-5046-6706-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科研环境评估报告 中国科研环境评估研究组著 978-7-5046-6709-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论文写在大地上:徐锦堂传 汤国星 ... [等] 著 978-7-5046-6718-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云卷云舒:黄士松传 陈云峰著 978-7-5046-6720-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赜索隐 止于至善:蔡启瑞传 廖代伟等著 978-7-5046-6721-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妙手生花:张涤生传 甄橙, 胡俊, 张齐著 978-7-5046-6722-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仁术宏愿:盛志勇传 黎润红, 张大庆著 978-7-5046-6724-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求索军事医学之路:程天民传 邓晓蕾, 冉新泽著 978-7-5046-6725-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让核技术接地气:陈子元传 李曙白, 韩天高, 徐步进著 978-7-5046-6726-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碧空丹心:李敏华传 毛天祥, 王柏懿著 978-7-5046-6727-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糖尿病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 张君, 李军主编 978-7-5046-6730-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关节四肢外科:关注骨骼健康 邢更彦, 白晓东主编 978-7-5046-6754-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内科:胃肠健康才能幸福安康 唐红卫, 韩承新主编 978-7-5046-6756-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重症医学:监护生命 程芮主编 978-7-5046-6757-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防治:肿瘤的秘密 黎功主编 978-7-5046-6768-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外科:解开满腹疑团 韩承新, 唐红卫主编 978-7-5046-6780-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理疗医学:祛病强身找理疗 许建阳, 王梅康主编 978-7-5046-6781-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康复医学:走进康复 人人健康 许建阳, 王梅康主编 978-7-5046-6783-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老文化寻踪,皇家园林 黄明哲著 978-7-5046-6785-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老文化寻踪,民俗神韵 黄明哲著 978-7-5046-6786-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老文化寻踪,百工之人 刘晓峰著 978-7-5046-6787-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老文化寻踪,市井北京 朱天纯，黄明哲著 978-7-5046-6788-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老文化寻踪,远古村落 姚丽娟著 978-7-5046-6789-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过敏反应:过敏那些事儿 王莉主编 978-7-5046-6790-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外科:健康生活从“心”开始 王奇主编 978-7-5046-6792-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规检查护理指导:天使指路 呵护健康 张利岩, 陈秀荣主编 978-7-5046-6793-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人体生命活动的调控者 徐春主编 978-7-5046-6795-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铅循环产业链信息管理 刘林娣, 梁福明, 王喜富著 978-7-5046-6803-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疑难杂病医案 孙伯扬编著 978-7-5046-6815-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影像:医生的第三只眼睛 穆学涛, 王贵生, 蒲朝煜主编 978-7-5046-6817-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思想传播史 (英)戴维·奈特著 978-7-5046-6820-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观测天体物理学 (法)皮埃尔·莱纳[等]著 978-7-5046-6822-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哈尼族传统药物探究 杨久云, 诸锡斌编著 978-7-5046-6824-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哈尼族传统医疗技术考述 杨久云, 诸锡斌编著 978-7-5046-6825-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结核病新型诊断技术的应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编 978-7-5046-6841-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健康体检:发现疾病的蛛丝马迹 邓笑伟, 马春梅主编 978-7-5046-6848-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第三支力量:城市社区保护公众生命健康的医
学救援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编 978-7-5046-6849-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老文化寻踪,古乐流长 (日)刘宏军编著 978-7-5046-6852-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老文化寻踪,隋唐记忆 (日)刘宏军编著 978-7-5046-6853-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院药学研究与应用 郝少君，王希东，孙建华主编 978-7-5046-6879-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2015中西医结合消化医学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6891-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麻醉:术中奇幻之旅 雷志礼主编 978-7-5046-6894-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闵恩泽传 周红爱著 978-7-5046-6898-1 人民出版社

名医解惑 血尿与IgA肾病 余仁欢主编 978-7-5046-6907-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名医解惑 高脂血症 童文新主编 978-7-5046-6909-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师小文:李小文院士博文精选 李小文著 978-7-5046-6922-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脏内科:呵护你的肾脏 张建荣主编 978-7-5046-6924-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泌尿外科:关注泌尿生殖健康保健 陈湘龙, 肖序仁主编 978-7-5046-6925-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命的解放
(澳)查尔斯·伯奇(Charles Birth), (美)约

翰·柯布(John B. Cobb, Jr)著
978-7-5046-6926-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物医药与人类健康 中国药学会,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编著 978-7-5046-6945-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技术传承与社会认知 姜振寰主编 978-7-5046-6967-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的气象生涯:陈学溶百岁自述 樊洪业, 陈德红, 陈德东整理 978-7-5046-6975-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的教育人生:申泮文百岁自述 韩峰整理 978-7-5046-6976-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汉天文学名词 李竞，余恒，崔辰州编 978-7-5046-6977-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预防出生缺陷指导手册 朱俊真，曹琴英，余小平主编 978-7-5046-6990-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碳排放规律与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白万平著 978-7-5046-6991-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燕园草木补 刘华杰编著 978-7-5046-6997-1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神经系统疾病诊疗指南 张宇, 李志清, 苟志勇等主编 978-7-5046-7001-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务人员从业状况调查报告 张新庆著 978-7-5046-7004-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名医解惑 蛋白尿 余仁欢主编 978-7-5046-7009-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们在阅兵村的日子 郑静晨, 彭碧波主编 978-7-5046-7010-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江西中药资源 刘勇, 杨世林, 龚千锋主编 978-7-5046-7011-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追求卓越:郭慕孙传 《追求卓越 郭慕孙传》编写组著 978-7-5046-7014-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科疾病的治疗与研究 邵毅，赵学英，刘毅主编 978-7-5046-7052-6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的食品安全:过去、现在与未来 任筑山, 陈君石主编 978-7-5046-7061-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平行:2016 王康友主编 978-7-5046-7062-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2015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7067-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2015航空科学技术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7070-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2015神经外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7072-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2015空间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7088-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2015营养学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7089-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著 978-7-5046-7090-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2015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7092-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2015免疫学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 978-7-5046-7093-9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常见肿瘤诊断与治疗 李瑞霞，仲飞，马东初主编 978-7-5046-7123-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生态六讲 蒋高明著 978-7-5046-7129-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地生辉.上 中国科协调宣部主编 978-7-5046-7157-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地生辉.下 中国科协调宣部主编 978-7-5046-7157-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形与再造病案图解 韩凤山，黄晓文主编 978-7-5046-7187-5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用药传奇: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 王幸福编著 978-7-5046-7207-0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警惕·骨头 田伟著 978-7-5046-7224-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经外奇穴图谱 郝金凯主编 978-7-5046-7295-7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际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检测及其标准化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 978-7-5047-3317-7 中国物资出版社

当营销遇到策划 朱越民著 978-7-5047-4154-7 中国物资出版社

中国式民工.第2部 周述恒著 978-7-5047-4303-9 中国财富出版社

中国商业模式创新路线图 江晓兴著 978-7-5047-4429-6 中国财富出版社

欢爱有道 曾小亮著 978-7-5047-4591-0 中国财富出版社

灰色的中山装:人在职场，身不由己 冯广维著 978-7-5047-4669-6 中国财富出版社

北魏女枭——冯太后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4927-7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因祸得福——窦太后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4928-4 中国财富出版社

铁马红颜——萧燕燕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4929-1 中国财富出版社

用情专一——独孤皇后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4934-5 中国财富出版社

贞观帝后——长孙皇后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4935-2 中国财富出版社

孤独的灵魂 王延平著 978-7-5047-4983-3 中国财富出版社

战略新品:改变企业未来命运的伟大观点 李志起著 978-7-5047-4988-8 中国财富出版社



琉璃墙上的木偶人 刘勇主编 978-7-5047-4993-2 中国财富出版社

青春走起，不落不明 刘勇主编 978-7-5047-4999-4 中国财富出版社

青春总兑抹茶味 刘勇主编 978-7-5047-5007-5 中国财富出版社

暖雪落尽处,相会且无声 刘勇主编 978-7-5047-5021-1 中国财富出版社

忽必烈告诉我如何才能出奇制胜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022-8 中国财富出版社

李渊告诉我如何才能善抓机遇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023-5 中国财富出版社

皇太极告诉我如何才能一步登天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026-6 中国财富出版社

爱是一切的答案 沈岳明著 978-7-5047-5031-0 中国财富出版社

新疆往事 西遇尘著 978-7-5047-5032-7 中国财富出版社

刘秀告诉我如何才能与时俱进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033-4 中国财富出版社

一变通天下:我与唐太宗侃变通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036-5 中国财富出版社

铁腕博天下:我与朱元璋侃意志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039-6 中国财富出版社

权智谋天下:我与康熙帝侃谋略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041-9 中国财富出版社

成败任人评:我与秦始皇侃理想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043-3 中国财富出版社

余秋雨文化观三十问 余宗其著 978-7-5047-5045-7 中国财富出版社

撒旦的恶吻 江南清秋月著 978-7-5047-5047-1 中国财富出版社

那年年少少不更事 刘勇主编 978-7-5047-5052-5 中国财富出版社

学生会萌主的迟到记录簿 刘勇主编 978-7-5047-5054-9 中国财富出版社

逆光装满的青春 刘勇主编 978-7-5047-5105-8 中国财富出版社

黑道笔记:旧上海滩四大黑社会老大的悲惨结
局

蒋斌著 978-7-5047-5130-0 中国财富出版社

死亡笔记:民国政要、明星死亡之谜 玉门关外著 978-7-5047-5131-7 中国财富出版社

上海寻梦记 酋长有德著 978-7-5047-5137-9 中国财富出版社

元宵夜的谋杀 司徒秀彗著 978-7-5047-5142-3 中国财富出版社

法说水浒传 余宗其著 978-7-5047-5146-1 中国财富出版社

离殇 唐瑜著 978-7-5047-5154-6 中国财富出版社

鹌鹑庄传奇 郝敏芳著 978-7-5047-5155-3 中国财富出版社

那些年我们被传销的日子 谢祖庆著 978-7-5047-5178-2 中国财富出版社

爱的救赎 纤云若水著 978-7-5047-5194-2 中国财富出版社

法说三国演义 余宗其著 978-7-5047-5208-6 中国财富出版社

心理咨询实操技能训练手册 李元榕, 知非编著 978-7-5047-5213-0 中国财富出版社

法说西游记 余宗其著 978-7-5047-5216-1 中国财富出版社

法说红楼梦 余宗其著 978-7-5047-5221-5 中国财富出版社

道术合一的领导力 李刚著 978-7-5047-5227-7 中国财富出版社



我是文艺青年 张艳庭著 978-7-5047-5228-4 中国财富出版社

觉悟 杨安著 978-7-5047-5231-4 中国财富出版社

法说聊斋志异 余宗其著 978-7-5047-5235-2 中国财富出版社

法说儒林外史 余宗其著 978-7-5047-5236-9 中国财富出版社

大学生综合创新训练:探索与实践.2013年 许春燕, 白学波主编 978-7-5047-5251-2 中国财富出版社

陪你一起看草原 刘素平著 978-7-5047-5292-5 中国财富出版社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李伟明著 978-7-5047-5293-2 中国财富出版社

解脱 杨安著 978-7-5047-5294-9 中国财富出版社

时光碎片 杨姣娥著 978-7-5047-5296-3 中国财富出版社

爱上你不是我的错 张德富著 978-7-5047-5301-4 中国财富出版社

南疆散记 吴连广著 978-7-5047-5306-9 中国财富出版社

唾沫和稀泥 雨录著 978-7-5047-5308-3 中国财富出版社

贿赂风云和珅 诗酒啸傲著 978-7-5047-5309-0 中国财富出版社

穷日子 富日子 朱辉著 978-7-5047-5327-4 中国财富出版社

催眠:世界上最神奇的觉醒之路 杨安著 978-7-5047-5368-7 中国财富出版社

流程工业实施绿色生产的模糊规划 王心著 978-7-5047-5401-1 中国财富出版社

一个女人渐渐老去的活法 陈彧著 978-7-5047-5403-5 中国财富出版社

后手 孙玉臣著 978-7-5047-5420-2 中国财富出版社

裂帛 何春燕著 978-7-5047-5422-6 中国财富出版社

我的癌症母亲 小麦著 978-7-5047-5427-1 中国财富出版社

疗愈 杨安著 978-7-5047-5430-1 中国财富出版社

良好家规树新风:家规篇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465-3 中国财富出版社

重义守信立根本:家信篇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473-8 中国财富出版社

蟾宫图.上 刘锁著 978-7-5047-5518-6 中国财富出版社

蟾宫图.下 刘锁著 978-7-5047-5518-6 中国财富出版社

日月双重梦 苍沉月著 978-7-5047-5521-6 中国财富出版社

那二爷的战争 程晖著 978-7-5047-5536-0 中国财富出版社

宽恕:宽恕生命释放生命自由 杨安著 978-7-5047-5540-7 中国财富出版社

木匠皇帝朱由校 郭晓畅著 978-7-5047-5582-7 中国财富出版社

小许的N次抉择 梁志立著 978-7-5047-5590-2 中国财富出版社

温暖的月光 任耀榜著 978-7-5047-5598-8 中国财富出版社

你的咖啡馆曾是我的城 陈彧著 978-7-5047-5603-9 中国财富出版社

再见，旧情人:终成想念却不相见的人 陈彧著 978-7-5047-5658-9 中国财富出版社



季羡林的16堂国学课 张笑恒著 978-7-5047-5659-6 中国财富出版社

龙文鞭影:人物典故中的哲学寓意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678-7 中国财富出版社

塞外烽烟:突厥之战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716-6 中国财富出版社

魅力:第一夫人教你的品位课 廷音著 978-7-5047-5734-0 中国财富出版社

姚泽民讲紫砂壶 姚泽民著 978-7-5047-5748-7 中国财富出版社

心是孤独的猎手:从意识和无意识层面解读孤
独与渴望

(加) 布伦特·威洛克, (美) 洛莉·C. 伯
姆, 丽贝卡·科勒曼·柯蒂斯主编

978-7-5047-5810-1 中国财富出版社

物业管理法律法规 主编柳易林 978-7-5047-5840-8 中国财富出版社

中国式演说 吴开发著 978-7-5047-5860-6 中国财富出版社

一年 朱佳著 978-7-5047-5894-1 中国财富出版社

冯仑的谜:万通的那套办法 章岩著 978-7-5047-5910-8 中国财富出版社

连理树 万贤滋著 978-7-5047-5923-8 中国财富出版社

空军司令刘亚楼 孙维韬著 978-7-5047-5933-7 中国财富出版社

病魔心理学:治愈导致你内心不安的11种病症 淝河一石著 978-7-5047-5944-3 中国财富出版社

翰墨风流——王羲之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958-0 中国财富出版社

翰墨飘香:一本书读懂中国书法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959-7 中国财富出版社

清华北大国学课 马银春编著 978-7-5047-5964-1 中国财富出版社

太医济世——张仲景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965-8 中国财富出版社

重温传统:一本书读懂中国文化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969-6 中国财富出版社

心灵刮痧:心中无毒一身轻 姜越主编 978-7-5047-5972-6 中国财富出版社

史家之魂——司马迁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973-3 中国财富出版社

心灵针灸:莫让心态失平衡 姜越主编 978-7-5047-5974-0 中国财富出版社

心灵降压:睿智减压不浮躁 姜越主编 978-7-5047-5975-7 中国财富出版社

智者不惑:一本书读懂中国哲学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977-1 中国财富出版社

丹青雅韵:一本书读懂中国绘画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978-8 中国财富出版社

诗意人生——苏轼 姜正成主编 978-7-5047-5990-0 中国财富出版社

心灵瑜伽:和心灵有个约会 姜越主编 978-7-5047-6003-6 中国财富出版社

心灵拔罐:挥手昨天心归零 姜越主编 978-7-5047-6017-3 中国财富出版社

心灵处方:矫过纠偏舞人生 姜越主编 978-7-5047-6033-3 中国财富出版社

心灵按摩:心无妄念远是非 姜越主编 978-7-5047-6039-5 中国财富出版社

人性的解密 马希辉著 978-7-5047-6052-4 中国财富出版社

中英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比较研究 代霞著 978-7-5047-6075-3 中国财富出版社

心灵推拿:克难攻坚正身心 姜越主编 978-7-5047-6078-4 中国财富出版社



心灵药膳:聚能养心释潜能 姜越主编 978-7-5047-6090-6 中国财富出版社

给梦中的安琪:祥鹰（汪文德）诗文集 汪文德著 978-7-5047-6121-7 中国财富出版社

异代论语 牟玉国著 978-7-5047-6122-4 中国财富出版社

南怀瑾的12堂国学课 淝河一石著 978-7-5047-6130-9 中国财富出版社

金申讲古代佛像 金申著 978-7-5047-6148-4 中国财富出版社

抽点时间，做超新潮超好玩的心理测试 云无心编著 978-7-5047-6235-1 中国财富出版社

天高地远 杨华团著 978-7-5047-6240-5 中国财富出版社

赛尔星球 虎皮著 978-7-5047-6241-2 中国财富出版社

就想做个大反派:丁迎新散文作品 丁迎新著 978-7-5047-6249-8 中国财富出版社

我在十里长街等你:奎之长篇小说作品 奎之著 978-7-5047-6250-4 中国财富出版社

打破谎言还原真相:一本专门为你准备的微表
情读心术

刘行光著 978-7-5047-6252-8 中国财富出版社

穿过迷雾的阳光:李文明散文作品 李文明著 978-7-5047-6275-7 中国财富出版社

月未央:纤云若水诗歌作品 纤云若水著 978-7-5047-6302-0 中国财富出版社

地铁 甘正伟著 978-7-5047-6322-8 中国财富出版社

亚鲁王 李大卫著 978-7-5047-6361-7 中国财富出版社

铜鼓冲传奇 刘春来著 978-7-5047-6378-5 中国财富出版社

蒲公英飞舞 闫岩著 978-7-5047-6393-8 中国财富出版社

江河谣 马宇龙著 978-7-5047-6405-8 中国财富出版社

新时代实用节庆对联 曹治国编著 978-7-5048-5128-4 农村读物出版社

速效点穴全图解 王启芳, 方典美, 双福主编 978-7-5048-5368-4 农村读物出版社

魅力魔法:内外兼修成就美女 淇昀编著 978-7-5048-5419-3 农村读物出版社

家常海鲜 朱太治, 双福编著 978-7-5048-5514-5 农村读物出版社

催乳师多媒体教程 丁丽翔主编 978-7-5048-5723-1 农村读物出版社

保险监管与风险防范案例选编 主编周延礼 978-7-5049-5682-8 中国金融出版社

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和实践 董汉忠主编 978-7-5051-1391-6 红旗出版社

高层讲坛: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
重大课题.上

崔常发，徐明善主编 978-7-5051-1487-6 红旗出版社

高层讲坛: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
重大课题.下

崔常发，徐明善主编 978-7-5051-1487-6 红旗出版社

跟周恩来学谈判技巧 陈峥嵘编著 978-7-5051-1722-8 红旗出版社

周恩来超群智慧 薛学共，黄小用编著 978-7-5051-1724-2 红旗出版社

跟周恩来学处理矛盾 孟庆春编著 978-7-5051-1729-7 红旗出版社



跟毛泽东学方法 郭金平，张平主编 978-7-5051-1730-3 红旗出版社

跟毛泽东学为人处事 陈冠任，杨英健编著 978-7-5051-1736-5 红旗出版社

胡适传 白吉庵著 978-7-5051-1757-0 红旗出版社

傅斯年传 马亮宽，李泉著 978-7-5051-1761-7 红旗出版社

跟毛泽东学读书写作 莫志斌，陈特水，杨英健编著 978-7-5051-1766-2 红旗出版社

跟毛泽东学凝聚人心 孟庆春编著 978-7-5051-1775-4 红旗出版社

雷锋:一个小兵与一个大国 刘高平著 978-7-5051-2204-8 红旗出版社

政务礼仪与交往艺术 王兆屹，姚猛刚编著 978-7-5051-2267-3 红旗出版社

公共危机管理与公共关系维护 侯书生，孙思编著 978-7-5051-2270-3 红旗出版社

领导干部下基层工作方法与实务 王兆屹，郭丽娟，姚猛刚编著 978-7-5051-2271-0 红旗出版社

雷锋精神永放光芒:雷锋精神论坛文章汇编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978-7-5051-2289-5 红旗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永远与人民群众在一起 红旗出版社编辑部编 978-7-5051-2374-8 红旗出版社

铁娘子撒切尔 (英)约翰·布伦德尔著 978-7-5051-2469-1 红旗出版社

党建一本通:十八大后的党建工作创新 《党建一本通》编写组编著 978-7-5051-2542-1 红旗出版社

盛世危言:成思危畅谈中国经济 于今编 978-7-5051-2561-2 红旗出版社

葬送在蒋介石手下的特种部队 郑丹石著 978-7-5051-2602-2 红旗出版社

最新高校入党培训教材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051-2620-6 红旗出版社

最新基层党务工作操作方法与创新实务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051-2634-3 红旗出版社

最新党务公文写作规范·方法·范文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051-2639-8 红旗出版社

最新党的宣传工作操作方法与创新实务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051-2692-3 红旗出版社

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二 宗寒著 978-7-5051-2738-8 红旗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李俊伟著 978-7-5051-2758-6 红旗出版社

党建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051-2788-3 红旗出版社

口才训练与讲话艺术 郭丽娟，王兆屹编著 978-7-5051-2813-2 红旗出版社

理论热点辨析:《红旗文稿》文选·2013 红旗文稿编辑部编 978-7-5051-2926-9 红旗出版社

触摸得到的文脉:浙江文化老人访谈录 浙江省档案馆, 钱江晚报编 978-7-5051-2958-0 红旗出版社

优秀公务员10项修炼:打造高素质公务员队伍 伍景玉编著 978-7-5051-3067-8 红旗出版社

新月余晖:失落的古巴比伦 吴昊之主编 978-7-5051-3117-0 红旗出版社

尼克松：白宫最后岁月 (美)鲍勃·伍德沃德，(美)卡尔·伯恩斯坦
著

978-7-5051-3151-4 红旗出版社

中国快递桐庐帮:“三通一达”崛起之谜 孙侃著 978-7-5051-3257-3 红旗出版社

致胜大数据时代的50种思维方法 杨倩编著 978-7-5051-3310-5 红旗出版社

法老们的金字塔:探秘古埃及 吴昊之主编 978-7-5051-3314-3 红旗出版社

毛泽东历险脱难纪实 郭德宏, 陈登才, 钟世虎著 978-7-5051-3330-3 红旗出版社



毛泽东史鉴思古幽情 郭德宏, 陈登才, 钟世虎著 978-7-5051-3347-1 红旗出版社

毛泽东修身齐家管理 郭德宏, 陈登才, 钟世虎著 978-7-5051-3348-8 红旗出版社

父亲进城 陈仓著 978-7-5051-3381-5 红旗出版社

麦子进城 陈仓著 978-7-5051-3382-2 红旗出版社

女儿进城 陈仓著 978-7-5051-3383-9 红旗出版社

傻子进城 陈仓著 978-7-5051-3384-6 红旗出版社

小猪进城 陈仓著 978-7-5051-3385-3 红旗出版社

影子进城 陈仓著 978-7-5051-3386-0 红旗出版社

小妹进程 陈仓著 978-7-5051-3387-7 红旗出版社

米昔进城 陈仓著 978-7-5051-3388-4 红旗出版社

理论热点辨析:《红旗文稿》文选·2014 红旗文稿编辑部编 978-7-5051-3392-1 红旗出版社

乐在骑中:杭州公共自行车成长历程 孙侃著 978-7-5051-3449-2 红旗出版社

跟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王小宽，张明林著 978-7-5051-3461-4 红旗出版社

不可预知的地球:人类灾难全档案 王楠主编 978-7-5051-3478-2 红旗出版社

作风决定成败:做“三严三实”好干部 高敬主编 978-7-5051-3480-5 红旗出版社

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 郭德宏, 李鹏著 978-7-5051-3504-8 红旗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程序与规范:《中国共产
党巡视工作条例》学习读本

于建荣，何芹编著 978-7-5051-3588-8 红旗出版社

暖医 白剑峰著 978-7-5051-3666-3 红旗出版社

党政干部国学知识简明读本 唐寿东,杜艳华主编 978-7-5051-3746-2 红旗出版社

健康中国:国民健康研究 主编黄开斌 978-7-5051-3794-3 红旗出版社

天上星星延安的人 朱鸿召著 978-7-5051-3802-5 红旗出版社

长征前夜的红军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 978-7-5051-3905-3 红旗出版社

长征史 红军颂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 978-7-5051-3906-0 红旗出版社

微计算机原理 潘名莲, 马争, 丁庆生编著 978-7-5053-9087-4 电子工业出版社

夜上海 金子著 978-7-5054-1785-4 朝华出版社

Hello小姐.1 (韩)李智奂著 978-7-5054-1911-7 朝华出版社

Hello小姐.2 (韩)李智奂著 978-7-5054-1911-7 朝华出版社

第一皇妃.Ⅳ 犬犬著 978-7-5054-2033-5 朝华出版社

第一皇妃.Ⅴ 犬犬著 978-7-5054-2033-5 朝华出版社

命中注定我爱你 台湾三立电视台编著 978-7-5054-2036-6 朝华出版社

坏人都知道我有多厉害 乐多多著 978-7-5054-2964-2 朝华出版社

脑渊:临界点 李慧著 978-7-5054-3811-8 朝华出版社



哈佛经典推理游戏 江乐兴主编 978-7-5054-3825-5 朝华出版社

哈佛经典数独游戏 江乐兴主编 978-7-5054-3826-2 朝华出版社

哈佛经典填字游戏 江乐兴主编 978-7-5054-3827-9 朝华出版社

哈佛经典思维游戏 江乐兴主编 978-7-5054-3828-6 朝华出版社

哈佛经典数学游戏 江乐兴主编 978-7-5054-3829-3 朝华出版社

哈佛经典趣味游戏 江乐兴主编 978-7-5054-3830-9 朝华出版社

哈佛经典智商游戏 江乐兴主编 978-7-5054-3831-6 朝华出版社

哈佛经典图形游戏 江乐兴主编 978-7-5054-3833-0 朝华出版社

神秘岛 (法)儒勒·凡尔纳著 978-7-5054-3844-6 朝华出版社

头等强国:中国的梦想、现实与战略 刘涛著 978-7-5057-2604-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开诚著 978-7-5057-2857-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宫本武藏:剑与禅.2,空天元明卷 (日)吉川英治著 978-7-5057-3028-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疯狂行为学:来自猩猩的你，为什么总会失去
理智？

(美)戴维·迪萨尔沃(David DiSalvo)著 978-7-5057-3035-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五部队之海盗公敌.2 纷舞妖姬著 978-7-5057-3070-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团队正能量:带队伍就是带人心 (美) 丹·柏秉斯基著 978-7-5057-3081-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王阳明:人生即修行 鹤阑珊著 978-7-5057-3093-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爱情要谨慎，幸福要勤奋 腾讯视频著 978-7-5057-3095-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美联储 (美) 威廉·格雷德著 978-7-5057-3175-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背后阳谋:带你洞悉名利场上的阴谋与阳谋、
博弈与争斗

林夕著 978-7-5057-3192-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自我疗愈心理学:为什么劝自己永远比劝别人
难

(法)克里斯托夫·安德烈(Christophe 
André)主编

978-7-5057-3193-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执掌全局 金凡宛著 978-7-5057-3194-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人类是外星人的试验品？:全球国家机密大公
开

(美)莱斯莉·琪恩(Leslie Kean)著 978-7-5057-3207-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暗流:空手白狼 高瞻著 978-7-5057-3218-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人性的弱点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5057-3221-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卡内基自传 (美)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著 978-7-5057-3223-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菜根谭:全注全译 (明) 洪应明 978-7-5057-3262-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年轻就是要活出你自已: 刘强东的商业新逻
辑

韩平著 978-7-5057-3328-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奥黛丽·赫本 (美)唐纳德·斯伯特著 978-7-5057-3370-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五部队.1,浴火重生 纷舞妖姬著 978-7-5057-3424-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五部队.2,孤独军营 纷舞妖姬著 978-7-5057-3425-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五部队.3,十万军魂 纷舞妖姬著 978-7-5057-3426-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五部队.4,鹰展金陵 纷舞妖姬著 978-7-5057-3427-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新时期治国理政的伟大纲领: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刘丹等著 978-7-5057-3430-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陈克的创事记 秦誓著 978-7-5057-3439-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迷途笔记:一个社会调查员的十五篇绝密笔记 欧阳乾著 978-7-5057-3450-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这世界，还爱着你 (法)希里尔·马沙霍朵(Cyril Massarotto)
著

978-7-5057-3465-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断舍离,心灵减负篇 (日) 山下英子, 中村究著 978-7-5057-3473-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断舍离,升级实操篇 (日) 山下英子著 978-7-5057-3474-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小妇人 (美)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著 978-7-5057-3475-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福尔摩斯历险记 (英)柯南·道尔著 978-7-5057-3484-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FBI心理暗示学 榼藤子著 978-7-5057-3493-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FBI高难度谈判课 加里·内斯纳著 978-7-5057-3495-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FBI行为识别术 玛丽·艾伦·奥图尔, 艾丽莎·鲍曼著 978-7-5057-3498-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月亮与六便士 (英)毛姆著 978-7-5057-3500-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深层美国:实用主义与美国的300年 余怀彦著 978-7-5057-3505-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鼠疫 (法)阿尔贝·加缪著 978-7-5057-3506-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爱有止境 (美)劳伦·奥利弗(Lauren Oliver)著 978-7-5057-3510-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乌盆记 呼延云著 978-7-5057-3514-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动物农场 (英)乔治·奥威尔著 978-7-5057-3515-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江湖三十年:长篇小说.贰,天下第一帮 李幺傻著 978-7-5057-3519-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时钟女孩 (美) 彼得·斯旺森著 978-7-5057-3526-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著 978-7-5057-3532-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奇货:天地镜 唐小豪著 978-7-5057-3533-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瘦下来，世界就是你的 张晓晗等著 978-7-5057-3543-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九连 王国威著 978-7-5057-3545-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月上重火.上 君子以泽[著] 978-7-5057-3552-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月上重火.下 君子以泽[著] 978-7-5057-3552-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江湖三十年.叁,生死局中局 李幺傻著 978-7-5057-3553-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勿忘“九一八”画传 李人毅绘 978-7-5057-3557-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海狼 (美)杰克·伦敦著 978-7-5057-3558-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老人与海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978-7-5057-3566-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中国通史纲要 白寿彝著 978-7-5057-3568-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你是我最晴朗的客人 田媛著 978-7-5057-3574-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歙砚:雕刻技艺与鉴别收藏 胡中泰著 978-7-5057-3579-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爱有止境.III,安魂曲 (美)劳伦·奥利弗(Lauren Oliver)著 978-7-5057-3580-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那些感情的实话你敢听吗 鲁瑾[著] 978-7-5057-3583-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 南戈著 978-7-5057-3584-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奇货.II,绝世楼 唐小豪著 978-7-5057-3586-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人间食粮 (法)安德烈·纪德著 978-7-5057-3589-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窄门 (法)安德烈·纪德著 978-7-5057-3590-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背德者 (法)安德烈·纪德著 978-7-5057-3591-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心机 讳著 978-7-5057-3592-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就这样心想事成:在生活中与潜意识沟通 沈诱冰著 978-7-5057-3594-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墨商:最后的传奇 香雪著 978-7-5057-3595-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每一个故事的名字都叫晚安 程沙柳著 978-7-5057-3608-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征服西班牙传奇 博纳维尔上尉探险记 Washington Irving 978-7-5057-3609-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渗入肌肤 (英)赛宾·达兰特著 978-7-5057-3616-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百濑，朝向这边 (日) 中田永一著 978-7-5057-3623-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中国的故事 (日)中村邦彦著 978-7-5057-3627-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阿斯托里亚 欧文著 978-7-5057-3628-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杂录集 Washington irving 978-7-5057-3631-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我让女人更美丽 朱小川著 978-7-5057-3632-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憋宝人:女真秘藏 李达著 978-7-5057-3634-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哥伦布同伴的航海与发现 978-7-5057-3638-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英)D.H. 劳伦斯著 978-7-5057-3647-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中国式婚姻 徐清祥著 978-7-5057-3649-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奇货.Ⅲ,合玉门 唐小豪著 978-7-5057-3650-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因为是你，晚一点没关系 残小雪 978-7-5057-3651-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失梦庄园 范若丁著 978-7-5057-3657-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 毒舌奶奶著 978-7-5057-3664-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汤岛之恋 (日)泉镜花著 978-7-5057-3667-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中国全史.上 王桐龄著 978-7-5057-3670-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中国全史.下 王桐龄著 978-7-5057-3670-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逻辑思维,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罗振宇著 978-7-5057-3671-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唐朝女人折腾史 煮酒君著 978-7-5057-3676-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关于人生，我最想告诉你的事 小野著 978-7-5057-3677-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寻找世上另一个我 (美)劳伦·奥利弗(Lauren Oliver)著 978-7-5057-3680-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法医禁忌档案 延北老九著 978-7-5057-3682-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 (英)乔治·奥威尔著 978-7-5057-3683-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风油精小姐和香奈儿先生 盛世爱著 978-7-5057-3684-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食光深处的温暖 凉酱著 978-7-5057-3690-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希拉里：为总统而生 (美)丹尼尔·哈伯著 978-7-5057-3698-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愿有时光收藏爱 洛青辰著 978-7-5057-3702-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著 978-7-5057-3709-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有多少痴情 只是因为不甘心 虫二雪先生著 978-7-5057-3723-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故园无此声 阿盛主编 978-7-5057-3725-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憋宝人.2,神农天宫 李达著 978-7-5057-3732-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三体世界 刘剑锋著 978-7-5057-3733-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我喜欢这世界，因为有你在 罗艺尘 978-7-5057-3735-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少年路，不回头 进宝[著] 978-7-5057-3740-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逃脱东京审判:大川周明的奇异疯狂 (美) 埃里克·贾非著 978-7-5057-3742-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死亡航线,蛇女石像 金万藏著 978-7-5057-3744-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猎鲨游戏之十重人格女孩 王健霖著 978-7-5057-3753-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愿无岁月可回头 韦宇教著 978-7-5057-3758-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东山再起:商业天才比约哥弗森跌宕起伏的逆
袭人生

索尔·比约哥弗森著 978-7-5057-3780-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锦衣夜行:夺鼎记 月关[著] 978-7-5057-3800-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无罪辩护 张海生著 978-7-5057-3802-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全世界只有我可以欺负你 蒙淇淇著 978-7-5057-3803-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日本维新六十年:常识与科教书之外的日本明
治维新史

樱雪丸著 978-7-5057-3804-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选择你所能承受的那条路 达达令 978-7-5057-3805-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夺位:手机江湖的腥风血雨 南华著 978-7-5057-3807-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人间失格 (日)太宰治著 978-7-5057-3814-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海上一年 薛福来著 978-7-5057-3821-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儒勒·凡尔纳著 978-7-5057-3828-7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济学思维:用经济学逻辑解决现实问题 李子旸著 978-7-5057-3872-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微动作心理学 刘川编著 978-7-5057-3883-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跟巴菲特学炒股 赵刚编著 978-7-5058-6750-5 经济科学出版社

农地习俗元制度及实施机制研究 洪名勇著 978-7-5058-7022-2 经济科学出版社

收入分配经济学手册.第1卷
(英)安东尼·B·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法)弗兰科伊斯·布吉尼翁
(Francois Bourguignon)主编

978-7-5058-7678-1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营经济制度创新与发展 李维安等著 978-7-5058-7749-8 经济科学出版社

教育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研究 瞿华著 978-7-5058-7752-8 经济科学出版社

产业组织经济学手册.第2卷
(美)理查德·施马兰西(Richard 

Schmalensee)，(美)罗伯特·D. 威利格
(Robert D. Willig)主编

978-7-5058-8137-2 经济科学出版社

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任强著 978-7-5058-8417-5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
长和结构演进

刘伟等著 978-7-5058-8425-0 经济科学出版社

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评价 周长城等著 978-7-5058-8486-1 经济科学出版社

彩色电视机原理与维修 刘文娟，张洪宝主编 978-7-5058-8922-4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报告.2009 高明华等著 978-7-5058-8940-8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财税改革纵论:财税改革论文及调研报告文
集.2010

廖晓军主编 978-7-5058-9266-8 经济科学出版社

公共政策管理 蔡军主编 978-7-5058-9414-3 经济科学出版社

考官教你如何考英语口语 安琦著 978-7-5058-9533-1 经济科学出版社

纳税筹划 肖太寿编著 978-7-5058-9736-6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级会计实务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编 978-7-5058-9933-9 经济科学出版社

美食密码:国际美食达人“品味朝阳”宝鉴 编者北京市朝阳区商业联合会 978-7-5059-7084-7 中国文联出版社

美丽鞋匠铺:张鲁镭短篇小说集 张鲁镭著 978-7-5059-8305-2 中国文联出版社

春风又绿 方正雄著 978-7-5059-8622-0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一粒红尘 独木舟[著] 978-7-5059-8672-5 中国文联出版社

看守所 雷献和著 978-7-5059-8716-6 中国文联出版社

重做上海人 范文发著 978-7-5059-8802-6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北 贝加著 978-7-5059-8803-3 中国文联出版社

错过你是最久的遗憾 娓娓安著 978-7-5059-8980-1 中国文联出版社

助妻为乐 花时玫著 978-7-5059-9006-7 中国文联出版社

飞翔的心:美籍华人萧镜如传奇 陈熹，刘赟洲著 978-7-5059-9021-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顺宝藏 夏龙河著 978-7-5059-9031-9 中国文联出版社



自由创造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要求:论文化政策
与文化战略

王能宪著 978-7-5059-9037-1 中国文联出版社

拼婚:一本解读中国式婚姻的好书 金少凡著 978-7-5059-9169-9 中国文联出版社

神探皇妃.上 水红著 978-7-5059-9201-6 中国文联出版社

神探皇妃.下 水红著 978-7-5059-9201-6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是女王 玄默著 978-7-5059-9210-8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一个海归的人生轨迹 张栓林著 978-7-5059-9308-2 中国文联出版社

等不到天亮等时光 投我木瓜著 978-7-5059-9373-0 中国文联出版社

风行水上 张皖苏著 978-7-5059-9412-6 中国文联出版社

九度空间.第Ⅱ季 赤蝶飞飞著 978-7-5059-9432-4 中国文联出版社

胜算.2 何常在著 978-7-5059-9468-3 中国文联出版社

仗鼓红 谷俊德著 978-7-5059-9473-7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当代文艺理论家如是说 王文革，李明军，熊元义主编 978-7-5059-9486-7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采捕 叶遁 978-7-5059-9509-3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云山隐溪 刘清生著 978-7-5059-9621-2 中国文联出版社

欲壑 刘毅著 978-7-5059-9629-8 中国文联出版社

看族 川流著 978-7-5059-9631-1 中国文联出版社

血祭 邢根民著 978-7-5059-9672-4 中国文联出版社

背上背包去淘宝: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淘宝旅行
生活

生生著 978-7-5059-9704-2 中国文联出版社

谁在拨动我的心弦 谭善陆著 978-7-5059-9721-9 中国文联出版社

灵性的觉醒 (美) 肯·威尔伯著 978-7-5059-9723-3 中国文联出版社

利益的诱惑 何盛富著 978-7-5059-9728-8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旧时光 陈建文著 978-7-5059-9733-2 中国文联出版社

花溪月竹 吴仁吾著 978-7-5059-9780-6 中国文联出版社

青衫泪 朱国飞著 978-7-5059-9781-3 中国文联出版社

雪的骸骨 吴尚平著 978-7-5059-9800-1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戏曲唱腔曲谱选,梨园戏卷 孙洁，朱维总主编 978-7-5059-9817-9 中国文联出版社

田埂上的花:短篇小说集 吴德文著 978-7-5059-9819-3 中国文联出版社

树挪活:短篇小说集 吴德文著 978-7-5059-9823-0 中国文联出版社

燕山长歌.上 古川著 978-7-5059-9827-8 中国文联出版社

燕山长歌.下 古川著 978-7-5059-9827-8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们都被忘了 书故梦著 978-7-5059-9851-3 中国文联出版社

石卵子:中短篇小说集 李竹平著 978-7-5059-9858-2 中国文联出版社



现代舞与其表达的世界:以王玫作品为研究个
案

李玲琰著 978-7-5059-9859-9 中国文联出版社

欲望 张为礼著 978-7-5059-9863-6 中国文联出版社

苏醒季节 吕晶[著] 978-7-5059-9884-1 中国文联出版社

生离死别 李德岗著 978-7-5059-9930-5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庐山别恋 戴依仁著 978-7-5059-9954-1 中国文联出版社

爱是生命的呼吸 王文澜著 978-7-5059-9974-9 中国文联出版社

震撼世界的中国民间智慧 李大伟编著 978-7-5059-9979-4 中国文联出版社

萱草青兰 金铂著 978-7-5059-9981-7 中国文联出版社

十年百人.上册 《英才》杂志社编著 978-7-5060-2947-6 东方出版社

十年百人.下册 《英才》杂志社编著 978-7-5060-2947-6 东方出版社

细说蒙古包 郭雨桥著 9.78751E+12 东方出版社

AAA评级战争 (日)黑木亮著 978-7-5060-4414-1 东方出版社

傅佩荣谈人生:哲学与人生 傅佩荣著 978-7-5060-4442-4 东方出版社

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郎咸平, 孙晋著 978-7-5060-4465-3 东方出版社

鞭楚 陈禹安著 978-7-5060-5292-4 东方出版社

辱越 陈禹安著 978-7-5060-6117-9 东方出版社

稻盛和夫的实学:经营与会计 (日) 稻盛和夫著 978-7-5060-6346-3 东方出版社

吞吴 陈禹安著 978-7-5060-6957-1 东方出版社

郎咸平说:萧条下的希望 郎咸平，马行空著 978-7-5060-6958-8 东方出版社

日本与日本人 (日)小泉八云著 978-7-5060-7078-2 东方出版社

儒教与公民社会 陈明著 978-7-5060-7093-5 东方出版社

中华通史.上 章嵚著 978-7-5060-7133-8 东方出版社

中华通史.下 章嵚著 978-7-5060-7133-8 东方出版社

中华通史.中 章嵚著 978-7-5060-7133-8 东方出版社

“新政”能否改变中国 郎咸平, 王牧笛, 王今等著 978-7-5060-7134-5 东方出版社

哈同新传 王晓萌著 978-7-5060-7150-5 东方出版社

近距离看日本 李萍著 978-7-5060-7151-2 东方出版社

幸福中国之小女人的幸福书 史守贝编著 978-7-5060-7152-9 东方出版社

人民公社化运动纪实 刘华清著 978-7-5060-7162-8 东方出版社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实 周亚平著 978-7-5060-7163-5 东方出版社

“三反” “五反”运动纪实 吴珏著 978-7-5060-7164-2 东方出版社

公司治理:郎咸平学术文集.上卷 郎咸平著 978-7-5060-7205-2 东方出版社

公司治理:郎咸平学术文集.下卷 郎咸平著 978-7-5060-7205-2 东方出版社



民国政治人物 吴相湘著 978-7-5060-7211-3 东方出版社

佛学指南 太虚大师著 978-7-5060-7212-0 东方出版社

用你的故事感动你 柒先生著 978-7-5060-7242-7 东方出版社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亦舒著 978-7-5060-7285-4 东方出版社

传家 圣严法师著 978-7-5060-7286-1 东方出版社

随心 亦舒著 978-7-5060-7301-1 东方出版社

共济会核心组织暗黑矩阵:英美政治背后的最
大隐秘势力

高鹏程著 978-7-5060-7302-8 东方出版社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郑永年著 978-7-5060-7307-3 东方出版社

随意 亦舒著 978-7-5060-7308-0 东方出版社

心法:稻盛和夫的哲学 (日)稻盛和夫著 978-7-5060-7313-4 东方出版社

复仇的讲述 张锐锋著 978-7-5060-7315-8 东方出版社

悲欣交集:史国良自述 史国良著 978-7-5060-7323-3 东方出版社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郑永年著 978-7-5060-7326-4 东方出版社

诸王的游戏.第1部,寒冰 蒋柳著 978-7-5060-7327-1 东方出版社

我们从沙场归来:不为人知的老兵传奇 萨苏著 978-7-5060-7330-1 东方出版社

讲一个卖得好的故事 柒先生著 978-7-5060-7338-7 东方出版社

人民需要放鞭炮 高昱著 978-7-5060-7340-0 东方出版社

一杯红茶的世界史 (日)矶渊猛著 978-7-5060-7342-4 东方出版社

刺猬效应:打造高绩效团队的秘诀
(荷)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Manfred 

F.R.Kets de Vries)著
978-7-5060-7362-2 东方出版社

极品女友教给我的微信营销 柒先生著 978-7-5060-7363-9 东方出版社

用细碎敲打神经的微博营销 柒先生著 978-7-5060-7378-3 东方出版社

不合时宜的阅读者 连清川著 978-7-5060-7380-6 东方出版社

人生从60岁开始:老年博览2013年度精选 《老年博览》杂志社编 978-7-5060-7393-6 东方出版社

风吹江南之互联网金融 陈宇(江南愤青)著 978-7-5060-7418-6 东方出版社

民族主义 徐迅著 978-7-5060-7503-9 东方出版社

坍塌的心墙:精神病院心理咨询师亲历手记 时代之著 978-7-5060-7546-6 东方出版社

葡萄酒与松露 (法)丹尼斯·荷维(Denis Hervier)著 978-7-5060-7800-9 东方出版社

“合肥系”与近代中国:从李鸿章到段祺瑞 偶正涛著 978-7-5060-7833-7 东方出版社

我与卡斯特罗 徐贻聪著 978-7-5060-7844-3 东方出版社

师道师说,牟小东卷 牟小东著 978-7-5060-7852-8 东方出版社

师道师说,张晋藩卷 张晋藩著 978-7-5060-7854-2 东方出版社



师道师说,严绍璗卷 王守常主编 978-7-5060-7856-6 东方出版社

师道师说,孙小礼卷 孙小礼著 978-7-5060-7858-0 东方出版社

师道师说,苏叔阳卷 王守常主编 978-7-5060-7859-7 东方出版社

师道师说,宁可卷 宁可著 978-7-5060-7860-3 东方出版社

师道师说,乐黛云卷 王守常主编 978-7-5060-7862-7 东方出版社

师道师说,陈可冀卷 陈可冀著 978-7-5060-7863-4 东方出版社

师道师说,刘泽华卷 刘泽华著 978-7-5060-7865-8 东方出版社

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 郎咸平著 978-7-5060-7903-7 东方出版社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张鸣著 978-7-5060-7975-4 东方出版社

分离、同化或融合:少数民族政策比较 (美) 特伦斯·E. 库克主编 978-7-5060-7999-0 东方出版社

饮风楼读书记.第二卷,文字的城邦 祝勇著 978-7-5060-8042-2 东方出版社

国学十讲:追溯中国人精神之源 于丹等著 978-7-5060-8081-1 东方出版社

协和名医谈血管保卫战:血管疾病防治手册 刘昌伟, 刘暴主编 978-7-5060-8099-6 东方出版社

共赴国难 孙继业，孙志华著 978-7-5060-8116-0 东方出版社

医师接诊艺术 (日) 佐藤绫子著 978-7-5060-8156-6 东方出版社

禅说庄子,则阳 马学成讲述 978-7-5060-8187-0 东方出版社

作风建设在路上:“三严三实”若干重要问题
深度解析

冯国权，刘军民主编 978-7-5060-8280-8 东方出版社

看不见的紫禁城 陈连营著 978-7-5060-8296-9 东方出版社

中国科举 林冠夫著 978-7-5060-8337-9 东方出版社

财经郎眼.10,我们离幸福还有多远 郎咸平, 王牧笛, 王今等著 978-7-5060-8346-1 东方出版社

拯救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理论实践案例.上 郎咸平等著 978-7-5060-8379-9 东方出版社

拯救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理论实践案例.下 郎咸平等著 978-7-5060-8379-9 东方出版社

拯救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理论实践案例.中 郎咸平等著 978-7-5060-8379-9 东方出版社

阿修罗 亦舒著 978-7-5060-8395-9 东方出版社

喜宝 亦舒著 978-7-5060-8397-3 东方出版社

我的前半生 亦舒著 978-7-5060-8422-2 东方出版社

郎咸平说你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郎咸平，马行空[著] 978-7-5060-8733-9 东方出版社

朗咸平说：你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郎咸平，马行空[著] 978-7-5060-8734-6 东方出版社

嘎丽娅传奇 韩乃寅著 978-7-5060-8752-0 东方出版社

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石国亮主编 978-7-5060-8795-7 东方出版社

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 郑永年著 978-7-5060-8809-1 东方出版社

师道师说: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许抗
生卷

王守常主编 978-7-5060-8826-8 东方出版社



治疗的真相:如何用“循证思维”改善医学治
疗?

(英) 伊莫金·埃文斯 (Imogen Evans) ... 
[等] 著

978-7-5060-8843-5 东方出版社

领舞 谭梅著 978-7-5060-8845-9 东方出版社

桃李春风一杯酒:师生集 路华青[等]著 978-7-5060-8860-2 东方出版社

中国改革路线图 郑永年著 978-7-5060-8876-3 东方出版社

月光 王小妮著 978-7-5060-8879-4 东方出版社

供给侧改革 滕泰，范必等著 978-7-5060-8901-2 东方出版社

走过人生:ye yonglie talk about the 
wonderful Life

叶永烈著 978-7-5060-8909-8 东方出版社

大唐忍者秘史.上册,百部忍法 索巴著 978-7-5060-8933-3 东方出版社

大唐忍者秘史.中册,幻化江湖 索巴著 978-7-5060-8934-0 东方出版社

大唐忍者秘史.下册,大忍无术 索巴著 978-7-5060-8935-7 东方出版社

弹道有痕 徐贵祥领创 978-7-5060-8942-5 东方出版社

反腐倡廉热点面对面 林汐主编 978-7-5060-8964-7 东方出版社

土匪实录 长飑编 978-7-5060-8968-5 东方出版社

蒋丰看日本,日本当代名医访谈录 蒋丰著 978-7-5060-8971-5 东方出版社

阿尔茨海默病离你有多远 主编张冰, (美) 大卫·贝林, 王纬 978-7-5060-8981-4 东方出版社

百病之源:微循环障碍 主编张冰, (美) 大卫·贝林, 王纬 978-7-5060-8983-8 东方出版社

豹典 蒋蓝著 978-7-5060-9001-8 东方出版社

波斯镜灵 卜知客著 978-7-5060-9020-9 东方出版社

我们被碎片化了的生活 严庆著 978-7-5060-9027-8 东方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 (美) 罗伯特·L. 海尔布隆纳著 978-7-5060-9053-7 东方出版社

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 张清华主编 978-7-5060-9064-3 东方出版社

国学与人生 傅佩荣著 978-7-5060-9071-1 东方出版社

诡面谜花 卜知客著 978-7-5060-9094-0 东方出版社

中国名家成名作,陈忠实卷 陈忠实著 978-7-5060-9100-8 东方出版社

毛泽东诗词全集 徐四海编著 978-7-5060-9108-4 东方出版社

相约有你的日子一醉方休 王凤麟著 978-7-5060-9120-6 东方出版社

郎咸平说:新经济颠覆了什么 郎咸平著 978-7-5060-9129-9 东方出版社

漫画家是怎样炼成的:图说老九 胡成红著 978-7-5060-9146-6 东方出版社

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马立诚著 978-7-5060-9151-0 东方出版社

大数据时代的医疗革命 21世纪医疗论坛编 978-7-5060-9242-5 东方出版社

在山那边 马庆泉著 978-7-5060-9262-3 东方出版社



现代日语语法 杨诎人, 吴大纲, 庞黔林编著 978-7-5062-7438-8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头颈部血管瘤与脉管畸形 主编张志愿, 赵怡芳 978-7-5062-7471-5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历年考研英语真题解析及复习思路:珍藏版 曾鸣，张剑，刘京霄编著 978-7-5062-7731-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当代药用植物典.第一册 赵中振, 肖培根主编 978-7-5062-8889-7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当代药用植物典.第二册 赵中振, 肖培根主编 978-7-5062-8890-3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当代药用植物典.第三册 赵中振, 肖培根主编 978-7-5062-8908-5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口腔药理学与药物治疗学 主编肖忠革, 周曾同 978-7-5062-8931-3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口腔疾病的生物学诊断与治疗 主编郭伟 978-7-5062-8932-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当代药用植物典.第四册 赵中振, 肖培根主编 978-7-5062-8959-7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考研历年真题精读笔记 郭崇兴主编 978-7-5062-9085-2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送你心灵巧克力:20几岁女性必读的心理策略 (韩)金镇世著 978-7-5062-9593-2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学 主编张富强 978-7-5062-9731-8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这里走向世界 咏慷著 978-7-5063-3868-4 作家出版社

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中国作家协会编 978-7-5063-3945-2 作家出版社

地球传 徐刚著 978-7-5063-4539-2 作家出版社

手机 刘震云著 978-7-5063-4998-7 作家出版社

牵手 王海鸰著 978-7-5063-5741-8 作家出版社

湖光山色 周大新著 978-7-5063-6200-9 作家出版社

生命册 李佩甫著 978-7-5063-6243-6 作家出版社

活着 余华 978-7-5063-6543-7 作家出版社

在细雨中呼喊 余华[著] 978-7-5063-6560-4 作家出版社

许三观卖血记 余华[著] 978-7-5063-6568-0 作家出版社

兄弟 余华[著] 978-7-5063-6569-7 作家出版社

生死疲劳 莫言著 978-7-5063-6664-9 作家出版社

红高粱家族 莫言著 978-7-5063-6667-0 作家出版社

生死疲劳 莫言著 978-7-5063-6674-8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与大师约会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丰乳肥臀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会唱歌的墙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十三步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四十一炮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天堂蒜薹之歌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师傅越来越幽默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怀抱鲜花的女人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我们的荆轲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檀香刑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欢乐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生死疲劳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用耳朵阅读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白狗秋千架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碎语文学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红树林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红高粱家族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蛙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酒国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食草家族 莫言著 978-7-5063-6694-6 作家出版社

我的丈夫马海德 苏菲著 978-7-5063-6744-8 作家出版社

做一个好人:一位福布斯富豪的创业之路 (泰)邱威功著 978-7-5063-6853-7 作家出版社

新编辑部故事 巩向东著 978-7-5063-6867-4 作家出版社

米岛 王十月著 978-7-5063-6936-7 作家出版社

黄雀记 苏童著 978-7-5063-6991-6 作家出版社

大人故事集 饭饭著 978-7-5063-6999-2 作家出版社

大红儒商:从窑洞到王府三十年 陈嵩生著 978-7-5063-7067-7 作家出版社

油画 王晓方著 978-7-5063-7073-8 作家出版社

北伐往事:旧军阀与大革命 黄继树著 978-7-5063-7089-9 作家出版社

太安堂演义.上 卞正峰著 978-7-5063-7171-1 作家出版社

我知道，其实你一直在我身边 方智高著 978-7-5063-7226-8 作家出版社

陆犯焉识 严歌苓著 978-7-5063-7375-3 作家出版社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东乡族卷 中国作家协会编 978-7-5063-7512-2 作家出版社

我心依旧 王济武著 978-7-5063-7565-8 作家出版社

拾贝人生 曹国炳著 978-7-5063-7603-7 作家出版社

知是花魂 东珠著 978-7-5063-7651-8 作家出版社

拉贝先生 何建明著 978-7-5063-7652-5 作家出版社

梁亦夫诗词 梁亦夫著 978-7-5063-7664-8 作家出版社

老农民 高满堂，李洲著 978-7-5063-7670-9 作家出版社

小说法 秦万里著 978-7-5063-7672-3 作家出版社



偷窥一百二十天 蔡骏著 978-7-5063-7692-1 作家出版社

仰望高峰:泽颖采访当代文化大师录 肖泽颖编著 978-7-5063-7708-9 作家出版社

大辽巾帼——萧太后.上 章祖贤著 978-7-5063-7712-6 作家出版社

大辽巾帼——萧太后.下 章祖贤著 978-7-5063-7712-6 作家出版社

流动的月光 席慕蓉著 978-7-5063-7726-3 作家出版社

天机.第二季,罗刹之国 蔡骏著 978-7-5063-7727-0 作家出版社

天机.第一季,沉睡之城 蔡骏著 978-7-5063-7729-4 作家出版社

天机.第三季,空城之夜 蔡骏著 978-7-5063-7730-0 作家出版社

天机.第四季,末日审判 蔡骏著 978-7-5063-7731-7 作家出版社

你的温度，我的幸福 江雪落[著] 978-7-5063-7741-6 作家出版社

假如终将痛苦地死去 邹进著 978-7-5063-7743-0 作家出版社

诺言 (希) 玛丽娜·拉斯西奥达基著 978-7-5063-7745-4 作家出版社

公鸡已死 (德) 英格丽特·诺尔著 978-7-5063-7762-1 作家出版社

情人的骨灰 (德) 英格丽特·诺尔著 978-7-5063-7763-8 作家出版社

灵魂颗粒 王久辛著 978-7-5063-7770-6 作家出版社

梦幻花 东野圭吾[著] 978-7-5063-7773-7 作家出版社

有美一朵，向晚生香 丁立梅著 978-7-5063-7777-5 作家出版社

万物生长 冯唐著 978-7-5063-7779-9 作家出版社

诗剑风流:杜牧传 张锐强著 978-7-5063-7783-6 作家出版社

金陵十三钗 严歌苓著 978-7-5063-7784-3 作家出版社

政坛大风:王安石传 毕宝魁著 978-7-5063-7789-8 作家出版社

长歌正气:文天祥传 郭晓晔著 978-7-5063-7790-4 作家出版社

乱世烟云 汪宛夫著 978-7-5063-7805-5 作家出版社

走婚时代的爱情 月满天心著 978-7-5063-7806-2 作家出版社

古玩情缘:青花瓷 冬雪晚晴著 978-7-5063-7807-9 作家出版社

镜内镜外 唐晓渡著 978-7-5063-7809-3 作家出版社

先行到失败中去 唐晓渡著 978-7-5063-7811-6 作家出版社

糊涂百年:郑板桥传 忽培元著 978-7-5063-7817-8 作家出版社

猎狐行动:公安部缉捕境外经济逃犯纪实 吕铮著 978-7-5063-7823-9 作家出版社

大医精诚:孙思邈传 罗光明著 978-7-5063-7833-8 作家出版社

猫梦街 燕垒生著 978-7-5063-7862-8 作家出版社

献身者 周浩晖著 978-7-5063-7866-6 作家出版社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
上

(美) 威廉·L. 夏伊勒著 978-7-5063-7877-2 作家出版社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
下

(美) 威廉·L. 夏伊勒著 978-7-5063-7877-2 作家出版社

无名的丰碑 吕运斌著 978-7-5063-7890-1 作家出版社

空岛 余秋雨著 978-7-5063-7892-5 作家出版社

装台 陈彦著 978-7-5063-7913-7 作家出版社

你知道的太多了 郑小驴著 978-7-5063-7921-2 作家出版社

知非集 周菊坤著 978-7-5063-7956-4 作家出版社

极度深寒：朝鲜战争:1950-1951 (美)阿兰·R. 米勒特著 978-7-5063-8003-4 作家出版社

痛与痒 邵燕祥 978-7-5063-8007-2 作家出版社

大秦帝国:缩写本.上卷 孙皓晖著 978-7-5063-8010-2 作家出版社

大秦帝国:缩写本.下卷 孙皓晖著 978-7-5063-8010-2 作家出版社

大秦帝国:缩写本.中卷 孙皓晖著 978-7-5063-8010-2 作家出版社

慢慢爱 马小淘著 978-7-5063-8017-1 作家出版社

爱人的头颅 蔡骏著 978-7-5063-8039-3 作家出版社

病毒 蔡骏著 978-7-5063-8040-9 作家出版社

猫眼 蔡骏著 978-7-5063-8041-6 作家出版社

诅咒 蔡骏著 978-7-5063-8043-0 作家出版社

愿全世界的花都好好地开 丁立梅著 978-7-5063-8044-7 作家出版社

通鉴载道:司马光传 江永红著 978-7-5063-8045-4 作家出版社

老师，请先点名再动手 普璞著 978-7-5063-8047-8 作家出版社

百万英镑 (美) 马克·吐温著 978-7-5063-8058-4 作家出版社

古玩情缘,怜香惜玉 冬雪晚晴著 978-7-5063-8063-8 作家出版社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汀著 978-7-5063-8085-0 作家出版社

西西里的黑道政治 詹幼鹏著 978-7-5063-8088-1 作家出版社

清朝，被遗忘的那些事 朱小平著 978-7-5063-8089-8 作家出版社

渡江 烈娃著 978-7-5063-8090-4 作家出版社

巴金·激流人生 巴金故居编 978-7-5063-8097-3 作家出版社

梦归田园:孟浩然传 曹远超著 978-7-5063-8104-8 作家出版社

忧乐天下:范仲淹传 周宗奇著 978-7-5063-8109-3 作家出版社

忧乐天下:范仲淹传 周宗奇著 978-7-5063-8110-9 作家出版社

深爱食堂 暗地妖娆 978-7-5063-8111-6 作家出版社

女巨人 黄茜著 978-7-5063-8112-3 作家出版社

时日之子 (乌拉圭)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 978-7-5063-8116-1 作家出版社

地狱变 蔡骏著 978-7-5063-8117-8 作家出版社



开车带狗去西藏27天 朱燕/图·文 978-7-5063-8120-8 作家出版社

天官 辛国云著 978-7-5063-8128-4 作家出版社

琵琶情:高明传 金三益著 978-7-5063-8131-4 作家出版社

黑夜长于白天 季栋梁著 978-7-5063-8135-2 作家出版社

入梦:探寻红楼梦的世界 刘子茜著 978-7-5063-8137-6 作家出版社

雪拥蓝关.上册 的灰著 978-7-5063-8142-0 作家出版社

雪拥蓝关.下册 的灰著 978-7-5063-8142-0 作家出版社

谋杀似水年华 蔡骏[著] 978-7-5063-8151-2 作家出版社

玛拉沁夫文集.卷一,茫茫的草原 玛拉沁夫著 978-7-5063-8159-8 作家出版社

玛拉沁夫文集.卷八,电影文学剧本 玛拉沁夫著 978-7-5063-8160-4 作家出版社

玛拉沁夫文集.卷二,茫茫的草原 玛拉沁夫著 978-7-5063-8161-1 作家出版社

玛拉沁夫文集.卷七,文学评论 玛拉沁夫著 978-7-5063-8164-2 作家出版社

玛拉沁夫文集.卷三,在茫茫的草原上 玛拉沁夫著 978-7-5063-8165-9 作家出版社

玛拉沁夫文集.卷四,中短篇小说 玛拉沁夫著 978-7-5063-8166-6 作家出版社

玛拉沁夫文集.卷五,中短篇小说 玛拉沁夫著 978-7-5063-8167-3 作家出版社

贷款 闫星华著 978-7-5063-8177-2 作家出版社

最新记忆 柯云路著 978-7-5063-8179-6 作家出版社

沉睡的女儿 哥舒意著 978-7-5063-8188-8 作家出版社

世范人师:蔡元培传 丁晓平著 978-7-5063-8196-3 作家出版社

一路林红 路琳著 978-7-5063-8197-0 作家出版社

路爱 章立宝[著] 978-7-5063-8199-4 作家出版社

嫦娥的脚印 章立宝著 978-7-5063-8203-8 作家出版社

我是猫:绘图本 (日)夏目漱石著 978-7-5063-8206-9 作家出版社

心灵处方 毕淑敏著 978-7-5063-8222-9 作家出版社

生活在别处 梁实秋 978-7-5063-8232-8 作家出版社

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 卢岚岚著 978-7-5063-8235-9 作家出版社

女人红 龙云著 978-7-5063-8238-0 作家出版社

天道:荀子传 刘志轩著 978-7-5063-8241-0 作家出版社

生如夏花 刘子栋, 朱妍佳著 978-7-5063-8243-4 作家出版社

句群 孙智正著 978-7-5063-8244-1 作家出版社

霾之殇 李春元著 978-7-5063-8246-5 作家出版社

一个勺子 杨奋著 978-7-5063-8247-2 作家出版社

蚁王 郑小驴著 978-7-5063-8249-6 作家出版社



我知道你终将闪耀 夏橙主编 978-7-5063-8266-3 作家出版社

在这喧闹的世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猫语猫寻等著 978-7-5063-8267-0 作家出版社

夜上海 (美) 尼克·莫尼斯著 978-7-5063-8271-7 作家出版社

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俄) 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口述 978-7-5063-8272-4 作家出版社

抗战救护队 杨义堂著 978-7-5063-8273-1 作家出版社

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
记

郑时文著 978-7-5063-8274-8 作家出版社

比成功更宝贵的:周国平自选集.下卷 周国平著 978-7-5063-8275-5 作家出版社

丰富的安静:周国平自选集.上卷 周国平著 978-7-5063-8276-2 作家出版社

特立独行话赵瑜 陈为人著 978-7-5063-8277-9 作家出版社

魂魄收集者 张炜著 978-7-5063-8291-5 作家出版社

晚祷 蒋韵著 978-7-5063-8292-2 作家出版社

北京故事 石钟山著 978-7-5063-8293-9 作家出版社

贵妃东渡 叶广芩著 978-7-5063-8294-6 作家出版社

伊犁记忆 艾克拜尔·米吉提著 978-7-5063-8295-3 作家出版社

不爱你不行 何建明著 978-7-5063-8297-7 作家出版社

五福 樟叶著 978-7-5063-8302-8 作家出版社

人长大了,开心都想哭 马马也[著] 978-7-5063-8312-7 作家出版社

孤军 谭光荣著 978-7-5063-8313-4 作家出版社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抒情诗新编 海子著 978-7-5063-8314-1 作家出版社

从天空到大地 鲍尔吉·原野著 978-7-5063-8330-1 作家出版社

老梁故事汇,天下大观 梁宏达著 978-7-5063-8336-3 作家出版社

老梁故事汇,历史春秋 梁宏达著 978-7-5063-8337-0 作家出版社

老梁故事汇,名流大家 梁宏达著 978-7-5063-8338-7 作家出版社

有人送我红玫瑰 禤佩娟著 978-7-5063-8339-4 作家出版社

在清醒与麻木之间 尚笑著 978-7-5063-8365-3 作家出版社

白鹿原:宣纸插图本.上卷 陈忠实著 978-7-5063-8381-3 作家出版社

白鹿原:宣纸插图本.下卷 陈忠实著 978-7-5063-8381-3 作家出版社

白鹿原:宣纸插图本.中卷 陈忠实著 978-7-5063-8381-3 作家出版社

但耸危言济盛世:人类危机学大系导论 黄彦著 978-7-5063-8392-9 作家出版社

小说戏剧性研究 赵兴红著 978-7-5063-8396-7 作家出版社

我的五样:毕淑敏散文精选 毕淑敏著 978-7-5063-8404-9 作家出版社

照亮自身的深渊 北塔著 978-7-5063-8408-7 作家出版社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著] 978-7-5063-8412-4 作家出版社



半凋零 南丁著 978-7-5063-8414-8 作家出版社

不妥协世界就是你的 夏橙主编 978-7-5063-8415-5 作家出版社

俗世奇人.贰 冯骥才著 978-7-5063-8420-9 作家出版社

树上的王国 张新科著 978-7-5063-8432-2 作家出版社

西风胡杨:一名特警的援疆手记 连忠诚著 978-7-5063-8435-3 作家出版社

去斯可比之路 陈河著 978-7-5063-8438-4 作家出版社

血色翡翠城 王宇民著 978-7-5063-8439-1 作家出版社

人间有味，最是清欢 梁实秋 978-7-5063-8440-7 作家出版社

人生自有欢喜处 梁实秋 978-7-5063-8441-4 作家出版社

把快乐种在心里 梁实秋 978-7-5063-8443-8 作家出版社

三星阴谋 (韩)金辰明著 978-7-5063-8444-5 作家出版社

苦难辉煌 金一南著 978-7-5063-8446-9 作家出版社

莽昆仑:欧阳黔森中短篇小说选 欧阳黔森著 978-7-5063-8452-0 作家出版社

生活在别处 梁实秋[著] 978-7-5063-8465-0 作家出版社

散简 王必胜著 978-7-5063-8466-7 作家出版社

人间有味，最是清欢 梁实秋[著] 978-7-5063-8477-3 作家出版社

九片之瓦 冯杰著 978-7-5063-8481-0 作家出版社

想念是一种淡淡的痛 梁实秋[著] 978-7-5063-8484-1 作家出版社

民国十大地方王 郭化夷著 978-7-5063-8516-9 作家出版社

四怪馆的悲歌 轩弦著 978-7-5063-8579-4 作家出版社

文学的行间距:评论集 季亚娅著 978-7-5063-8580-0 作家出版社

泰山挑山工纪事 冯骥才著 978-7-5063-8587-9 作家出版社

百万分之一的爱情.上 (韩)白猫[著] 978-7-5063-8591-6 作家出版社

百万分之一的爱情.下 (韩)白猫[著] 978-7-5063-8591-6 作家出版社

谈恋爱之前谈什么 李元著 978-7-5063-8595-4 作家出版社

花未央，人未老 丁立梅著 978-7-5063-8597-8 作家出版社

借你一生 李巍著 978-7-5063-8605-0 作家出版社

阿尔的太阳 肖复兴著 978-7-5063-8609-8 作家出版社

黑暗中的4虐者 王稼骏著 978-7-5063-8615-9 作家出版社

神在看着你 蔡骏著 978-7-5063-8616-6 作家出版社

夜半笛声 蔡骏著 978-7-5063-8618-0 作家出版社

大高原 杜光辉著 978-7-5063-8619-7 作家出版社

天网猎狐:公安部缉捕境外经济逃犯纪实 吕铮著 978-7-5063-8632-6 作家出版社



李晓华诗词集.二 [李晓华著] 978-7-5063-8635-7 作家出版社

一切从相遇开始:智战篇 藏妖著 978-7-5063-8653-1 作家出版社

那年夏天我们一起毕业 李巍著 978-7-5063-8656-2 作家出版社

宋词三百首 (清)上彊村民选编 978-7-5063-8658-6 作家出版社

你是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著 978-7-5063-8667-8 作家出版社

世说新语 (南北朝)刘义庆编著 978-7-5063-8671-5 作家出版社

纪委在行动.贰,较量 过客著 978-7-5063-8676-0 作家出版社

为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活着记事 吴梦著 978-7-5063-8678-4 作家出版社

醒世先驱:严复传 杨肇林著 978-7-5063-8689-0 作家出版社

血原 于西客著 978-7-5063-8707-1 作家出版社

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 许晨著 978-7-5063-8708-8 作家出版社

最好的我们 最后才相遇 夏橙主编 978-7-5063-8716-3 作家出版社

触不到的恋人 李巍著 978-7-5063-8717-0 作家出版社

我若不勇敢,谁替我坚强之民国奇女子 林宛央著 978-7-5063-8720-0 作家出版社

萤火之光.2 李巍著 978-7-5063-8724-8 作家出版社

萤火之光 李巍著 978-7-5063-8725-5 作家出版社

张况的五种抒情 张况著 978-7-5063-8729-3 作家出版社

韶华魅影 王斐著 978-7-5063-8730-9 作家出版社

她们 温亚军著 978-7-5063-8746-0 作家出版社

假面 孙频著 978-7-5063-8748-4 作家出版社

神降临的小站 李少君著 978-7-5063-8751-4 作家出版社

芳菲歇 严英秀著 978-7-5063-8754-5 作家出版社

疏勒河的流水溢上岸边丛杂的小径 王冰著 978-7-5063-8763-7 作家出版社

斯卡布罗集市 向迅著 978-7-5063-8764-4 作家出版社

曲别针的传说 杨海峰著 978-7-5063-8765-1 作家出版社

人境 刘继明著 978-7-5063-8770-5 作家出版社

同尘 尔雅著 978-7-5063-8782-8 作家出版社

人间乐.上册 古里果[著] 978-7-5063-8784-2 作家出版社

人间乐.下册 古里果[著] 978-7-5063-8784-2 作家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上

(英)柯南·道尔著 978-7-5063-8793-4 作家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下

(英)柯南·道尔著 978-7-5063-8793-4 作家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中

(英)柯南·道尔著 978-7-5063-8793-4 作家出版社

莎士比亚悲剧全集.I (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978-7-5063-8795-8 作家出版社

莎士比亚悲剧全集.II (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978-7-5063-8795-8 作家出版社

莎士比亚悲剧全集.III (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978-7-5063-8795-8 作家出版社

半枝莲.第一辑 梅萨著 978-7-5063-8798-9 作家出版社

阿丽玛的草原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著 978-7-5063-8799-6 作家出版社

风中的蔓勒梗 禾素著 978-7-5063-8800-9 作家出版社

追寻神马 白涛著 978-7-5063-8801-6 作家出版社

同一种生活 夏雨著 978-7-5063-8805-4 作家出版社

众神的河流 王开著 978-7-5063-8807-8 作家出版社

文学现场与在场 赵兴红著 978-7-5063-8808-5 作家出版社

寒门子弟 孙丽生著 978-7-5063-8811-5 作家出版社

有美一朵，向晚生香:精装纪念版 丁立梅著 978-7-5063-8815-3 作家出版社

光阴渡 盛琼著 978-7-5063-8818-4 作家出版社

老风口 张者著 978-7-5063-8824-5 作家出版社

古玉迷踪.2 冬雪晚晴著 978-7-5063-8825-2 作家出版社

古玉迷踪 冬雪晚晴著 978-7-5063-8836-8 作家出版社

寻找心里的那个少年 黄维德著 978-7-5063-8837-5 作家出版社

湛蓝 夏果果[著] 978-7-5063-8838-2 作家出版社

欢欢的故事 刘家全著 978-7-5063-8839-9 作家出版社

消失，记忆: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四年新诗选 赵四著 978-7-5063-8850-4 作家出版社

贞观大帝.上 杨友今著 978-7-5063-8853-5 作家出版社

贞观大帝.下 杨友今著 978-7-5063-8853-5 作家出版社

情迷珠三角 黄建东著 978-7-5063-8855-9 作家出版社

万象笔记 陈更, 墨雨著 978-7-5063-8876-4 作家出版社

知行合一:王阳明传 梅寒著 978-7-5063-8879-5 作家出版社

我的秃头老师 小饭著 978-7-5063-8880-1 作家出版社

我年轻时候的女朋友 小饭著 978-7-5063-8881-8 作家出版社

大都义侠 门岿著 978-7-5063-8883-2 作家出版社

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 降边嘉措著 978-7-5063-8885-6 作家出版社

西楚聊斋 朱浩熙著 978-7-5063-8886-3 作家出版社

驻站 晓重著 978-7-5063-8887-0 作家出版社



夜长梦多 赵兰振著 978-7-5063-8888-7 作家出版社

神探慕容思炫·审判 轩弦著 978-7-5063-8892-4 作家出版社

冈仁波齐 王自亮著 978-7-5063-8893-1 作家出版社

先贤与中国:伟大生命的千姿百态.壹 刘小川著 978-7-5063-8894-8 作家出版社

楹联之美 陈书良著 978-7-5063-8907-5 作家出版社

诗词之美 陈书良著 978-7-5063-8912-9 作家出版社

铁网铜钩 吴仕民著 978-7-5063-8913-6 作家出版社

生命册 李佩甫著 978-7-5063-8916-7 作家出版社

城的灯 李佩甫著 978-7-5063-8918-1 作家出版社

芯存者 颜桥著 978-7-5063-8919-8 作家出版社

琉璃 张弛著 978-7-5063-8920-4 作家出版社

气清景明，繁花盛开:林清玄散文精选 林清玄著 978-7-5063-8922-8 作家出版社

杨度.上 唐浩明著 978-7-5063-8924-2 作家出版社

杨度.下 唐浩明著 978-7-5063-8924-2 作家出版社

杨度.中 唐浩明著 978-7-5063-8924-2 作家出版社

张之洞.上 唐浩明著 978-7-5063-8925-9 作家出版社

张之洞.下 唐浩明著 978-7-5063-8925-9 作家出版社

张之洞.中 唐浩明著 978-7-5063-8925-9 作家出版社

喀什噶尔 王刚[著] 978-7-5063-8926-6 作家出版社

大淖记事 汪曾祺著 978-7-5063-8931-0 作家出版社

浮生杂忆 汪曾祺著 978-7-5063-8933-4 作家出版社

曾国藩 嘉言钞 梁启超辑录 978-7-5063-8936-5 作家出版社

曾国藩,血祭 唐浩明著 978-7-5063-8936-5 作家出版社

曾国藩,野焚 唐浩明著 978-7-5063-8936-5 作家出版社

曾国藩,黑雨 唐浩明著 978-7-5063-8936-5 作家出版社

英格力士 王刚[著] 978-7-5063-8937-2 作家出版社

你给儿子写信了吗 王刚[著] 978-7-5063-8938-9 作家出版社

诗建设.2016年春季号（总第二十一期） 泉子主编 978-7-5063-8940-2 作家出版社

青春岁月 王秀茹著 978-7-5063-8943-3 作家出版社

挫指柔:陈九中篇小说集 陈九著 978-7-5063-8944-0 作家出版社

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 托克维尔著 978-7-5063-8952-5 作家出版社

风雨并肩处，岁岁看花人:张晓风散文精选 张晓风著 978-7-5063-8959-4 作家出版社

在一起 黄忠著 978-7-5063-8961-7 作家出版社



拾花酿春 罗凌著 978-7-5063-8967-9 作家出版社

行走高原 贺志富著 978-7-5063-8970-9 作家出版社

秋加的小说 秋加才仁著 978-7-5063-8971-6 作家出版社

雪线传真 谢鹏著 978-7-5063-8973-0 作家出版社

坐享 青藏的阳光 尼玛松保著 978-7-5063-8976-1 作家出版社

战典.2,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 李涛著 978-7-5063-8978-5 作家出版社

战典.1,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 李涛著 978-7-5063-8979-2 作家出版社

战典.4,西北红军征战纪实 李涛著 978-7-5063-8980-8 作家出版社

战典.3,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 李涛著 978-7-5063-8981-5 作家出版社

一啄一声响:达哥的诗和俳句说 汪浩著 978-7-5063-8988-4 作家出版社

消失的身份 高歌著 978-7-5063-8991-4 作家出版社

撒野 木小瓷 978-7-5063-8998-3 作家出版社

公子桃花:春秋·息夫人传 柳岸著 978-7-5063-9001-9 作家出版社

月亮背面 王刚 978-7-5063-9002-6 作家出版社

福布斯咒语.上 王刚 978-7-5063-9005-7 作家出版社

福布斯咒语.下 王刚 978-7-5063-9005-7 作家出版社

汉月天骄:不败战神·霍去病 十一鸾著 978-7-5063-9012-5 作家出版社

第九个寡妇 严歌苓著 978-7-5063-9049-1 作家出版社

小姨多鹤 严歌苓著 978-7-5063-9050-7 作家出版社

陆犯焉识 严歌苓著 978-7-5063-9051-4 作家出版社

一个女人的史诗 严歌苓著 978-7-5063-9053-8 作家出版社

无怨的青春 席慕蓉著 978-7-5063-9078-1 作家出版社

以诗为名 席慕容著 978-7-5063-9079-8 作家出版社

时光九篇 席慕蓉著 978-7-5063-9080-4 作家出版社

七里香 席慕容著 978-7-5063-9081-1 作家出版社

迷途诗册 席慕蓉著 978-7-5063-9082-8 作家出版社

边缘光影 席慕蓉著 978-7-5063-9083-5 作家出版社

我折叠着我的爱 席慕容著 978-7-5063-9084-2 作家出版社

我从陕北来 赵英著 978-7-5063-9116-0 作家出版社

辉煌的丰碑 鹏鸣著 978-7-5063-9128-3 作家出版社

宋朝短信 宋燕著 978-7-5063-9134-4 作家出版社

此去经年 彭雪征著 978-7-5063-9139-9 作家出版社

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 邓晓芒著 978-7-5063-9147-4 作家出版社



天地行人:王夫之传 聂茂著 978-7-5063-9150-4 作家出版社

长征画传:史诗、传奇、不朽的英名 董长军，沈尧伊主编 978-7-5063-9157-3 作家出版社

海石花 刘剑著 978-7-5063-9160-3 作家出版社

远方的远方 米成洲著 978-7-5063-9179-5 作家出版社

东方血线 傅泽刚著 978-7-5063-9218-1 作家出版社

女人口才全攻略:做一个会说话的聪明女人 咖啡猫女著 978-7-5064-6280-8 中国纺织出版社

女人心理全攻略:懂心理学的女人最好命 上官文姝著 978-7-5064-6305-8 中国纺织出版社

女人修养全攻略 咖啡猫女著 978-7-5064-7032-2 中国纺织出版社

女人约会全攻略 咖啡猫女著 978-7-5064-7447-4 中国纺织出版社

你的礼仪价值百万:精华版 周思敏编著 978-7-5064-8030-7 中国纺织出版社

解码潜意识:发掘内心深处的正能量 张国庆编著 978-7-5064-9446-5 中国纺织出版社

战争论.第一卷 (德) 克劳塞维茨著 978-7-5065-2477-3 解放军出版社

战争论.第三卷 (德) 克劳塞维茨著 978-7-5065-2477-3 解放军出版社

战争论.第二卷 (德) 克劳塞维茨著 978-7-5065-2477-3 解放军出版社

核生化损伤诊断治疗手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后勤部卫生部编
978-7-5065-5676-7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39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传》编审委员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撰委员会编

978-7-5065-6564-6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29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传》编审委员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撰委员会编

978-7-5065-6568-4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4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传》编审委员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撰委员会编

978-7-5065-6584-4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38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传》编审委员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撰委员会

978-7-5065-6590-5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34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传》编审委员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撰委员会编

978-7-5065-6597-4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26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委人民解放军高级将
领传》编审委员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撰委员会

978-7-5065-6603-2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24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委人民解放军高级将
领传》编审委员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撰委员会

978-7-5065-6607-0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20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传》编审委员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撰委员会编

978-7-5065-6611-7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20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传》编审委员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撰委员会

978-7-5065-6612-4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8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传》编审委员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撰委员会编

978-7-5065-6613-1 解放军出版社

美国军事史:1607-2012
(美) 阿伦·米利特, 彼得·马斯洛斯基, 威

廉·费斯著
978-7-5065-6795-4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食品分类卷 中国标准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编 978-7-5066-5074-8 中国标准出版社

焊接材料手册,国内产品及中外标准卷 尹士科主编 978-7-5066-5561-3 中国标准出版社

公共卫生实验室能力验证实施指南 罗建波, 杨杏芬主编 978-7-5066-6728-9 中国质检出版社

食品微生物检测工作指南 贾俊涛, 梁成珠, 马维兴主编 978-7-5066-7021-0 中国质检出版社

日本食品添加剂法规标准指南 邹志飞, 吴宏中编译 978-7-5066-7119-4 中国质检出版社

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监控机制.上 刘环，焦阳，张锡全主编 978-7-5066-7170-5 中国质检出版社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对《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的补充,企业价值链

（范围三）核算与报告标准

翻译陈建华 ... [等] 978-7-5066-7196-5 中国质检出版社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产品寿命周期核算与报告
标准

翻译陈建华 ... [等] 978-7-5066-7197-2 中国质检出版社

传染病消毒技术规范 主编薛广波 978-7-5066-7231-3 中国标准出版社

企业碳排放管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编著 978-7-5066-7306-8 中国质检出版社

生命周期评价与Ⅲ型环境标志认证 陈莎，刘尊文编著 978-7-5066-7333-4 中国质检出版社

传染病消毒技术规范 主编薛广波 978-7-5066-7354-9 中国质检出版社

食品微生物检测方法确认和证实手册 李宏, 雷质文主编 978-7-5066-7371-6 中国质检出版社

海南出入境游艇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国家质检总局标准法

规中心编译
978-7-5066-7429-4 中国质检出版社

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
品标签通则》实施指南

樊永祥，丁绍辉，李宇主编 978-7-5066-7459-1 中国质检出版社

药品检验实验室质量管理手册 李波, 张河战主编 978-7-5066-7468-3 中国标准出版社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技术与应用 任连海[等]著 978-7-5066-7549-9 中国质检出版社



环境监测方法标准汇编,土壤环境与固体废物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978-7-5066-7592-5 中国标准出版社

环境监测方法标准汇编.下册,水环境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978-7-5066-7593-2 中国标准出版社

环境监测方法标准汇编,空气环境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978-7-5066-7594-9 中国标准出版社

实验动物机构认可标准法规实用手册,国内篇 吕京, 史光华主编 978-7-5066-7596-3 中国质检出版社

环境监测方法标准汇编.上册,水环境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978-7-5066-7599-4 中国标准出版社

环境监测方法标准汇编,放射性与电磁辐射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978-7-5066-7600-7 中国标准出版社

环境噪声测量标准汇编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978-7-5066-7606-9 中国标准出版社

水环境质量与污染物排放标准汇编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978-7-5066-7614-4 中国标准出版社

实验动物机构认可标准法规实用手册,国际篇 史光华, 吕京主编 978-7-5066-7615-1 中国标准出版社

超有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中草药卷 张令玉主编 978-7-5066-7617-5 中国质检出版社

标准化知识与实务 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安徽省标准化研究
院编

978-7-5066-7619-9 中国质检出版社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标准汇编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978-7-5066-7620-5 中国标准出版社

大气环境质量与污染物排放标准汇编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978-7-5066-7701-1 中国标准出版社

体育设施设备标准实用手册
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施设备分技术
委员会, 中国标准出版社, 华体集团有限公

978-7-5066-7705-9 中国标准出版社

微生物检验实验室质量管理工作指南 罗建波，陈文胜主编 978-7-5066-7712-7 中国质检出版社

新纪元战队.2,缺陷世界 果核儿公社[编著] 978-7-5066-7719-6 中国标准出版社

美国环境保护署暴露评估指南 陈会明，李晞主译 978-7-5066-7732-5 中国质检出版社

超有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上册,粮油豆茶及
食用菌卷

张令玉主编 978-7-5066-7736-3 中国质检出版社

超有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下册,粮油豆茶及
食用菌卷

张令玉主编 978-7-5066-7736-3 中国质检出版社

超有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北京三安科技有限
公司企业系列标准.上册,水果卷

张令玉主编 978-7-5066-7737-0 中国质检出版社

超有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北京三安科技有限
公司企业系列标准.下册,水果卷

张令玉主编 978-7-5066-7737-0 中国质检出版社

超有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北京三安科技有限
公司企业系列标准.上册,蔬菜卷

张令玉主编 978-7-5066-7738-7 中国质检出版社

超有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北京三安科技有限
公司企业系列标准.下册,蔬菜卷

张令玉主编 978-7-5066-7738-7 中国质检出版社

超有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北京三安科技有限
公司企业系列标准.中册,蔬菜卷

张令玉主编 978-7-5066-7738-7 中国质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标准汇编,临床检验标准
卷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编 978-7-5066-7742-4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标准汇编.上,职业卫生
标准卷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编 978-7-5066-7744-8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标准汇编.下,职业卫生
标准卷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编 978-7-5066-7745-5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标准汇编.上,医疗卫生
标准卷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编 978-7-5066-7746-2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标准汇编.上,放射卫生
标准卷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编 978-7-5066-7748-6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标准汇编.下,放射卫生
标准卷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编 978-7-5066-7749-3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标准汇编,放射性疾病诊
断标准卷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编 978-7-5066-7750-9 中国标准出版社

国内外食品添加剂限量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编著 978-7-5066-7755-4 中国标准出版社

超有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上册,畜禽及水产
品卷

张令玉主编 978-7-5066-7756-1 中国质检出版社

超有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下册,畜禽及水产
品卷

张令玉主编 978-7-5066-7756-1 中国质检出版社

公共服务标准化理论与实务 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编著 978-7-5066-7768-4 中国质检出版社

针灸标准化工作手册 刘保延, 于文明主编 978-7-5066-7774-5 中国标准出版社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方法确认 黄晓蓉主编 978-7-5066-7788-2 中国质检出版社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概论 柳成洋等著 978-7-5066-7798-1 中国标准出版社

户外健身 钱俊伟, 刘传海, 刘博主编 978-7-5066-7815-5 中国标准出版社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实施指南

王天竹主编 978-7-5066-7832-2 中国标准出版社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理论探索
编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978-7-5066-7836-0 中国质检出版社

国外食品安全生物学分析方法验证指南 岳振峰, 梁均主编 978-7-5066-7861-2 中国质检出版社

新纪元战队.3,FX疑云 果核儿公社[著] 978-7-5066-7862-9 中国标准出版社

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及案例分析 张庆建, 岳春雷, 郭兵主编 978-7-5066-7879-7 中国标准出版社

实验动物机构职业健康安全手册 吕京, 田燕超编著 978-7-5066-7900-8 中国质检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一,食品添加剂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7911-4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二,食品添加剂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7912-1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三,食品添加剂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7915-2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四,食品添加剂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7916-9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五,食品添加剂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7917-6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六,食品添加剂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7918-3 中国标准出版社

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汇编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978-7-5066-7919-0 中国标准出版社

人身损害伤亡伤残鉴定及赔偿标准精选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978-7-5066-8011-0 中国标准出版社



消费品安全标准技术架构研究 刘霞，付卉青著 978-7-5066-8034-9 中国标准出版社

组织机构设立法律法规汇编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编 978-7-5066-8040-0 中国质检出版社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政策法规知识100问及文件
汇编

北京瑞齐宁医学研究院编 978-7-5066-8063-9 中国标准出版社

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
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实施指南及示例解析

主编杨月欣, 韩军花 978-7-5066-8065-3 中国标准出版社

如何开展药物治疗管理(MTM)服务:药师指南 美国药师协会(AphA)著 978-7-5066-8069-1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感官分析方法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8077-6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上,饮料酒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8081-3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下,饮料酒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8090-5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饮料和冷冻饮品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8091-2 中国标准出版社

热带病卫生检疫研究与实践:热带病卫生检疫
联防组工作回顾与展望

国家质检总局南方八省十一局热带病卫生检
疫联防组编著

978-7-5066-8094-3 中国质检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上,水果、蔬菜及其
制品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8097-4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下,水果、蔬菜及其
制品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8098-1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调味品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8103-2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食品安全基础标准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8104-9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婴幼儿与特殊医学用
途食品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8105-6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乳与乳制品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8106-3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上,食用油及其制品
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8108-7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标准汇编.下,食用油及其制品
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标准出版
社编

978-7-5066-8109-4 中国标准出版社

易说道德经 甘易著 978-7-5066-8133-9 中国标准出版社

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监控机制.下 刘环, 焦阳, 张锡全主编 978-7-5066-8138-4 中国标准出版社

检验检疫业务风险管理探索与实践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编著 978-7-5066-8150-6 中国质检出版社

EUCAST欧盟药敏试验标准 刘玉庆 ... [等] 编译 978-7-5066-8170-4 中国标准出版社

出入境检验检疫统计学概论 主编刘德平 978-7-5066-8176-6 中国标准出版社

医学实验室认可典型案例解析:2004年-2013
年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编著 978-7-5066-8217-6 中国标准出版社

生活用水水质标准汇编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 978-7-5066-8247-3 中国标准出版社

国境卫生检疫风险分析技术与SAS实战 裘炯良, 郑剑宁主编 978-7-5066-8313-5 中国质检出版社

学校管理标准升级:让每一所学校都成为自组
织的学校

黄永军著 978-7-5066-8333-3 中国标准出版社

医用气体系统理论与设备操作指南 李国平主编 978-7-5066-8445-3 中国质检出版社



体表淋巴结结核的诊断与治疗 主编冯斌, 鲁艳荣 978-7-5067-3638-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参苓白术散 刘惠杰, 何军编著 978-7-5067-395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丹栀逍遥散 编著刘一凡, 贺文彦 978-7-5067-396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电子支气管镜的临床应用 主编王洪武 978-7-5067-401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运气学简明解读 主编马维骐 978-7-5067-418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腰椎间盘突出症针刀治疗与康复 主编吴绪平 978-7-5067-442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肾病名家传世灵验药对 主编刘文军, 李成卫 978-7-5067-4453-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恶性肿瘤名家传世灵验药对 主编李成卫, 吴洁, 李泉旺 978-7-5067-4466-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科鉴别诊断学 Walter Siegenthaler著 978-7-5067-4467-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糖尿病名家传世灵验药材 主编赵进喜, 李成卫 978-7-5067-4521-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第一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司编 978-7-5067-455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产科学速记 主编蒋京 978-7-5067-455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眼科学速记 主编李瑶, 杨男 978-7-5067-4560-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理学速记 主编于海平, 李汇 978-7-5067-456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细胞生物学速记 主编胡金朝, 高华 978-7-5067-4611-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速记 主编乔悦, 王巍 978-7-5067-462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跟名师学临床系列丛书,焦树德 焦树德著 978-7-5067-464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速记 主编查洋, 田旭 978-7-5067-4664-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化学速记 主编车兴华 978-7-5067-466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第二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司编 978-7-5067-470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刘氏气色形态罐诊罐疗 刘剑锋, 刘谦著 978-7-5067-4709-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检验报告单解读 主编吴蠡荪 978-7-5067-4852-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肺部肿瘤循证医学 主编吴一龙 978-7-5067-488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京城小儿王刘弼臣临证实录 主编陈继寅, 刘昌燕, 高静 978-7-5067-491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2010年修订)》解
读

本书编委会编写 978-7-5067-494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养生保健用药酒 罗兴洪编著 978-7-5067-5040-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风湿痹痛及骨科用药酒 罗兴洪编著 978-7-5067-5041-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院药师调剂手册 主编孙春华, 封宇飞 978-7-5067-5045-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人沙龙.第四辑,宫廷御医绝学专号 978-7-5067-5063-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人沙龙:民间中医绝学专号.第二辑 田原,赵中月主编 978-7-5067-5065-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呼吸机临床操作快速解读 主编张志臣, 米婷婷, 钱峰 978-7-5067-509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泌尿外科手术要点图解 主编徐国成, 李振华, 张青 978-7-5067-5164-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整形外科手术要点图解 主编韩秋生 ... [等] 978-7-5067-5166-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科手术要点图解 主编徐国成 ... [等] 978-7-5067-516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普通外科手术要点图解 主编徐国成, 韩秋生, 罗英伟 978-7-5067-516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眼科手术要点图解 主编孟祥伟, 徐国成, 韩秋生 978-7-5067-5170-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农村 (社区) 医生公共卫生实用手册 许国章, 张涛主编 978-7-5067-5184-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慢性病防治一本通 闫春梅, 高玉骞主编 978-7-5067-5185-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传染病防治一本通 孙桐主编 978-7-5067-518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考试命题手册 主编张学高 978-7-5067-5191-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学 主编黄斌 978-7-5067-5219-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古今名医方论 (清) 罗美著 978-7-5067-522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注册的国际技术要求:最新中英对照 ICH研究小组翻译 978-7-5067-5248-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脸上的真相:民间中医“解毒”现代身体 田原著 978-7-5067-5268-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脊柱外科 主编刘海鹰 978-7-5067-526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扶正培本治癌在中国:潘明继行医抗癌56后 叶鹏著 978-7-5067-5280-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经络全书 (明) 沈子禄, 徐师曾著 978-7-5067-528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排卵障碍性不孕症诊断及治疗 主编罗世芳 978-7-5067-528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实用手册 李桥云, 张楚南主编 978-7-5067-5292-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978-7-5067-5294-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指针按摩美容技法图解 编著向云飞, 向阳 978-7-5067-529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 主编刘新建, 唐波 978-7-5067-531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病理学 主编丁贵鹏, 陈汐敏 978-7-5067-5315-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学 主编蒋慧君, 杨轶青 978-7-5067-5316-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 主编刘新建, 张伟 978-7-5067-5334-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理学 主编孙秀兰, 顾军 978-7-5067-5335-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疾病中医药临床研究技术要点 主编马融, 胡思源 978-7-5067-5376-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理学图表详解 主编孙庆伟, 孙涌 978-7-5067-5385-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产科学 主编张慧林 978-7-5067-5390-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复杂天然产物波谱解析 孔令义编著 978-7-5067-540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皮肤病与性病诊疗常规 王宝玺, 晋红中主编 978-7-5067-540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电图快速判读 主编邢福泰 ... [等] 978-7-5067-541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老年性皮肤病诊疗图谱 虞瑞尧, 漆军编著 978-7-5067-5448-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濒湖脉学白话解 编著任健 978-7-5067-5453-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第六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司编 978-7-5067-5472-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东北道地药材,五味子 主编殷军 978-7-5067-5507-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化学 主编张知非 978-7-5067-5511-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中医专科护理常规及操作规程 主编王虹, 李伟, 张素琼 978-7-5067-5520-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检验科诊断常规 张正, 崔巍主编 978-7-5067-552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眼科诊疗常规 赵家良主编 978-7-5067-5522-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常用中药快速鉴别 主编陈兴兴, 刘强 978-7-5067-5524-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纳豆与心脑血管疾病:纳豆大健康的奥秘 主编郭卫军 978-7-5067-5525-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风湿免疫科诊疗常规 张奉春主编 978-7-5067-5526-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周易》传统生命学解析 韩永和著 978-7-5067-5527-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动脉血气分析快速解读 编著朴镇恩 978-7-5067-5528-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整形外科诊疗常规 吴念主编 978-7-5067-5531-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外科学 主编袁滨, 黎青 978-7-5067-5537-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学专业论文撰写要求与范例 主编陈光, 蔡翠芳 978-7-5067-553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科学 主编冯俊, 潘勇军 978-7-5067-5565-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诊疗常规 杨仕明主编 978-7-5067-556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胸外科诊疗常规 李简主编 978-7-5067-556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精神科诊疗常规 马辛主编 978-7-5067-5568-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科诊疗常规 邱贵兴主编 978-7-5067-5569-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麻醉科诊疗常规 王保国主编 978-7-5067-5570-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感染科诊疗常规 王贵强主编 978-7-5067-5571-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放射科诊疗常规 周纯武主编 978-7-5067-557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神经外科诊疗常规 赵继宗主编 978-7-5067-5573-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超声科诊疗常规 姜玉新主编 978-7-5067-5574-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康复医学科诊疗常规 王茂斌主编 978-7-5067-5577-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病理科诊断常规 陈杰主编 978-7-5067-5578-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口腔科诊疗常规 孙正主编 978-7-5067-557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血液内科诊疗常规 黄晓军主编 978-7-5067-558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泌尿外科诊疗常规 李汉忠主编 978-7-5067-5582-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规范性文件汇编:1998年-
2011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编 978-7-5067-5584-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食疗与保健食品原料功能因子手册 赵余庆, 吴春福主编 978-7-5067-558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中药歌诀 温长路编著 978-7-5067-559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产科诊疗常规 魏丽惠主编 978-7-5067-5599-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消化内科诊疗常规 林三仁主编 978-7-5067-5615-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烧伤科诊疗常规 张国安主编 978-7-5067-562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肾脏内科诊疗常规 谌贻璞主编 978-7-5067-5629-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放射治疗常规 申文江, 朱广迎主编 978-7-5067-5630-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计划生育知识读本 李勤主编 978-7-5067-5631-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外科与普通外科诊疗常规 王杉主编 978-7-5067-5634-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物GLP理论与实践 主编张伟 978-7-5067-5635-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院制剂配制实践指南 主编孙路路, 徐建立 978-7-5067-563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与特殊治疗:蚂蚁丸治疗
类风湿关节炎及其研究

主编郭来旺, 郭海明 978-7-5067-565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神经内科诊疗常规:2012年版 崔丽英主编 978-7-5067-5656-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12导联同步静态心电图 钟杭美 ... [等] 主编 978-7-5067-5665-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肿瘤病理与影像对照 主编林晓燕 ... [等] 978-7-5067-572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慢性腹泻的革命 主编崔云龙 978-7-5067-578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肿瘤 主编郭卫 978-7-5067-5832-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手外科 主编田光磊, 陈山林 978-7-5067-5833-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创伤骨科 主编公茂琪, 蒋协远 978-7-5067-5834-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基本药材 主编李锦开 978-7-5067-5840-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韩斐教授治疗小儿抽动障碍 韩斐著 978-7-5067-584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水产类调理食品加工过程品质调控理论与实
践

张慜, 陈卫平著 978-7-5067-585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第七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司编 978-7-5067-586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血管外科诊疗常规 张兆光, 孙立忠主编 978-7-5067-5862-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肩部疾病针刀临床诊断与治疗 主编彭勋超 978-7-5067-5879-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学专业知识.一 林蓉，傅强主编 978-7-5067-589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学主题词表.上册 魏金明主编 978-7-5067-5902-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学主题词表.下册 魏金明主编 978-7-5067-5902-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新产品开发 主编刘强, 刘莉 978-7-5067-595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糖尿病 肖莹，郑洪主编 978-7-5067-597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急诊科诊疗常规 李春盛主编 978-7-5067-5995-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知识产权全攻略 主编袁红梅, 金泉源 978-7-5067-602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腰椎间盘突出症 李明，何大为，牛云飞主编 978-7-5067-6027-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关节 主编张洪美, 关振鹏, 曹永平 978-7-5067-6039-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院感染管理 主编张凤云 ... [等] 978-7-5067-6057-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实用放射诊断学 主编孟庆学 ... [等] 978-7-5067-609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毒性及上市后研究 主编孙蓉, 杜晓曦 978-7-5067-6146-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护理常规 李淑迦, 应岚主编 978-7-5067-616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图表式临床风湿病学 主编刘湘源 978-7-5067-6172-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护士长管理一本通 主编马继红, 廖秀梅 978-7-5067-622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业史 唐廷猷著 978-7-5067-6224-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政策法规壁垒与对策 主编肖诗鹰, 刘铜华 978-7-5067-622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常见心血管病的分子免疫基础与临床 主编贾连群, 王启明 978-7-5067-6255-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经销企业运营管理规范 潘振玲著 978-7-5067-625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科诊疗常规 胡大一主编 978-7-5067-626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全科医学科诊疗常规 杜雪平, 吴永浩, 王和平主编 978-7-5067-626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关文件汇
编.2012-2013年度

中国药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编 978-7-5067-626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新编护士用药指南 主编陈锦珊, 倪冬青, 郭东宇 978-7-5067-630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无源医疗器械产品与不良事件监测 董放, 程云章主编 978-7-5067-630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有源医疗器械产品与不良事件监测 董放, 程云章主编 978-7-5067-6308-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麻醉药品处方登记手册 主编张友干等 978-7-5067-6318-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身体会说话:小病症 大隐患 韦云著 978-7-5067-6319-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美容中药一本通 武谦虎编著 978-7-5067-6327-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科疾病效验秘方 总主编张光荣 978-7-5067-633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诊疗常规 倪鑫, 沈颖主编 978-7-5067-6341-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风湿关节病症中成药临床应用大全 主编吕爱平, 杨金生 978-7-5067-6378-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镇静药物使用手册 主编陈宁, 侯世科, 余剑波 978-7-5067-6391-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徐振坤筋骨疾病诊治精要 编著徐振坤 978-7-5067-6408-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药物 主编王春晓, 钦传光 978-7-5067-6414-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GMP文化解读 主编陆国民 978-7-5067-641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感证治法与类方 张灿玾著 978-7-5067-6424-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痹证痿病通论 李济仁, 仝小林编著 978-7-5067-6425-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任继学医学全书 任继学著 978-7-5067-6426-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邓铁涛医话集 邓铁涛著 978-7-5067-6427-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呼吸机临床操作快速解读.第二辑 主编张志臣, 米婷婷, 钱峰 978-7-5067-6434-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2012年修订) 
实施精讲

主编丁恩峰 978-7-5067-644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检验报告单解读 主编吴蠡荪 978-7-5067-6443-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西药物注射剂使用指南 主编周虹, 潘燕, 李卫东 978-7-5067-6444-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血管药物手册 主编周茂金, 苏美英, 张卫东 978-7-5067-6445-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新编法医物证检验技术 童大跃, 刘超著 978-7-5067-6446-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反馈教程:体验性教学和自我训练手册 原著Erik Peper等 978-7-5067-6449-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新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解读 本书编委会编写 978-7-5067-6452-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学专业认证制度研究 徐晓媛著 978-7-5067-6453-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固体物料的超临界流体萃取 朱自强, 蔡美强编著 978-7-5067-6458-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火神三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
论

(清) 郑钦安著 978-7-5067-646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常用治疗肝病中药 主编武谦虎 978-7-5067-647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化学药品对照品图谱集,动态水分吸附 主编杨化新, 熊婧 978-7-5067-647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化学药品对照品图谱集,热分析 主编宁保明, 刘毅 978-7-5067-6478-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手册 主编傅宏义 ... [等] 978-7-5067-6491-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陈玉顺，乔中主编 978-7-5067-6500-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济阴纲目 (明) 武之望撰 978-7-5067-658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小症状 大隐患.第2辑 编著李定国 978-7-5067-6592-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小症状 大隐患.第1辑 编著李定国 978-7-5067-6593-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小儿外科手术图谱与纲要 主编Gunter H. Willital, 李民驹 978-7-5067-6596-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漫话痛风与高尿酸血症 主编倪青 978-7-5067-6597-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主编陈同强 978-7-5067-664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神经病学 主编钟善全, 叶军 978-7-5067-6644-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产科学 主编谢晓英 978-7-5067-664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健康体检操作常规 杜兵主编 978-7-5067-6653-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学 主编罗开源, 李新维 978-7-5067-6656-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科学 主编邱悦群, 刘建生, 黄才斌 978-7-5067-665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 主编陈学洪, 李启华 978-7-5067-665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 主编陈学洪, 李启华, 李剑 978-7-5067-6659-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病理学 主编杨庆春, 李伟松, 何珏 978-7-5067-6660-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 主编谢水祥 978-7-5067-6663-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察言观色:预见身体给我们的健康警报 王征远编著 978-7-5067-666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理学 主编何蔚, 叶和杨 978-7-5067-6669-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诊断学 主编张自翔, 刘建生 978-7-5067-6675-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理学 主编孙庆伟, 李良东, 蒋绍祖 978-7-5067-6682-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脑血管病实验方法学 主编罗玉敏, 闵连秋 978-7-5067-6694-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试管婴儿的中医干预实录 主编刘颖 978-7-5067-671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外科学 主编王柏群, 王小农, 王建忠 978-7-5067-6718-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奇效验方 张锡纯著 978-7-5067-672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验案讲记 张锡纯著 978-7-5067-672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主编叶纪诚, 扈瑞平, 邓秀玲 978-7-5067-6734-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防癌治癌小绝招:民间土单秘验良方妙法 主编李慧, 王红梅, 张东阳 978-7-5067-6739-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 蒋绍祖, 谢新华主编 978-7-5067-6746-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常用治疗肝病西药 主编武谦虎 978-7-5067-6763-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用辅料:薄膜包衣预混剂生产和应用 胡崇茂编著 978-7-5067-6764-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治指南 主编庞国明, 张胜强, 穆宏地 978-7-5067-6767-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病理学期末备考十日通 主编期末考试专家研究组 978-7-5067-676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血管与腔内血管外科诊疗常规 刘昌伟主编 978-7-5067-6793-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南药与大南药 主编缪剑华, 彭勇, 肖培根 978-7-5067-6803-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化学药品对照品图谱集,红外、拉曼、紫外光
谱分析

主编肖新月, 余振喜 978-7-5067-6812-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一个危重冠心病患者的康复日记:站桩绽放生
命奇迹

张广华编著 978-7-5067-6818-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全身体格检查操作图解 魏保生主编 978-7-5067-6819-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2013 第29卷 中国药学年鉴编辑委会员编著 978-7-5067-6827-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胸背部疾病针刀临床诊断与治疗 主编刘宝国, 李图均 978-7-5067-684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头颈部疾病针刀临床诊断与治疗 主编瞿群威, 朱少铭 978-7-5067-6850-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膝部疾病针刀临床诊断与治疗 主编赵和平, 张国印 978-7-5067-685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髋部疾病针刀临床诊断与治疗 主编姚振江, 李图均 978-7-5067-6852-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腰腹部疾病针刀临床诊断与治疗 主编祝红梅 978-7-5067-685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踝足部疾病针刀临床诊断与治疗 主编镇水清 978-7-5067-6855-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50项护理操作技术图解与评分标准 主编护理技术专家委员会 978-7-5067-6858-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社区医生抗菌药物应用指南 主编徐彦贵, 杨文杰, 王春革 978-7-5067-6859-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期末备考十日通 主编期末考试专家研究组 978-7-5067-686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科疾病食疗与药膳调养 主编李丽 978-7-5067-6875-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月经疾病食疗与药膳调养 主编李丽 978-7-5067-687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质疏松防治与调养 编著贾清华 978-7-5067-6882-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事管理学科发展30年:1984-2014年 主编杨世民 978-7-5067-6888-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英汉汉英药事管理与法规常用词汇手册 主编梁波, 李喆, 黄琨桢 978-7-5067-6892-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图解护理技术操作并发症的处理与预防 护理技术专家委员会编写 978-7-5067-6893-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关文件汇
编.2013-2014年度

中国药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编 978-7-5067-6905-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化学药品对照品图谱集,质谱 主编马双成, 张才煜 978-7-5067-6906-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品种目录.2014年第一册 姚令文, 李宁, 陈建维主编 978-7-5067-6931-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胸外科 李简主编 978-7-5067-693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制作与示例 主编李昌海 978-7-5067-6938-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科 胡大一主编 978-7-5067-6940-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 倪鑫, 沈颖主编 978-7-5067-6941-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急诊科 李春盛主编 978-7-5067-694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外科与普通外科 王杉主编 978-7-5067-6943-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皮肤病与性病科 王宝玺, 晋红中主编 978-7-5067-6944-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放射科 周纯武主编 978-7-5067-6945-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全科医学科 杜雪平, 吴永浩, 王和天主编 978-7-5067-694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烧伤科 张国安主编 978-7-5067-6947-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血管外科 张兆光, 孙立忠主编 978-7-5067-6948-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神经外科 赵继宗主编 978-7-5067-694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神经内科 崔丽英主编 978-7-5067-695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眼科 赵家良主编 978-7-5067-695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肾脏内科 谌贻璞主编 978-7-5067-6952-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消化内科 林三仁主编 978-7-5067-695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分泌科 邢小平主编 978-7-5067-6954-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整形外科 吴念主编 978-7-5067-695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产科 魏丽惠主编 978-7-5067-6956-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放射治疗科 申文江, 朱广迎主编 978-7-5067-6957-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健康体检科 杜兵主编 978-7-5067-6958-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 杨仕明主编 978-7-5067-6959-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泌尿外科 李汉忠主编 978-7-5067-6960-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精神科 马辛主编 978-7-5067-6961-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康复医学科 王茂斌主编 978-7-5067-6962-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检验科 张正, 崔巍主编 978-7-5067-6963-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麻醉科 王保国主编 978-7-5067-6964-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感染科 王贵强主编 978-7-5067-6965-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超声科 姜玉新主编 978-7-5067-6966-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 杨庭树主编 978-7-5067-696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呼吸内科 何权瀛主编 978-7-5067-696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病理科 陈杰主编 978-7-5067-6969-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血液内科 黄晓军主编 978-7-5067-6970-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风湿免疫科 张奉春主编 978-7-5067-6971-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科 邱贵兴主编 978-7-5067-6972-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978-7-5067-6975-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大成若缺:浑元冲氧拳 王建中编著 978-7-5067-6980-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科医案.上 主编罗和古 ... [等] 978-7-5067-700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女科医案 主编罗和古 ... [等] 978-7-5067-7003-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清)彭子益著 978-7-5067-700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粤桂港澳中药材习用品 编著罗集鹏 978-7-5067-701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李秀亮中医儿科证治心法 主编李秀亮 978-7-5067-7017-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科医案.下册 主编罗和古 ... [等] 978-7-5067-7020-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医案 主编罗和古 ... [等] 978-7-5067-7026-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伤寒温病医案 主编罗和古 ... [等] 978-7-5067-702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袖珍实用全科医生手册 主编仝战旗, 李镤 978-7-5067-7029-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结核之殇 徐光，璐子编著 978-7-5067-7035-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疾病诊断与手术操作名词术语 主编郭默宁 ... [等] 978-7-5067-7044-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闭塞性动脉硬化症临床诊疗实践 主编陈柏楠, 许永楷, 赵波 978-7-5067-706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王旭高经典医案赏析 主编戴天木, 李云海 978-7-5067-7072-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陈莲舫经典医案赏析 主编崔金涛, 胡锡元 978-7-5067-7074-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吴鞠通经典医案赏析 主编宋恩峰, 黄廷荣 978-7-5067-7075-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张锡纯经典医案赏析 主编叶勇 978-7-5067-7076-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费伯雄经典医案赏析 主编林俊华, 李成年 978-7-5067-707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丁甘仁经典医案赏析 主编肖万泽 978-7-5067-7078-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叶天士经典医案赏析 主编吕文亮, 周燕萍, 谢沛霖 978-7-5067-707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程杏轩经典医案赏析 主编马维平 978-7-5067-7080-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传承中医文化基因:中医文化专家访谈录 张宗明著 978-7-5067-708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考点速查速记 主编刘黎青 978-7-5067-708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方剂学考点速查速记 主编杨雅西, 于鹰 978-7-5067-708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经考点速查速记 主编王玉芳 978-7-5067-7085-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正常人体解剖学考点速查速记 主编高杰 978-7-5067-7086-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伤寒论考点速查速记 主编曲夷, 张沁园 978-7-5067-708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考点速查速记 主编吴建林 978-7-5067-7088-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考点速查速记 主编任健 978-7-5067-7089-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化学药品对照品图谱集,核磁共振 主编何兰, 卢忠林 978-7-5067-7091-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温病学考点速查速记 主编张诏, 展照双 978-7-5067-7102-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高血压诊疗常规 孙宁玲, 吴海英主编 978-7-5067-7104-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全国重名易混中药鉴别手册 主编崔同寅 978-7-5067-710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让牙齿陪你到老 张元主编 978-7-5067-7112-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尤在泾经典医案赏析 主编李家庚 978-7-5067-7150-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展开中医原创的翅膀: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的
现状与未来

王省良主编 978-7-5067-7165-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妇科学易考易错题精析与避错 主编张建伟 978-7-5067-717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寄生虫彩色图谱 主编张峰, 崔巍 978-7-5067-7184-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外科医案 主编罗和古 ... [等] 978-7-5067-7186-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章次公经典医案赏析 主编邱明义, 陶春晖 978-7-5067-7191-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张聿青经典医案赏析 主编范恒 978-7-5067-7192-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方剂学易考易错题精析与避错 主编王欣, 窦迎春 978-7-5067-7195-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妇科学考点速查速记 主编张建伟 978-7-5067-7196-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易考易错题精析与避错 主编刘黎青 978-7-5067-7199-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易考易错题精析与避错 主编郑红 978-7-5067-7200-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正常人体解剖学易考易错题精析与避错 主编高杰 978-7-5067-7201-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伤寒论易考易错题精析与避错 主编张沁园, 曲夷 978-7-5067-7202-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温病学易考易错题精析与避错 主编张思超, 宋素花 978-7-5067-7203-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经易考易错题精析与避错 主编魏凤琴 ... [等] 978-7-5067-7204-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金匮要略易考易错题精析与避错 主编张甦颖 978-7-5067-7205-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儿科医学史 编著吴少祯 978-7-5067-7211-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诊断学易考易错题精析与避错 主编任健 978-7-5067-721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学易考易错题精析与避错 主编李明蕾 978-7-5067-7216-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常见伤害医疗救援防治手册 主编陈宁, 鲍缦夕, 李俊龙 978-7-5067-721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金匮要略考点速查速记 主编吕翠霞 978-7-5067-721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李志沧传统中医正骨术 李志沧主编 978-7-5067-7222-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世界药用植物速查辞典 主编江纪武 978-7-5067-7225-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小症状 大隐患.第一辑 李定国编著 978-7-5067-7252-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学考点速查速记 主编张艳 978-7-5067-725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化学药品对照品图谱集,总谱 主编胡昌勤, 马双成 978-7-5067-7261-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产科高级职称晋升题库 高级职称资格考试研究专家组编写 978-7-5067-7262-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临床常见症状术语规范 主编黎敬波, 马力 978-7-5067-7273-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主治医师资格考试考点速记 主编江荷叶 978-7-5067-7286-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大道为民:铸就使命与担当 鲁艺主编 978-7-5067-7294-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药组织人力资源管理 主编徐怀伏 978-7-5067-7295-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材彩色图谱 王绪前,陈科力主编 978-7-5067-730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缩略语速查词典 主编方廷钰, 嵇波, 陈锋 978-7-5067-7335-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三部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978-7-5067-7336-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978-7-5067-7337-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严谨相依:永远的职业坚守 黄富强主编 978-7-5067-7339-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高效偏方验方4000首 主编王良信 978-7-5067-7341-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知行求是:检验探究无止境 邵建强, 徐志理主编 978-7-5067-7342-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978-7-5067-7343-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创新圆梦:检验创新恒久远 郑彦云主编 978-7-5067-7344-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20年:1994-2014年 主编杨世民 978-7-5067-7357-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细说食与药 主编张晓林, 张佩 978-7-5067-7371-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热分析法与药物分析 主编王玉 978-7-5067-7385-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精研古今 融会中西:中医药国际研究生优秀
论文精选

主编应森林 978-7-5067-739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百病针灸推拿高效疗法 杨光，王凡主编 978-7-5067-7395-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每张处方最大量药品速查 主编张友干 ... [等] 978-7-5067-744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978-7-5067-7451-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营养防病圣典:吴博士谈均衡营养 吴为群著 978-7-5067-746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肝病 主编范虹 978-7-5067-7497-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四部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978-7-5067-7539-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世界各国GMP问答集萃 主编丁恩峰 978-7-5067-7551-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把脉癌症 贾先红著 978-7-5067-755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外科护理技术实训指导 邹彩容，何湘英主编 978-7-5067-755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技术实训指导 唐杰梅，徐芳主编 978-7-5067-756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材栽培实用技术500问 主编谢晓亮, 杨太新 978-7-5067-7567-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诊断试验系统评价:Meta分析指导手册 主编田金徽, 陈杰峰 978-7-5067-7568-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科疾病 张胜杰主编 978-7-5067-7573-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镇痛药物使用手册 主编陈宁 ... [等] 978-7-5067-7575-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非手术疗法 主编李平华, 黄先学, 刘现景 978-7-5067-757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现代生活方式病自我诊疗手册 吴蠡荪编著 978-7-5067-7606-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古今药酒大全 主编罗兴洪, 赵霞, 蔡宝昌 978-7-5067-760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抗肿瘤妙方 刘艳编著 978-7-5067-7618-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专业医师解答你难以启齿的妇科问题 鞠芳凝，刘靖瑶，杨彤丽编著 978-7-5067-7619-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易混淆中药鉴别 孙德海, 武谦虎主编 978-7-5067-7620-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腕手部疾病针刀临床诊断与治疗 主编崔清国 978-7-5067-7621-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人体特效穴位使用手册 周丽莎主编 978-7-5067-7624-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肘部疾病针刀临床诊断与治疗 主编裴久国, 蔡新霞 978-7-5067-763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国医大师尚德俊 陈柏楠，秦红松，刘明主编 978-7-5067-7634-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黄元御解内经 (清)黄元御撰 978-7-5067-7661-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脊柱相关疾病针刀临床诊断与治疗 主编裴久国, 刘再高 978-7-5067-7677-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手诊手疗小窍门 主编鲍景龙 978-7-5067-7678-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伤寒经方案例极限解读:零基础者也能与中医
零距离接触

姬领会，王红霞编著 978-7-5067-7698-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临床“新三基”训练习题集,护士分册 主编王芳, 刘月梅 978-7-5067-769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红外光谱集.第五卷 (2015)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978-7-5067-770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CN-DRGs分组方案:2014版
北京市医院管理研究所,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联合编写
978-7-5067-7709-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978-7-5067-7726-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痧证文献整理与刮痧现代研究 王莹莹，杨金生主编 978-7-5067-772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科疾病临床诊疗技术 霍存举, 吴国华, 江海波主编 978-7-5067-7733-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中西医实用神经外科学 主编韦鹏翔 978-7-5067-7735-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关文件汇
编.2014-2015年度

中国药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编 978-7-5067-7738-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2014 第30卷 中国药学年鉴编辑委会员编辑 978-7-5067-774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其实中医很简单 姬领会编著 978-7-5067-7742-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民族医特色诊疗技术规范 主编滕红丽, 韦英才 978-7-5067-776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证常用中药速查便览 主编刘清池, 巩向军, 胡志波 978-7-5067-7768-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小儿心血管病中医证治要义 李霁编著 978-7-5067-776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护理技术操作并发症及处理 主编吴惠平, 罗伟香 978-7-5067-7784-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黄帝内经新解 郑伟达，郑东海编著 978-7-5067-778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国医大师石仰山 邱德华，蔡奇文主编 978-7-5067-7801-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四圣心源 (清)黄元御著 978-7-5067-7802-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针灸在美国的多元化发展 主编王天芳 978-7-5067-7806-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国家药包材标准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组织编写 978-7-5067-7810-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食品药品监管法律制度汇编.2014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法制司 978-7-5067-7819-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乡村医生诊疗手册 陈宁[等]主编 978-7-5067-7820-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走出国人用药误区 主编吴浈 978-7-5067-7821-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抗肿瘤药物药理学实验指南:符合CFDA临床研
究申报要求的实验方法

主编徐寒梅 978-7-5067-7822-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正 978-7-5067-7823-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四大经典:皇帝内经 伤寒论 金匮要略 
温病条辨

李瑞祥,郭琦玮整理 978-7-5067-7824-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常用治疗肿瘤中药 主编谢东浩, 武谦虎 978-7-5067-7826-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45次技
术报告

世界卫生组织编 978-7-5067-7828-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逐层讲透中药:揭示中药用法不传之秘 姬领会编著 978-7-5067-7836-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本草纲目:图文珍藏本.上 (明)李明珍著 978-7-5067-784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本草纲目:图文珍藏本.下 (明)李明珍著 978-7-5067-784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本草纲目:图文珍藏本.中 (明)李明珍著 978-7-5067-784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 林燕，李高中主编 978-7-5067-7845-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金匮要略白话解 刘丹彤，张小勇主编 978-7-5067-7846-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护理路径 主编林海燕 978-7-5067-7850-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 (主管护师) 考试考点速记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研究专家组编写 978-7-5067-7853-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国医大师刘柏龄 赵文海，冷向阳主编 978-7-5067-7855-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身疾病临床荟萃 —— 疑难病例解析 主编王铭维, 王彦永, 耿媛 978-7-5067-785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李可学术思想临证实践 张宗祥编著 978-7-5067-785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经方医学三代传习录 陶有强主编 978-7-5067-7859-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温病条辨白话解 吴宇峰，寇馨云主编 978-7-5067-786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黄帝内经灵枢白话解 陈子杰，林燕主编 978-7-5067-787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三字经白话解 闫军堂，王利敏主编 978-7-5067-787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世界新药概览.2013 朱迅,丁红霞主编 978-7-5067-7872-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伤寒论白话解 张小勇，刘丹彤主编 978-7-5067-787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考点速记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研究专家组编写 978-7-5067-7874-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学教育史 主编吴晓明 978-7-5067-7922-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男科诊疗常规 李宏军主编 978-7-5067-792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欧洲二十五国药政管理体系 Claudia Habl ... [等] 主编 978-7-5067-7969-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颈肩腰腿痛家庭实用疗法 张昶, 廖奕歆, 张万义主编 978-7-5067-7979-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律失常 主编邓小英 978-7-5067-7980-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典》2015年版药品微生物限度检查
方法实例

罗卓雅主编 978-7-5067-7995-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四小经典:全本诵读版 邹运国整理 978-7-5067-7996-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肿瘤 主编李忠 978-7-5067-7997-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皮肤病 主编段行武 978-7-5067-7998-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仪器设备维护保养规
程.第一册

邹健主编 978-7-5067-8002-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仪器设备核查规程.第
一册

邹健主编 978-7-5067-800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护理学 (师) 考试高频考点随身记 主编尹安春 978-7-5067-8015-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疾病 编著于作洋, 刘欣竹 978-7-5067-801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傅青主女科 (清)傅山著 978-7-5067-8024-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外经微言 (清)陈士铎著 978-7-5067-802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国医大师禢国维 陈达灿，李红毅，欧阳卫权主编 978-7-5067-8038-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洞天奥旨 (清)陈士铎著 978-7-5067-8040-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辨症玉函 脉诀阐微 (清)陈士铎著 978-7-5067-8041-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神经精神疾病经方治验 主编畅洪昇 978-7-5067-8042-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泌尿系疾病经方治验 主编畅洪昇 978-7-5067-8043-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经方治验 主编畅洪昇 978-7-5067-8044-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消化病经方治验 主编金芬芳, 钟相根 978-7-5067-8046-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肿瘤经方治验 主编郭明章 978-7-5067-8047-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科疾病经方治验 主编钟相根, 李配 978-7-5067-8049-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呼吸病经方治验 主编钟相根, 潘霏, 闻晓婧 978-7-5067-8050-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释义 焦红主编 978-7-5067-8067-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精神科护士规范操作指南 许冬梅主编 978-7-5067-8068-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重症医学科护士规范操作指南 主编王欣然, 孙红, 李春燕 978-7-5067-806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病经方治验 主编陈建 978-7-5067-8070-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性赋白话解 王加锋，程守祯编著 978-7-5067-807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汤头歌诀白话解 编著王欣, 夏青 978-7-5067-807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大事记:1955-
2015

王阶主编 978-7-5067-807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性歌括四百味白话解 张蕾编著 978-7-5067-8079-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濒湖脉学白话解 任健编著 978-7-5067-8081-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金匮方歌括白话解 吕翠霞，蔡群编著 978-7-5067-8082-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针灸经络腧穴歌诀白话解 刘西建编著 978-7-5067-8083-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品抽样检验问题精解 张弛, 杨霞主编 978-7-5067-808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幼科条辨 主编张奇文 978-7-5067-8089-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世界上市新药动态与分析 主编邹栩, 陈玲 978-7-5067-8091-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脾胃病 主编杨景锋 978-7-5067-8093-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法圆通 (清) 郑钦安著 978-7-5067-8106-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理真传 (清) 郑钦安著 978-7-5067-8107-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肾病 主编冷伟 978-7-5067-8108-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发热 编著范志霞 978-7-5067-8109-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风湿免疫病 主编刘春莹 978-7-5067-8117-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冠心病 主编邓小英 978-7-5067-814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眩晕头痛 主编杨志宏 978-7-5067-814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围绝经期诸证 主编朱虹丽 978-7-5067-8150-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不孕症 主编陈梅 978-7-5067-8151-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伤病症 屈强编著 978-7-5067-8152-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睡眠障碍 编著张慧 978-7-5067-8153-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月经带下病 主编陈蓉 978-7-5067-8154-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男科病 主编覃湛, 陈慰填, 洪志明 978-7-5067-8156-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妇科杂病 主编陈蓉 978-7-5067-8157-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国医大师徐经世 张国梁，陶永主编 978-7-5067-8158-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疗资源合理化配置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
角

王肇奇编著 978-7-5067-8162-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王新陆医论医案集 王新陆著 978-7-5067-8164-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临床“新三基”训练,护士分册 医学临床“新三基”编写组编 978-7-5067-8168-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妊娠产后病 主编李楠 978-7-5067-817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外伤辨惑论 (金)李东垣著 978-7-5067-8171-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串雅内外编 (清)赵学敏著 978-7-5067-8172-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笔花医镜 (清)江涵暾著 978-7-5067-817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兰室秘藏 (金)李东垣著 978-7-5067-8174-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女科百问 (南宋)齐仲甫撰 978-7-5067-8176-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学三字经 (清)陈修园著 978-7-5067-8178-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注解伤寒论 (金)成无己著 978-7-5067-8179-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伤寒贯珠集 (清)尤在泾编注 978-7-5067-8180-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脾胃论 (金)李东垣著 978-7-5067-8277-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扁鹊心书 (宋)窦材辑 978-7-5067-8278-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内经知要 (明)李中梓辑注 978-7-5067-8279-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难经集注 (明)王九思等辑 978-7-5067-8280-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金匮要略 (汉)张仲景著 978-7-5067-8282-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温病条辨 (清)吴鞠通著 978-7-5067-8283-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黄帝内经 灵枢 (战国)佚名编著 978-7-5067-8284-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民族药辞典 主编贾敏如, 张艺 978-7-5067-8296-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高血压专业诊治常规 孙宁玲, 吴海英主编 978-7-5067-8297-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高血压临床技术规范 高平进, 孙宁玲主编 978-7-5067-8298-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高血压临床诊疗规范 李南方, 孙宁玲主编 978-7-5067-8299-9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四诊抉微 (清)林之翰著 978-7-5067-8307-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刘启泉医案医话集 张纨主编 978-7-5067-8308-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性健康知识读本 杨军主编 978-7-5067-830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古中医学派三杰论伤寒 张宗祥编著 978-7-5067-8315-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脑血管病 尹涛主编 978-7-5067-8322-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糖尿病 主编尹涛 978-7-5067-8323-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清)徐灵胎著 978-7-5067-8325-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伤寒论 (汉)张仲景著 978-7-5067-8326-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黄帝内经 素问 (战国)佚名编著 978-7-5067-8328-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肝病 常占杰,宋春荣编著 978-7-5067-8329-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消化科疾病临床诊疗技术 高敬国, 魏绍武, 王素英主编 978-7-5067-8334-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疾病临床诊疗技术 暴瑞丽, 陈敏, 薛贝主编 978-7-5067-833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脉经 (晋)王叔和著 978-7-5067-8339-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系统建模与仿真研究 徐敢著 978-7-5067-8358-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心悟感言 马有度，刘世峰，海峡主编 978-7-5067-8395-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儿科护士规范操作指南 陈海花, 董建英主编 978-7-5067-8401-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皮肤美容科护士规范操作指南 王聪敏，张岚主编 978-7-5067-8404-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关节创伤X线诊断手册 黄耀华, 周玉刚主编 978-7-5067-8405-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神经科护士规范操作指南 张洪君，李葆华主编 978-7-5067-8427-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临床护理常规 黄菊艳，齐晓霞主编 978-7-5067-8437-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单氏埋线经验精粹 单顺[等]主编 978-7-5067-8444-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药用姜科植物 张俊清, 李友宾主编 978-7-5067-845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睡眠障碍实用良方 张万义 ... [等] 主编 978-7-5067-8464-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五官科护士规范操作指南 胡晋平主编 978-7-5067-8470-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仲景方药古今应用 吕志杰主编 978-7-5067-8473-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从师实录与心悟 阎小萍编著 978-7-5067-8478-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四种濒临消亡的中医特色诊疗技术 刘剑锋主编 978-7-5067-8503-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珍本医书集成:精校本.第一册,医经、本草、
脉学、伤寒类

裘庆元辑 978-7-5067-851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珍本医书集成:精校本.第三册,方书类 裘庆元辑 978-7-5067-851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珍本医书集成:精校本.第二册,通治、内科、
外科、妇科、儿科类

裘庆元辑 978-7-5067-851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珍本医书集成:精校本.第四册,医案、杂著类 裘庆元辑 978-7-5067-8513-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心胸重症监护
编著 (英) Robyn Smith, Mike Higgins, 

Alistair Macfie
978-7-5067-8515-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成人心血管外科术后ICU诊疗常规 张海涛主编 978-7-5067-8516-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本草从新 (清)吴仪洛编著 978-7-5067-852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高脂血症实用良方 贾清华编著 978-7-5067-8533-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5年度药品检查报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

验中心编
978-7-5067-854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直接抗病毒时代的丙型肝炎 蔡皓东编著 978-7-5067-8549-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疗美容护理工作手册 吴念主编 978-7-5067-855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动态血压监测报告解读手册 孙宁玲, 王继光主编 978-7-5067-8553-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关文件汇
编:2015-2016年度

中国药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编 978-7-5067-8564-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医膏方大全 王绪前主编 978-7-5067-8574-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现代营养治疗 齐玉梅总主编 978-7-5067-8575-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呼吸科疾病临床诊疗技术 冯莉，宋立格，王巧云主编 978-7-5067-8579-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校释 张灿玾，徐国仟，宗全和校释 978-7-5067-862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骨科护士规范操作指南 王欣，许蕊凤，郑群怡主编 978-7-5067-8663-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46次技
术报告

世界卫生组织编 978-7-5067-8667-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消化科护士规范操作指南 赵毅，王晓伟主编 978-7-5067-8675-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三三医书:精校本.第一册 裘庆元辑 978-7-5067-868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三三医书:精校本.第三册 裘庆元辑 978-7-5067-868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三三医书:精校本.第二册 裘庆元辑 978-7-5067-8689-8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张锡纯用小方 李成文主编 978-7-5067-8690-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急诊科护士规范操作指南 赵毅，陈冬梅主编 978-7-5067-8691-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岭南中草药图谱 郑小吉，饶军，林伟波主编 978-7-5067-8693-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血浊论 王新陆著 978-7-5067-8694-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肿瘤科护士规范操作指南 李慧莉，朱玲玲主编 978-7-5067-8696-6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药物流行病学 曾繁典[等]主编 978-7-5067-8697-3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院精细化管理实践 韦铁民主编 978-7-5067-8705-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乙肝青年婚育宝典:让我们的宝宝远离乙肝 蔡晧东，刘敏，易为编著 978-7-5067-871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手术室护士规范操作指南 张冬梅，胡小灵主编 978-7-5067-8721-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医养介护士(师)培训教材 许景峰，戴世英主编 978-7-5067-8786-4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拔罐疗法治百病 郭长青，郭妍，张伟主编 978-7-5067-8867-0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焦树德从病例谈辨证论治 焦树德著 978-7-5067-8888-5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皮肤针疗法治百病 郭长青，郭妍，张伟主编 978-7-5067-8925-7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黄金荣全传 鸿儒文轩编著 978-7-5068-2722-5 中国书籍出版社

边疆民族史探究 方铁著 978-7-5068-2949-6 中国书籍出版社

沙漠之狐——隆美尔:1891-1944 鸿儒文轩编著 978-7-5068-3024-9 中国书籍出版社

谋略元帅——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 鸿儒文轩编著 978-7-5068-3026-3 中国书籍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于国际金融危机视野下
的研究

张秋红著 978-7-5068-3094-2 中国书籍出版社

当代都市报研究 宋亮著 978-7-5068-3117-8 中国书籍出版社

民俗信仰与双向认知:兼论古代文学典籍的定
向解读

吕书宝著 978-7-5068-3126-0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新视野 戴立黎编著 978-7-5068-3297-7 中国书籍出版社

生态女性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女性形象 王明丽著 978-7-5068-3358-5 中国书籍出版社

军阀当国 鸿儒文轩编著 978-7-5068-3368-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廉洁文化与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培育研究 尹世尤著 978-7-5068-3381-3 中国书籍出版社

对北京奥运会的文化自觉 黄莉著 978-7-5068-3435-3 中国书籍出版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研究 郑湘萍著 978-7-5068-3441-4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语词汇学多维度探究 张秀芳著 978-7-5068-3485-8 中国书籍出版社

人与组织匹配:个体与组织价值观的互动观研
究

陈卫旗著 978-7-5068-3668-5 中国书籍出版社

心仪集 夏剑钦著 978-7-5068-3700-2 中国书籍出版社

梅林深处 潘吉著 978-7-5068-3860-3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天缺一角 严苏著 978-7-5068-3861-0 中国书籍出版社

桃花岛那一夜 光盘著 978-7-5068-3879-5 中国书籍出版社

战争赌徒——山本五十六:1884-1943 鸿儒文轩编著 978-7-5068-3890-0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土耳其史话 黄维民，慕怀琴著 978-7-5068-3893-1 中国书籍出版社

换一个地方 陈武著 978-7-5068-3908-2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不会在意 赵剑云著 978-7-5068-3909-9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上海旧影 朱宏梅著 978-7-5068-3910-5 中国书籍出版社

鼎红的小爱情 庞余亮著 978-7-5068-3911-2 中国书籍出版社

文坛小世界 孟繁华著 978-7-5068-3938-9 中国书籍出版社

从传承到重塑 马季著 978-7-5068-3939-6 中国书籍出版社

叙说所有 阎晶明著 978-7-5068-3940-2 中国书籍出版社

重新发现文学 雷达著 978-7-5068-3942-6 中国书籍出版社

隔行通气 王干著 978-7-5068-3943-3 中国书籍出版社

文学的尊严 贺绍俊著 978-7-5068-3945-7 中国书籍出版社

槐香入梦 周立民著 978-7-5068-394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介入与超越 何言宏著 978-7-5068-3947-1 中国书籍出版社

烟花三月 李景文著 978-7-5068-3949-5 中国书籍出版社

义无反顾爱上你 水何采采著 978-7-5068-3953-2 中国书籍出版社

爱转角遇见了谁 顾七兮著 978-7-5068-3954-9 中国书籍出版社

蛹蝶 陈然著 978-7-5068-3955-6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一根刺 陈然著 978-7-5068-3957-0 中国书籍出版社

送你一束玫瑰花 蒋亚林著 978-7-5068-3958-7 中国书籍出版社

闲笔杂说 王必胜著 978-7-5068-3960-0 中国书籍出版社

红披风 修白著 978-7-5068-3962-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咖啡的名字 杨树军著 978-7-5068-3963-1 中国书籍出版社

梦想的寒，成功的暖 方益松著 978-7-5068-3969-3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与你共舞 张晓惠著 978-7-5068-3978-5 中国书籍出版社

破茧而去 李冬梅著 978-7-5068-3979-2 中国书籍出版社



人间最是情难了 罗文华著 978-7-5068-3982-2 中国书籍出版社

青葱岁月 高梦龄编选 978-7-5068-3983-9 中国书籍出版社

感时伤怀 赵宏兴编选 978-7-5068-3985-3 中国书籍出版社

旧梦重温 石耿立编选 978-7-5068-3986-0 中国书籍出版社

哲思妙悟 高维生编选 978-7-5068-3988-4 中国书籍出版社

温情蜜意 吴佳骏编选 978-7-5068-3989-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后汉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3991-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后汉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3991-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南北史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3992-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南北史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3992-1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两晋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3993-8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两晋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3993-8 中国书籍出版社

唐史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3994-5 中国书籍出版社

唐史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3994-5 中国书籍出版社

五代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著 978-7-5068-3995-2 中国书籍出版社

宋史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3996-9 中国书籍出版社

宋史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3996-9 中国书籍出版社

元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著 978-7-5068-3997-6 中国书籍出版社

民国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许廑父著 978-7-5068-4000-2 中国书籍出版社

民国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许廑父著 978-7-5068-4000-2 中国书籍出版社

民国通俗演义.中 蔡东藩，许廑父著 978-7-5068-4000-2 中国书籍出版社

自然风情 蒋蓝编选 978-7-5068-400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咀嚼人生 杨晓华编选 978-7-5068-4007-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心有菩提 葛丽萍著 978-7-5068-4009-5 中国书籍出版社

来吧，我的灵魂说 高维生著 978-7-5068-4010-1 中国书籍出版社

祝你好孕 狐小妹著 978-7-5068-4011-8 中国书籍出版社

几处春风借与飞——影后胡蝶 中跃著 978-7-5068-4020-0 中国书籍出版社

唱不尽的锦瑟流年——名伶孟小冬 颖玥著 978-7-5068-4021-7 中国书籍出版社

哀愁如一江春水:一代影星上官云珠 西歧著 978-7-5068-4022-4 中国书籍出版社

李文朝诗词诗论选 李文朝著 978-7-5068-4034-7 中国书籍出版社

如果集 刘如姬著 978-7-5068-4069-9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文房四宝 孙敦秀著 978-7-5068-4111-5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四大古典悲剧 周先慎著 978-7-5068-4112-2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婚俗文化 向仍旦著 978-7-5068-4113-9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印文化交流史 季羡林著 978-7-5068-4114-6 中国书籍出版社

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 李中华著 978-7-5068-4116-0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图书 肖东发著 978-7-5068-4120-7 中国书籍出版社

西北部民俗体育研究 袁筱平著 978-7-5068-4126-9 中国书籍出版社

新悟道德经:睿智人生的100个定律.第二部 董立勤著 978-7-5068-4151-1 中国书籍出版社

诗国.新五卷（总第二十二卷） 《诗国》编辑组编 978-7-5068-4174-0 中国书籍出版社

慈丹堂诗书 郑伟达著 978-7-5068-4193-1 中国书籍出版社

浮生闲情 皇甫卫明著 978-7-5068-4240-2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世界杯中国梦:那些年那些事 王干著 978-7-5068-4252-5 中国书籍出版社

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上 王光镐著 978-7-5068-4281-5 中国书籍出版社

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下 王光镐著 978-7-5068-4281-5 中国书籍出版社

俞平伯的诗书人生 陈武著 978-7-5068-4305-8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一日西风吹雨点:陈衡哲传 王玉琴著 978-7-5068-4313-3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的新视野:中国社
会科学情报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论文集.7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编 978-7-5068-4321-8 中国书籍出版社

魅力王者:普京传 文轩编著 978-7-5068-4339-3 中国书籍出版社

另一个自己:暮色诗影集 暮色著 978-7-5068-4341-6 中国书籍出版社

诗颂中华:当代爱国诗词九百首 易行主编 978-7-5068-4374-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北京诗词卷.上,现当代 张桂兴主编 978-7-5068-4391-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北京诗词卷.下,现当代 张桂兴主编 978-7-5068-4391-1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一座城的民国记忆 刘海永著 978-7-5068-4429-1 中国书籍出版社

隐文化:一个中国人对华夏文明的思考 周大江著 978-7-5068-4431-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学博士论坛征文集 梁枢，张其成主编 978-7-5068-4447-5 中国书籍出版社

思考机器探案故事集.上 (美)杰克·福翠尔著 978-7-5068-4494-9 中国书籍出版社

思考机器探案故事集.下 (美)杰克·福翠尔著 978-7-5068-4494-9 中国书籍出版社

思考机器探案故事集.中 (美)杰克·福翠尔著 978-7-5068-4494-9 中国书籍出版社

石板宅日思录续录 凸凹著 978-7-5068-4539-7 中国书籍出版社

易学今昔 余敦康著 978-7-5068-4543-4 中国书籍出版社

从黄帝到崇祯:二十四史 徐梓著 978-7-5068-4544-1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神话传说 叶名著 978-7-5068-4546-5 中国书籍出版社

华夏文明的起源 田昌五著 978-7-5068-4548-9 中国书籍出版社

唐风宋韵·中国古代诗歌 李庆，武蓉著 978-7-5068-4549-6 中国书籍出版社



墨子与墨学 孙中原著 978-7-5068-4550-2 中国书籍出版社

老子与道家 许抗生著 978-7-5068-4551-9 中国书籍出版社

帆影湖星集 胡迎建著 978-7-5068-4593-9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个人品德建设引导 杜凯著 978-7-5068-4632-5 中国书籍出版社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多维透视 唐玉琴，张乐方编著 978-7-5068-4633-2 中国书籍出版社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改研究 董朝霞著 978-7-5068-4635-6 中国书籍出版社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陈少平主编 978-7-5068-4636-3 中国书籍出版社

高校实践育人的探索与创新 杨贤金编著 978-7-5068-4639-4 中国书籍出版社

高校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治理实证研究 武超群著 978-7-5068-4640-0 中国书籍出版社

构建高校发展型学生工作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张志军[等]编著 978-7-5068-4643-1 中国书籍出版社

怎样做一个快乐健康的自己 马季编著 978-7-5068-4646-2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与实践 杨庆山，史瑞杰主编 978-7-5068-4656-1 中国书籍出版社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 周先进，邬丽等著 978-7-5068-4657-8 中国书籍出版社

新时期大学生特点与工作对策研究:以艺术院
校为视角

金景贵主编 978-7-5068-4696-7 中国书籍出版社

海洋文化传承与爱国主义教育:以广州航海学
院为视角

尹伶俐，贾文武编著 978-7-5068-4699-8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模式研究 程刚主编 978-7-5068-4712-4 中国书籍出版社

信息化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宋振超著 978-7-5068-4714-8 中国书籍出版社

全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调查报告 魏金平，魏娜，张剑军等著 978-7-5068-4715-5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研究:以民族地区为视角 张清华等著 978-7-5068-4716-2 中国书籍出版社

“知识、价值与行动”三位一体的德育模式:
中山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林滨，沈成飞，钟一彪主编 978-7-5068-4717-9 中国书籍出版社

高校思政博客效能评价体系研究 陈瑞三，杜晶波等著 978-7-5068-4718-6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生情感实践教育:绥化学院“五个关爱”
实践模式探索

董广芝, 佟延春主编 978-7-5068-4719-3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华经典作家新论 张高杰，薛亚康主编 978-7-5068-4737-7 中国书籍出版社

女性主义道德教育评析 李芳著 978-7-5068-4739-1 中国书籍出版社

柯亨平等主义思想研究 方广宇著 978-7-5068-4741-4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好小说,短篇卷 小说选刊选编 978-7-5068-4759-9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好小说,中篇卷 小说选刊选编 978-7-5068-4760-5 中国书籍出版社

英文复合句:开启阅读和写作的钥匙 陈全根著 978-7-5068-4777-3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在都市里晃荡 陈武著 978-7-5068-4780-3 中国书籍出版社

葵花向阳 尹群著 978-7-5068-4785-8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研究 柏路著 978-7-5068-4794-0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多学科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主编谢晓娟, 王东红 978-7-5068-4795-7 中国书籍出版社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研究 任志锋著 978-7-5068-4798-8 中国书籍出版社

飘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
著

978-7-5068-4805-3 中国书籍出版社

真水无香 何尤之著 978-7-5068-4813-8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与孔雀说话 王芸著 978-7-5068-4814-5 中国书籍出版社

到对面去 郝炜著 978-7-5068-4854-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案例.第二
辑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 978-7-5068-4870-1 中国书籍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
研究

刘艳著 978-7-5068-4871-8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世界因我而美好一点 孙道荣著 978-7-5068-4928-9 中国书籍出版社

青春的那把钥匙 王继颖著 978-7-5068-4929-6 中国书籍出版社

生命是场博弈 过程便是奖赏 吴瑛著 978-7-5068-4930-2 中国书籍出版社

遇见你，在佛的国 汤向阳著 978-7-5068-49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新疆诗稿:丝路新貌与西域故事 赵安民著 978-7-5068-4938-8 中国书籍出版社

十二年前我二十:热销典藏版 赵英超著 978-7-5068-4942-5 中国书籍出版社

龙鼎梦,蝶舞流年 菱仙著 978-7-5068-4947-0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外艺术歌曲理论研究与演绎探讨 苏玲苏，黄进著 978-7-5068-4963-0 中国书籍出版社

疼痛的拇指 丰古著 978-7-5068-4966-1 中国书籍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F. S. 菲茨杰拉德著 978-7-5068-5011-7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华诗彩.上卷,诗词里人间 少轩编著 978-7-5068-5031-5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日记史略 陈左高著 978-7-5068-5063-6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回族历史文化典籍与文献检索研究 陈冬梅著 978-7-5068-5094-0 中国书籍出版社

男神变成了狗 安就著 978-7-5068-5137-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八闽岳祖白岩山 郑伟达主编 978-7-5068-5177-0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创作主题研究 赵玲丽著 978-7-5068-5204-3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民必知当代文学艺术读本 张艳梅，王春林著 978-7-5068-5207-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唐诗三百城.上册 邹纪孟编著 978-7-5068-5210-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唐诗三百城.下册 邹纪孟编著 978-7-5068-5210-4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佛教史 蒋维乔著 978-7-5068-5215-9 中国书籍出版社

桃花诗意行 赵宏兴, 张建春主编 978-7-5068-5220-3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在光里奔跑 武稚著 978-7-5068-5221-0 中国书籍出版社

王妃窦芽菜.Ⅱ 江小湖著 978-7-5068-5232-6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两晋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两晋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五代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元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前汉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前汉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南北史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南北史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后汉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后汉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唐史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唐史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宋史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宋史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明史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明史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民国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民国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民国通俗演义.中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清史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清史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068-5236-4 中国书籍出版社

石板宅日思录三录 凸凹著 978-7-5068-5247-0 中国书籍出版社

曾国藩与金陵书局.第一卷 曹凤祥著 978-7-5068-5249-4 中国书籍出版社

穆时英精品选 穆时英著 978-7-5068-5263-0 中国书籍出版社

王统照精品选 王统照著 978-7-5068-5264-7 中国书籍出版社

李劼人精品选 李劼人著 978-7-5068-5268-5 中国书籍出版社

武术阴阳平衡模式心理疗法 钟碧来著 978-7-5068-5291-3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画学全史 郑昶著 978-7-5068-5318-7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上 柳诒徵著 978-7-5068-5319-4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下 柳诒徵著 978-7-5068-5319-4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中 柳诒徵著 978-7-5068-5319-4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哲学十讲 李石岑著 978-7-5068-5321-7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吕著中国通史 吕思勉著 978-7-5068-5322-4 中国书籍出版社

浅浅心事 刘小寐著 978-7-5068-5334-7 中国书籍出版社



诗国.新十一卷 (总第二十八卷) 《诗国》编辑组编 978-7-5068-5336-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天堂之树 孙更俊著 978-7-5068-5375-0 中国书籍出版社

编余琐忆:我的编辑之路 徐兆淮著 978-7-5068-5383-5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中国好小说,短篇卷 小说选刊选编 978-7-5068-5447-4 中国书籍出版社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微酸袅袅著 978-7-5068-5489-4 中国书籍出版社

能量经济学导论 朱志宇著 978-7-5068-5535-8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一座城的人文秘境 刘海永著 978-7-5068-5550-1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当代散文诗:2016 赵宏兴主编 978-7-5068-5551-8 中国书籍出版社

甘地自传 (印)甘地著 978-7-5068-5566-2 中国书籍出版社

林肯传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著 978-7-5068-5567-9 中国书籍出版社

富兰克林自传 (美) 本杰明·富兰克林著 978-7-5068-5568-6 中国书籍出版社

张爱玲自译风格研究 阮广红著 978-7-5068-5598-3 中国书籍出版社

解毒:看穿流行的谬误 杨红光著 978-7-5068-5655-3 中国书籍出版社

岁月的驿站:中华节气节日风情录 刘宝田，刘湛涛著 978-7-5068-5666-9 中国书籍出版社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集 (美)欧·亨利著 978-7-5068-5685-0 中国书籍出版社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集 (法)莫泊桑著 978-7-5068-5686-7 中国书籍出版社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集 (法)梅里美著 978-7-5068-5687-4 中国书籍出版社

退士闲篇 白化文著 978-7-5068-5696-6 中国书籍出版社

古代汉语常识二十讲 白化文著 978-7-5068-5699-7 中国书籍出版社

北大熏习录:白化文文集 白化文著 978-7-5068-5700-0 中国书籍出版社

人海栖迟 白化文著 978-7-5068-5701-7 中国书籍出版社

敦煌学与佛教杂稿 白化文著 978-7-5068-5722-2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三生石上旧精魂 白化文著 978-7-5068-5725-3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历代谜案.上 古山月编著 978-7-5068-5731-4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中国历代谜案.下 古山月编著 978-7-5068-5731-4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不朽师魂 向晏漪著 978-7-5068-5744-4 中国书籍出版社

财富的秘密 (美)乔治·克拉森著 978-7-5068-5895-3 中国书籍出版社

自己拯救自己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著 978-7-5068-5902-8 中国书籍出版社

鄂尔多斯之恋.上 周维先著 978-7-5068-5969-1 中国书籍出版社

鄂尔多斯之恋.下 周维先著 978-7-5068-5969-1 中国书籍出版社

诗国.卷一 易行主编 978-7-5068-5980-6 中国书籍出版社

曲径通幽 周啸天主编 978-7-5068-6082-6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名人书信:大字版 (美)阿比盖尔·亚当斯等著 978-7-5072-2278-4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学习读本:认真学习胡
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重要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073-2251-4 中央文献出版社

乌兰夫传.1906-1988 《乌兰夫传编写组编》 978-7-5073-2270-5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科学发展 978-7-5073-2618-5 中央文献出版社

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978-7-5073-2620-8 中央文献出版社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
文件选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978-7-5073-2627-7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念册 钱奇，骆志威主编 978-7-5073-3163-9 中央文献出版社

朱德纪事:1886-1976.上 李新芝，谭晓萍主编 978-7-5073-3359-6 中央文献出版社

朱德纪事:1886-1976.下 李新芝，谭晓萍主编 978-7-5073-3359-6 中央文献出版社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978-7-5073-3772-3 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传:1904-1974.上 杨胜群主编 978-7-5073-4120-1 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传:1904-1974.下 杨胜群主编 978-7-5073-4120-1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题词题字手迹精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978-7-5073-4170-6 中央文献出版社

艺由别山 张涓涓著 978-7-5073-4416-5 中央文献出版社

唤醒心中的巨人 (美) 安东尼·罗宾著 978-7-5074-2406-5 中国城市出版社

激发无限潜能 (美) 安东尼·罗宾著 978-7-5074-2407-2 中国城市出版社

修心:做淡定的自己 银浦编著 978-7-5074-2594-9 中国城市出版社

为人三策:做人 做事 交朋友 周祖平编著 978-7-5074-2601-4 中国城市出版社

佛说人性与心灵感悟 何诚斌编著 978-7-5074-2602-1 中国城市出版社

儒谈人生与自身修养 唐明毅编著 978-7-5074-2607-6 中国城市出版社

中国人的人生策略 胡适著 978-7-5074-2657-1 中国城市出版社

中国人成事最常用的方法 志恒编著 978-7-5074-2724-0 中国城市出版社

我是个大师 易之著 978-7-5074-2835-3 中国城市出版社

巴国侯氏 小桥老树著 978-7-5074-2892-6 中国城市出版社

暗黑者外传,惩罚 周浩晖著 978-7-5074-2905-3 中国城市出版社

暗黑者,离别曲 周浩晖著 978-7-5074-2992-3 中国城市出版社

奥运轶闻·礼俗:历届奥运会与东道主 覃明贵，孙淑华主编 978-7-5075-2068-2 华文出版社

百姓理财新宝典 曾磊等编 978-7-5075-2120-7 华文出版社

第一言论 人民论坛编 978-7-5075-2917-3 华文出版社

锦鲤跃龙门:中国铁建股改上市纪实 主编钱桂林 978-7-5075-2972-2 华文出版社

漫谈文化统战 伏来旺著 978-7-5075-3117-6 华文出版社

干法 (日)稻盛和夫著 978-7-5075-3147-3 华文出版社



隐婚 宋晓鸣著 978-7-5075-3227-2 华文出版社

人生要经得起诱惑 木木主编 978-7-5075-3415-3 华文出版社

陈氏家族档案全揭秘 陈仕豪编著 978-7-5075-3534-1 华文出版社

孔氏家族档案全揭秘 孔祥云编著 978-7-5075-3535-8 华文出版社

宋氏家族档案全揭秘 马驰原编著 978-7-5075-3536-5 华文出版社

蒋氏家族档案全揭秘 蒋浊文编著 978-7-5075-3537-2 华文出版社

孤独无处诉 (美)乔纳森·科伊(Jonathan Coe)著 978-7-5075-3538-9 华文出版社

你的内在力量 (美)约翰·罗杰著 978-7-5075-3586-0 华文出版社

墨学新语:一个墨学后进眼中的世界 杨喜平著 978-7-5075-3605-8 华文出版社

戴海村语:微博语录 戴海著 978-7-5075-3687-4 华文出版社

周恩来与陈诚 李建力，鹿彦华著 978-7-5075-3711-6 华文出版社

周恩来与邵力子 舒风著 978-7-5075-3713-0 华文出版社

贺龙与程砚秋 谢武申著 978-7-5075-3749-9 华文出版社

布鲁塞尔的浮木 陈升著 978-7-5075-3835-9 华文出版社

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 邓飞著 978-7-5075-4097-0 华文出版社

我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中国作家的私密文本 莫言等著 978-7-5075-4181-6 华文出版社

周谷城传:国史/国师 莫志斌著 978-7-5075-4183-0 华文出版社

进城赶考:共和国首任市长治城方略 刘标玖, 王海英编著 978-7-5075-4211-0 华文出版社

端木与萧红 钟耀群著 978-7-5075-4231-8 华文出版社

萧红与鲁迅 袁权著 978-7-5075-4237-0 华文出版社

老兵口述抗战.1,随枣、百团、上高三大会战 李幺傻著 978-7-5075-4259-2 华文出版社

老兵口述抗战.2,石牌、常德、衡阳、桂林四
大保卫战

李幺傻著 978-7-5075-4260-8 华文出版社

老兵口述抗战.3,远征缅甸 李幺傻著 978-7-5075-4261-5 华文出版社

情系中华魂:李兆生纪事 李兆生著 978-7-5075-4273-8 华文出版社

佛陀传:12个疗愈身心的故事 (日)濑户内寂听著 978-7-5075-4282-0 华文出版社

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上 童小鹏著 978-7-5075-4291-2 华文出版社

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下 童小鹏著 978-7-5075-4291-2 华文出版社

人在租界,杜月笙 张艳玲著 978-7-5075-4294-3 华文出版社

人在租界,黄金荣 张艳玲著 978-7-5075-4295-0 华文出版社

穆罕默德生平 (埃及) 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著 978-7-5075-4302-5 华文出版社

历史上的阿拉伯人 (美) 伯纳德·刘易斯著 978-7-5075-4309-4 华文出版社

伊本·白图泰游记 (摩洛哥) 伊本·白图泰著 978-7-5075-4311-7 华文出版社



别样的青春:大学生村官张广秀纪实 张力慧著 978-7-5075-4365-0 华文出版社

毛泽东与中国作家 武在平著 978-7-5075-4371-1 华文出版社

城乡创业家:我的成功你可以复制 贷帮网著 978-7-5075-4374-2 华文出版社

胜利日 安平著 978-7-5075-4396-4 华文出版社

证悟:通往永久和平与幸福之路 (缅)恰宓西亚多著 978-7-5075-4399-5 华文出版社

通往强盛之路 杨国超著 978-7-5075-4439-8 华文出版社

大国不易 胡锡进著 978-7-5075-4445-9 华文出版社

国家的力量:传统文化提升国家高度 智怀, 王少农, 萧野著 978-7-5075-4464-0 华文出版社

见证:中国馆配行业十年 茅院生主编 978-7-5075-4469-5 华文出版社

撤单:一个顶级操盘手的这二十年 刘海亮著 978-7-5075-4501-2 华文出版社

贵族的理想:他们支撑了中国 张华侨著 978-7-5075-4502-9 华文出版社

回来吧，我的心 (埃及) 优素福·西巴伊著 978-7-5075-4519-7 华文出版社

仅有爱情是不够的 (埃及)艾哈迈德·法里德著 978-7-5075-4533-3 华文出版社

君悦文集.上卷,回望中国的西北角 君悦著 978-7-5075-4568-5 华文出版社

君悦文集.下卷,剪一缕阳光照亮你的生命 君悦著 978-7-5075-4568-5 华文出版社

我是台湾人 更是中国人 王炳忠著 978-7-5075-4598-2 华文出版社

医方论 (清)费伯雄著 978-7-5077-4294-7 学苑出版社

陈门三代 梨园世家 陈志明主编 978-7-5077-4484-2 学苑出版社

撖文华女科证治集要:临证验案汇编 撖文华原著 978-7-5077-4486-6 学苑出版社

徐僖传 李勇先著 978-7-5077-4511-5 学苑出版社

王选传 丛中笑著 978-7-5077-4513-9 学苑出版社

汉学研究.总第十七集 2014年秋冬卷 阎纯德主编 978-7-5077-4667-9 学苑出版社

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第二辑 周珊，吴华峰主编 978-7-5077-4678-5 学苑出版社

城域棱镜:藏羌彝走廊研究新视角 主编张曦, 黄成龙 978-7-5077-4692-1 学苑出版社

清代以来北京内城土地庙民俗志 赵娜著 978-7-5077-4747-8 学苑出版社

唐亚伟传 江暖著 978-7-5077-4764-5 学苑出版社

萨满文化手记 富育光著 978-7-5077-4776-8 学苑出版社

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邵燕祥诗歌研究论集 吴思敬, 李文钢编 978-7-5077-4782-9 学苑出版社

青春的记录:大学日记 赵树然著 978-7-5077-4835-2 学苑出版社

潘菽传 沈重光著 978-7-5077-4871-0 学苑出版社

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七辑 王长华主编 978-7-5077-4904-5 学苑出版社

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六辑 王长华主编 978-7-5077-4905-2 学苑出版社

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八辑 王长华主编 978-7-5077-4906-9 学苑出版社



中国楚辞学.第二十一辑 中国屈原学会编 978-7-5077-4908-3 学苑出版社

丝路苍狼:西域民间狼文学叙事研究 刘振伟著 978-7-5077-4911-3 学苑出版社

日本物语文学作品选读 周萍萍编 978-7-5077-4976-2 学苑出版社

回眸盛典:解读《雍正帝先农坛亲祭图》《雍
正帝先农坛亲耕图》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编 978-7-5077-4989-2 学苑出版社

意大利汉学史 张永奋，白桦著 978-7-5077-4994-6 学苑出版社

新经方实验录 王不留行著 978-7-5077-5008-9 学苑出版社

人文书写与地缘景观: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北
京印象

董琦琦编著 978-7-5077-5023-2 学苑出版社

励耘学刊.2016年第1辑(总第23辑),文学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978-7-5077-5034-8 学苑出版社

中医临证入门秘诀:一对中医伉俪的临证效验
集

李富震，苏金峰著 978-7-5077-5051-5 学苑出版社

新国医针灸讲义六种 杨医亚著 978-7-5077-5067-6 学苑出版社

唳天学术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978-7-5077-5069-0 学苑出版社

脾胃学传承集 胡不群著 978-7-5077-5083-6 学苑出版社

望舌诊治病症 李乃民[等]著 978-7-5077-5099-7 学苑出版社

安幹青医论文集 安幹青原著 978-7-5077-5100-0 学苑出版社

人文丛刊.第十辑 [魏崇新主编] 978-7-5077-5101-7 学苑出版社

温病学心法 任启松著 978-7-5077-5147-5 学苑出版社

艺术记:砾石上的铭文 祝勇主编 978-7-5078-2747-7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历史记:最后一个方阵 祝勇主编 978-7-5078-2748-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以经典的名义 凸凹著 978-7-5078-2816-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一封遗失的信 (罗)扬·路卡·卡拉迦列著 978-7-5078-2913-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柔然帝国传奇 罗三洋著 9.78751E+12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奥匈帝国 何荣著 978-7-5078-3569-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女真帝国 孙昊, 杨军著 978-7-5078-3595-3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西辽帝国 赤军著 978-7-5078-3596-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西夏帝国 唐荣尧著 978-7-5078-3600-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吐蕃王朝:消失的王国 王东, 张耀著 978-7-5078-3608-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亚历山大帝国 夏遇南著 978-7-5078-3634-9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阿拉伯帝国 尚劝余著 978-7-5078-3635-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罗马帝国 夏遇南著 978-7-5078-3679-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波斯帝国 于卫青著 978-7-5078-3682-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莫卧儿帝国 尚劝余著 978-7-5078-3694-3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俄罗斯帝国 白建才著 978-7-5078-3717-9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拿破仑帝国 李宏图，郑春生，何品著 978-7-5078-3718-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奥斯曼帝国 黄维民著 978-7-5078-3765-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英语语音语调巧突破 李岩峰编著 978-7-5078-3766-7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德意志帝国 陈振昌著 978-7-5078-3768-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河海昆仑录 裴景福著 978-7-5078-3777-3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梅葛:彝族创世史诗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整理 978-7-5078-3806-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莫一大王:壮族英雄史诗 罗健民整理 978-7-5078-3808-4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超级版图:蒙古帝国的鼎盛荣光.上册 张生全著 978-7-5078-3869-5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超级版图:蒙古帝国的鼎盛荣光.下册 张生全著 978-7-5078-3869-5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权力的构建与传袭:汉武群雄.上册 令狐马著 978-7-5078-3908-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权力的构建与传袭:汉武群雄.下册 令狐马著 978-7-5078-3908-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老家杨家楼 杨国驹著 978-7-5078-3937-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波特竞争三部曲,竞争战略 978-7-5080-3509-3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45-8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49-6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52-6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上,宗教改革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53-3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下,宗教改革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53-3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上,信仰的时代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54-0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下,信仰的时代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54-0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的时代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55-7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56-4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路易十四时代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57-1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上,卢梭与大革命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58-8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下,卢梭与大革命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58-8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伏尔泰时代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59-5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上,拿破仑时代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60-1 华夏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下,拿破仑时代 (美)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著 978-7-5080-5260-1 华夏出版社

活出生命的意义 (美)维克多·弗兰克尔著 978-7-5080-5899-3 华夏出版社

竞争战略 (美) 迈克尔·波特著 978-7-5080-7051-3 华夏出版社

守望花开的日子 赵海春编著 978-7-5080-7059-9 华夏出版社

最简单的方式 (美) 玛贝尔·卡茨著 978-7-5080-7849-6 华夏出版社



杨花似雪 李维加著 978-7-5080-7855-7 华夏出版社

萱花又红 李维加著 978-7-5080-7856-4 华夏出版社

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斯隆自传 (美) 小艾尔弗雷德·斯隆著 978-7-5080-7892-2 华夏出版社

当爱遇见恐惧 (美) 戴维·里秋著 978-7-5080-7900-4 华夏出版社

天生敏感 (美)伊莱恩·阿伦(Elaine N. Aron)著 978-7-5080-7904-2 华夏出版社

破译心理密码 (美) 亨利·凯勒曼著 978-7-5080-7971-4 华夏出版社

幸福婚姻与性 (英) 罗素著 978-7-5080-8067-3 华夏出版社

活出生命的意义 (美)弗兰克尔著 978-7-5080-8165-6 华夏出版社

希腊世界 (美)西蒙·霍恩布洛尔(Simon Hornblower)
著

978-7-5080-8168-7 华夏出版社

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 (德) 迈尔著 978-7-5080-8188-5 华夏出版社

宗教智慧.Ⅰ,找回失落的宝藏 戈国龙著 978-7-5080-8189-2 华夏出版社

个人文明与文明的多元辩证 杨尚懂著 978-7-5080-8199-1 华夏出版社

华夏美术.2014年·第一辑 张和勇主编 978-7-5080-8208-0 华夏出版社

用非暴力沟通化解冲突 (美) 马歇尔·卢森堡著 978-7-5080-8214-1 华夏出版社

婚商:定位, 幸福扑面而来 梁雅骊著 978-7-5080-8235-6 华夏出版社

国家的神话 (德) 恩斯特·卡西尔著 978-7-5080-8241-7 华夏出版社

宗教智慧.Ⅱ,让沉睡的佛醒来 戈国龙著 978-7-5080-8262-2 华夏出版社

上帝、洛克与平等:洛克政治思想的基督教基
础

(美) 沃尔德伦 (Jeremy Waldron) 著 978-7-5080-8266-0 华夏出版社

欧洲战场 陈志瑞, 李季山, 赵雪梅, 黄亚红著 978-7-5080-8289-9 华夏出版社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美) 查尔斯·霍顿·库利著 978-7-5080-8315-5 华夏出版社

常见病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丛书,肝胆科分册 丛书主编张伯礼, 高学敏 978-7-5080-8344-5 华夏出版社

常见病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丛书,神经科分册 张伯礼，高学敏主编 978-7-5080-8347-6 华夏出版社

常见病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丛书,呼吸科分册 丛书主编张伯礼, 高学敏 978-7-5080-8348-3 华夏出版社

常见病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丛书,内分泌分册 丛书主编张伯礼, 高学敏 978-7-5080-8349-0 华夏出版社

常见病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丛书,风湿免疫科
分册

丛书主编张伯礼, 高学敏 978-7-5080-8350-6 华夏出版社

常见病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丛书,妇科分册 丛书主编张伯礼, 高学敏 978-7-5080-8352-0 华夏出版社

常见病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丛书,外科分册 丛书主编张伯礼, 高学敏 978-7-5080-8355-1 华夏出版社

常见病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丛书,骨伤科分册 丛书主编张伯礼, 高学敏 978-7-5080-8356-8 华夏出版社

从“一边倒”到“渐思考”:医疗卫生行业网
络舆情研究报告.2014

刘长喜, 侯劭勋著 978-7-5080-8412-1 华夏出版社

台湾攻略 《台湾攻略》编辑部编著 978-7-5080-8427-5 华夏出版社

小五义 (清)石玉昆著 978-7-5080-8458-9 华夏出版社

夏天敏作品精选 夏天敏著 978-7-5080-8471-8 华夏出版社



柏拉图式的迷宫:《斐多》义疏 (美) 伯格著 978-7-5080-8487-9 华夏出版社

不完美，才能看见真幸福 黄德惠著 978-7-5080-8488-6 华夏出版社

戊戌变法:康有为 晓箭著 978-7-5080-8498-5 华夏出版社

司马天下 王占君著 978-7-5080-8501-2 华夏出版社

虚构与虚构主义 (美)R.M. 赛恩斯伯里著 978-7-5080-8537-1 华夏出版社

畅游新西兰:就这本最棒！ 《畅游新西兰》编辑部编著 978-7-5080-8556-2 华夏出版社

畅游西班牙就这本最棒！ 《畅游西班牙》编辑部编著 978-7-5080-8557-9 华夏出版社

买菜学堂, 开课了! 董淑芬著 978-7-5080-8576-0 华夏出版社

羊的门 李佩甫著 978-7-5080-8587-6 华夏出版社

旅行人信札 陈嘉映[著] 978-7-5080-8588-3 华夏出版社

金屋 李佩甫著 978-7-5080-8600-2 华夏出版社

畅游韩国就这本超棒！ 《畅游韩国》编辑部编著 978-7-5080-8604-0 华夏出版社

品花宝鉴 (清)陈森著 978-7-5080-8609-5 华夏出版社

犹大开花 杜禅著 978-7-5080-8611-8 华夏出版社

曹利军作品精选 曹利军著 978-7-5080-8617-0 华夏出版社

王占君作品精选 王占君著 978-7-5080-8618-7 华夏出版社

官场现形记 (清)李伯元著 978-7-5080-8619-4 华夏出版社

续小五义 (清)石玉昆著 978-7-5080-8624-8 华夏出版社

飞龙全传 (清)吴璿著 978-7-5080-8625-5 华夏出版社

人体生命医学 潘德孚著 978-7-5080-8627-9 华夏出版社

你好，我是阿斯伯格员工:从阿斯伯格综合征
视角解析职场奥秘

(美)露迪·西蒙(Rudy Simone)著 978-7-5080-8632-3 华夏出版社

你好, 我是阿斯伯格女孩 (美) 露迪·西蒙著 978-7-5080-8633-0 华夏出版社

谁需要哲学 (美) 安·兰德著 978-7-5080-8637-8 华夏出版社

美国攻略:2016-2017全彩升级版 《美国攻略》编辑部编著 978-7-5080-8640-8 华夏出版社

意大利攻略:2016-2017全彩升级版 《意大利攻略》编辑部编著 978-7-5080-8650-7 华夏出版社

晚安 刘伟鹏著 978-7-5080-8687-3 华夏出版社

史光柱作品精选 史光柱著 978-7-5080-8689-7 华夏出版社

长征记 曲爱国, 张从田著 978-7-5080-8710-8 华夏出版社

沉默的洁蒂 (美)桃莉·海顿(Torey Hayden)著 978-7-5080-8717-7 华夏出版社

养育星儿四十年:一个孤独症家庭的心路历程
(美)蔡逸周(Luke Y. Tsai)，(美)蔡张美玲

(Merling C. Tsai)著
978-7-5080-8762-7 华夏出版社

宋人经筵诗讲义四种 (宋)张纲等撰 978-7-5080-8764-1 华夏出版社



张仪:一条三寸舌天下抖三抖 英哲著 978-7-5080-8766-5 华夏出版社

脑瘫儿童的音乐治疗 王芳菲，唐瑶瑶编著 978-7-5080-8798-6 华夏出版社

至愤青 (美)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著 978-7-5080-8804-4 华夏出版社

大秦帝国:五千年来第一巨人的气场 毛颖著 978-7-5080-8805-1 华夏出版社

东晋帝国:万乱之中苦撑半壁的正统大业 何宙樯著 978-7-5080-8806-8 华夏出版社

努尔哈赤:北中国史上的头号巨鳄 刘恩铭著 978-7-5080-8807-5 华夏出版社

宋太宗:中国式权谋与君臣逻辑的标本 王红玲著 978-7-5080-8808-2 华夏出版社

霍去病:扬威千里大漠的第一帅哥 宋福聚著 978-7-5080-8809-9 华夏出版社

汉武帝:奠基中国版图的绝世雄主 王占君著 978-7-5080-8811-2 华夏出版社

明太祖:平民逆袭帝王的天字第一号 王占君著 978-7-5080-8812-9 华夏出版社

石达开:永远镌刻在大渡河上的英名 顾汶光著 978-7-5080-8813-6 华夏出版社

道门精要:道教黄元吉内丹修炼典籍 (清)黄元吉著 978-7-5080-8817-4 华夏出版社

存在与逍遥 戈国龙著 978-7-5080-8819-8 华夏出版社

圣人开花 杜禅著 978-7-5080-8855-6 华夏出版社

《资本论》选读和简论 (德)卡尔·马克思著 978-7-5080-8895-2 华夏出版社

探究希腊人的灵魂 (美) 迈克尔·戴维斯著 978-7-5080-8909-6 华夏出版社

负伤的治疗者:当代牧养事工省思 (荷)卢云(Henri Nouwen)著 978-7-5080-8914-0 华夏出版社

弓与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 (美)塞特·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著 978-7-5080-8922-5 华夏出版社

道德经解析 张尚仁著 978-7-5080-8925-6 华夏出版社

古易钩沉:伏義八卦、六十四卦符号体系破译 陈少彤著 978-7-5080-8935-5 华夏出版社

羊的门 李佩甫著 978-7-5080-8950-8 华夏出版社

班超:铁血西域31年，平定瀚海50余国 孙宝镛著 978-7-5080-8966-9 华夏出版社

耐药性 (英)卡罗琳·格林著 978-7-5080-8991-1 华夏出版社

艾滋病 (英)苏珊·奥尔德里奇博士著 978-7-5080-8992-8 华夏出版社

上药真诀:中华道医精粹.上 郑圆明主编 978-7-5080-9018-4 华夏出版社

上药真诀:中华道医精粹.下 郑圆明主编 978-7-5080-9018-4 华夏出版社

上药真诀:中华道医精粹.中 郑圆明主编 978-7-5080-9018-4 华夏出版社

面部皮肤病诊断彩色图谱 虞瑞尧，漆军编著 978-7-5082-8225-1 金盾出版社

妇产科临床指南 徐明娟主编 978-7-5082-8552-8 金盾出版社

中药速记入门配彩图 马波，谢英彪，陈泓静主编 978-7-5082-8617-4 金盾出版社

Grant解剖学图谱 Anne M. R. Agur, Arthur F. Dalley著 978-7-5082-8693-8 金盾出版社

曼姆勒人体健康与疾病 主译陈肖鸣 978-7-5082-8838-3 金盾出版社

儿童性早熟信号与对策 主编周南, 肖延风 978-7-5082-8862-8 金盾出版社



人类的故事.下 (美)房龙著 978-7-5082-8962-5 金盾出版社

社区医疗鉴别诊断学 R. Douglas Collins原著 978-7-5082-9072-0 金盾出版社

百姓诉求法律知识速查手册 牛海亮编著 978-7-5082-9080-5 金盾出版社

古筝名曲精选40首 蒋莉编著 978-7-5082-9100-0 金盾出版社

危险的空气:颗粒物污染与防护 苏广和, 史德编著 978-7-5082-9324-0 金盾出版社

医疗纠纷维权必读 主编许海峰 978-7-5082-9407-0 金盾出版社

婚姻纠纷维权必读 主编许海峰 978-7-5082-9408-7 金盾出版社

房屋买卖维权必读 许海峰主编 978-7-5082-9410-0 金盾出版社

实用医学统计学 主编胡良平 978-7-5082-9414-8 金盾出版社

打造完美新娘 主编杨晓光, 赵春媛 978-7-5082-9428-5 金盾出版社

动脉硬化性疾病现代诊疗学 魏万林，张灵，陈韵岱主编 978-7-5082-9546-6 金盾出版社

综合水疗学
贝克尔(Bruce E.Becker)，科尔(Aodrew 

J.Cole)原著
978-7-5082-9581-7 金盾出版社

教你学滑雪 李相如, 单兆鉴编著 978-7-5082-9621-0 金盾出版社

谈医论药说健康 张兴, 陈师睿编著 978-7-5082-9635-7 金盾出版社

实用擒拿格斗术 主编周小青, 张冬琴 978-7-5082-9641-8 金盾出版社

常见传染性疾病临证药对 周幸来主编 978-7-5082-9661-6 金盾出版社

新编肿瘤药物手册 付桂英主编 978-7-5082-9664-7 金盾出版社

脑卒中用药与调养 赵杨主编 978-7-5082-9796-5 金盾出版社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何忠伟主编 978-7-5082-9865-8 金盾出版社

人间奇才.下册 陈惠琴主编 978-7-5082-9902-0 金盾出版社

洪流滚滚的年代 曹胜龙著 978-7-5082-9938-9 金盾出版社

兵戈征戎:中国历代经典战争实录 刘丙海, 黄学爵编著 978-7-5082-9980-8 金盾出版社

叱咤风云:核武器的历史 刘丙海编著 978-7-5082-9981-5 金盾出版社

狼烟弥漫:中外战争的导火索 刘丙海，黄学爵编著 978-7-5082-9982-2 金盾出版社

雷霆咆哮:精确制导武器的历史 刘丙海编著 978-7-5082-9983-9 金盾出版社

潜蛟出水:海军的历史 刘丙海编著 978-7-5082-9984-6 金盾出版社

神兵劲旅:特种部队的历史 刘丙海, 黄学爵编著 978-7-5082-9985-3 金盾出版社

血雨腥风: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战役 刘丙海, 黄学爵编著 978-7-5082-9986-0 金盾出版社

浴血鏖兵:二战经典战役实录 刘丙海, 黄学爵编著 978-7-5082-9987-7 金盾出版社

制高点:世界军事之最 刘丙海, 黄学爵编著 978-7-5082-9988-4 金盾出版社

嵌入式硬件设计 John Catsoulis著 978-7-5083-5372-2 中国电力出版社



面向21世纪的房地产经纪业:全国房地产经纪
行业发展峰会论文集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编 978-7-5083-7573-1 中国电力出版社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丛书,生物质能
卷

石元春主编 978-7-5083-7738-4 中国电力出版社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丛书,太阳能卷 殷志强主编 978-7-5083-7819-0 中国电力出版社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丛书,风能卷 贺德馨主编 978-7-5083-7879-4 中国电力出版社

深入理解Linux网络技术内幕 Christian Benvenuti著 978-7-5083-7964-7 中国电力出版社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丛书,综合卷 杜祥琬主编 978-7-5083-8077-3 中国电力出版社

ASP.NET Web程序设计 王祖俪主编 978-7-5084-4605-9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验教程 朱天相, 孔东阳主编 978-7-5084-5330-9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用 (第二版) 实验教程 主编耿玉水, 潘岩 978-7-5084-8249-1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Visual FoxPro程序设计实训与考试指导 杨松涛主编 978-7-5084-9425-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SQL Server 2008 R2 Reporting Services
报表服务

尹相志, 胡百敬著 978-7-5084-9526-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天然气输送的大动脉 刘晶著 978-7-5085-1345-4 五洲传播出版社

首钢家庭 侯佳婧著 978-7-5085-1583-0 五洲传播出版社

活力新疆 李欣凭编著 978-7-5085-2525-9 五洲传播出版社

歌与哭 东方著 978-7-5085-2566-2 五洲传播出版社

多元新疆 于尚平编著 978-7-5085-2857-1 五洲传播出版社

壮美新疆 晓边编著 978-7-5085-2861-8 五洲传播出版社

钓鱼岛 疏震娅, 张海文著 978-7-5085-2902-8 五洲传播出版社

论人 南水居士著 978-7-5085-2920-2 五洲传播出版社

城市门 王海著 978-7-5085-2931-8 五洲传播出版社

中国救援行动 李军编著 978-7-5085-2937-0 五洲传播出版社

一个华人的古巴历险记 (古巴)玛尔塔·罗哈斯著 978-7-5085-2939-4 五洲传播出版社

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978-7-5085-2940-0 五洲传播出版社

幸福就这么简单 郭明义著 978-7-5085-3001-7 五洲传播出版社

生死李连杰:a biography of Jet Li 苏好著 978-7-5085-3002-4 五洲传播出版社

天梯之上 陈果著 978-7-5085-3003-1 五洲传播出版社

传奇学人林毅夫 刘世英著 978-7-5085-3004-8 五洲传播出版社

朗朗是这样练成 刘元举著 978-7-5085-3005-5 五洲传播出版社

熊猫的故事 谭楷文 978-7-5085-3006-2 五洲传播出版社

中国古典诗词精品赏读,陶渊明 陈桥生著 978-7-5085-3018-5 五洲传播出版社

爸爸爸 韩少功著 978-7-5085-3030-7 五洲传播出版社



大爱:日本遗孤的故事 关亚新,张志坤著 978-7-5085-3079-6 五洲传播出版社

中华泰山 王鲁湘撰文 978-7-5085-3151-9 五洲传播出版社

日本战犯的再生之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编 978-7-5085-3171-7 五洲传播出版社

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 辽宁社会科学院编 978-7-5085-3174-8 五洲传播出版社

悬诗 (古阿拉伯)乌姆鲁勒·盖斯等著 978-7-5085-3202-8 五洲传播出版社

日月穿梭 (叙利亚)库雷特·扈莉著 978-7-5085-3204-2 五洲传播出版社

阿拉伯女骑手日记 (阿联酋)麦尔燕·舍纳绥著 978-7-5085-3205-9 五洲传播出版社

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 步平著 978-7-5085-3210-3 五洲传播出版社

闪亮的岁月:刻骨铭心的北大荒往事 [王国庆主编] 978-7-5085-3221-9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在同一面战旗下:中国驻印军老兵口述实录 邓贤主编 978-7-5085-3230-1 五洲传播出版社

四月的哈瓦那 阮章竞著 978-7-5085-3234-9 五洲传播出版社

李白 汪艳菊著 978-7-5085-3254-7 五洲传播出版社

杜甫 陈才智著 978-7-5085-3255-4 五洲传播出版社

王维 陈殊原著 978-7-5085-3259-2 五洲传播出版社

走向世界的中国军队 彭庭法，王斌，王方芳编著 978-7-5085-3278-3 五洲传播出版社

看不见的唐卡 朱庆辰主编 978-7-5085-3296-7 五洲传播出版社

中国文物 李力著 978-7-5085-3378-0 五洲传播出版社

庆熹纪事.Ⅱ 红猪侠著 978-7-5086-0785-6 中信出版社

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 (美) 约翰·S.戈登著 978-7-5086-1677-3 中信出版社

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 彼得·圣吉著 978-7-5086-1682-7 中信出版社

从优秀到卓越 (美) 吉姆·柯林斯著 978-7-5086-1713-8 中信出版社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美) 郭士纳著 978-7-5086-1816-6 中信出版社

闹闹的星座书,白羊座 闹闹著 978-7-5086-2046-6 中信出版社

一个广告人的自白 (美) 大卫·奥格威著 978-7-5086-2089-3 中信出版社

邮差弗雷德:激情如何成就卓越 (美) 马克·桑布恩著 978-7-5086-2164-7 中信出版社

精益创业:新创企业的成长思维 (美) 埃里克·莱斯著 978-7-5086-2201-9 中信出版社

重来:更为简单有效的商业思维
(美) 贾森·弗里德, (丹) 戴维·海涅迈尔

·汉森著
978-7-5086-2361-0 中信出版社

五十年前读北大:1959~1965 王则柯著 978-7-5086-2510-2 中信出版社

海底捞你学不会 黄铁鹰著 978-7-5086-2648-2 中信出版社

别告诉我你会记笔记 (日) 美崎荣一郎著 978-7-5086-2733-5 中信出版社

左右为楠 大左，谢楠著 978-7-5086-2831-8 中信出版社

我是许凉凉 李维菁著 978-7-5086-2864-6 中信出版社



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美)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 978-7-5086-3030-4 中信出版社

我把一切告诉你.1 万里依然著 978-7-5086-3105-9 中信出版社

创业36条军规 孙陶然著 978-7-5086-3169-1 中信出版社

爱他，如他所是:有爱有心计幸福更长久 连谏著 978-7-5086-3279-7 中信出版社

投资最重要的事 (美) 霍华德·马克思著 978-7-5086-3380-0 中信出版社

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 陈元著 978-7-5086-3393-0 中信出版社

咸鱼的滋味 陈升图文 978-7-5086-3401-2 中信出版社

九型人格与领导力:建立理想团队、成为卓有
成效的领导者

(美) 金杰·拉皮德·伯格达著 978-7-5086-3414-2 中信出版社

竞争战略论:一本书读懂迈克尔·波特 (美) 琼·玛格丽塔著 978-7-5086-3430-2 中信出版社

货币 《货币》纪录片主创团队著 978-7-5086-3460-9 中信出版社

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谈判课 (美) 斯图尔特·戴蒙德著 978-7-5086-3476-0 中信出版社

哈佛最受欢迎的营销课:如何打造脱颖而出的
品牌

(美) 扬米·穆恩著 978-7-5086-3479-1 中信出版社

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小微企业的蓝海策略 (日) 冈野雅行著 978-7-5086-3491-3 中信出版社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著 978-7-5086-3510-1 中信出版社

逃不开的经济周期:历史, 理论与投资现实 拉斯·特维德著 978-7-5086-3521-7 中信出版社

餐巾纸的背面 (美) 丹·罗姆著 978-7-5086-3540-8 中信出版社

引爆点:如何引发流行 (美)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著 978-7-5086-3573-6 中信出版社

动物精神 (美) 乔治·阿可洛夫, 罗伯特·希勒著 978-7-5086-3616-0 中信出版社

谁的青春不迷茫 刘同 978-7-5086-3620-7 中信出版社

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田涛, 吴春波著 978-7-5086-3643-6 中信出版社

策略精论:企业如何形成竞争策略?,基础篇 汤明哲著 978-7-5086-3694-8 中信出版社

平台战略:正在席卷全球的商业模式革命 陈威如, 余卓轩著 978-7-5086-3756-3 中信出版社

移动浪潮:移动智能如何改变世界 (美) 迈克尔·塞勒著 978-7-5086-3764-8 中信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 (美) 罗伯特·史蒂文·卡普兰著 978-7-5086-3788-4 中信出版社

习惯的力量: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那样工
作？

(美) 查尔斯·都希格著 978-7-5086-3801-0 中信出版社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印)阿比吉特·班纳吉, (法)埃斯特·迪弗
洛著

978-7-5086-3849-2 中信出版社

3D打印:从想象到现实 (美) 胡迪·利普森, 梅尔芭·库曼著 978-7-5086-3858-4 中信出版社

基金长青 范勇宏著 978-7-5086-3869-0 中信出版社

为什么是三星? (韩) 高承禧 ... [等] 著 978-7-5086-3880-5 中信出版社

开家自己的风格小店 (日) 《开家自己的风格小店》编辑部编著 978-7-5086-3911-6 中信出版社

赢:纪念版 (美) 杰克·韦尔奇, 苏茜·韦尔奇著 978-7-5086-3952-9 中信出版社

当下的力量 (德) 埃克哈特·托利著 978-7-5086-4009-9 中信出版社



滚雪球: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下 (美) 艾丽斯·施罗德著 978-7-5086-4040-2 中信出版社

滚雪球: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上 (美) 艾丽斯·施罗德著 978-7-5086-4041-9 中信出版社

成本制胜:微利时代再造房企核心竞争力 明源地产研究院编著 978-7-5086-4074-7 中信出版社

新世界史.第1卷 孙隆基著 978-7-5086-4117-1 中信出版社

巴菲特传 (美) 罗杰·洛温斯坦著 978-7-5086-4208-6 中信出版社

40次机遇: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 (美) 霍华德·G·巴菲特, 霍华德·W·巴菲
特著

978-7-5086-4356-4 中信出版社

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 涂子沛著 978-7-5086-4466-0 中信出版社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俞敏洪著 978-7-5086-4503-2 中信出版社

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刘同[著] 978-7-5086-4505-6 中信出版社

大数据营销:如何让营销更具吸引力 (美) 丽莎·亚瑟著 978-7-5086-4534-6 中信出版社

精神的路标:焦裕禄在洛矿 《精神的路标》编写组[编] 978-7-5086-4551-3 中信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 (美) 乔纳森·斯珀伯著 978-7-5086-4553-7 中信出版社

旅行从客房开始.2 (日) 浦一也著 978-7-5086-4598-8 中信出版社

支付战争:互联网金融创世纪 (美)埃里克·杰克逊(Eric M. Jackson)著 978-7-5086-4648-0 中信出版社

创业维难:如何完成比难更难的事 (美)本·霍洛维茨(Ben Horowitz)著 978-7-5086-4664-0 中信出版社

勃艮第的酒窝:透视33个特级葡萄园 齐仲蝉著 978-7-5086-4717-3 中信出版社

21世纪资本论 (法) 托马斯·皮凯蒂著 978-7-5086-4725-8 中信出版社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著 978-7-5086-4735-7 中信出版社

我等的人, 在多远的未来 韩力著 978-7-5086-4776-0 中信出版社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以)阿里·沙维特(Ari Shavit)著 978-7-5086-4791-3 中信出版集团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上 (美)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 978-7-5086-4858-3 中信出版社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下 (美)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 978-7-5086-4858-3 中信出版社

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
(美)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美)本
·卡斯诺查(Ben Casnocha)，(美)克里斯·

叶(Chris Yeh)著

978-7-5086-4935-1 中信出版社

智慧城市导论 郭理桥著 978-7-5086-4962-7 中信出版社

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
(美)彼得·蒂尔(Peter Thiel)，(美)布莱克

·马斯特斯(Blake Masters)著
978-7-5086-4971-9 中信出版社

岛屿来信:我能说的秘密 陶立夏 978-7-5086-4976-4 中信出版社

中国历史的教训 习骅著 978-7-5086-5004-3 中信出版社

目客·花朵与我 主编法满 978-7-5086-5067-8 中信出版社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5-2024,攀登效率
高地

刘世锦主编 978-7-5086-5070-8 中信出版社



S.:忒修斯之船 (美)J.J. 艾布拉姆斯，(美)道格·道斯特著 978-7-5086-5095-1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俺爹俺娘:一代中国人的家庭记忆和多村岁月 焦波著 978-7-5086-5120-0 中信出版社

战争史 (英) 约翰·基根著 978-7-5086-5163-7 中信出版社

人生，是一个决定 深雪 978-7-5086-5169-9 中信出版社

改革的教训:打捞中国历代沉没的改革 李仕权著 978-7-5086-5171-2 中信出版社

你会想念你自己吗 张小娴著 978-7-5086-5187-3 中信出版社

创京东:刘强东亲述创业之路 李志刚著 978-7-5086-5188-0 中信出版社

动物也疯狂:了解动物，就是了解我们自己 (美)劳蕾尔·布赖特曼著 978-7-5086-5275-7 中信出版社

救命饮食.II,全营养与全健康从哪里来? (美)T·柯林·坎贝尔,(美)霍华德·雅各布
森著

978-7-5086-5280-1 中信出版社

下一个大事件:影响未来世界的八大趋势 (美) 马修·伯罗斯著 978-7-5086-5317-4 中信出版社

午夜降临前抵达 刘子超[著] 978-7-5086-5325-9 中信出版社

猛兽岛大逃亡 (日)今泉忠明主编 978-7-5086-5336-5 中信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
劫

(美) 张纯如著 978-7-5086-5338-9 中信出版社

大数据主义:一场发生在决策、消费者行为以
及几乎所有领域的巅峰性革命！

(美)史蒂夫·洛尔(Steve Lohr)著 978-7-5086-5371-6 中信出版社

虫虫打工记 (日)川岛逸郎主编 978-7-5086-5377-8 中信出版社

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 (美)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著 978-7-5086-5383-9 中信出版集团

高点，再高点 (韩)南仁淑著 978-7-5086-5414-0 中信出版社

智齿 郑渊洁[著] 978-7-5086-5443-0 中信出版社

网络英雄传.Ⅰ,艾尔斯巨岩之约 郭羽，刘波著 978-7-5086-5446-1 中信出版社

重新定义管理:合弄制改变世界 (美)布赖恩·罗伯逊著 978-7-5086-5497-3 中信出版集团

死亡的脸:耶鲁大学努兰医生的12堂生命课 (美)舍温·努兰著 978-7-5086-5508-6 中信出版集团

火车上的女孩 (英)宝拉·霍金斯(Paula Hawkins)著 978-7-5086-5510-9 中信出版社

西夏王朝 唐荣尧著 978-7-5086-5511-6 中信出版社

同理心文明: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建立全球意
识

(美)杰里米·里夫金著 978-7-5086-5525-3 中信出版社

中国式众筹:互联网革命的下半场 杨勇，韩树杰著 978-7-5086-5537-6 中信出版集团

浅薄:你是互联网的奴隶还是主宰者 (美)尼古拉斯·卡尔著 978-7-5086-5561-1 中信出版集团

创新之路:提升商业价值的八大创新法则 (美)毛正行(Madge M. Meyer)著 978-7-5086-5567-3 中信出版社

耶鲁科学小历史 (英)威廉·拜纳姆(William Bynum)著 978-7-5086-5574-1 中信出版社

老娘驾到 徐熙媛 978-7-5086-5577-2 中信出版社

移动电商3.0 姜汝祥著 978-7-5086-5585-7 中信出版社

桥的故事 (日) 中野京子著 978-7-5086-5631-1 中信出版社



龙卷风跑出来了:超好玩的3D实境互动自然现
象小百科

(英)卡罗琳·罗兰兹著 978-7-5086-5636-6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侏罗纪世界:超好玩的3D实境互动恐龙电影书 (英)卡罗琳·罗兰兹著 978-7-5086-5637-3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颠倒 汪晖 978-7-5086-5638-0 中信出版社

恐龙跑出来了:超好玩的3D实境互动恐龙小百
科

(英)克莱尔·斯派著 978-7-5086-5639-7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互联网+医疗:重构医疗生态 李未柠，王晶主编 978-7-5086-5673-1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太阳跑出来了:超好玩的3D实境互动太阳系小

百科
英国卡尔顿出版集团著 978-7-5086-5680-9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 梁鸿著 978-7-5086-5687-8 中信出版社

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 赵汀阳著 978-7-5086-5748-6 中信出版社

地道风物.003,舌尖上的新年 陈晓卿等著 978-7-5086-5749-3 中信出版社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美) 迈克尔·桑德尔著 978-7-5086-5767-7 中信出版社

创新的本能:类比思维的力量 (美) 约翰·波拉克著 978-7-5086-5777-6 中信出版社

实验跑出来了:超好玩的3D实境互动物理化学
小百科

(英)克莱夫·吉福德著 978-7-5086-5792-9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诗歌在唱什么 曹淑娟著 978-7-5086-5805-6 中信出版社

机器人跑出来了:超好玩的3D实境互动机械科
技小百科

(英)克莱夫·吉福德著 978-7-5086-5811-7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读懂十三五 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著 978-7-5086-5814-8 中信出版社

二手时间 (白俄)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 978-7-5086-5834-6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的精神:吴清源自传 吴清源著 978-7-5086-5853-7 中信出版社

作为方法的“乡愁”:《受活》与中国想象 梁鸿著 978-7-5086-5892-6 中信出版社

技术简史:从海盗船到黑色直升机 (美)德博拉·L·斯帕著 978-7-5086-5919-0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年轻不老，老得年轻 (美)刘墉著 978-7-5086-5926-8 中信出版社

装得下生活的器物 李若帆著 978-7-5086-5973-2 中信出版社

读懂供给侧改革 吴敬琏，厉以宁，郑永年等著 978-7-5086-5974-9 中信出版社

生活中的大脑骗局:脑科学专家教你拆穿伪常
识

谢伯让著 978-7-5086-5990-9 中信出版社

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 孙皓晖著 978-7-5086-5992-3 中信出版社

食帖.9,了不起的面包 林江主编 978-7-5086-6006-6 中信出版社

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南非)达蒙·加尔格特(Damon Galgut)[著] 978-7-5086-6023-3 中信出版社

没眼人 亚妮著 978-7-5086-6024-0 中信出版社

有点意思 李思思著 978-7-5086-6092-9 中信出版社

我们为什么要去火星？ (美)斯蒂芬·彼得拉内克(Stephen 
Petranek)著

978-7-5086-6138-4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呼吸的奇迹课程:疗愈身心灵的第一课 李宜静著 978-7-5086-6189-6 中信出版社



拼命:只有医生知道的生死一刻 傅志远著 978-7-5086-6200-8 中信出版社

医生, 不医死:急诊室里的生死瞬间 傅志远著 978-7-5086-6201-5 中信出版社

给世界的答案:发现现代科学 (美)斯蒂芬·温伯格著 978-7-5086-6292-3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清醒思考的艺术:你最好让别人去犯的52种思

维错误
(德) 罗尔夫·多贝里著 978-7-5086-6301-2 中信出版社

比从前更好:运用习惯的力量，开启比从前更
好的生活

(美) 格雷琴·鲁宾著 978-7-5086-6354-8 中信出版社

追时间的人:信息过载时代的知识解决方案 阳志平主编 978-7-5086-6361-6 中信出版社

古董衣情缘 (英) 伊莎贝尔·沃尔夫著 978-7-5086-6376-0 中信出版社

出家 张忌 978-7-5086-6409-5 中信出版社

民国太太的厨房 李舒著 978-7-5086-6416-3 中信出版社

大争之世:战国 孙皓晖著 978-7-5086-6429-3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美) 卡尔·梅耶, (美) 谢林·布莱尔·布

里萨克著
978-7-5086-6430-9 中信出版社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国家开端 孙皓晖著 978-7-5086-6431-6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下,统一文明 孙皓晖著 978-7-5086-6431-6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文明爆炸 孙皓晖著 978-7-5086-6431-6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德)沃尔夫冈·J. 蒙森(Wolfgang J. 

Mommsen)著
978-7-5086-6448-4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输赢.2,江湖 付遥著 978-7-5086-6526-9 中信出版社

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 978-7-5086-6539-9 中信出版社

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 史义军著 978-7-5086-6540-5 中信出版社

极简科学史: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2500年 (美)苏珊·怀斯·鲍尔(Susan Wise Bauer)
著

978-7-5086-6819-2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别走出这一步 (英)S.J. 沃森著 978-7-5086-7077-5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竞技毽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杜江著 978-7-5087-3188-9 中国社会出版社

父爱如山 母爱如海:一本天下儿女书写的孝
心日记

何庆良编著 978-7-5087-3223-7 中国社会出版社

元杂剧与古希腊戏剧叙事技巧比较研究 胡健生著 978-7-5087-4657-9 中国社会出版社

松下幸之助:世界经营之神 李乐编著 978-7-5087-4766-8 中国社会出版社

郑周永:汽车王国里的愚公 顾文州编著 978-7-5087-4771-2 中国社会出版社

我心中的中国梦:北方工业大学形势与政策教
育教学文集

沈志莉, 郭玉良主编 978-7-5087-4824-5 中国社会出版社

王永庆:从米店小老板到塑胶大王 张恩台编著 978-7-5087-4885-6 中国社会出版社

我们改天再分手 萱小蕾著 978-7-5087-4939-6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不断探索 追求进步:回忆八十年的人生历程 王青争著 978-7-5087-4940-2 中国社会出版社

艾柯卡 孙鹏飞编著 978-7-5087-4942-6 中国社会出版社

卡内基 胡元斌编著 978-7-5087-4947-1 中国社会出版社

皮尔·卡丹 石静编著 978-7-5087-4952-5 中国社会出版社

索罗斯 刘力编著 978-7-5087-4956-3 中国社会出版社

约翰·摩根 郭艳红编著 978-7-5087-4959-4 中国社会出版社

慈善的高山厚土 李玉林著 978-7-5087-5132-0 中国社会出版社

混乱年代里的云 梁仁著 978-7-5087-5161-0 中国社会出版社

霍乱年代 王涛著 978-7-5087-5237-2 中国社会出版社

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工作人员培训教程 张晓斌，沙维伟主编 978-7-5087-5275-4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国地中海贫血蓝皮书
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中华思源工程扶
贫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编

978-7-5087-5332-4 中国社会出版社

大学生创业教育调查报告 梅红，宋晓平著 978-7-5087-5481-9 中国社会出版社

故园风华:齐如山八十往事回忆录 齐如山著 978-7-5088-3991-2 龙门书局

五洲风情:带你领略世界之美 环球时报编著 978-7-5088-4002-4 龙门书局

史海回眸:影响全球走势的那些人那些事 《环球时报》编著 978-7-5088-4036-9 龙门书局

养生堂中药一本全:吃对很灵很有效 主编史成和 978-7-5088-4168-7 龙门书局

壹路向前 张勇著 978-7-5088-4666-8 龙门书局

当代国外政党概览 王家瑞主编 978-7-5090-0392-3 当代世界出版社

总有一天我会遇见你 罗夫曼著 978-7-5090-0609-2 当代世界出版社

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著 978-7-5090-0624-5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世界之谜全知道 欧阳云飞编著 978-7-5090-0662-7 当代世界出版社

幸存 木方著 978-7-5090-0706-8 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在岁月里等你 芊予著 978-7-5090-0733-4 当代世界出版社

保险公司 韩兆若著 978-7-5090-0806-5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不让你笑，你都不知道我文武双全 梁刚编著 978-7-5090-0851-5 当代世界出版社

光天化日，不要笑得太大声 梁刚编著 978-7-5090-0852-2 当代世界出版社

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研究 刘建飞著 978-7-5090-0881-2 当代世界出版社

人在险途 韩兆若著 978-7-5090-0884-3 当代世界出版社

林徽因主编民国小说选 林徽因等著 978-7-5090-0896-6 当代世界出版社

毕业生:周希希从影记 卿凌著 978-7-5090-0928-4 当代世界出版社

笑出个名堂 梁刚编著 978-7-5090-0957-4 当代世界出版社

神宠在上 煮酒梅子青著 978-7-5090-0969-7 当代世界出版社



蔷薇之伤 舒绘著 978-7-5090-0970-3 当代世界出版社

买房战争 翟之悦著 978-7-5090-0980-2 当代世界出版社

古代的人 (美)房龙著 978-7-5090-1005-1 当代世界出版社

铁血柔情:武则天传奇 翟之悦著 978-7-5090-1014-3 当代世界出版社

比利时短篇小说集 (比)皮思等著 978-7-5090-1020-4 当代世界出版社

法兰西现代短篇集 (法)让·季奥诺等著 978-7-5090-1021-1 当代世界出版社

最后的八旗.2,通天神树 赵力，张育新著 978-7-5090-1027-3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一次阅读知晋朝 姜正成编著 978-7-5090-1031-0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一次阅读知明朝 姜正成编著 978-7-5090-1032-7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一次阅读知南北朝 姜正成编著 978-7-5090-1033-4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一次阅读知秦朝 姜正成编著 978-7-5090-1034-1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一次阅读知清朝 姜正成编著 978-7-5090-1035-8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一次阅读知三国 姜正成编著 978-7-5090-1036-5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一次阅读知宋朝 姜正成编著 978-7-5090-1037-2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一次阅读知唐朝 姜正成编著 978-7-5090-1038-9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一次阅读知元朝 姜正成编著 978-7-5090-1039-6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一次阅读知周朝 姜正成编著 978-7-5090-1040-2 当代世界出版社

青春K线图 荷舞东风著 978-7-5090-1045-7 当代世界出版社

朝花夕拾1990 王海滨著 978-7-5090-1049-5 当代世界出版社

战斗:一位阿里巴巴销售菜鸟的逆袭.1 张永钢著 978-7-5090-1051-8 当代世界出版社

时光深处的别离 落蝉著 978-7-5090-1058-7 当代世界出版社

旅人星球 达瓦次里著 978-7-5090-1061-7 当代世界出版社

红尘寂寞花一朵 徐志摩, 陆小曼著 978-7-5090-1063-1 当代世界出版社

胡适经典 胡适著 978-7-5090-1069-3 当代世界出版社

去南美 王喜民著 978-7-5090-1084-6 当代世界出版社

武媚传:千古绝代女皇武则天 冬雪心境著 978-7-5090-1099-0 当代世界出版社

法兰西356天，我的普罗旺斯庄园 汪晓东著 978-7-5090-1102-7 当代世界出版社

情深未完成 沈高成著 978-7-5090-1122-5 当代世界出版社

情依老人谷 苏姝著 978-7-5090-1131-7 当代世界出版社

觉醒:唤醒真实的自己 诸葛玉堂著 978-7-5090-1184-3 当代世界出版社

皮肤病性病药物治疗指南 主编 胡晓军, 王士才 978-7-5091-002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ICU护理手册 陈红琴, 朱继先主编 978-7-5091-002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外科聚焦 主编 叶晓健, 袁文 978-7-5091-005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寄生虫病分册 主编 张进顺, 王勇 978-7-5091-006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疾病护理记录书写评析 主编 李春梅, 闫桂环 978-7-5091-009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相关病九大诊治区图 编著 吴汉卿 978-7-5091-011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营养师必读 蔡东联主编 978-7-5091-015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血管病诊治与康复 主编 刘永刚, 付伟义 978-7-5091-016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门诊实用急症手册 张恒足主编 978-7-5091-020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专科护理操作培训手册 主编 张洪君 978-7-5091-021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骨科临床检查诊断学 主编 宁志杰, 孙磊, 吴复元 978-7-5091-025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静电疗法 主编 朱平 978-7-5091-026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耳压疗法 主编 吴杞, 欧阳颀 978-7-5091-030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贴敷疗法 主编 欧阳颀, 吴杞 978-7-5091-031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按摩疗法 主编 黄建良, 欧阳颀 978-7-5091-032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刺血疗法 主编 欧阳颀, 吴杞 978-7-5091-032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牙周病临床评估和诊断程序:中英文对照 编著 Iain L C Chapple, Angela D 
Gilbert

978-7-5091-035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卒中单元护理与药物治疗 主编 夏秋欣 978-7-5091-036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危重症抢救技术20讲 吴恒义, 池丽庄编著 978-7-5091-037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诊疗进展 主编 王建六, 朱兰 978-7-5091-037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科导航技术 主编 周东生 978-7-5091-040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诊疗思维技巧 主编 张爱荣, 陈丽君, 荣风年 978-7-5091-040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帝内经》与中医现代临床 赵进喜主编 978-7-5091-041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药理学新编 主编 王睿, 柴栋 978-7-5091-044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骨髓检验分册 主编 卢兴国 978-7-5091-045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手术切口处理学 主编 李开宗 978-7-5091-045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14卷,肌肉疾病 王新德总主编 978-7-5091-046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脏病诊疗和病理图解 主编 傅淑霞, 杨林 978-7-5091-047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乙型肝炎防治理论与进展:乙肝防治专家忠告 卡世全, 杜宗哲, 张月荣主编 978-7-5091-047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眼病诊治与康复 主编 韦秋红, 岳钟 978-7-5091-050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眩晕症的诊断与治疗 主编 张素珍 978-7-5091-050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拔罐疗法 主编 崔承斌, 欧阳颀 978-7-5091-051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刮痧疗法 主编 崔承斌, 欧阳颀 978-7-5091-052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手术规范化操作与配合,口腔颌面外科分
册

主编 毛立民, 郭福林, 田素宝 978-7-5091-052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肌肉病理学 著 埜中征哉 978-7-5091-053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手术规范化操作与配合,普通外科分册 孙辉，孙大军主编 978-7-5091-053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感染性疾病规范诊疗手册 主编 崔满华 978-7-5091-053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妇产科学分册 主编 吕时铭 978-7-5091-055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急诊医学分册 总主编 丛玉隆 978-7-5091-055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医嘱常规与禁忌 主编 田可歌, 徐野 978-7-5091-056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手术规范化操作与配合,泌尿外科分册 主编 那万里, 孔祥波 978-7-5091-056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癌防治新观念 主编 季加孚 978-7-5091-056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骨科手术技巧与失误防范 主编 王武琦 978-7-5091-057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抗感染药物临床应用指南 主编 王辰 ... [等] 978-7-5091-057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疾病鉴别诊断与治疗学 胡建林,杨和平主编 978-7-5091-057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皮肤科常见疾病诊治 主编 董蒨 978-7-5091-058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儿科护理学 编著 陈百合, 谢巾英, 廖秀宜 978-7-5091-059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软组织填充剂与医学美容:美容成肤科实用技
术

主编 Jean Carruthers, Alastair 
Carruthers

978-7-5091-059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牙周非手术治疗:中英文对照
编著 Peter A Heasman, Philip M 
Preshaw, Pauline Robertson

978-7-5091-060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肥胖症的最新治疗 朱智明, 俞金龙主编 978-7-5091-060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美容外科学 主编 柳大烈, 查元坤 978-7-5091-061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创伤骨科护理学 主编 朱建英, 叶文琴 978-7-5091-061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腰腿痛诊断治疗学 主编 鲁玉来, 孙永华 978-7-5091-061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电员针运动疗法 主编 张炳然 978-7-5091-061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淋巴医学 张涤生主编 978-7-5091-062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病人健康教育指导手册 王锁彬, 李欣, 张浙岩主编 978-7-5091-062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手术规范化操作与配合,妇产科分册 主编 郑建华 978-7-5091-063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诊疗图解 主编 杨君礼 978-7-5091-063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新技术护理必读 主编 方汉萍, 何玮 978-7-5091-064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普通外科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064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活体器官移植学 主编 窦科峰, 宋振顺, 王德盛 978-7-5091-064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用药与伽玛刀治疗 主编 李宏斌, 戴德银 978-7-5091-064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超声诊断参考标准 主编 钱蕴秋 978-7-5091-065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消化内镜新技术 杨云生, 刘庆森主编 978-7-5091-065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手术规范化操作与配合,眼科分册 主编 谷树严 978-7-5091-065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遗传病与优生咨询指南 郭亦寿主编 978-7-5091-066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眼科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067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手术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主编 武正炎 978-7-5091-067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艾灸疗法 主编 杨安生, 欧阳颀 978-7-5091-067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用药常规与禁忌 主编 张玉泉 978-7-5091-068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心血管病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068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儿科疾病诊治表解手册 钟云华, 周玉珍主编 978-7-5091-068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如何成功走上妇产科岗位 主编 李英惠, 朱继红 978-7-5091-069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阴道子宫系列手术图谱 主编 谢庆煌, 柳晓春 978-7-5091-070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如何成功走上内科岗位 唐路宁, 段斐主编 978-7-5091-071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肿瘤学 主编 李添应 978-7-5091-071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内分泌疾病 谢春光主编 978-7-5091-072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男科疾病分册 主编 黄宇烽, 李宏军 978-7-5091-073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神经病学分册 王纪佐主编 978-7-5091-073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乡村医师合理用药指南 殷大奎, 周超凡主编 978-7-5091-074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诊疗思维技巧 主编 宫明智, 孙大庆, 张建良 978-7-5091-074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与关节运动损伤 胡广编著 978-7-5091-075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视神经萎缩诊断与治疗 主编 谢立科, 童绎, 唐由之 978-7-5091-075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介入治疗护理学 主编 毛燕君, 许秀芳, 杨继金 978-7-5091-075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妇产科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076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性冠脉综合征易损斑块:临床诊治最新进展 陈韵岱, 吕树铮主编 978-7-5091-077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产科感染性疾病临床手册 主编 牛秀敏, 罗营, 李迺珺 978-7-5091-077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超声鉴别诊断学 主编 富京山, 左文莉 978-7-5091-077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科临床备忘录 主编 赵广 978-7-5091-078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前列腺炎 主编 郭应禄, 李宏军 978-7-5091-079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颈部少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主编 葛俊恒, 胡俊兰, 赵瑞力 978-7-5091-079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男性外阴皮肤病诊疗 主编 刘随 978-7-5091-079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乡村医师手册 主编 张福奎, 张彬 978-7-5091-080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中医手册 王莒生，陈誩主编 978-7-5091-081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家非处方药应用指南 主编 王顺年, 吴新荣, 蒋琳兰 978-7-5091-081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肖正权读股骨头坏死 主编 肖正权 978-7-5091-081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自我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方法 编著 周建南 978-7-5091-081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光动力疗法与医学美容:美容皮肤科实用技术 主编 Mitchel P. Goldman 978-7-5091-081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肖正权谈强直性脊柱炎 肖正权主编 978-7-5091-082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心血管病用药 主编 李小鹰 978-7-5091-082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泌尿外科学 主编 刘猷枋, 张亚强 978-7-5091-082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协和听课笔记：微生物学 主编 吴春虎, 马松 978-7-5091-083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协和听课笔记：组织学与胚胎学 主编 吴春虎, 马松 978-7-5091-083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物化学 主编 吴春虎, 马松 978-7-5091-084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常见病诊治策略 范利主编 978-7-5091-084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与脊髓磁共振扩散成像 张劲松, 宦怡编著 978-7-5091-084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康复治疗技术:神经肌肉促进法 主编 霍明, 秋山纯和 978-7-5091-085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常规与禁忌 主编 徐旭娟 978-7-5091-088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性脑病 贾林, 李兆申主编 978-7-5091-088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炎湿疹的诊断与治疗 李林峰著 978-7-5091-089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病人健康教育指导手册 主编 郭楠, 霍志斌 978-7-5091-089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子宫肌瘤现代诊疗 主编 石一复 978-7-5091-089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颅脊交界外科手术学 主编 尹庆水, 刘景发 978-7-5091-089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消化病 王再谟主编 978-7-5091-090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病介入诊疗图谱 Bernhard Meier编著 978-7-5091-090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如何成功走上五官科岗位 彭新明, 吴凡, 肖二彬主编 978-7-5091-090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病毒学分册 总主编 丛玉隆 978-7-5091-091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手术技巧 主编 戴显伟 978-7-5091-092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股骨头坏死病学 编著 肖正权 978-7-5091-092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外科学临床思维解析 主编 符伟军 978-7-5091-092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院管理创新理念 刘文华主编 978-7-5091-093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椎间盘突出症的介入治疗 王希锐编著 978-7-5091-093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协和听课笔记：系统解剖学 主编 吴春虎, 马松 978-7-5091-093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计算机基础实验教程与学习指导 主编 黎卫文, 郑春彩 978-7-5091-096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薛良华 978-7-5091-097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白咸勇 978-7-5091-097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潘桂兰 978-7-5091-097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物化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石少慧 978-7-5091-097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刘佩梅, 田乃增 978-7-5091-097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马敬涛 978-7-5091-097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贾玉杰 978-7-5091-097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魏国会 978-7-5091-097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心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翟惠敏 978-7-5091-097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健康评估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唐秀红 978-7-5091-097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础护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周克雄 978-7-5091-098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魏武, 谢虹 978-7-5091-098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陈长香 978-7-5091-098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马秀菊, 史淑红 978-7-5091-098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慕江兵 978-7-5091-098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孔慧 978-7-5091-098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管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张春舫 978-7-5091-098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危重症护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江智霞 978-7-5091-098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伦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秦敬民主编 978-7-5091-098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用化学基础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陈常兴 978-7-5091-098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姜炳正 978-7-5091-099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预防医学基础要点提示与习题 赵拥军主编 978-7-5091-099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病性病护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吴文其 978-7-5091-099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社区护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徐月清 978-7-5091-099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护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薛军霞 978-7-5091-099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学要点提示与习题 主编 杜昭云 978-7-5091-099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急重症护理学 主编 吕青, 刘珊, 霍丽莉 978-7-5091-101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水诊疗学 主编 关玉盘 978-7-5091-101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志强肝脏外科手术学 黄志强, 黄晓强著 978-7-5091-102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关节外科聚焦 主编 裴福兴, 邱贵兴, 戴尅戎 978-7-5091-102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常见错he畸形的预防与矫治 王晓琴编著 978-7-5091-102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脉学三字诀 肖进顺编著 978-7-5091-102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输血实用新技术 主编 邓永福, 杨明清 978-7-5091-103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腭裂术后语音训练实用手册 主编 黄迪炎, 朱国雄 978-7-5091-103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部创伤及修复学 陈文弦主编 978-7-5091-103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危重症医案精析 主编 郭应军, 叶光福 978-7-5091-104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临床新进展 主编 宁志杰 978-7-5091-104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糖尿病诊断治疗学 马学毅主编 978-7-5091-105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尿液分析技术与临床 主编 丛玉隆 978-7-5091-105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通用药名查对手册 主编 余晓捷 978-7-5091-105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内科常见病诊疗手册 周英信主编 978-7-5091-106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激光与光:美容皮肤科实用技术.下册 主编 David J. Golderg 978-7-5091-107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礼仪与交际 徐淑秀主编 978-7-5091-107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手术规范化操作与配合,骨科分册 主编 高忠礼, 朱庆三 978-7-5091-107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静脉输液治疗护理学 主编 钟华荪 978-7-5091-107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固定修复学 主编 赵云凤 978-7-5091-107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身体护理评估方法与技巧 邱艳芬编著 978-7-5091-108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血管穿刺技术大全 主编 熊巨光, 王永进, 顾建儒 978-7-5091-108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早期诊断及预后监测 主编 王仰坤 978-7-5091-108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激光与光:美容皮肤科实用技术.上册 主编 David J. Golderg 978-7-5091-109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颈部影像诊断必读 主编 鲜军舫 ... [等] 978-7-5091-109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临床备忘录 主编 寇伯龙 978-7-5091-109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护理学 王世俊等编著 978-7-5091-109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手术规范化操作与配合,胸心外科分册 主编 邵国光 978-7-5091-110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外科监护 主编 徐宏耀, 吴信 978-7-5091-110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症监护工作指南 主编 王建荣, 张黎明, 马燕兰 978-7-5091-110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影像诊断必读 张兆琪主编 978-7-5091-111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临证备要 主编 肖国士, 潘开明 978-7-5091-111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门诊急症处理流程与实用技能 主编 郭旭先, 林桂荣 978-7-5091-115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肌疾病体外冲击波疗法 主编 邢更彦 978-7-5091-115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电图诊断实践指南 刘尚武, 杨成悌主编 978-7-5091-115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医学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 主编 胡良平 978-7-5091-117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SPSS医学统计速学速用 于小林, 刘淑贞, 张翠香主编 978-7-5091-117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关节炎诊断与治疗选择 主编 徐卫东, 赵东宝, 裴福兴 978-7-5091-118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CT诊断袖珍手册 纪建松主编 978-7-5091-119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MRI诊断袖珍手册 主编 胡春洪, 汪文胜 978-7-5091-120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呼吸病 杨关林主编 978-7-5091-120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例会诊与点评,呼吸分册 主编 钟南山 978-7-5091-121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专科护理操作技术 主编 田玉凤 978-7-5091-122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颅脑损伤学 主编 费舟, 章翔 978-7-5091-122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全科诊疗要点手册 主编 周宇翔, 叶文忠 978-7-5091-122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医院输血手册 主编 王振芳, 张志玲, 李莉芬 978-7-5091-123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ICU医师实用手册 主编 林方才, 程尉新 978-7-5091-123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牙周美容外科实用技术 主编 段建民 978-7-5091-123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岗位技能训练50项考评指导 主编 张春舫, 任景坤 978-7-5091-124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白癫风诊断与治疗 编著 欧阳恒, 杨志波, 朱明芳 978-7-5091-124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超声指南 主编 刘兰芬, 张素阁, 王惠 978-7-5091-125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师执业法律制度理论与实践 张永伟, 周海平编著 978-7-5091-125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损容性皮肤病中西医特色疗法 主编 王萍, 张芃 978-7-5091-125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栓和栓塞防治培训教程 胡大一, 孙艺红主编 978-7-5091-126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影像诊断必读 主编 刘佩芳 978-7-5091-126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胸部影像诊断必读 刘士远, 陈起航主编 978-7-5091-127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影像诊断必读 李欣, 邵剑波主编 978-7-5091-127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与关节影像诊断必读 主编 程晓光 978-7-5091-127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影像诊断必读 曾蒙苏主编 978-7-5091-127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系统影像诊断必读 主编 马林, 娄昕 978-7-5091-127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系统疑难病影像诊断分析
主编 吴仁华, 郭岗, (加) 特布鲁格 (Karel 

G. terBrugge)
978-7-5091-127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检验学 主编 王庸晋 978-7-5091-127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功能重建外科学:高级理论和技巧 James J. Yue原著 978-7-5091-127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关节镜手术与康复 主编 王予彬, 王惠芳 978-7-5091-128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消化病诊疗学 任建林, 焦兴元主编 978-7-5091-128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检查评估 [原著] 麦基 (David J. Magee) 978-7-5091-128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口腔烤瓷铸造支架修复学 白天玺主编 978-7-5091-128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外科手术技巧 主编 方先业 978-7-5091-128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镜下消化病微创治疗护理学 主编 蔡文智, 姜泊 978-7-5091-128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专科监护技术 主编 席淑华, 周立 978-7-5091-129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牙颌畸形的正畸早期矫治 编著 Antonio Patti, Guy Perrier 978-7-5091-129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住院病人健康教育指南 主编 黄津芳 978-7-5091-129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协和听课笔记：生理学 主编 鲍贻倩 978-7-5091-129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盆部应用解剖实体图谱 主编 初国良, 曲怀刚 978-7-5091-130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第6卷,神经系统疾病临床流行病学 王新德总主编 978-7-5091-130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时荧光PCR技术 李金明编著 978-7-5091-130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护理药物学 主编 肖激文 978-7-5091-130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内分泌和代谢病分册 主编 郭健, 王成彬 978-7-5091-131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诊疗要点手册 李方, 贾玲主编 978-7-5091-131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常见疾病诊疗要点手册 荆建红, 史惠蓉主编 978-7-5091-131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疾病分类诊断学 主编 龙厚清, 刘少喻 978-7-5091-131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唛素疗法 原著 简妮 (Janine Gaston Nhan) 978-7-5091-132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论文与书稿编写技巧 编著 黄栩兵 978-7-5091-132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实习手册 主编 蒋耀光, 周林 978-7-5091-132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介入诊疗并发症 侯应龙, 郭文怡, 李新明主编 978-7-5091-132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免疫风湿病用药备忘录 主编 杨蓓, 徐长金 978-7-5091-132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用药备忘录 主编 王文刚 978-7-5091-133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病性病用药备忘录 主编 张石革 978-7-5091-133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及其危险因素防治备忘录 全屏寿主编 978-7-5091-133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功能性化妆品 (美) 主编 Zoe Diana Draelos 978-7-5091-133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脑血管病用药备忘录 赵秀丽主编 978-7-5091-134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袖珍抗感染药物应用手册 主编 秦银河 978-7-5091-135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诊所注射室实用手册 主编 李明 978-7-5091-135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用药品通用名与商品名对照速查手册 主编 秦银河 978-7-5091-135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用药物速记歌诀 吴敏杰编著 978-7-5091-136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常见症状观察与护理 主编 任辉, 向国春 978-7-5091-136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呼吸病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136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理咨询与治疗新论 孔维民著 978-7-5091-136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睡眠医学 主编 张熙 978-7-5091-137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专家经典处方 主编 李新, 柳晓春, 潘淑芬 978-7-5091-137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与关节损伤现代微创治疗学 主编 王秋根, 纪方 978-7-5091-137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体温生理学:基础与临床 主编 杨永录, 刘亚国 978-7-5091-137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诊断思维与方法 主编 李松柏 978-7-5091-138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断学 谷京城, 王雪峰主编 978-7-5091-139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根管治疗临床指南 [著] Martin Trope, Gilberto J. 
Debelian

978-7-5091-139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系统疑难病百例 穆魁津, 何权瀛主编 978-7-5091-139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诊疗黄褐斑 叶世龙编著 978-7-5091-139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电图歌诀 董明强编著 978-7-5091-140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危重症医学 万献尧, 马晓春主编 978-7-5091-140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成形与再造病案图解 主编 韩风山, 王佳 978-7-5091-142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查房实录 主编 张清学, 陈勍 978-7-5091-142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子宫肌瘤与子宫腺肌病 王世阆主编 978-7-5091-142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妊娠期安全用药查询手册 主编 朱延华, 姚斌, 廖新学 978-7-5091-143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赫斯特心脏病学手册 Robert A. O` Rourke[等]原著 978-7-5091-143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治疗不孕不育症 主编 杨晶, 栗娟, 邓桂灵 978-7-5091-144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疾病诊疗要点手册 申爱军，吕海江主编 978-7-5091-144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胎儿窘迫与新生儿窒息复苏 李小毛[等]主编 978-7-5091-144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杂病助学歌诀 刘建桥，马川编 978-7-5091-146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内分泌疾病诊疗手册 刘新民[等]主编 978-7-5091-146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尿道下裂外科学 主编 何恢绪, 梅骅 978-7-5091-147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助学歌诀 刘建桥，马川编 978-7-5091-147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唇腭裂手术图谱 Kenneth E. Salyer，Janusz Bardach主编 978-7-5091-147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疾病专家经典处方 胡林雅, 伍德娥, 王士才主编 978-7-5091-147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心脑血管病分册 丛玉隆总主编 978-7-5091-147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社区常见病中西医诊治与防护 主编 余俊文, 徐志强, 刁伟霞 978-7-5091-148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肠疾病临床诊断与治疗 八尾恒良，饭田三雄主编 978-7-5091-148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病实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主编 孙伟 978-7-5091-148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任应秋论医集 任应秋主编 978-7-5091-148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中西医诊治速查 张增堂，黄婼主编 978-7-5091-157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肿瘤学 徐万鹏，冯传汉主编 978-7-5091-157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汤液方证续:《金匮要略》方证学 张长恩主编 978-7-5091-157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古今名家中风验方赏析 贾文魁主编 978-7-5091-158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温病条辨》导读 杨进主编 978-7-5091-159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金匮要略》导读 王兴华，范建民主编 978-7-5091-159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帝内经》导读 孙世发，吴颢昕主编 978-7-5091-159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验动物独立通气笼盒系统设计与应用 尹松林，傅江南主编 978-7-5091-161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牙髓外科实用教程 Donald E. Arens[等]著 978-7-5091-161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朱兰，郎景和主编 978-7-5091-162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病用药备忘录 许冀陕，白波主编 978-7-5091-162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络穴位速记手册 刘建桥，卢虎英编著 978-7-5091-162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妇产科学 李力主编 978-7-5091-163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带您走进《神农本草经》 张瑞贤，张卫主编 978-7-5091-163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病人健康教育指导手册 林桂荣主编 978-7-5091-164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内科学 孙材江，彭力平主编 978-7-5091-166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超声心动图指南 Carlos A. Roldan, M. D.主编 978-7-5091-167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常见病诊疗思维 王一彪，王纪文主编 978-7-5091-167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妇产科治疗学 罗颂平[等]主编 978-7-5091-167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金匮要略》与中医现代临床 赵进喜，张丽芬主编 978-7-5091-170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风湿病临床解疑 林慧娴主编 978-7-5091-171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椎外科中西医治疗技术 陈德喜，李巍主编 978-7-5091-173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例会诊与点评,皮肤性病分册 张学军，傅志宜主编 978-7-5091-174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纵隔影像诊断学 郭佑民，陈起航主编 978-7-5091-174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细菌与细菌耐药分册 丛玉隆总主编 978-7-5091-174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介入放射学 (英)Mark G. Cowling著 978-7-5091-177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士“三基”自测,急危重症护理、手术
室护理、五官科护理分册

赵光红，刘义兰总主编 978-7-5091-177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士“三基”自测,内科护理分册 赵光红，刘义兰总主编 978-7-5091-177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士“三基”自测,妇产科护理分册 赵光红，刘义兰总主编 978-7-5091-178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性病证妙谛 周迎春，黄桂琼主编 978-7-5091-179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感热病证妙谛 文彬，贺松其主编 978-7-5091-180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带您走进《世医得效方》 许敬生，刘婕编著 978-7-5091-181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科临床备忘录 聂志余，王少石，黄东雅主编 978-7-5091-182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女性生殖内分泌学 牛建昭，薛晓鸥主编 978-7-5091-182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诊断常见误区与防范 张文博主编 978-7-5091-183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带您走进《小儿药证直诀》 张如青主编 978-7-5091-183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美容口腔医学:中英文对照
(美)David Bartlett，(美)Paul A. 

Brunton编著
978-7-5091-184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临床备要 强刚，陈更新主编 978-7-5091-185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药师培训指南 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培训专家指导委员会
编

978-7-5091-185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带您走进《备急千金要方》 焦振廉主编 978-7-5091-186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统计学三型理论在统计表达与描述中的应用 胡良平主编 978-7-5091-187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方妙用治百病 王付编著 978-7-5091-187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活检病理与临床 袁农主编 978-7-5091-188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带您走进《诸病源候论》 王振国，王鹏主编 978-7-5091-189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带您走进《温疫论》 刘平，刘理想编著 978-7-5091-189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带您走进《审视瑶函》 和中浚主编 978-7-5091-189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濒湖脉学白话解 李时珍原著 978-7-5091-189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肠外肠内营养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190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时进中医学:与时俱进的中医学新理念 董明强编著 978-7-5091-192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院消毒学 杨华明，易滨主编 978-7-5091-194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微创骨科学 裴国献，郭刚主编 978-7-5091-195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产科超声检查 李胜利编著 978-7-5091-196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协和妇产科临床备忘录 邓珊，郎景和主编 978-7-5091-196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用药备忘录 和培红，高志英主编 978-7-5091-197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病名家验案精选 吴春华主编 978-7-5091-197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不孕不育症名家医案导读 王哲，孙振高主编 978-7-5091-197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视光学 王育良，李凯主编 978-7-5091-197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临床药物手册 侯连兵，杨莉主编 978-7-5091-198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少见肿瘤病理读片精选 张金库，张浙岩主编 978-7-5091-199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综合诊疗新进展 罗荣城，韩焕兴主编 978-7-5091-199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前牙瓷粘结性仿生修复:a biomimetic 
approach

Pascal Magne，Urs Belser著 978-7-5091-200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阻生牙外科联合正畸治疗 Jean-Marie Korbendau，Antonio Patti编
著

978-7-5091-200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PET/CT诊断学 李天然等主编 978-7-5091-200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毒性皮肤病学 杨慧兰主编 978-7-5091-200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诊疗思维技巧 王伟[等]主编 978-7-5091-201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科临床备忘录 贾林，李瑜元主编 978-7-5091-201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中医诊疗疾病十步曲:汉英对照 张长恩编著 978-7-5091-201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经典精讲 吴润秋主编 978-7-5091-203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介入治疗技术 肖越勇主编 978-7-5091-203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坏死基础与临床 刘尚礼，刘永轶主编 978-7-5091-204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产科麻醉与镇痛 娄锋[等]主编 978-7-5091-205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腧穴定位速查:彩图版 吴中朝，高尚威编著 978-7-5091-205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外科手术图谱 唐天驷[等]主编 978-7-5091-205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神经病学 王新德主编 978-7-5091-205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部组织缺损的修复 王斌，邵新中，张志刚主编 978-7-5091-205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临床速查 尹庆水，章莹主编 978-7-5091-206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系统介入影像图谱 朱晓玲，董齐主编 978-7-5091-208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有机磷农药中毒理论与临床新解 陈建明编著 978-7-5091-208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神经干电刺激疗法 屈勇主编 978-7-5091-208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临床答疑 宋秀君主编 978-7-5091-208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青少年安氏II类1分类非拥挤错 [he] 的正畸
治疗:双期连续矫治

著者John C. Bennett 978-7-5091-209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用药备忘录 赵强主编 978-7-5091-209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胸颈结合区外科学 刘吉福，汪良骏主编 978-7-5091-209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四小经典:表注歌诀易读版 张爱珍[等]编校 978-7-5091-209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腿痛的诊断与非手术治疗 张卫华，安军明主编 978-7-5091-210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净化理论与实践 孙世澜，姚国乾主编 978-7-5091-210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古今名医儿科医案赏析 高新彦，罗世杰主编 978-7-5091-211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腿部静脉治疗术:美容皮肤科实用技术 (美)Murad Alam，(美)Tri H. NguYen主编 978-7-5091-212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赫斯特心脏病学.上卷
Valentin Fuster，R. Wayne Alexander，

Robert A. O`Rourke原著
978-7-5091-212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赫斯特心脏病学.下卷
Valentin Fuster，R. Wayne Alexander，

Robert A. O`Rourke原著
978-7-5091-212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内科速查 张伟华，张运剑主编 978-7-5091-212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内科临床备忘录 郭云珊，袁伟杰主编 978-7-5091-212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带您走进《金匮要略》 梁永宣，甄雪燕主编 978-7-5091-212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耳手术指南.第一卷,手术入路·鼓膜成形
术·听骨链成形术·鼓室成形术

Mirko Tos原著 978-7-5091-215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际疾病分类:第九版临床修订本,手术与操
作

刘爱民主编译 978-7-5091-215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何平叔解读《黄帝内经》:古中医学的人体疾
病观

何平叔编著 978-7-5091-216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疑难病例查房实录 万力生，马祖祥主编 978-7-5091-216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脂肪抽吸:实用整形外科技术 Jeffrey S. Dover主编 978-7-5091-216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特应性皮炎 郝飞，宋志强主编 978-7-5091-217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常见心理问题及心理护理 李晓雯，袁欣，张瑾主编 978-7-5091-217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导管心脏瓣膜修复术 (美)ZM Hijazi[等]原著 978-7-5091-218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临床医嘱示例 万力生，郑跃杰主编 978-7-5091-219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系统人名病征手册 孙斌，郎森阳主编 978-7-5091-219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关节病理学图谱 蒋智铭主编 978-7-5091-220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家执业医师、护士“三基”训练丛书,医学
影像、医学检验分册

刘玉清，康熙雄主编 978-7-5091-220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 冯世纶主编 978-7-5091-220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营养评估与营养治疗手册 Mary Courtney Moore原著 978-7-5091-222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步入中医之门:道少斋中医讲稿.2,被淡忘的
经络辨证

毛以林著 978-7-5091-222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波前引导的屈光手术学 李耀宇主编 978-7-5091-225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面部提升术:美容皮肤科实用技术 Ronald L. Moy，Edgar F. Fincher主编 978-7-5091-225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光皮肤病学 顾恒，常宝珠，陈崑主编 978-7-5091-226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555种疾病最新诊治精要
Lawrence M. Tierney, Jr，Sanjay 

Saint，Mary A. Whooley原著
978-7-5091-226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器官移植学分册 丛玉隆总主编 978-7-5091-226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胎儿产前诊断教程
Peter Twining，Josephine M. Mchugo，

David W. Pilling著
978-7-5091-227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家执业医师、护士“三基”训练丛书,护理
学分册

李淑迦，巩玉秀主编 978-7-5091-227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理论与实务 于海，袁红梅主编 978-7-5091-228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外科速查 孟旭，张海波主编 978-7-5091-228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心电生理和起搏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228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心血管外科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228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228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刑事责任 乔世明主编 978-7-5091-230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正畸无托槽隐形矫治临床指南 Orhan C. Tuncay原著 978-7-5091-232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诊断临床实践指南 Roger C. Sanders，Tom Winter著 978-7-5091-233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皮肤病学
(美)William L. Weston，(美)Alfred 
T.Lane，(美)Joseph G. Morelli原著

978-7-5091-233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介入心脏病学临床思路与病例实践 陈韵岱，杨庭树主编 978-7-5091-235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的正确诊断和治疗 张秉琪主编 978-7-5091-235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家执业医师、护士“三基”训练丛书,临床
医学分册

高润霖，冷希圣主编 978-7-5091-236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物医学研究方法学 吕国蔚主编 978-7-5091-237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阴道成形术 罗光楠主编 978-7-5091-237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手术规范化操作与配合,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分册

韩德民主编 978-7-5091-237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诊法经典:表注歌诀易读版 张爱珍[等]编校 978-7-5091-238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本草与养生 刘春生，石子奇主编 978-7-5091-243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肠梗阻影像学 纪建松主编 978-7-5091-244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电化学治疗肿瘤基础与临床 李开华，宋修岐，唐步坚主编 978-7-5091-244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临床诊疗纲要 王凡星主编 978-7-5091-245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影像诊断与临床,头颈与神经系统卷 叶滨宾主编 978-7-5091-245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育调节与流产 范光升主编 978-7-5091-245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速查 陈瑛，王绍海主编 978-7-5091-246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产后出血防治 胡娅莉主编 978-7-5091-247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经络腧穴标准手册:中英文对照 成泽东，陈以国，王景明主编 978-7-5091-248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协和听课笔记：儿科学 平晓川，马松主编 978-7-5091-249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例会诊与点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册 韩德民主编 978-7-5091-250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推拿临床诊疗纲要 于天源主编 978-7-5091-250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化学换肤术:美容皮肤科实用技术 Mark G. Rubin主编 978-7-5091-251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 高文斌，王若雨，梁文波主编 978-7-5091-251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麦氏腰背痛 David A. wong，Ensor Transfeldt著 978-7-5091-251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护用药必备 王顺年，吴新荣，蒋琳兰主编 978-7-5091-252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临床诊疗纲要 于天源主编 978-7-5091-252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重症医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253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本草文献学纲要 高晓山编著 978-7-5091-253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睡眠呼吸疾病诊疗技术 缪东生，张希龙主编 978-7-5091-254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疾病预防控制“三基” 陈新峰主编 978-7-5091-254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阴阴道疾病诊治进展 李成志主编 978-7-5091-255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骨科手术学 黎介寿，吴孟超总主编 978-7-5091-256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精选病例解析 邱明才主编 978-7-5091-256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俞长荣伤寒论研究与临床带教 俞长荣著 978-7-5091-256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实用临床检验指南 黄华主编 978-7-5091-256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院整体医疗理论与实践 向月应，王庆林主编 978-7-5091-257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地震灾害医学:汶川特大地震救援回顾与经验
总结

徐如祥主编 978-7-5091-257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验室诊断速查 郑慧丽[等]主编 978-7-5091-257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析经解案:《难经》《内经》理论与临床 段延萍主编 978-7-5091-257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疗纠纷案例分析 马力学主编 978-7-5091-257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胰腺病学 刘瑞，黄怡主编 978-7-5091-258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麻醉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258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胸外科医师临床实用手册 张志庸主编 978-7-5091-258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微创脊柱外科精要
Alexander R. Vaccaro，Christopher M. 

Bono原著
978-7-5091-258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Ⅰ期临床药物试验标准操作规程 王辰[等]主编 978-7-5091-260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张为远，翟桂荣主编 978-7-5091-260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彩色图谱 徐国成[等]主编 978-7-5091-261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理学彩色图谱 徐国成[等]主编 978-7-5091-261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营养师手册 李清亚，张松主编 978-7-5091-262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呼吸系统急危重症学 邓青南，郭振辉主编 978-7-5091-262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社区精神医学 (澳)Neil Preston，王晓慧，张松主编 978-7-5091-262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偏瘫康复训练技术图解 纪树荣主编 978-7-5091-263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子宫切除术指南 Liselotte Mettler原著 978-7-5091-264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树脂修复经典案例 樊明文主编 978-7-5091-265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李心天，岳文浩主编 978-7-5091-265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的诊断与治疗 薜耀明，沈洁主编 978-7-5091-265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力衰竭的短期留院治疗 W. Frank Peacock原著 978-7-5091-266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实用儿科药物手册 沈刚主编 978-7-5091-266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性生殖系疑难病例临床病理讨论 张祥盛，张建民主编 978-7-5091-267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与实践 李志新，张杨主编 978-7-5091-267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生的困惑与反思:医患沟通与人性化服务 王亚峰，霍修鲁，于春亚著 978-7-5091-267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非处方西药临床应用指南 苗明三主编 978-7-5091-267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细胞培养实验手册 刘玉琴主编 978-7-5091-268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胃肠内营养 张思源，于康主编 978-7-5091-268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规范化放射治疗工作流程 杜云翔，李前文主编 978-7-5091-268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速查 罗分平，任立红，孙俭红主编 978-7-5091-269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速查 邴寒，魏永佳，刘春艳主编 978-7-5091-269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源性疾病监测与防治 刘坚，吴新荣，蒋琳兰主编 978-7-5091-270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孙学全针灸临证集验 孙红兵，石少伟编著 978-7-5091-271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细胞免疫学实验研究方法 孙黎飞主编 978-7-5091-271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妊娠合并重型肝炎救治的基础与临床 李小毛主编 978-7-5091-271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心脏病学理论与实践 杨杰，王一彪主编 978-7-5091-274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康复治疗技术:神经肌肉关节促进法 霍明，陈立嘉主编 978-7-5091-274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损伤控制性外科技术手册 黎介寿主编 978-7-5091-275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于呼吸及口周肌功能的正畸临床治疗 (日)近藤悦子(Kondo Etsuko)原著 978-7-5091-275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航海卫生手册 柯文棋，丁青艾，贾万年主编 978-7-5091-275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毕齐主编 978-7-5091-276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盆腔炎症性疾病诊治策略 刘朝晖，廖秦平编著 978-7-5091-276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阴道感染性疾病诊治策略 刘朝晖，廖秦平编著 978-7-5091-276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宫颈感染性疾病诊治策略 廖秦平[等]编著 978-7-5091-276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癌症症状体征治疗对策及护理 唐秀治主编 978-7-5091-277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性生殖道病理学 张建民，黄受方主编 978-7-5091-278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三基”训练与考试 石平主编 978-7-5091-279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睑成形术:美容皮肤科实用技术
(美)Ronald L. Moy，(美)Edgar F. 

Fincher主编
978-7-5091-279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乙型病毒性肝炎 史鸣树，闵建荣主编 978-7-5091-281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济阴纲目:新点校本 (明)武之望原著 978-7-5091-282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放射学高级教程 祁吉主编 978-7-5091-283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保健食品研发与制作 王淑君，宋少江，彭缨主编 978-7-5091-283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运用三型理论分析定量与定性资
料

胡良平主编 978-7-5091-283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典心脏病学 江时森编著 978-7-5091-283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门脉高压 权启镇，权源，权华主编 978-7-5091-284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瓣膜病诊断图典 胡大清，马小静，张真路主编 978-7-5091-285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疗手册 牛秀敏，张慧英，罗营主编 978-7-5091-287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介入治疗策略和病例分析 党群，李永健，(韩)Seung Woon Rha主编 978-7-5091-288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帝内经》通释 张湖德，马烈光，童宣文主编 978-7-5091-288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分子标志物临床应用 胡大一，杨铁生，刘梅颜主编 978-7-5091-289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安全注射用药手册 魏爱英主编 978-7-5091-289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仲景用药特色赏析 王有奎主编 978-7-5091-290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个体化药物新剂型,西药卷 侯连兵，王春霞主编 978-7-5091-291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早产诊治新进展 张红真，张霞主编 978-7-5091-291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速查 魏庆芳，王洁，张翼鸿主编 978-7-5091-291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髋膝关节置换 Robert L. Barrack[等]原著 978-7-5091-292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个体化药物新剂型,中药卷 侯连兵，杨西晓主编 978-7-5091-293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名医选方用药 张增堂，张立君主编 978-7-5091-293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缺血性眼病治疗新概念 宋琛编著 978-7-5091-294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胰腺疾病 M.W.Buchler[等]主编 978-7-5091-303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瘫痪肢体肌力检查及康复指导 纪树荣主编 978-7-5091-304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肝脏外科学 吴伯文主编 978-7-5091-304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胸外科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305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用植物鉴别与开发利用 孙启时，路金才，贾凌云主编 978-7-5091-305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吕仁和临床经验集.第二辑 赵进喜，王耀献主编 978-7-5091-305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妇产科学
原著Joan Pitkin, Alison B. Peattie, 

Brian A. Magowan
978-7-5091-305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卷 金有豫，高润霖主编 978-7-5091-305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电远程监护学 顾菊康[等]主编 978-7-5091-305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零起点学中医:带你体验中医的12堂课 天下无疾著 978-7-5091-307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师“三基”考试自测,外科分册 石平主编 978-7-5091-308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道病理学 纪小龙主编 978-7-5091-309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订补注《南雅堂医案》 马昆，王艳丽主编 978-7-5091-309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颌面种植的骨增量技术 (美)Stefan Lundgren，(美)Lars Sennerby
著

978-7-5091-309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非手术治疗 岳寿伟主编 978-7-5091-310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误诊漏诊病例分析 黄品同，黄福光主编 978-7-5091-311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肾脏病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311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CT血管造影手册 Robbert Pelberg，Wojciech Mazur[著] 978-7-5091-311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画说百味中草药 王惟恒，强刚主编 978-7-5091-312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治法辑要 盛红，张宏，郝玛丽编著 978-7-5091-313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诊治进展 沈卫峰主编 978-7-5091-313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卫生人文素质教育 陈泽新，沈曙红主编 978-7-5091-313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神病学高级教程 江开达主编 978-7-5091-313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外科并发症 Keyvan Nouri原著 978-7-5091-313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力衰竭诊治3D原则 齐国先主编 978-7-5091-314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临床病理学图谱 (美)Vincent J. Vigorita原著 978-7-5091-314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髋关节外科学:从初次置换到翻修手术 张先龙，蒋垚，陈云苏著 978-7-5091-315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微创腰椎融合术 李明[等]主编 978-7-5091-315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介入诊疗学 倪才方，吴春根，杨惠林主编 978-7-5091-315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学高级教程 王宇主编 978-7-5091-317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学高级教程 邱贵兴主编 978-7-5091-321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椎病的诊断与非手术治疗 张卫华主编 978-7-5091-321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学新理论新技术 刘学伍，迟兆富，焉传祝主编 978-7-5091-322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301医院心电图图谱 卢喜烈，周军荣主编 978-7-5091-324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绛雪园古方 王子接原著 978-7-5091-324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读医随笔 (清)周学海原著 978-7-5091-324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血细胞诊断学 丛玉隆，李顺义，卢兴国主编 978-7-5091-324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发热门诊管理手册 李贵堂，焦卫红主编 978-7-5091-325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心血管病学进展与实践 燕纯伯，蔡琳主编 978-7-5091-325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四圣心源 (清)黄元御著 978-7-5091-325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破解中医治病密码:临证辨象 李玉宾著 978-7-5091-325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检验质量管理与标准操作程序 张秀明，兰海丽，卢兰芬主编 978-7-5091-326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胸主动脉疾病的血管腔内及杂交治疗:病例教
程

Edward B. Diethrich[等]主编 978-7-5091-326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手术解剖彩色图谱 赵宝东，隋鸿锦主编 978-7-5091-328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妇科肿瘤学 薛晓鸥主编 978-7-5091-328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输卵管手术图谱 温凯辉，梁志清主编 978-7-5091-328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超声检查 鲁红主编 978-7-5091-329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疑难疾病超声诊断:全身超声显像病例精析 富京山，富玮主编 978-7-5091-329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理学热点解读 纪小龙主编 978-7-5091-329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超声 王燕，董凤群主编 978-7-5091-329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谢海洲临证妙法 杨增良主编 978-7-5091-330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复杂屈光不正手术学 陈兵，王勤美，李莹主编 978-7-5091-330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用药禁忌速查 郑赞朴编著 978-7-5091-330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2型糖尿病社区临床指南 Steven Levene，Richard Donnelly原著 978-7-5091-331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例会诊与点评,神经外科分册 徐启武主编 978-7-5091-332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灾难精神病学 RJ. Ursano[等]主编 978-7-5091-332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外科内固定技术 马原，刘少喻，曾昭池主编 978-7-5091-333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营养师指南 李清亚主编 978-7-5091-333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带教医案实录 桑希生主编 978-7-5091-333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结果临床解读 胡成进，公衍文主编 978-7-5091-333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术后康复指南 张晓阳主编 978-7-5091-334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男科名家验案精选 孙在典，李慧主编 978-7-5091-334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内科速查 李宇颖[等]主编 978-7-5091-335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读经典 学名方:国医精方50首讲习 王义祁， 管华全，胡军平编著 978-7-5091-336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用手术器械图谱 陈宁，余剑波，王国林主编 978-7-5091-337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临床技能 申昆玲，易著文主编 978-7-5091-339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分枝杆菌分子生物学 吴雪琼，张宗德，乐军主编 978-7-5091-340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难经译注 郭霞珍，张明泉，白霞主编 978-7-5091-340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内分泌治疗学 李继俊主编 978-7-5091-340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新进展 段学章，张敏主编 978-7-5091-343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细胞病理学 王松鹤，刘鹿宁，王晓东主编 978-7-5091-344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科学.上册 胥少汀，葛宝丰，徐印坎主编 978-7-5091-344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科学.下册 胥少汀，葛宝丰，徐印坎主编 978-7-5091-344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传染病学 张玲霞，周先志主编 978-7-5091-346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用药速查 王国权，贡联兵主编 978-7-5091-347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内科最新诊疗手册 任闽山，史传昌，燕鹏主编 978-7-5091-347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物质使用障碍:精神科临床指南 Stuart Gitlow原著 978-7-5091-349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临床病理图谱 单士军编著 978-7-5091-350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诊断标准:中英文对照 李焰生，张瑛 ，徐群主编 978-7-5091-350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学 Horst Sievert[等]原著 978-7-5091-350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磁共振成像技术指南:检查规范、临床策略及
新技术应用

杨正汉，冯逢，王霄英主编 978-7-5091-351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不孕症治疗成功经验 张令浩主编 978-7-5091-351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起搏心电图学及图谱 陈清启，辛辉，刘松主编 978-7-5091-351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辅助生殖技术和精子库分
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351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危重症诊治指南 李欣，熊艳，黄钊阳主编 978-7-5091-353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汤液经方.下部,金匮要略传真 冯世纶，张长恩主编 978-7-5091-353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疑难手术图谱 徐志伟主编 978-7-5091-353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阴阴道良性疾病
Raymond H. Kaufman，Sebastian Faro，

Dale Brown原著
978-7-5091-353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超声诊断学图解 张化诚，陈常佩主编 978-7-5091-353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师“三基”考试自测,急诊医学分册 石平主编 978-7-5091-354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颌面种植学词汇 William R. Laney主编 978-7-5091-354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胰腺癌:新理论 新观点 新技术 焦兴元，任建林，陈汝福主编 978-7-5091-354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循证心脏病手册
(美)David V. Daniels,(美)Stanley G. 

Rockson,(美)Randall Vagelos原著
978-7-5091-355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基础医学 (英)John V. Forrester[等]主编 978-7-5091-363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运用三型理论进行多元统计分析 胡良平主编 978-7-5091-363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POCT分册 丛玉隆总主编 978-7-5091-363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多发伤救治学 张连阳，白祥军主编 978-7-5091-364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2010版 陈香美主编 978-7-5091-364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屈光手术并发症的处理 Jorge L.Alio，Dimitri T.Azar原著 978-7-5091-364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脂肪肝与代谢综合征:防治及用药指南 王永怡，刘峰群，曲建慧主编 978-7-5091-364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激光医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365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阴道系列手术 张毅，赵晓东主编 978-7-5091-365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康复期的治疗 张秉琪，张欣，安煜致编著 978-7-5091-366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精神疾病用药 王晓慧，李清亚主编 978-7-5091-366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机器人微创外科手术探索与实践 周宁新主编 978-7-5091-366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感染科速查 熊旭东主编 978-7-5091-367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方柏重急奇顽证治实 刘方柏著 978-7-5091-368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验室诊断新技术与临床 高春芳主编 978-7-5091-368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系统医学新视野 祝世讷著 978-7-5091-368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椎外科中西医治疗技术 陈德喜，李巍主编 978-7-5091-370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鸿士临证经验实录:学术、成就与医案 刘宁，王国玮主编 978-7-5091-371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床旁检测临床应用手册 康熙雄主编 978-7-5091-371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针吸脱落细胞病理诊断学多媒体图谱 王永才主编 978-7-5091-371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型磁性附着体固位的种植义齿:最少的种植
体、最好的效果

前田芳信，A. Damien Walmsley著 978-7-5091-372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暂时性修复体:对修复体功能和美观的要求 (日)伊藤雄策主编 978-7-5091-372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门诊外科学 蒋耀光，范士志，王如文主编 978-7-5091-372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肠病中医验案点评与误案分析 尹国有，饶洪主编 978-7-5091-374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药饮片鉴别应用图谱 李兴广主编 978-7-5091-374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器官移植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374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椎矫正技术图解 郜志广主编 978-7-5091-374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贝氏口颌面痛:口颌面痛的临床处置 Jeffrey P. Okeson原著 978-7-5091-374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实验动物学 魏世辉，王志军主编 978-7-5091-375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临床病例精解 黄捷英，刘凤奎，谢苗荣主编 978-7-5091-376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咳喘奇效良方 赵兰梅主编 978-7-5091-376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医学高级教程.上册 丛玉隆，尹一兵，陈瑜主编 978-7-5091-376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医学高级教程.下册 丛玉隆，尹一兵，陈瑜主编 978-7-5091-376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医学高级教程 李春盛主编 978-7-5091-376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物技术药物药代动力学与药效动力学:药物
开发指导原则与应用实例

(美)Bernd Meibohm原著 978-7-5091-376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威廉姆斯内分泌学.上卷 HM Kronenberg[等]原著 978-7-5091-377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威廉姆斯内分泌学.下卷 HM Kronenberg[等]原著 978-7-5091-377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威廉姆斯内分泌学.中卷 HM Kronenberg[等]原著 978-7-5091-377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一个月学解剖,局部解剖学图谱 刘执玉总主编 978-7-5091-377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诊断试验临床解读:医学实验室手册 Jacques Wallach原著 978-7-5091-377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结构性心脏病心电图诊断与分析 卢喜烈著 978-7-5091-377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髓病理学 陈辉树主编 978-7-5091-377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分子诊断学分册 丛玉隆总主编 978-7-5091-378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CT和MR引导下的介入放射学 (德)Andreas H. Mahnken，(德)Jens Ricke
著

978-7-5091-378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康复医学基础:健康与康复新概念 熊恩富主编 978-7-5091-378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前牙固定修复美学 Gerard J. Chiche，Alain Pinault主编 978-7-5091-378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外伤—理论与实践 Ferenc Kuhn，Dante J. Pieramici原著 978-7-5091-379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诊治 Gunnar E. Carlsson，Tomas Magnusson编
著

978-7-5091-379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正畸治疗中的风险管理
(美)Thomas M. Graber，(美)Theodore 

Eliades，(美)Athanasios E. Athanasiou
978-7-5091-379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康复实践 叶伟胜，(瑞士)Jonathan Thomas Juzi主编 978-7-5091-379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元御读伤寒:《伤寒悬解》《伤寒说意》 (清)黄元御著 978-7-5091-380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耀庭讲小儿温病 周耀庭主编 978-7-5091-380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谢海洲论治脑髓病 杨增良，许庆友主编 978-7-5091-380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仲景学术观与仲景证治观 刘绍武著 978-7-5091-381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查房病例点评 胡丽娜，周容主编 978-7-5091-381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一个传统中医的成长历程:祖孙两代人的中医
传承情怀

任之堂主人著 978-7-5091-382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命质量(QOL)测量与评价 朱燕波主编 978-7-5091-382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户外医学 王明晓，于乾海主编 978-7-5091-382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多动症临床治疗学 冷方南[等]主编 978-7-5091-383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例会诊与点评,整形外科分册 张涤生主编 978-7-5091-383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读经典 学中药:补益中药30种临证精析.贰 李艳[等]编著 978-7-5091-384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绛雪丹书 (明)赵贞观原著 978-7-5091-384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常见急症应对措施 刘瑞，李刚，宋彬主编 978-7-5091-384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用医药图形图像制作指南 黄萍，邢雪梅，胡军主编 978-7-5091-384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 胡良平主编 978-7-5091-385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科经纶 (清)萧壎原著 978-7-5091-387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例会诊与点评,眼科分册 赵家良主编 978-7-5091-387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络穴位速查手册:全图解 易磊，陈永超编著 978-7-5091-387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 田代华校注 978-7-5091-387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蜗病理生理学 李兴启[等]主编 978-7-5091-387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三叉神经痛治疗新进展 徐伦山主编 978-7-5091-387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压手册
Joseph L. Izzo, Domenic A. Sica, Henry 

R. Black著
978-7-5091-388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尿道微创手术技术 郭和清主编 978-7-5091-388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脑血管病一级预防 曹脉源，陶素爱，马俊主编 978-7-5091-388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当归 胡献国，胡爱萍主编 978-7-5091-388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放射治疗设备学 宫良平主编 978-7-5091-389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氩氦刀肿瘤消融治疗技术 肖越勇，田锦林主编 978-7-5091-389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WHO胸部放射诊断手册:radiographic 
anatom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est and the pulmonary system

Harald Ostensen[等]编著 978-7-5091-389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正确实施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统计学三型理
论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应用与发展

胡良平主编 978-7-5091-390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儿科放射诊断学 孙国强主编 978-7-5091-390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手术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胥少汀主编 978-7-5091-390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妇产科治疗学 史常旭，辛晓燕主编 978-7-5091-391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肺癌实用指南
(美)Luis E. Raez，(美)Orlando E. Silva

原著
978-7-5091-391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内科临床问答 刘长庭主编 978-7-5091-392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道肿瘤内镜活检诊断与治疗 王强修，刘晓红主编 978-7-5091-392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儿科诊疗思维 万力生， 邱静宇主编 978-7-5091-392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科医师值班手册 王其新，于海初主编 978-7-5091-393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电生理治疗学
Andrew J. Robinson，Lynn Snyder-

Mackler原著
978-7-5091-393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新生儿治疗技术 周伟主编 978-7-5091-394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心电图经典与进展 方丕华，张澍主编 978-7-5091-394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衰药物手册 翟所迪，应颖秋主编 978-7-5091-394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基础检验质量管理与标准操作程序 张秀明，杨志钊，杨有业主编 978-7-5091-394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地震伤救治学 曹勇主编 978-7-5091-394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美容企业法律实务 张春彦主编 978-7-5091-395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验细胞资源目录 刘玉琴，卞晓翠主编 978-7-5091-395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丹参 张圣品，胡献国主编 978-7-5091-395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急症应对措施 崔满华，郑桂英主编 978-7-5091-396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高级教程 张学军主编 978-7-5091-396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实验诊断手册 Diana Nicoll[等]原著 978-7-5091-396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脑血管病检诊手册 裘怿钊主编 978-7-5091-396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脾脏肿瘤外科学 姜洪池主编 978-7-5091-396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电图诊断线索与误区 张文博主编 978-7-5091-396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流式细胞学检验技术 吴丽娟主编 978-7-5091-397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运用三型理论进行现代回归分析 胡良平主编 978-7-5091-397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康复学 朱镛连，张皓，何静杰主编 978-7-5091-397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家基本药物实用指南:基层部分 周超凡，刘玉玺，胡欣主编 978-7-5091-398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诊余随笔 俞长荣，俞宜年著 978-7-5091-399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一个月学四季养生 巩振东，李翠娟主编 978-7-5091-399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朱仲德临床经验集 朱兆桐[等]编著 978-7-5091-400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系统少见病诊断与治疗 陈晨主编 978-7-5091-400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赵洪钧临床带教答问 赵洪钧著 978-7-5091-401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边学边用针灸治疗常见病 蔚永运，周美玲，王燕主编 978-7-5091-401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缺血性脑血管病外科治疗学:颈动脉内膜剥脱
术

张勤奕主编 978-7-5091-401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5医学博士外语统一考试模拟试卷 郭丽萍主编 978-7-5091-401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粘接性复合树脂修复体临床指南 松村英雄，田上顺次主编 978-7-5091-402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病病理与临床 蔡有龄主编 978-7-5091-402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法圆通:临床一方多用的奥秘 (清)郑寿全著 978-7-5091-403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循证精神病学 金卫东，马永春主编 978-7-5091-403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彩色图谱 徐国成，韩秋生，王继春主编 978-7-5091-403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图谱 徐国成[等]主编 978-7-5091-403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彩色图谱 徐国成[等]主编 978-7-5091-403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超声 王宁利主编 978-7-5091-404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方实验录 曹颖甫著 978-7-5091-404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诊断免疫组织化学 纪小龙，张雷主编 978-7-5091-404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施今墨对药 吕景山著 978-7-5091-405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院感染管理与控制 郝少君，刘德熙，王灵主编 978-7-5091-405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椎间盘突出症的介入治疗 王希锐编著 978-7-5091-405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汉英医学规范名词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医学委员会编 978-7-5091-405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显微与微创手术学 范启申，周祥吉，刘玉杰主编 978-7-5091-405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腹症与腹部损伤诊疗学 方先业，刘牧林主编 978-7-5091-405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科研设计与论文写作 孟红旗主编 978-7-5091-406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疾病检验项目选择与应用 王惠萱主编 978-7-5091-406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疾病:临床实践与诊疗进展 关玉盘，郝建宇，尚占民主编 978-7-5091-407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傅青主女科白话解 (清)傅山原著 978-7-5091-407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性冠脉综合征诊疗策略
Eli V. Gelfand，Christopher P. Cannon

原著
978-7-5091-407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毛发移植:实用皮肤美容外科技术 Robert S. Haber，Dowling B. Stough主编 978-7-5091-407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子宫颈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田扬顺主编 978-7-5091-408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用药指南 Lionel H. Opie，Bernard J. Gersh著 978-7-5091-409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临床备忘录 丛嘉，杜景辰，闫朝岐主编 978-7-5091-409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出血中西医现代研究与临床 黎杏群主编 978-7-5091-410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四肢骨不连外科学 曾炳芳，康庆林主编 978-7-5091-410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颌骨肿瘤实例图谱及临床病理精要 李铁军主编 978-7-5091-410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肌肉骨骼超声 分册主编郭瑞军 978-7-5091-410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生殖疾病诊治实用手册 巢志复主编 978-7-5091-410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疾病用药手册 王淑梅主编 978-7-5091-411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疾病用药手册 王川平主编 978-7-5091-411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疾病用药手册 王淑梅主编 978-7-5091-411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性病科疾病用药手册 王淑梅主编 978-7-5091-411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膏滋方实用宝典 陈园桃，袁成业，谢英彪主编 978-7-5091-412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知要 万友生著 978-7-5091-412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解读张仲景医学:经方穴经类方证 冯世纶，张长恩主编 978-7-5091-413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诊疗图解 杨君礼主编 978-7-5091-413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尚论张仲景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 (清)喻嘉言著 978-7-5091-414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腕关节外科学:高级理论与手术技巧 (美)David J. Slutsky主编 978-7-5091-414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缺血中风诊断与治疗 蔡业峰主编 978-7-5091-415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介入治疗围术期安全护理 侯桂华，辜小芳主编 978-7-5091-415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护理指南 马燕兰，孙婷婷主编 978-7-5091-416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型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郭卫主编 978-7-5091-416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影像诊断与临床,胸腹卷 叶滨宾主编 978-7-5091-417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WHO 基本药物制度研究与应用 杨悦编著 978-7-5091-417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草药识别手册,西北地区分册 郭增军, 王戌梅主编 978-7-5091-417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仲景脉学精讲 李显忠编著 978-7-5091-417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圣余医案白话选讲 (清)刘梖文原著 978-7-5091-417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压前期诊断与防治 黄先勇，朱海燕主编 978-7-5091-418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源性膀胱 Jacques Corcos，Erik Schick著 978-7-5091-418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介入治疗护理管理与操作 周立, 王蓓, 毛燕君主编 978-7-5091-418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家教你读医案.第4辑,从医案中领会名医理
法方药思路的18堂课

主编马继松，吴华强，江厚万 978-7-5091-418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五官科疾病用药手册 杨秀岭主编 978-7-5091-419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医用细辛 葛素娟，肖钦运主编 978-7-5091-419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级美容师视听教程 张春彦主编 978-7-5091-419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循证内分泌学
(美)Pauline M. Camacho，(美)Hossein 
Gharib，(美)Glen W. Sizemore原著

978-7-5091-420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无机化学课堂笔记 赵兵主编 978-7-5091-420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口腔镇静技术 张国良，万阔主编 978-7-5091-420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用药速查 沙杭主编 978-7-5091-420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御医纪事与传世妙方 任旭编著 978-7-5091-420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颞下颌关节疾病诊疗手册 刘俊杰，张卫东主编 978-7-5091-421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X线诊断入门与提高 赵见喜，韩书明，戎雪冰主编 978-7-5091-421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细胞治疗 Damiana Garcia-Olmo[等]原著 978-7-5091-422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科速查 蔡丽敏，陈洪晓，王艳东主编 978-7-5091-424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戴丽三医疗经验选 戴丽三原著 978-7-5091-425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人合理用药指导 王顺年等主编 978-7-5091-425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急症速查手册 刘志勇，王桂芝，刘静主编 978-7-5091-425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一个月学中医辨证 张登本，孙理军主编 978-7-5091-426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一个月学中医诊法 张登本主编 978-7-5091-426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成人先天性心脏病临床实践指南
Joseph K. Perloff，John S. Child，

Jamil Aboulhosn主编
978-7-5091-427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胸部影像诊断读片精粹 向子云，雷剑主编 978-7-5091-427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四肢影像图解:正常解剖－常见变异－常
见病变

胡春洪，崔磊主编 978-7-5091-427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美国FDA批准新药手册 封宇飞，傅得兴主编 978-7-5091-428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袖珍危重症评分手册 刘焕然，万献尧主编 978-7-5091-428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妇科生殖道感染诊治策略 刘朝晖，廖秦平主编 978-7-5091-429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妇科肿瘤学.上册 曹泽毅主编 978-7-5091-431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妇科肿瘤学.下册 曹泽毅主编 978-7-5091-431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异位妊娠与妇科急症 张宇，杨越波，李小毛主编 978-7-5091-432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诊疗指南:试行,临床营养科分册 中国医师协会编著 978-7-5091-432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教程:肌肉骨骼疾病 Joseph Bernstein主编 978-7-5091-432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汤钊猷院士集 汤钊猷主编 978-7-5091-433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医用药经验荟萃 宋代平主编 978-7-5091-434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医杂病效验金方 李威主编 978-7-5091-434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医内科效验金方 李威主编 978-7-5091-434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临床营养科分册（试行） 中国医师协会编著 978-7-5091-435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手术关键技术图谱 于滨生，芮钢主编 978-7-5091-436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门锁钥:《伤寒论》方证探要 樊正阳著 978-7-5091-436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骨科康复学 关骅，张光铂主编 978-7-5091-436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古今名医五官科医案赏析 高新彦，张建朝主编 978-7-5091-439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颜正华学术经验辑要 常章富编著 978-7-5091-439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身超声诊断学 富京山，富玮主编 978-7-5091-439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1卷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439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2卷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439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3卷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439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4卷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439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品零售管理与实务 王淑玲编著 978-7-5091-440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膜透析标准操作规程:2010版 陈香美主编 978-7-5091-441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可临证要旨.1 孙其新编著 978-7-5091-441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学术经验研读录.第1辑 马继松主编 978-7-5091-441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临床教程——髋关节 (美)Thomas Parker Vail原著 978-7-5091-441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周血干细胞与骨髓移植手册 Joseph H. Antin，Deborah Yolin Raley著 978-7-5091-442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社区全科口腔医师临床实践 孙正，牛光良主编 978-7-5091-442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汤头歌诀》评注 孙丽英，张春芳，胡晓阳主编 978-7-5091-442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医疗用毒性药品实用手册 张友干，张广琴，黄朔主编 978-7-5091-443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理学课堂笔记 马恩龙主编 978-7-5091-443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亚历山大矫治技术的20项基本原则 R. G. "Wick" Alexander原著 978-7-5091-443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前牙美学修复临床设计图谱:如何构建完美的
笑容

Gerard J. Chiche， Hitoshi Aoshima编著 978-7-5091-443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牙周手术临床指南:[中英文本]
Geoffrey Bateman，Shuva Saha，Iain L C 

Chapple编著
978-7-5091-444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种植体周围感染:病因、诊断和治疗 原著Frank Schwarz, Jurgen Becker 978-7-5091-444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正畸治疗中的生物力学与美学设计原则 Ravindra Nanda原著 978-7-5091-444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 刘向前编著 978-7-5091-444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危重综合征救治 尤荣开主编 978-7-5091-445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移植手术技巧 李黔生[等]主编 978-7-5091-445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实验手册 马文丽主编 978-7-5091-445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诊治重度黄疸肝病 汪承柏编著 978-7-5091-446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电位交变场临床应用:心脑血管疾病预防、
保健与康复治疗

朱平，李达明，王建中主编 978-7-5091-446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质疏松症影像学 S.Grampp原著 978-7-5091-446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关节外科围手术期处理与康复 邢更彦，赵斌主编 978-7-5091-446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科秘诀大全 (清)陈莲舫撰 978-7-5091-446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疾病超声影像图鉴 李杰[等]主编 978-7-5091-447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物化学课堂笔记 张嵘主编 978-7-5091-447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剂学课堂笔记 范晓文主编 978-7-5091-447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解剖生理学课堂笔记 徐成，周晓棉主编 978-7-5091-447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物理化学课堂笔记 王齐放主编 978-7-5091-448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课堂笔记 周丽娜主编 978-7-5091-448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修善临证笔记 王修善著 978-7-5091-448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上颌窦底提升术:依据锥形束牙科CT影像诊断
的高成功率植牙手术

山道信之，系濑正通主编 978-7-5091-448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步入中医之门:道少斋中医讲稿.1 毛以林著 978-7-5091-448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濒临截肢伤保肢治疗学 赵刚[等]主编 978-7-5091-449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步入中医之门.3,分部经络辨证理论与实践 毛以林著 978-7-5091-449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彩色图谱 隋鸿锦[等]主编 978-7-5091-449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甲状腺病理诊断 纪小龙，吉米主编 978-7-5091-449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慢性咽炎合理用药一册通晓 李世俊，马莉华，孙吉泉主编 978-7-5091-449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聚焦:新理论 新技术 新进展与临床实
践

李亚里，姚元庆主编 978-7-5091-449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胆道肿瘤外科学 邹声泉主编 978-7-5091-450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话说中药 陈胜威编著 978-7-5091-451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一通百通讲金匮:老中医串讲伤寒实录.2 李显忠编著 978-7-5091-451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物分析课堂笔记 赵春杰主编 978-7-5091-451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有机化学课堂笔记 张丽娟主编 978-7-5091-451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查房实录 张清学，陈勍主编 978-7-5091-451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颈部疾病超声诊断 富京山，富玮主编 978-7-5091-452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灵枢经校注 田代华，刘更生校注 978-7-5091-452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说中医美容美体技术 任旭主编 978-7-5091-452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分析化学课堂笔记 彭缨主编 978-7-5091-453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学高级教程 宁光主编 978-7-5091-453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影像诊断与临床,骨关节系统卷 叶滨宾主编 978-7-5091-453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WHO肌骨系统放射诊断手册 Harald Ostensen，Holger Pettersson主编 978-7-5091-454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内科用药常规与禁忌 林连捷主编 978-7-5091-455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早泄诊断与治疗 郭军，张春影，吕伯东主编 978-7-5091-456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医疗工作伦理道德手册 向月应，林春逸主编 978-7-5091-456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天然药物化学课堂笔记 宋少江主编 978-7-5091-457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课堂笔记 张嵘主编 978-7-5091-457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药学课堂笔记 贾英主编 978-7-5091-457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子宫体疾病 石一复，郝敏主编 978-7-5091-457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漫画中医.第壹册,基础篇 罗大伦，于春华编绘 978-7-5091-457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漫画中医.第贰册,体质篇 罗大伦, 于春华编绘 978-7-5091-457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漫画中医.第叁册,中药篇 罗大伦，于春华编绘 978-7-5091-457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镜整形手术学 原著Foad Nahai, Renato Saltz 978-7-5091-458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Dr. Tierney诊断精要
Lawrence M. Tierney，Masami 

Matsumura[著]
978-7-5091-458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影像诊断与病理对照:肿瘤及肿瘤样变 吴晶涛主编 978-7-5091-459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韦阿普通眼科学 Paul Riordan-Eva，John P. Whitcher原著 978-7-5091-460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痛眩晕千家妙方 王惟恒编著 978-7-5091-462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病理简明图谱 常建民编著 978-7-5091-462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周仲瑛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编 978-7-5091-462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张镜人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编 978-7-5091-462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路志正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编 978-7-5091-463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张琪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编 978-7-5091-463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何任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编 978-7-5091-463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妊娠合并内科疾病诊治 窦学术，司毅，于凤主编 978-7-5091-464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症急治手册 黄书润，李秀美，杨昌云主编 978-7-5091-464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药物不良反应与防治 李少波主编 978-7-5091-464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专家鉴别诊断,超声医学分册 Anil T. Ahuja著 978-7-5091-465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专家鉴别诊断,腹部分册 Michael P. Federle著 978-7-5091-465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脏病学实验技术操作规程 主编陈香美 978-7-5091-465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DeGowin`s临床诊断学
Richard F. LeBlond，Donald D. Brown，

Richard L. DeGowin原著
978-7-5091-465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外科手术解剖彩色图谱 赵宝东[等]主编 978-7-5091-466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舜华临证医案传真 李艳，王惟恒主编 978-7-5091-467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脉学类聚.上册 盛增秀[等]主编 978-7-5091-468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脉学类聚.下册 盛增秀[等]主编 978-7-5091-468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低强度激光临床应用手册 朱平，冯勇华主编 978-7-5091-468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切口疝
Feliciano Crovella，Giovanni Bartone，

Landino Fei编著
978-7-5091-468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学医随笔 徐慎庠著 978-7-5091-468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三基”技能操作考核评分标准 张春舫，任景坤主编 978-7-5091-469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计量资料统计方法 王福彦编著 978-7-5091-469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卒中单元的组建与应用 邓志高，刘杰，赵小妹主编 978-7-5091-469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磁共振诊断学 赵世华主编 978-7-5091-469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例会诊与点评,儿科分册 申昆玲主编 978-7-5091-469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高级教程 黄人健，李秀华主编 978-7-5091-469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外科学高级教程 那彦群，李鸣主编 978-7-5091-470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温振英论整体医疗与辩证 温振英著 978-7-5091-470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康复评定与治疗技术 燕铁斌主编 978-7-5091-471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痛与椎间盘突出 张晓阳主编 978-7-5091-471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双相心境障碍 金卫东，唐建良主编 978-7-5091-471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内科新概念 侯应龙, 霍勇，Sunny Po主编 978-7-5091-471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衰竭诊治进展 王慧芬，辛绍杰主编 978-7-5091-471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传染病护理学 崔燕萍，于丽莎主编 978-7-5091-471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病性病诊疗手册 赵凤莲主编 978-7-5091-472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仲瑛临证医案精选 陈四清主编 978-7-5091-472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学术经验研读录.第2辑 马继松[等]主编 978-7-5091-472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荧光血管造影 S. Dithmar，F.G. Holz原著 978-7-5091-473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颅脑与头颈部影像图解:正常解剖－常见变异
－常见病变

汪文胜，胡春洪主编 978-7-5091-473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皮肤性病学 吴志华主编 978-7-5091-473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学 雷万军，代涛主编 978-7-5091-473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安全用药手册 郝玉明[等]主编 978-7-5091-473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烟雾病知识问答 周染云，王国权主编 978-7-5091-474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传染病学高级教程 李兰娟主编 978-7-5091-474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核与辐射医学防治手册 刘素刚，艾辉胜主编 978-7-5091-474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关节功能解剖学.下卷,脊柱、骨盆带与头
部

(法)A.I.Kapandji原著 978-7-5091-474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关节功能解剖学.上卷,上肢 (法)A. I. Kapandji原著 978-7-5091-475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鉴别诊断手册 Stephen G. Davies主编 978-7-5091-475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垂体瘤 惠国桢主编 978-7-5091-475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伤科医护手册 王丹，邹运国主编 978-7-5091-475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灵悟谈:心理咨询与心理调整的具体方法 金铉春编著 978-7-5091-475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雷公炮制药性解详注 王艳宏，关枫，杨晓秋主编 978-7-5091-476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科临床备忘录 杨乃龙，袁鹰主编 978-7-5091-476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骨科学分册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5091-476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高级教程 黄人健，李秀华主编 978-7-5091-476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高级教程 黄人健，李秀华主编 978-7-5091-476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大血管病变 衡先培，黄国良，修玲玲主编 978-7-5091-476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脏肿瘤外科学 陈规划主编 978-7-5091-477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常见综合征诊治手册 柴枝楠，顾承东主编 978-7-5091-477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颅脑创伤基础与临床 冯华，朱刚，林江凯主编 978-7-5091-478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处方实用手册 杨路亭，李贵琴，冀书峰主编 978-7-5091-478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足及下肢慢性创面修复 李炳辉，谷涌泉，王鹏华主编 978-7-5091-479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骨伤康复运动与评定 李小六主编 978-7-5091-479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唐福舟医验选粹 唐福舟著 978-7-5091-479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内镜保胆取石术 葛长青，李全福主编 978-7-5091-479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瘤与血管畸形诊疗图谱
(意)Raul Mattassi，(德)Dirk A. Loose，

(意)Massimo Vaghi主编
978-7-5091-480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实用超声诊断学 董凤群, 赵真主编 978-7-5091-480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科研方法学 张永亮主编 978-7-5091-481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输血相容性检测实验室质量控制与管理 汪德清, 于洋主编 978-7-5091-481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医学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石玉玲主编 978-7-5091-482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军队干休所合理医疗药品集 许景峰，臧晓丽主编 978-7-5091-482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师“三基”考试自测,妇产科分册 石平，史兆荣主编 978-7-5091-482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内科学高级教程 桂永浩主编 978-7-5091-482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高级教程 黄人健，李秀华主编 978-7-5091-482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围术期液体治疗 朱继业, 王东主编 978-7-5091-483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压基础与临床 廖新学, 王礼春, 李欣主编 978-7-5091-483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科临床备忘录 王琪, 高占成主编 978-7-5091-483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叶天士诊治大全 陈克正编著 978-7-5091-483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和浅表器官超声检查指南 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编著 978-7-5091-483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内科临床备忘录 李龙延[等]主编 978-7-5091-483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治疗药物监测 印晓星主编 978-7-5091-484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恶性肿瘤并发症治疗 郭勇主编 978-7-5091-484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师“三基”考试自测,儿科分册 石平，史兆荣主编 978-7-5091-484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误诊病例分析与临床思维 乐杰，林仲秋主编 978-7-5091-484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广钧内经10讲 李广钧主编 978-7-5091-485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技能 迟放鲁主编 978-7-5091-485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心肌病诊治策略 马沛然主编 978-7-5091-486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孙润斋医案医话 孙润斋著 978-7-5091-486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物设计和开发中的药物代谢:基本原理和实
践

Donglu Zhang,Mingshe Zhu,W. Griffith 
Humphreys原著主编

978-7-5091-487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药物临床试验工作指南 李斌[等]主编 978-7-5091-487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支气管与肺细胞病理学诊断 马博文主编 978-7-5091-487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肿瘤诊断治疗学 汤静燕, 李志光主编 978-7-5091-487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特殊原因烧伤创面修复与全身治疗 苏永涛主编 978-7-5091-488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呼吸病分册 于勇, 董梅主编 978-7-5091-489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青少年妇科学 郎景和主编 978-7-5091-489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正畸临床拔牙矫治指南 段银钟主编 978-7-5091-489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血细胞分析技术与临床 丛玉隆，乐家新，袁家颖主编 978-7-5091-490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外科诊疗与风险防范 李州利主编 978-7-5091-490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外科临床操作手册
Hashim Hashim, Paul Abrams, Roger 

Dmochowski原著
978-7-5091-490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唐法针灸临证医案传真 黄国付，张红星主编 978-7-5091-490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师“三基”考试自测,五官科分册 石平，史兆荣主编 978-7-5091-490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感染科专家首选治疗方案 段学章，聂为民主编 978-7-5091-491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折分类三维图典 顾冬云，戴尅戎主编 978-7-5091-491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证症精解:老中医串讲伤寒实录.3 李显忠编著 978-7-5091-491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超声诊断手册 钱蕴秋，周晓东，张军主编 978-7-5091-492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时逸人临证医案精选 时逸人著 978-7-5091-492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心电图图谱 蔡伯林著 978-7-5091-493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坏死诊治聚焦 胥少汀主编 978-7-5091-493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经络穴位入门与速记 王强虎，何伟晔编著 978-7-5091-493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顾兆农治验详析 薛秦，薛村水编著 978-7-5091-495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中医李凌山针药结合治验 李凌山主编 978-7-5091-495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极简中医入门 刘恩钊编著 978-7-5091-495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门静脉高压症外科学 鲁建国，高德明主编 978-7-5091-495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细胞治疗解惑答疑 陈国军，方凤，王亚莉主编 978-7-5091-495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肿瘤腹腔镜手术学 梁志清主编 978-7-5091-495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生儿外科学 刘磊，夏慧敏主编 978-7-5091-496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康复 白跃宏主编 978-7-5091-496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思虑过度状态辨治析要:现代中医心理视角下
的思志致病理论及实践

齐向华主编 978-7-5091-496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诊断临床备忘录 杜起军，崔立刚主编 978-7-5091-496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内科用药常规与禁忌 王艳秋, 郑长青主编 978-7-5091-497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瘢痕修复:美容皮肤科实用技术 Kenneth A. Arndt主编 978-7-5091-497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麻醉科合理用药 宋德富编著 978-7-5091-497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学术经验研读录.第3辑 马继松[等]主编 978-7-5091-497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步入中医之门.4,火神派热潮之冷思考 毛以林著 978-7-5091-498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腧穴分部定位图解 刘建桥, 路力为主编 978-7-5091-498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性歌括四百味评注 高长玉，常惟智主编 978-7-5091-498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盆底肛直肠外科理论与临床 张东铭主编 978-7-5091-499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磁共振成像MRI与其他影像检查及病理学对
照

Shahid M. Hussain著 978-7-5091-499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胆胰肿瘤诊断治疗学 樊嘉主编 978-7-5091-499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腹症诊治临床思考 李开宗，窦科峰主编 978-7-5091-499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外科查房释疑 梁存河，王宇主编 978-7-5091-500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胆外科诊疗与风险防范 金中奎, 陈雷主编 978-7-5091-500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疑难病例分析与点评 王平主编 978-7-5091-500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与软组织肿瘤诊断治疗学 姚振均主编 978-7-5091-501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农药中毒救治新方法:有机磷农药中毒理论与
临床

陈建明编著 978-7-5091-501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椎病因治疗学 段俊峰，魏征主编 978-7-5091-501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定量药理与新药评价 谢海棠, 黄晓晖, 史军主编 978-7-5091-501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肿瘤图谱 Tsieh Sun著 978-7-5091-501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歌赋选评 包大鹏[等]主编 978-7-5091-502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检验的临床分析 刘馨，关有良，刘洪新编著 978-7-5091-502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外科治疗原则 海涌[等]主编 978-7-5091-503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区域卫生信息系统设计与应用 赵军平，任连仲主编 978-7-5091-504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杜雨茂奇难病临证指要 杜雨茂编著 978-7-5091-505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和浅表器官疾病超声专家点评.第2辑 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编写 978-7-5091-506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梅相妇科禁方实践与发挥 周谦, 张庆军, 张庚主编 978-7-5091-506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超声基础教程 Badreldeen Ahmed原著者 978-7-5091-507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超声指南 刘兰芬，张素阁，王惠主编 978-7-5091-507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运动创伤学 王予彬，王人卫，陈佩杰主编 978-7-5091-507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超声心动图学 高云华,唐红主编 978-7-5091-508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影像解剖图谱 肖道雄，彭吉东，蒋海清主编 978-7-5091-508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医嘱常规与禁忌 尚云晓主编 978-7-5091-508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程敬通医案 程敬通著 978-7-5091-509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机构制剂检验基本操作指南 周国华，傅小英主编 978-7-5091-509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小儿心脏病学手册 原著Myung k. Park 978-7-5091-509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膝关节磁共振诊断 (日)新津守原著 978-7-5091-509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最新诊断与防治策略 曾武涛，柳俊，陈国伟主编 978-7-5091-509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内分泌学:诊治与实践
Michael S.Kappy，David B.Allen，

Mitchell E.Geffner原著
978-7-5091-509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癌症个性化治疗对策与方法 姚红梅，赫文波，李莉主编 978-7-5091-510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最新诊断和治疗 Michael H. Crawford主编 978-7-5091-510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用药常规与禁忌 尚云晓主编 978-7-5091-510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郭子光伤寒临证精要 江泳主编 978-7-5091-510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外科诊疗与风险防范 王克勤，金中奎主编 978-7-5091-510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病治疗与调养 彭海燕主编 978-7-5091-511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癌症治疗新概念与新方法 徐泽，徐杰著 978-7-5091-511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济仁新安名医方论十五讲 李济仁主编 978-7-5091-511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学实验室管理与认可实践 丛玉隆[等]主编 978-7-5091-512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外科围术期处理 金中奎，宋盛晗，林晶主编 978-7-5091-512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衰尿毒症临床治疗学 冷方南主编 978-7-5091-512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肿瘤诊疗新进展 刘琦主编 978-7-5091-513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电图与超声对照诊断图谱 李保，高明兰主编 978-7-5091-513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济仁痿病通论 李济仁编著 978-7-5091-513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科百问》评注 韩凤娟, 杨婧主编 978-7-5091-514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压千家妙方 王惟恒主编 978-7-5091-514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仲景对药的临床应用 王玉芝著 978-7-5091-514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专家鉴别诊断,儿科分册 (美)Anton著 978-7-5091-514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心理治疗学 王长虹，丛中主编 978-7-5091-515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李振华经验良方赏析 冯德华[等]编 978-7-5091-515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底病临床诊治精要 文峰主编 978-7-5091-515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思辨中医:百岁名医干祖望医话品析 严道南, 申琪主编 978-7-5091-515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临床检查 (英)Ronald McRae原著 978-7-5091-515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 张存悌主编 978-7-5091-516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班秀文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主编 978-7-5091-516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疑难病90例 张世元主编 978-7-5091-516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学服务沟通与实践 冯端浩主编 978-7-5091-516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心肺脑复苏术 朴镇恩编著 978-7-5091-516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专科疾病护理流程 周丽娟，孟威宏主编 978-7-5091-516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围术期麻醉相关高危事件处理 余奇劲，肖兴鹏主编 978-7-5091-516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方和谦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主编 978-7-5091-517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急诊诊疗常规与禁忌 尚丽新主编 978-7-5091-517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类方临证发微 杨金萍编著 978-7-5091-517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医学.上册 郭万学主编 978-7-5091-518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医学.下册 郭万学主编 978-7-5091-518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432种静脉注射剂配伍指南 沈建平，宗希乙主编 978-7-5091-518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诊治与病例分析 田建卿，张征，刘光辉主编 978-7-5091-518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临床备忘录 王洁，张璐，宋昊刚主编 978-7-5091-518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起搏器心电图图谱 蔡伯林编著 978-7-5091-519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美容大全 张湖德，王铁民主编 978-7-5091-519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麻醉手册 孙增勤主编 978-7-5091-519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新药特药手册 戴德银，代升平主编 978-7-5091-519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药学歌诀 董明强编著 978-7-5091-519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免疫学检验质量管理与标准操作程序 张秀明，熊继红，杨有业主编 978-7-5091-520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子宫肿瘤 杨越波, 李小毛, 向阳主编 978-7-5091-520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 周伟生，赵萍主编 978-7-5091-520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经典病例分析 赵学良主编 978-7-5091-520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腔内血管外科学 郭伟主编 978-7-5091-520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英汉·汉英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词典 曹佳[等]主编 978-7-5091-520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癌外科治疗新进展:多维组合设计治疗 杜运生，周宁新主编 978-7-5091-520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围生期高危儿监护管理学 宋燕燕，赖剑蒲主编 978-7-5091-521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关节功能解剖学.Volume 2,中卷 (法)A. I. Kapandji著 978-7-5091-521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李济仁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编 978-7-5091-521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胆胰脾疾病超声诊断 富京山，富玮主编 978-7-5091-521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超声入门 关根智纪原著 978-7-5091-522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超声读片入门 南里和秀原著 978-7-5091-522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超声入门 永江学原著 978-7-5091-522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立体定向脑组织活检技术 田增民，王亚明主编 978-7-5091-522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抗结核药品管理手册 王黎霞，陈明亭主编 978-7-5091-522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伤病诊断治疗技巧 彭昊，钟俊，李皓桓主编 978-7-5091-522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髓损伤康复速查 (美)Thomas N. Bryce原著 978-7-5091-522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汤承祖60年行医经验谈 汤承祖著 978-7-5091-523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长抑素基础与临床 王承党主编 978-7-5091-523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家教你读医案.第3辑,从医案中领会名医理
法方药思路的18堂课

马继松，吴华强，江厚万主编 978-7-5091-523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科速查 魏庆芳，王力主编 978-7-5091-524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检验标本采集手册 张秀明, 李炜煊, 陈桂山主编 978-7-5091-524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鼻整形技术 张旭东主编 978-7-5091-524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温病经典品读 刘景源，周丽雅主编 978-7-5091-524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压疮基础理论与防治 Dan Bader[等]原著 978-7-5091-524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论品读 姜建国主编 978-7-5091-524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二尖瓣外科学
Robert S. Bonser，Domenico Pagano，

Axel Haverich原著
978-7-5091-525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气道管理 George Kovacs，J. Adam Law著 978-7-5091-525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牙颌面影像学
Steven L. Thomas，Christos 

Angelopoulos原著
978-7-5091-525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髓损伤后膀胱功能重建 侯春林主编 978-7-5091-525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学诊断图谱 Jack J. Kanski著 978-7-5091-525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英语论文写作 杨树隽，薛廷民编著 978-7-5091-530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专家鉴别诊断,颅脑与脊柱脊髓分册 Osborn, Ross, Salzman著 978-7-5091-531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误诊病理图谱 纪小龙主编 978-7-5091-531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急性中毒救治手册 王顺年[等]主编 978-7-5091-531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口义齿临床修复规范 吴国锋，张玉梅主编 978-7-5091-532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风湿病诊断标准 蔡辉, 姚茹冰主编 978-7-5091-532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内科用药常规与禁忌 孙志军主编 978-7-5091-532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案中的辨证思维:百岁名医干祖望医案品析 严道南，黄俭仪，陈小宁编著 978-7-5091-533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理应激障碍中医疗法 江泳，汪卫东编著 978-7-5091-533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Kanski眼科学临床手册 Jack J. Kanski著 978-7-5091-533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质疏松症诊断、预防、治疗 (德)Reiner Bartl，Bertha Frisch主编 978-7-5091-533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管理传奇:从平庸到卓越 (美)艾尔·斯塔博费尔德(Al Stubblefield)
著

978-7-5091-534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内科医嘱速查 尹爱萍主编 978-7-5091-534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高血压药物手册 王文, 姚崇华主编 978-7-5091-534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际医学期刊论文撰写指南 白春学，王向东，韩江娜主编 978-7-5091-534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房颤动心电图分析 卢喜烈，谭学瑞，徐勇主编 978-7-5091-534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欧斯勒内科学手册
(美)Kent R. Nilsson，(美)Jonathan P. 

Piccini原著
978-7-5091-537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邢锡波伤寒论临床实验录 邢锡波著 978-7-5091-537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耳鼻喉口腔科经典病例分析 谷树严，马宁，李光宇主编 978-7-5091-537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何世英儿科医案 徐振纲编著 978-7-5091-538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式国针灸穴名解 高式国著 978-7-5091-538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居家老人安全护理技巧 钟华荪主编 978-7-5091-539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历代儿科医案集成 何世英，侯美玉，职延广主编 978-7-5091-539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白内障手术学 Roger F. Steinert主编 978-7-5091-539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Kanski眼科症状鉴别诊断图谱 Jack J. Kanski著 978-7-5091-539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超声入门 佐久间浩原著 978-7-5091-539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胸部影像诊断 綦迎成，刘文亚，郭佑民主编 978-7-5091-540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剂师与患者沟通指南 Melanie J. Rantucci原著 978-7-5091-540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静脉疾病的综合治疗 刘鹏，任师颜主编 978-7-5091-540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大脑意识七地 陈绍华编著 978-7-5091-541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结核病实验室诊断 綦迎成，李君莲，陈美娟主编 978-7-5091-541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胸腹部影像图解:正常解剖-常见变异-常见病
变

胡春洪，张追阳主编 978-7-5091-541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之魂:医疗服务中的人文关爱和沟通艺术 陈文叔编著 978-7-5091-542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髋部与骨盆运动损伤 (美)Carlos A. Guanche原著 978-7-5091-543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性病科经典病例分析 姜日花主编 978-7-5091-544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与临床诊断,肿瘤细胞学分册 丛玉隆总主编 978-7-5091-544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室专科护士培训与考核 高兴莲，田莳主编 978-7-5091-547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桡骨远端骨折与损伤
(美)David J. Slutsky，(美)A.Lee 

Osterman原著
978-7-5091-547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理诊断读片经典语录 纪小龙主编 978-7-5091-548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经典病例分析 邹积艳主编 978-7-5091-548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专家鉴别诊断,产科超声分册 Woodward, Kennedy, Sohaey著 978-7-5091-548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疾病疼痛治疗与护理 景志敏主编 978-7-5091-548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内科临床速查手册 许志强，徐伦山主编 978-7-5091-548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诊断要点 李靖主编 978-7-5091-548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护理及操作常规 王立新，姜梅主编 978-7-5091-548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骨科学:四肢骨折和损伤的急救处置
Robert R. Simon，Scott C. Sherman，

Steven J. Koenigsknecht著
978-7-5091-549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急诊医学 Gary R. Strange[等]原著 978-7-5091-549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专家首选治疗方案 刘惠亮, 杨胜利主编 978-7-5091-551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素圃医案 (清)郑重光著 978-7-5091-551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 毕齐主编 978-7-5091-551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T. Moritani，S. Ekholm，P.-L. 

Westesson原著
978-7-5091-551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循证识踪:神经眼科临床检查与诊断 Satya Karna原著 978-7-5091-551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腰关节疼痛及注射疗法 史可任编著 978-7-5091-551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师手册 崔天国，崔晓丽，卢笑晖主编 978-7-5091-551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中医护理常规 张素秋，孟昕，李莉主编 978-7-5091-552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临床检验科管理 王惠萱主编 978-7-5091-552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与关节化脓性感染外科学 鲁玉来[等]主编 978-7-5091-552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医学高级教程 姜玉新，张运主编 978-7-5091-552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感染管理质量考核评价手册 刘运喜，曹晋桂，田晓丽主编 978-7-5091-553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CT诊断 吕滨，蒋世良主编 978-7-5091-553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膝关节置换软组织平衡图谱 周殿阁主编 978-7-5091-553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Ilizarov技术基本原理及应用 Leonid N. Solomin原著 978-7-5091-553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磁共振功能成像临床应用 贾文霄，陈敏主编 978-7-5091-554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疾病护理指南 马燕兰, 侯惠如主编 978-7-5091-554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胆外科查房释疑 金中奎，樊华主编 978-7-5091-554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肠外科查房释疑 金中奎，王今，林晶主编 978-7-5091-554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医嘱速查 杨波主编 978-7-5091-554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设备使用入门 甲子乃人原著 978-7-5091-555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物不良反应观察 李秀云，张冬林主编 978-7-5091-555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中医歌赋 欧良杰，欧志科编著 978-7-5091-555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分册试题集 李淑迦，陈京立主编 978-7-5091-556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肠疾病与常见急症超声诊断 富京山，富玮主编 978-7-5091-556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循证骨科学 (美)James G. Wright原著主编 978-7-5091-557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体部磁共振成像 Evan S. Siegelman主编 978-7-5091-557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温振英医话验案精选 温振英著 978-7-5091-557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门急诊风险防范 郭亚平主编 978-7-5091-558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CT导引下非血管介入诊疗学 高斌主编 978-7-5091-558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丁光迪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主编 978-7-5091-558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干祖望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主编 978-7-5091-559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刘弼臣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编 978-7-5091-559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潘澄濂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编 978-7-5091-559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施今墨经验良方赏析 刘铁军[等]编 978-7-5091-559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岳美中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编 978-7-5091-559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张珍玉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编 978-7-5091-559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蒲辅周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编 978-7-5091-559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理常规 李秀云，汪晖主编 978-7-5091-560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专科护士工作流程与沟通 侯岩芳，李桂英，冯亚斯主编 978-7-5091-560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增订幼科类萃 何世英主编 978-7-5091-560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理操作失误防范 曹力，周丽娟，刘新民主编 978-7-5091-560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康复治疗学 冯晓东, 马高峰主编 978-7-5091-560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三基”训练分册 张春舫，任景坤主编 978-7-5091-561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固定修复中的美学重建.第2卷,修复治疗
——美学、生物学和功能整合的系统治疗方

Mauro Fradeani,Giancarlo Barducci著 978-7-5091-561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临床用药手册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医疗管理中心编著 978-7-5091-561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邓铁涛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册编 978-7-5091-561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感染学:抗菌药物预防和治疗 黎沾良主编 978-7-5091-561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心理卫生学导读 王焕林编著 978-7-5091-562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疾病诊断分类与功能评定 刘杰，杨舒，李宁编绘 978-7-5091-562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伤口护理手册 刘立，成颖主编 978-7-5091-562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学史话 王荣光主编 978-7-5091-562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趣味中医一本通 黄海主编 978-7-5091-563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帝内经养生精要与运动良方 杨新斌，黄薇主编 978-7-5091-563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入门歌诀 魏良行主编 978-7-5091-564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门诊实用急症手册 张恒足主编 978-7-5091-564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本草歌诀 曾立昆，曾海莲，曾继山编著 978-7-5091-564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心理学 张理义，严进，刘超主编 978-7-5091-564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例会诊与点评,妇产科分册 王建六，古航，孙秀丽主编 978-7-5091-565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龙眼肉 胡献国主编 978-7-5091-565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状动脉介入并发症中西医治疗 党群[等]主编 978-7-5091-565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专家经典处方 王士才，赵燕芬，邝洁容主编 978-7-5091-565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方剂顺口溜 刘俊士[等]编著 978-7-5091-565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品检验操作规范 吴蠡荪，梁立军主编 978-7-5091-565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用药策略 李少波，姚震主编 978-7-5091-566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草药识别手册,东北地区分册 路金才，贾凌云主编 978-7-5091-566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脾脏学 陈辉树，姜洪池主编 978-7-5091-566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激素免疫分析与临床 王新华[等]主编 978-7-5091-567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衰竭诊断治疗学 孙世澜，吴彼得主编 978-7-5091-567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动脉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外科学 Guo-Wei He原著 978-7-5091-567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内科学高级教程 王拥军主编 978-7-5091-567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流式细胞术操作规程 Teresa S. Hawley，Robert G. Hawley原著 978-7-5091-567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对山医话 (清)毛对山原著 978-7-5091-567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胸部影像诊断学 刘士远，陈起航，吴宁主编 978-7-5091-567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妇产科医师处方 李荷莲，郑桂英，韩丽英主编 978-7-5091-567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阴道子宫系列手术图谱 谢庆煌，柳晓春编著 978-7-5091-568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氏保赤丸与国医大师王绵之 朱春林主编 978-7-5091-568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典型病例读片 张伟国，熊坤林主编 978-7-5091-568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明)缪希雍原著 978-7-5091-569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叶选医衡 (清)叶天士原著 978-7-5091-569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肿瘤治疗学 刘毅主编 978-7-5091-569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椎后路椎间盘镜手术学 孙明举主编 978-7-5091-569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专科护士一本通 赵文静，周丽娟主编 978-7-5091-569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科辅助诊断速查 关卫主编 978-7-5091-569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名家咽炎防治经验 田道法主编 978-7-5091-570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电子病历系统功能规范与分级评价标准解读 王羽主编 978-7-5091-570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读书记 (清)尤怡原著 978-7-5091-570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竹林寺女科秘传 竹林寺僧原著 978-7-5091-570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冰鉴 (清)柴得华原著 978-7-5091-570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症状诊断学 李欣，魏红艳，蔺际熤鞅 978-7-5091-571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护士上岗基础知识问答 卜海兵，焦卫红，于梅主编 978-7-5091-571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关节数字X线摄影技术学 王予生主编 978-7-5091-571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场能疗法基础与临床 朱平主编 978-7-5091-571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关节手术入路与技巧 李皓桓，彭昊，钟俊主编 978-7-5091-572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骶神经病变HRCT重建同层显示图谱 林井副主编 978-7-5091-572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锡纯论伤寒 刘建，王立新主编 978-7-5091-572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幼科释谜 (清)沈金鳌原著 978-7-5091-572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褚氏遗书 (南齐)褚澄原著 978-7-5091-572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皮穿刺脊髓电刺激镇痛术
(美)Paul G. Kreis，(美)Scott M. 

Fishman原著
978-7-5091-573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材料学 Richard Van Noort原著 978-7-5091-573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法定职业病速查手册 张永伟主编 978-7-5091-574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常见疾病急症观察与护理流程 侯惠如，杨晶主编 978-7-5091-574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康复医学:高级理论与临床实践 (美)Craig Liebenson原著 978-7-5091-574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郑颉云临证经验辑要 黄甡，马丙祥主编 978-7-5091-574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与共识 胡大一主编 978-7-5091-574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肺表面活性物质基础与临床 董声焕主编 978-7-5091-575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简明药物手册 焦万田主编 978-7-5091-575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CRRT实践操作教程 王欣然，贾建国主编 978-7-5091-575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杏林薪传:印会河理法方药带教录 徐远主编 978-7-5091-575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方学用基本功 王付编著 978-7-5091-575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抑郁症宣泄疗法 李增黉，李光旭著 978-7-5091-575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千金》药酒养生方 胡献国主编 978-7-5091-576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营养学 石汉平，余红兰，吴承堂主编 978-7-5091-576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陈素庵妇科补解 (宋)陈素庵原著 978-7-5091-577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缺血综合征的诊断与治疗 王艳玲主编 978-7-5091-577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胸外科学高级教程 胡盛寿主编 978-7-5091-577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治疗计划与决策 韩科，王兴主编 978-7-5091-577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层常见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与管理 霍勇，胡学强主编 978-7-5091-578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治验偏方秘方大全 李艳，王惟恒主编 978-7-5091-578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放射性粒子临床应用手册 路筝，李兆申主编 978-7-5091-578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医学高级教程 李春盛主编 978-7-5091-578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缩略语速查手册:英汉汉英 郭秀婷，宁桦，闫承杰主编 978-7-5091-578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浅表器官超声医学 李泉水主编 978-7-5091-578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便秘泄泻千家妙方 黄芳，王惟恒编著 978-7-5091-578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国家处方集:儿童版,化学药品与生物制
品卷

《中国国家处方集》编委会 978-7-5091-578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科·科室管理手册 李春盛主编 978-7-5091-579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疗护理常规 李春盛主编 978-7-5091-579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订言庚孚医疗经验集 言庚孚原著 978-7-5091-579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帝内经》名方成药使用密钥 吴丽丽，鲍蔚敏主编 978-7-5091-579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感染规范化管理与控制 佟青，张钊华，刘馨主编 978-7-5091-580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草药识别手册,华南地区分册 李薇主编 978-7-5091-580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慈幼新书 (明)程云鹏原著 978-7-5091-580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实验室诊断学 Michael Laposata著 978-7-5091-580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胎儿心脏超声解剖 Enrico M. Chiappa[等]原著 978-7-5091-580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达拉斯贡袖珍骨科学 (美)Damian M. Rispoli原著 978-7-5091-580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论》师承课堂实录 刘志杰主编 978-7-5091-581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靳文清50年临证得失录 靳文清著 978-7-5091-581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梓衡临床经验回忆录 刘梓衡著 978-7-5091-581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家教你读医案:从医案中领会名医理法方药
思路的18堂课.第5辑

马继松，吴华强，江厚万主编 978-7-5091-581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孟景春选评疑难病案 孟景春编著 978-7-5091-581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了然医话医案选 张了然著 978-7-5091-582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梁家清临证医案选粹 梁家清，刘振伟主编 978-7-5091-582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学针灸有捷径 任秀君主编 978-7-5091-582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护理技术操作与理论问答 赵成江，任爱玲主编 978-7-5091-582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诸病源候论》导引法还原 刘峰，刘天君编著 978-7-5091-582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牛津膝单髁关节置换术 John Goodfellow[等]原著 978-7-5091-583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解剖学30讲 陈金源，郝占国，隋月林主编 978-7-5091-583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临床问答 宿星杰，齐艳秀，姜伟主编 978-7-5091-584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专家鉴别诊断,骨关节肌肉分册 Manaster[等]著 978-7-5091-584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理应用指南 刘玉馥，张庆玲主编 978-7-5091-584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验室检验和诊断手册
Frances T.Fischbach，Marshall 

B.Dunning著
978-7-5091-584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再程放疗
(挪威)Carsten Nieder，(荷兰)Johannes 

A. Langendijk原著
978-7-5091-584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子宫内膜临床病理图鉴 张瑜主编 978-7-5091-585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CT和MRI诊断重点、热点问题精讲.第1辑 全冠民，陈敏，袁涛主编 978-7-5091-585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急症用药策略 李少波，王忠主编 978-7-5091-586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崔公让医案医话 崔炎，刘辉，吴建萍主编 978-7-5091-586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内科疾病用药指导 葛建国主编 978-7-5091-586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关节镜手术及运动康复护理 刘义兰，罗凯燕，熊莉娟主编 978-7-5091-586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学及代谢疾病诊治手册 Norman Lavin原著 978-7-5091-586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传播中医:中医师承入门必读 邹运国，田春漫主编 978-7-5091-587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心血管急危重症诊治策略 李小鹰，程友琴主编 978-7-5091-587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性琐谈:本草习性精研笔记 江海涛编著 978-7-5091-588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庆堂随笔 (清)王学权原著 978-7-5091-588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性病诊断与防治 张晓东，王德权主编 978-7-5091-588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消毒技术与应用 岳荣喜，冯继贞主编 978-7-5091-588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王辉，周国清，杨凌辉主编 978-7-5091-588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母婴保健与助产 常青，林晓宁，李力主编 978-7-5091-588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折愈合原理 刘振东编著 978-7-5091-588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管理手册 刘承军，邹佩珍主编 978-7-5091-589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瘤和脉管畸形的诊断与治疗 汪文杰,秦中平主编 978-7-5091-589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心脏病超声诊断 李春伶，刘惠亮主编 978-7-5091-589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细胞移植治疗 王佃亮，乐卫东主编 978-7-5091-589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静脉采血指南 巴西临床病理学，检验医学学会著 978-7-5091-589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内科疾病用药指导 葛建国主编 978-7-5091-589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系统疾病超声诊断 富京山，富玮主编 978-7-5091-589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急诊医学 王振杰，石建华，方先业主编 978-7-5091-590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疑难护理问题新解 周玉虹主编 978-7-5091-590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专家鉴别诊断,胸部分册 Stern·Gurney著 978-7-5091-590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血管病与睡眠障碍 于逢春主编 978-7-5091-590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疾病护理指南 王建荣, 周玉虹主编 978-7-5091-590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移植实用全书 钱叶勇，袁铭主编 978-7-5091-591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介入性产前诊断技术 刘俊涛主编 978-7-5091-591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西溪书屋夜话录 (清)王旭高原著 978-7-5091-591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护理康复指导 冼绍祥，全小明主编 978-7-5091-591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学老年心血管病学进展 刘梅林主编 978-7-5091-591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医嘱速查 万力生，钟山主编 978-7-5091-591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病专科护理技术 蔡文智主编 978-7-5091-592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原医学基础与临床 崔建华主编 978-7-5091-592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医师进修必读 汪道文，孙世澜主编 978-7-5091-592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腹症处置原则 David M. Cline，Latha G. Stead著 978-7-5091-592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诊断影像学 刘林祥主编 978-7-5091-592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百病心理治疗速查 李殊响，李凌霞主编 978-7-5091-593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胰腺肿瘤学 郭晓钟，钱家鸣，王兴鹏主编 978-7-5091-593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扶阳学讲义:郑钦安学术思想与临床应用 傅文录主编 978-7-5091-593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肾病护理 张英，张丽娟主编 978-7-5091-593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一个月学解剖,脊柱解剖学图谱 隋鸿锦，刘执玉主编 978-7-5091-594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市隐庐医学杂著 (清)王严士原著 978-7-5091-594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胎产指南 (清)单南山原著 978-7-5091-594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律失常用药策略 王福军主编 978-7-5091-594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部捻穴疗法 李淑华，徐方俭编著 978-7-5091-594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护士上岗培训手册 卜海兵，焦卫红主编 978-7-5091-594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专科专病护理常规 冼绍祥，全小明主编 978-7-5091-594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产科临床工作手册:思路、原则及临床方案 贺晶主编 978-7-5091-595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杏林求真:跟诊王幸福老师嫡传手记实录 李中文整理 978-7-5091-596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方合方技巧 王付编著 978-7-5091-596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松学习儿科影像诊断 李欣主编 978-7-5091-596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血管病临床实践新理念 王拥军主编 978-7-5091-597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外科监护手册:病人围手术期处理
(美)John H. Lemmer，(美)Gus J. 

Vlahakes原著
978-7-5091-598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英语查房与讨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汪贺媛，李原主编 978-7-5091-598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科导航技术 周东生主编 978-7-5091-600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专科护理指引和质量评价 冼绍祥，全小明主编 978-7-5091-600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风湿病诊疗笔记 (日)三森明夫著 978-7-5091-601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郭子光经验良方赏析 卢紫晔[等]编 978-7-5091-601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医学论文写作 孟庆仁主编 978-7-5091-601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经络穴位图解 靳士英，金完成，靳朴编著 978-7-5091-601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结直肠良性疾病外科治疗 刘宝华，兰平，张安平主编 978-7-5091-602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合理用药指南 王顺年[等]主编 978-7-5091-602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习护士手册 徐淑秀，朱宁宁主编 978-7-5091-603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导管人工主动脉瓣植入术:理论与操作 何奔，葛恒主编 978-7-5091-603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孙谨臣儿科集验录 孙浩编著 978-7-5091-603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外科手术技巧 方先业，刘爱国主编 978-7-5091-603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腔镜结直肠手术学 魏东主编 978-7-5091-603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专业护士资格认证培训教程 徐国英，刘颖青，李春燕主编 978-7-5091-603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理袖珍手册 周玉虹主编 978-7-5091-604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深入了解MRI基础 B. Kastler[等]主编 978-7-5091-604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胆道肿瘤学前沿 何晓顺，焦兴元主编 978-7-5091-604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千家妙方 王惟恒, 胡顺强编著 978-7-5091-604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肛肠外科并发症防范与处理 张书信，赵宝明，张燕生主编 978-7-5091-605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关节镜技术创新与临床应用 刘玉杰主编 978-7-5091-605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能谱CT临床应用图谱 刘爱连, 沈云主编 978-7-5091-605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胰腺外科手术学 赵玉沛主编 978-7-5091-605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子宫颈疾病阴道镜图释 李晴主编 978-7-5091-605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例会诊与点评,传染病分册 李兰娟主编 978-7-5091-605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乳腺病学 雷秋模主编 978-7-5091-605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胆道损伤预防与处理 高志清，付由池，何勇主编 978-7-5091-605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弱激光治疗心脑血管病 朱平，孙文姬主编 978-7-5091-606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并发症治疗 李康华, 雷光华主编 978-7-5091-606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生儿急症处置 Richard M. Cantor，P. David Sadowitz原
著

978-7-5091-606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脑卒中防治进展与新技术 薛慎伍，张兆岩，薛源主编 978-7-5091-606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计量标准建立指南 李咏雪，孙志辉主编 978-7-5091-607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与血液疾病细胞形态学图谱 于增国著 978-7-5091-607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胆道外科手术学 梁力建主编 978-7-5091-607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创伤骨科救治护理 郑光峰，林先军主编 978-7-5091-607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例会诊与点评,烧伤科分册 柴家科主编 978-7-5091-607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千家妙方 王惟恒编著 978-7-5091-607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能学 眭建，高涌主编 978-7-5091-607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磁共振基本病例:诊断·鉴别诊断·CT对照 全冠民, 陈为军, 袁涛主编 978-7-5091-612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镜临床应用 H. Peter Soyer[等]主编 978-7-5091-612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超声必读:操作手法、检查时机和适应证 Rose de Bruyn著 978-7-5091-612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肩膝关节手术并发症:运动医学专家处理建议
(美)Robert J. Meislin，(美)Jeffrey 

Halbrecht原著
978-7-5091-612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麻醉危象急救与并发症治疗 王士雷，曹云飞，孟岩主编 978-7-5091-612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科运动损伤临床诊断 冯华, 姜春岩主编 978-7-5091-612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用药速查 郭雪霏，张晨曦，李东华主编 978-7-5091-612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振华学术思想与治验撷要 郭淑云, 李郑生主编 978-7-5091-612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难治血液病诊治策略 姚尔固，林凤茹主编 978-7-5091-612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症出血介入诊疗案例分析 郝刚，夏宝枢主编 978-7-5091-613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超声必读:操作手法、检查时机和适应证 Abigaul Thrush, Tim Hartshorne著 978-7-5091-613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脏病与高血压最新诊断和治疗
Edgar V. Lerma，Jeffrey S. Berns，

Allen R. Nissenson原著
978-7-5091-613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外科手术入路与技巧 陶海鹰, 陈家禄, 任岳主编 978-7-5091-613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任之堂跟诊日记.1 曾培杰, 陈创涛编著 978-7-5091-613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尿失禁诊断治疗学 廖利民，付光主编 978-7-5091-613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尿动力学 廖利民编著 978-7-5091-614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病人精神卫生培训教程 胡大一，于欣主编 978-7-5091-614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病案护理问答 李小燕，马秀芝主编 978-7-5091-614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手术体位护理 宋烽主编 978-7-5091-614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姚贞白医案 姚承济[等]编著 978-7-5091-614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痴呆临床治疗 王东臣，邢涛，祝子鹏主编 978-7-5091-614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骨科测量与评估 孙永建, 余斌, 王钢主编 978-7-5091-614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危急值判读与急救手册 柴枝楠，张国强主编 978-7-5091-614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外科手术学 刘昌伟，王深明主编 978-7-5091-615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产前超声诊断与鉴别诊断 邓学东主编 978-7-5091-615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身CT血管成像诊断学 张龙江, 卢光明主编 978-7-5091-615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张灿玾经验良方赏析 杜惠芳[等]编 978-7-5091-615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阴阳五行汇中医 丁宇，李焱编著 978-7-5091-616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病性病中西医结合治疗 皮先明主编 978-7-5091-616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标准切面图解 张梅主编 978-7-5091-616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医学高级教程 刘梅林主编 978-7-5091-617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孟景春用药一得集 孟景春主编 978-7-5091-617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易学易记中医诊断手册 严惠芳，马居里主编 978-7-5091-617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罗马基金会常见胃肠道症状诊断流程 ()John E. Kellow主编 978-7-5091-617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石学敏院士集 石学敏主编 978-7-5091-617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毒性本草类纂 陈仁寿，吴昌国，唐德才主编 978-7-5091-617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五官科疾病护理指南 侯军华，宫琦玮主编 978-7-5091-617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甲状腺细胞病理图谱 戴军，方先勇主编 978-7-5091-618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护理速记宝典 孙朝文[等]主编 978-7-5091-618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疼痛治疗护理方案 兰付胜，徐玲，林桂荣主编 978-7-5091-618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医遣药处方百法 赖德恩, 潘伟达编著 978-7-5091-618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性穴位按摩图解 李惠兰，曲学坤编著 978-7-5091-618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豫鲁名老中医临证录 韩丽华, 张文学主编 978-7-5091-618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局限性骨病影像鉴别诊断学 龙从杰主编 978-7-5091-618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置管护理操作流程 伍淑文主编 978-7-5091-618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雷公炮制药性解 (明)李中梓原撰 978-7-5091-619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急性腹痛临床速查 郭云庚，杨俊华主编 978-7-5091-619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感染管理持续改进方法与策略 范书山, 张书广, 王大伟主编 978-7-5091-619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肩关节外科学.上卷 Charles A. Rockwood[等]原著 978-7-5091-619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肩关节外科学.下卷 Charles A. Rockwood[等]原著 978-7-5091-619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GAP-CCBC精彩病例荟萃:2013 杨跃进主编 978-7-5091-619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可医案处方集 雒晓东，孙其新编著 978-7-5091-619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方论剑录:经方医学论坛临床经验交流精华 黄煌, 孙耀志主编 978-7-5091-619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方实战录:走向经方大师之路 来要水主编 978-7-5091-620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英语会话 郑一宁, 吴欣娟, 杨潇主编 978-7-5091-620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子宫切除术:良性疾病手术方法
原著 (美) Mark D. Walters,Matthew D. 

Barber
978-7-5091-620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难治性癫癎外科治疗 (日)大槻泰介[等]编著 978-7-5091-620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脊髓损伤康复学 励建安，许光旭主编 978-7-5091-621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康复 周谋望主编 978-7-5091-621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超声诊断与鉴别诊断 鲁红主编 978-7-5091-621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讲故事识中药 胡皓, 胡献国主编 978-7-5091-621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幼保健院创新管理 窦学术, 宋俊华, 王岩梅主编 978-7-5091-621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小医院急诊科及ICU工作手册 罗志勇，周宏宇，胡佳乐主编 978-7-5091-621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解读中医:青年学者对中医本质和发展的思考 何清湖主编 978-7-5091-621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PICC临床应用及安全管理 闻曲，成芳，鲍爱琴主编 978-7-5091-622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男性性功能障碍诊断与治疗 郭军，王瑞主编 978-7-5091-622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创伤诊治思考 李开宗，窦科峰主编 978-7-5091-622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肺癌诊断与治疗 王强修，李钧，朱良明主编 978-7-5091-622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乳腺手术学 李海志，徐群，武正炎主编 978-7-5091-622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人际学 史瑞芬主编 978-7-5091-622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康复技巧 钟俊，彭昊，李皓桓主编 978-7-5091-623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护理细节管理 朱秀勤，李帼英主编 978-7-5091-623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髋关节翻修手术学 孙俊英编著 978-7-5091-623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物治疗实验室质量控制与临床管理 李贵新, 唐兆生，梁文龙主编 978-7-5091-623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系统肿瘤学 高春芳，王仰坤主编 978-7-5091-624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体位与护理安全 吴艳芝，高焕新主编 978-7-5091-624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Dr. Tieney临床诊治精要 Lawrence M. Tierney[著] 978-7-5091-627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格林手外科手术学.上卷 Scott W. Wolfe[等]原著 978-7-5091-627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格林手外科手术学.下卷 Scott W. Wolfe[等]原著 978-7-5091-627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物理基础必读
(美)Vivien Gibbs, (美)David Cole, 

(美)Antonio Sassano著
978-7-5091-627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室器械图谱 Shirley M. Tighe原著 978-7-5091-627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脊柱外科学
Behrooz A. Akbarnia，Muharrem Yazici，

George H. Thompson著
978-7-5091-627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同仁视光与配镜实用技术 王宁利主编 978-7-5091-628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心悟 章浩军著 978-7-5091-628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药纵横谈:吴复苍谈中药应用 吴复苍，袁卫玲编著 978-7-5091-628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内皮细胞药理与临床 陈临溪, 秦旭平, 黄秋林主编 978-7-5091-628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四大穿刺操作图谱 李晓丹主编 978-7-5091-628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止痛经验实录 程为平主编 978-7-5091-629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跟老中医学经典:皇帝内径研习录 彭德明, 幺丽春, 张英编著 978-7-5091-629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60年行医录:许自诚中西医结合临床经验 许自诚著 978-7-5091-629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证药王歌诀 杨建宇，陆锦锐主编 978-7-5091-629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中医串讲伤寒实录.5,仲景外邪致病讲析 李显忠编著 978-7-5091-629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任之堂跟诊日记.2 曾培杰, 陈创涛编著 978-7-5091-629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导管及冠心病介入诊疗手册 杨胜利, 刘惠亮主编 978-7-5091-630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老中医用药心得.第2辑 岳桂华，荣秀岩主编 978-7-5091-630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老中医用药心得.第1辑 岳桂华，王江河主编 978-7-5091-630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关节镜微创治疗关节内骨折 刘玉杰主编 978-7-5091-630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安全用药手册 刘丽萍，万军主编 978-7-5091-630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陈洪铎院士集 陈洪铎主编 978-7-5091-631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科研方法 王福彦编著 978-7-5091-631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施今墨医案解读 吕景山主编 978-7-5091-631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 富京山，富玮主编 978-7-5091-631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药鉴定学课堂笔记 袁久志主编 978-7-5091-631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MRI手册 程流泉, 龙莉艳主编 978-7-5091-632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际疾病分类第九版临床修订本手术与操
作:ICD-9-CM-3

刘爱民主编译 978-7-5091-632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影像学与病理学诊断 主编孙青,张成琪 978-7-5091-632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超声必读:操作手法、检查时机和适应证 (美)Jane Bates著 978-7-5091-632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药应用讲记 柏正平，刘俊编著 978-7-5091-633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家教你读医案:从医案中领会名医理法方药
思路的18堂课.第6辑

马继松, 吴华强, 江厚万主编 978-7-5091-633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病理学热点解读.第2集 纪小龙主编 978-7-5091-633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理操作培训手册 郭淑明, 贾爱芹主编 978-7-5091-633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麻醉药品临床应用与管理 张友干,薛东升,戈复文主编 978-7-5091-634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毒性药品临床应用与管理 张友干,杨群,江玲兴主编 978-7-5091-634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神药品临床应用与管理 张有干,冯红霞,刘玉亭主编 978-7-5091-634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和上肢修复重建 Kevin C Chung原著 978-7-5091-634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外科临床核心知识 (美)Vincent J. Devlin著 978-7-5091-634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石膏固定操作手册
(加拿大)Stephen R. Thompson，(美)Dan 

A. Zlotolow原著
978-7-5091-635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磁共振与关节镜图谱
(美)Mark D. Miller，(美)Timothy G. 

Sanders著
978-7-5091-635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癌实用指南
(美)Orlando E. Silva，(意)Stefano 
Zurrida，(意)Umberto Veronesi原著

978-7-5091-635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折非手术治疗
(美)Augusto Sarmiento，(美)Loren L. 

Latta原著
978-7-5091-635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骼肌肉功能解剖学 唐纳德·A. 诺伊曼(Donald A. Neumann)原
著

978-7-5091-635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诺伊斯膝关节功能紊乱:手术、康复及临床疗
效.上册

Frank R. Noyes，Sue D. Barber-Westin原
著

978-7-5091-635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诺伊斯膝关节功能紊乱:手术、康复及临床疗
效.下册

Frank R. Noyes，Sue D. Barber-Westin原
著

978-7-5091-635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助听器原理与技术 Theodore H. Venema著 978-7-5091-635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医院评审实务 张宗久主编 978-7-5091-635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治疗与进展 梁健主编 978-7-5091-636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理风险防范 田玉凤主编 978-7-5091-636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安全用药监护手册 罗朝利主编 978-7-5091-636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慢性病治疗现状与对策 石法武编著 978-7-5091-636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未央:步入中医之门的绿色通道 邹运国编著 978-7-5091-636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四诊心源:解开神圣工巧的不传之秘 邹运国编著 978-7-5091-636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用药点兵:寻访遣方用药的窍门秘诀 邹运国编著 978-7-5091-636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辩证法眼:炼就辨证确诊的火眼金睛 邹运国编著 978-7-5091-637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实用临床检验指南 黄华主编 978-7-5091-637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家庭医学:巡诊医护与预防 Mark B. Mengel，L. Peter Schwiebert著 978-7-5091-637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压图谱 Norman K. Hollenberg著 978-7-5091-637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外伤医学:原理与实践
Nathan D.Zasler，Douglas I.Katz，Ross 

D.Zafonte著
978-7-5091-637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专家鉴别诊断,头颈部分册 Harnsberger HR等著 978-7-5091-637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药注射剂应用手册 张素秋, 白扬, 周姣媚主编 978-7-5091-638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坛百影:名中医医论阐挥.一 卢祥之编著 978-7-5091-638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胸疾病治疗后影像学 李向民，周旭辉主编 978-7-5091-638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院消毒学 杨华明，易滨主编 978-7-5091-640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安全用药监护手册 张新萍主编 978-7-5091-641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健康体检与慢性病健康管理 杨丽,侯惠如,石海燕主编 978-7-5091-641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指南 李冰，侯明珍主编 978-7-5091-641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腹膜透析操作教程 陈香美主编 978-7-5091-642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超声诊断入门精要 李叶阔主编 978-7-5091-642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理学高级教程 来茂德主编 978-7-5091-642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张学文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编 978-7-5091-643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关节痛治疗与康复 张晓阳主编 978-7-5091-643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专科护士工作指南 周丽娟, 梁英主编 978-7-5091-643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杂病论讲稿 王付编著 978-7-5091-643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介入培训教程 李保主编 978-7-5091-644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专科护理手册 韩慧娟, 吴秋霞, 邸红军主编 978-7-5091-644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器官移植手术学 陈规划主编 978-7-5091-644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程天民院士集 程天民主编 978-7-5091-645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肾病临床营养学 孙彪主编 978-7-5091-645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校本草新编 (清)陈士铎著 978-7-5091-645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脾脏外科手术学 姜洪池主编 978-7-5091-645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胡希恕经验良方赏析 冯德华[等]编 978-7-5091-645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状动脉痉挛的诊断与治疗 向定成，易绍东主编 978-7-5091-646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伽马刀治疗手册 胡宗涛, 费振乐主编 978-7-5091-646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症监护掌中宝,医师分册 林兆奋，李文放主编 978-7-5091-646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不孕不育诊治技术规范 闫素文，宋波主编 978-7-5091-646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牛津版心力衰竭临床指南 Theresa A. McDonagh[等]原著 978-7-5091-646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任之堂跟诊日记.3 曾培杰, 陈创涛编著 978-7-5091-647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狭窄空间医学 岳茂兴主编 978-7-5091-647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最新技术解析 Jean-Paul P.M.De Vries主编 978-7-5091-647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思维及病例分析 曹国强主编 978-7-5091-647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产前超声和超声造影检查指南 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编著 978-7-5091-647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不孕不育专家推荐诊疗方案 陈子江，刘嘉茵主编 978-7-5091-648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玻璃体显微手术学
Steve Charles, Jorge Calzada, Byron 

Wood著
978-7-5091-648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超声读片 龚渭冰[等]主编 978-7-5091-649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带状疱疹治疗学 牛德兴，牛瀚医编著 978-7-5091-650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可医论专辑 李可著述 978-7-5091-650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步入中医之门:道少斋中医讲稿.5,疑难危重
症辨证论治24讲

毛以林著 978-7-5091-650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外科精要 Howard S. An，Kern Singh原著 978-7-5091-650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男科学 陈在贤主编 978-7-5091-650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腹泻诊疗手册 刁玉巧，邵勤，武延秋主编 978-7-5091-651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哮喘诊疗手册 张慧玉，田玲，岳爱红主编 978-7-5091-651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白血病诊疗手册 宋玉敏，安彦平，白彦芬主编 978-7-5091-651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卒中诊疗手册 蒋国卿，郭晓红，弓荣泉主编 978-7-5091-651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诊疗手册 魏克伦，刘春峰，吴捷主编 978-7-5091-651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医论医案医方,心系病症辑要 刘建和，吴亦之，王建国主编 978-7-5091-651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医论医案医方,肺部病症辑要 刘建和，范伏元，王建国主编 978-7-5091-651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医论医案医方,肝胆病症辑要 王建国，刘建和，燕志勇主编 978-7-5091-651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医论医案医方,脾胃病症辑要 王建国，刘建和，唐雪勇主编 978-7-5091-652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医论医案医方,肾系病症辑要 王建国，刘建和主编 978-7-5091-652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透析专科护理标准操作流程 符霞主编 978-7-5091-652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低温医学 邵同先，雷万军，赵文增主编 978-7-5091-652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ICU临床护理指引 成守珍主编 978-7-5091-652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透析护理实践指导手册 符霞主编 978-7-5091-652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沈自尹院士集 沈自尹主编 978-7-5091-652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廖万清院士集 廖万清主编 978-7-5091-652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安全用药监护手册 刘建芳主编 978-7-5091-652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湿疹中西医诊疗指南 杨志波，周小勇主编 978-7-5091-653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症医学中高级技术资格考试试题集 郭振辉，苏磊主编 978-7-5091-654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病千家妙方 黄芳，王惟恒编著 978-7-5091-654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内科临床工作手册:思路、原则及临床方案 余学清主编 978-7-5091-655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静脉输液治疗知识问答 王丽芹，张俊红主编 978-7-5091-655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汪忠镐院士集 汪忠镐主编 978-7-5091-655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林沛湘教你学中医诊断 林沛湘编著 978-7-5091-655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压病联合用药策略 李少波，陈武主编 978-7-5091-655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系统疾病治疗原理与实践 Marie A. Chisholm-Burns[著] 978-7-5091-656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济仁新安名医医案选析 李艳，王惟恒编 978-7-5091-656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科安全用药监护手册 杨永革主编 978-7-5091-656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行为缺陷与矫正 李玉明，李西达，陈礼明主编 978-7-5091-656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色素增加性皮肤病:附临床及病理图谱 常建民主编 978-7-5091-656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坛百影:名中医医论阐挥.二 卢祥之编著 978-7-5091-657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理疗技术手册 郭新娜，汪玉萍编著 978-7-5091-657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家门径:中医基础知要 王惟恒，王赋斌主编 978-7-5091-657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蒋文明主编 978-7-5091-657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信息管理 颜巧元主编 978-7-5091-657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尼尔森儿科学精要 Karen J. Marcdante[等]著 978-7-5091-658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颜德馨经验良方赏析 杜惠芳[等]册编 978-7-5091-658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应聘考试指导 徐淑秀，谢虹主编 978-7-5091-658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风湿免疫学高级教程 栗占国，张奉春，曾小峰主编 978-7-5091-659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胰腺外科手术学 刘瑞，黄怡主编 978-7-5091-659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颜正华经验良方赏析 冯德华，杜惠芳，张东编 978-7-5091-659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神经内科中西药物选择 王志红主编 978-7-5091-660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济仁杏轩医案并按选粹 李艳，王惟恒编著 978-7-5091-660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CT和MRI诊断重点、热点问题精讲.第2辑 全冠民，袁涛，耿左军主编 978-7-5091-661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太平圣惠药酒方 胡献国主编 978-7-5091-661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伤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仇湘中主编 978-7-5091-661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谢海洲经验良方赏析 冯德华[等]编 978-7-5091-661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临床检查诊断学 宁志杰，孙磊，李长勤主编 978-7-5091-661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诊断与鉴别诊断 Wolfgang Dahnert原著 978-7-5091-661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外科疾病诊疗流程 夏慧敏主编 978-7-5091-661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疾病护理指南 王建荣，罗莎莉主编 978-7-5091-662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内科疾病诊疗流程 龚四堂主编 978-7-5091-662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腔镜胃癌切除术:标准手术操作和循证医学
证据

(日)Seigo Kitano，(韩)Han-Kwang Yang主
编

978-7-5091-662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ICF核心分类组合临床实践手册 Jerome Bickenbach[等]著 978-7-5091-662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性医疗康复.第1卷 Henk J.Stam[等]著 978-7-5091-662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田道法主编 978-7-5091-662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贺菊乔主编 978-7-5091-663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性病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席建元主编 978-7-5091-663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彭清华主编 978-7-5091-663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解发良主编 978-7-5091-663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范伏元主编 978-7-5091-663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感染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赵国荣主编 978-7-5091-663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雷磊，李慧芳主编 978-7-5091-663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周慎主编 978-7-5091-663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男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刘朝圣，何泽云主编 978-7-5091-663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周德生，胡华主编 978-7-5091-663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黄立中主编 978-7-5091-664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王孟清主编 978-7-5091-664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风湿免疫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旷惠桃，范伏元主编 978-7-5091-664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四肢肌骨超声入门图解 王月香编著 978-7-5091-664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袁氏新医药模式与临床 袁其伦著 978-7-5091-664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病学高级教程 阮长耿，沈志祥，黄晓军主编 978-7-5091-664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正常值测量备忘录 杜起军，崔立刚主编 978-7-5091-664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家基本药物袖珍手册 张淼，陈黎主编 978-7-5091-664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陈新宇主编 978-7-5091-664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神科中西医诊疗套餐 张宏耕主编 978-7-5091-665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病医师中医处方手册 叶险峰，任红杰主编 978-7-5091-665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自体牙移植 Mitsuhiro Tsukiboshi主编 978-7-5091-665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超声造影诊断学 施红，蒋天安主编 978-7-5091-665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科护理与风险防范 成守珍，张美芬总主编 978-7-5091-665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门诊急症处理流程与实用技能 郭旭先[等]主编 978-7-5091-665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颈肿瘤诊断治疗学 郭伟主编 978-7-5091-666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如何成为好医生 Peter Richards[等]原著 978-7-5091-666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McCracken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学 Alan B. Carr，David T. Brown著 978-7-5091-666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性疾病超声诊断 富京山，左文莉，富玮主编 978-7-5091-667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代谢综合征相关疾病临床药物使用指南 喻陆[等]主编 978-7-5091-667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岗位培训教程 刘玉村，梁铭会主编 978-7-5091-667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比技术更多:任东林肛肠外科手术集 任东林著 978-7-5091-667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典型病例精析 糜若然，瞿全新主编 978-7-5091-667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非创伤性急症的紧急救治 刘殿荣主编 978-7-5091-667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骨折防治手册 叶伟胜主编 978-7-5091-668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包扎技术指南 (英)Tom Hewetson[等]原著 978-7-5091-668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创伤紧急救治与突发情况避险 黎檀实，吕发勤主编 978-7-5091-668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凤翔七十年行医三字诀 李凤翔著述 978-7-5091-668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疾病动态护理图解 李冰，闫革，韦利菊主编 978-7-5091-668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读医案学中医:中医是怎么看病的 姬领会，何晓菊编著 978-7-5091-668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近代江南四家医案医话选 周耀辉主编 978-7-5091-668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磁场治疗手册 朱平，孙文姬编著 978-7-5091-669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健康教育 黄霞[等]主编 978-7-5091-669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药新用途 李世文，康满珍主编 978-7-5091-669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志强肝胆外科讲义 黄志强著 978-7-5091-669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基因放射治疗学基础 龚守良主编 978-7-5091-669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感染预防控制工作指南 全军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编写 978-7-5091-669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道求真.贰,临床心得笔记 吴南京著 978-7-5091-670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道求真.壹,临床医案笔记 吴南京著 978-7-5091-670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实践:评估和治疗 Ragavendra R. Baliga，Kim A. Eagle原著 978-7-5091-670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病性病专家经典处方 胡晓军，王士才，简亚平主编 978-7-5091-671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疾病护理指南 皮红英，朱秀勤主编 978-7-5091-671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医学与保健,外科卷 顾倬云主编 978-7-5091-672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医学与保健,内科卷 李小鹰，郑秋甫主编 978-7-5091-672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知识管理 颜巧元著 978-7-5091-672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危重症护理监护技术 阮满真，黄海燕主编 978-7-5091-672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十二指肠与胰胆疾病内镜诊治 于中麟主编 978-7-5091-672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疑难病例集.第1辑 陈韵岱，董蔚主编 978-7-5091-672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师简捷手册 王家珑主编 978-7-5091-672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用急救仪器设备使用与维护 尤荣开，缪心军，陈玉熹编著 978-7-5091-672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结核病感染控制与护理 綦迎成，孟桂云主编 978-7-5091-672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肌骨超声诊断 王月香，曲文春主编 978-7-5091-673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胎儿畸形产前超声与病理解剖图谱,胸腔、心
脏和腹部分卷

李胜利主编 978-7-5091-673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治疗原理与实践 Marie A. Chisholm-Burns[著] 978-7-5091-674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电子护理文书规范手册 张利岩，王英，马洪杰主编 978-7-5091-674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投诉管理工作指南 陈伟，刘鑫主编 978-7-5091-674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牙种植外科并发症:病因、预防和治疗 Louie Al-Faraje著 978-7-5091-675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煌经方医案 李小荣，薛蓓云，梅莉芳编著 978-7-5091-675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折裂牙原因、分型及保存 张华，杨雪瑾，王玉凤主编 978-7-5091-675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导管主动脉瓣膜植入术 陈韵岱主编 978-7-5091-675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实验室管理与实践 綦迎成，李建明，李君莲主编 978-7-5091-675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口腔种植临床精萃.2013年卷 王兴，刘宝林主编 978-7-5091-675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许芝泉五十年临证医案精粹 许从真，王海波主编 978-7-5091-676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护理与风险防范 伍淑文，廖培娇主编 978-7-5091-676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视觉 王育良，张传伟，阎丽主编 978-7-5091-676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方妙用 朱溅石主编 978-7-5091-676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皮肤病诊疗手册 欧阳恒，杨志波主编 978-7-5091-676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半月板损伤修复与重建 冯华，Jin-Hwan Ahn主编 978-7-5091-676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白癜风诊断与治疗 欧阳恒，杨志波主编 978-7-5091-676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牙科工艺学基础:逐步图解操作指南 Tony Johnson[等]原著 978-7-5091-676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踝关节外科学 毛宾尧，庞清江，徐向阳主编 978-7-5091-677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脏与水电解质紊乱 Robert W. Schrier原著 978-7-5091-677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伦理学案例教程 郭楠，刘艳英主编 978-7-5091-677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脏痛:基础与临床 陆智杰，俞卫锋主编 978-7-5091-677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病 蔡向红，谢文英主编 978-7-5091-678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腿痛 赵国东，王尚全主编 978-7-5091-678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病 吴凌，白晓芸主编 978-7-5091-678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名师王长洪临证医验 林一帆，高文艳，陆宇平主编 978-7-5091-678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力衰竭器械治疗 (美)William H. Maisel著 978-7-5091-679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Zweymüller假体在人工全髋关节置换中的应
用

吕龙，寇伯龙，曹力主编 978-7-5091-679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561种疾病最新诊治精要
Lawrence M. Tierney，Sanjay Saint，

Mary A. Whooley原著
978-7-5091-679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哈里特·雷恩儿童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手册 Julia A. McMillan[等]主编 978-7-5091-680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约翰·霍普金斯麻醉学手册
Eugenie S. Heitmiller，Deborah A. 

Schwengel主编
978-7-5091-680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轻松松学中药 王绪前编著 978-7-5091-680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超凡医论集 薛红卫主编 978-7-5091-680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引导脊柱介入治疗图解
(美)Michael B. Furman，(美)Thomas S. 

Lee，(美)Leland Berkwits著
978-7-5091-681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运动保健处方
(美)Steven Jonas，(美)Edward M. 

Phillips原著
978-7-5091-681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社区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 杨民主编 978-7-5091-681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强直性脊柱炎综合治疗学:中西医内外科综合
治疗

韩荣[等]主编 978-7-5091-681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邵朝弟肾病临证经验实录 巴元明主编 978-7-5091-682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脑瘫康复800问 张淑芬[等]主编 978-7-5091-682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胆病 许彦来，张良芝主编 978-7-5091-682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贺福初院士集 贺福初主编 978-7-5091-682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四个医疗”实施指
南

李书章主编 978-7-5091-682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胸痛中心建设规范与实践 向定成，秦伟毅，周民伟主编 978-7-5091-682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姜泗长院士集 杨伟炎，韩东一，杨仕明主编 978-7-5091-683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互动心电图 Curtis M. Rimmerman，Anil K. Jain著 978-7-5091-683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CT诊断手册 纪建松，韦铁民主编 978-7-5091-683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黎介寿院士集 黎介寿主编 978-7-5091-683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钟世镇院士集 钟世镇主编 978-7-5091-684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部位感染预防控制指南》释义 韩黎，宋烽主编 978-7-5091-684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脏病学高级教程 陈香美主编 978-7-5091-685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胸外科学高级教程 胡盛寿主编 978-7-5091-685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推拿学高级教程 石学敏，王拥军主编 978-7-5091-685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传染病学高级教程 李兰娟主编 978-7-5091-685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病学高级教程 阮长耿，沈志祥，黄晓军主编 978-7-5091-685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症医学高级教程 邱海波，管向东主编 978-7-5091-685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内科学高级教程 林三仁主编 978-7-5091-685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整形外科学高级教程 曹谊林，祁佐良，王炜主编 978-7-5091-685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内科学高级教程 桂永浩主编 978-7-5091-686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内科学高级教程 王拥军主编 978-7-5091-686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医学高级教程 丛玉隆，尹一兵，陈瑜主编 978-7-5091-686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学高级教程 宁光主编 978-7-5091-686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外科学高级教程 那彦群，李鸣主编 978-7-5091-686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麻醉学高级教程 吴新民主编 978-7-5091-686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肿瘤学高级教程 孙燕主编 978-7-5091-686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内科学高级教程 刘又宁主编 978-7-5091-686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风湿免疫学高级教程 栗占国，张奉春，曾小峰主编 978-7-5091-686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高级教程 黄人健，李秀华主编 978-7-5091-687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药学高级教程 阚全程主编 978-7-5091-687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高级教程 黄人健，李秀华主编 978-7-5091-687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学高级教程 王宇主编 978-7-5091-687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高级教程 黄人健，李秀华主编 978-7-5091-687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药学高级教程 阚全程主编 978-7-5091-688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学高级教程 邱贵兴主编 978-7-5091-688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高级教程 黄人健，李秀华主编 978-7-5091-688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放射学高级教程 祁吉主编 978-7-5091-688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高级教程 黄人健，李秀华主编 978-7-5091-688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医学高级教程 姜玉新，张运主编 978-7-5091-688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理学高级教程 来茂德主编 978-7-5091-688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介入超声学实用教程 董宝玮，温朝阳主编 978-7-5091-689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超声检查指南 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编著 978-7-5091-689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足及其相关慢性难愈合创面的处理 付小兵主编 978-7-5091-689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介入操作规范 杨跃进主编 978-7-5091-689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胎儿畸形超声诊断图解 王海燕主编 978-7-5091-689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中西医治疗学 林丽珠主编 978-7-5091-689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门急诊医嘱常规与禁忌 赵敏主编 978-7-5091-689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体检中心常态化管理手册 张宏，苏剑斌主编 978-7-5091-689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介入治疗护理学 毛燕君，许秀芳，李海燕主编 978-7-5091-690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命文化要义 昝加禄，昝旺著 978-7-5091-690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腿痛的诊断与非手术治疗 张卫华，安军明，李芳琴主编 978-7-5091-690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关节畸形矫形外科学 亓建洪，郭其勇，孔祥清主编 978-7-5091-691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临床影像诊断 马恒，史英红，孙春娟主编 978-7-5091-691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颅脑外伤标准化护理 周染云，王国权主编 978-7-5091-692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康复治疗——新Bobath治疗 古泽正道，李建军主编 978-7-5091-692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学 魏革，刘苏君，王方主编 978-7-5091-692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子宫颈细胞病理学诊断图谱 马博文，何伟华主编 978-7-5091-692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力衰竭用药策略 王福军，罗亚雄主编 978-7-5091-692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护理手册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护理部编 978-7-5091-692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史氏儿科疗法真传:祖孙九代人的临证心悟 史来恩著 978-7-5091-692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轻松松学金匮 王雪华主编 978-7-5091-692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放射性皮肤疾病图谱 杨志祥，姜恩海，傅宝华主编 978-7-5091-693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超凡临证用药经验集锦 周超凡主编 978-7-5091-693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卫生信息化与数字医学刍议 傅征著 978-7-5091-693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岗位管理:工作制度与岗位职责 陆皓主编 978-7-5091-693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安全管理:应急预案与安全防范 陆皓主编 978-7-5091-693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体表解剖图谱 郭长青，黄怡然，付达尔丽主编 978-7-5091-694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体表解剖图谱 郭长青，黄怡然，付达尔丽主编 978-7-5091-694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肠病 许彦来，李富玉主编 978-7-5091-694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压病 许彦来，樊红雨主编 978-7-5091-694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 储戟农，张良芝主编 978-7-5091-694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病 闫宝环，吴凌主编 978-7-5091-694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华佗中藏经精读 孙光荣，杨建宇主编 978-7-5091-695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阴茎疾病外科诊疗新技术 于满主编 978-7-5091-695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凤翔疑难病治验录 李凤翔著 978-7-5091-695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任之堂中药讲记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695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三湘医萃,医论 刘祖贻主编 978-7-5091-695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三湘医萃,医话 刘祖贻主编 978-7-5091-696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三湘医萃,医案 刘祖贻主编 978-7-5091-696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实用妇产科手术技巧 糜若然，瞿全新主编 978-7-5091-696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叶心清医案选 徐承秋[等]整理 978-7-5091-696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实用儿科药物手册 沈刚，李智平主编 978-7-5091-696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药代动力学理论与实践:创伤治疗药物 郭涛主编 978-7-5091-698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手术后护理图解 皮红英，高岩主编 978-7-5091-698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军队医院护士必读 皮红英，陈海花，田晓丽主编 978-7-5091-698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沈林医案医话选 彭海燕主编 978-7-5091-698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治疗原理与实践 Marie A. Chisholm-Burns[原著] 978-7-5091-698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赵正俨医案医话 王光辉主编 978-7-5091-698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郭维琴临证精华 郭维琴编著 978-7-5091-698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吴祖泽院士集 吴祖泽主编 978-7-5091-699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母婴护理模式实践 姜梅主编 978-7-5091-699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医院药学必备 王顺年[等]主编 978-7-5091-699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徐景藩经验良方赏析 冯德华[等]编 978-7-5091-699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X线诊断手册 杜凡，汪卫中主编 978-7-5091-699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MRI诊断手册 胡春洪，汪文胜，方向明主编 978-7-5091-699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围手术期安全管理 (美)Donna S. Watson原著 978-7-5091-700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肛肠疾病诊疗讲座 刘仍海，韩平，张建柏主编 978-7-5091-700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视网膜疾病药物治疗 Quan Dong Nguyen[等]原著 978-7-5091-700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能谱CT临床应用 张立仁主编 978-7-5091-702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心电图手册 周玉珍主编 978-7-5091-703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颈部疾病治疗后影像学 杨智云主编 978-7-5091-703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力衰竭治疗手册
John D. Bisognano，Marc L. Baker，Mary 

Beth Earley主编
978-7-5091-703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3 ESC心血管疾病研究进展 李艳芳，李志忠，张京梅主编 978-7-5091-703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下颌骨髁突骨折的治疗:手术径路与复位固定
技术

U. Eckelt，R. Loukota原著 978-7-5091-703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卫生法学典型案例评析 肖鹏主编 978-7-5091-703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玉洁临证薪传录 刘玉洁，王清贤主编 978-7-5091-704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诊法入门 邹运国主编 978-7-5091-704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症液体治疗操作教程 王欣然，贾建国主编 978-7-5091-704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临床病理及超声图谱 濮德敏，马丁， 李娜萍主编 978-7-5091-705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异种移植学 窦科峰主编 978-7-5091-705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Ilizarov技术骨科应用进展 秦泗河，李刚主编 978-7-5091-705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视光学及视觉科学名词解释 李耀宇，郭凌菱编著 978-7-5091-705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实用管理 高玉华，邱素红主编 978-7-5091-706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胆外科诊疗答疑 何效东主编 978-7-5091-706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同仁眼科影像诊断手册 王振常，鲜军舫，张征宇主编 978-7-5091-706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科医师诊疗思维与决策 赖荣德，梁子敬主编 978-7-5091-707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郭志强不孕不育治验录 郭志强，王必勤主编 978-7-5091-707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免疫抑制剂与肾病 李相友[等]主编 978-7-5091-707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治疗原理与实践 Marie A. Chisholm-Burns著 978-7-5091-708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师处方手册 徐彦贵主编 978-7-5091-710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等级医院评审:护理及医院感染控制1000问 刘玉馥，宋彩萍主编 978-7-5091-710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GAP-CCBC精彩病例荟萃.2014 杨跃进主编 978-7-5091-710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脂异常诊断和治疗 叶平，陈红，王绿娅主编 978-7-5091-710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赫斯特心脏病学手册 O`Rourke，Walsh，Fuster原著 978-7-5091-711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颅脑损伤护理手册 何冰娟，陈海花，张洪钿主编 978-7-5091-711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足创伤治疗策略 市岡滋，寺师浩人原著 978-7-5091-712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妊娠哺乳期用药指南 Carl P. Weiner，Catalin Buhimschi著 978-7-5091-712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病诊断与治疗 任万华，张娇，王强修主编 978-7-5091-712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系统结石临床诊断治疗 陈涛，曹延炜，纪冰主编 978-7-5091-712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慢性肾病用药策略 李鹏，胡秀全，张更主编 978-7-5091-712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分级培训方案 赵旭杰[等]主编 978-7-5091-712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足踝外科实用新技术 (美)Amol Saxena主编 978-7-5091-712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外科围术期处理 金中奎，邱新光，林晶主编 978-7-5091-712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强直性脊柱炎脊柱畸形截骨矫形手术技巧 梁益建[等]主编 978-7-5091-713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放疗最新进展:调强放疗、影像引导放疗
与体部立体定向放疗

John L. Meyer主编 978-7-5091-713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原发性肝癌:新理论 新观点 新技术 焦兴元，任建林主编 978-7-5091-713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脏标志物临床与检验 孙兆林，查艳，黄山主编 978-7-5091-713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1卷,关节外科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714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2卷,截肢 感染 肿瘤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714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3卷,儿童骨科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714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4卷,脊柱外科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714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5卷,运动医学及关节镜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714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6卷,创伤骨科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714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7卷,手外科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714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8卷,足踝外科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714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同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影像诊断手册 王振常，鲜军舫，张征宇主编 978-7-5091-715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恶性肿瘤生物治疗学 刘林林[等]主编 978-7-5091-715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类风湿关节炎手册 蔡辉，姚茹冰主编 978-7-5091-715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英文神经外科病例集萃 周定标，卜博，徐蔚主编 978-7-5091-715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图文超声诊断测试题——2200题 陈越秀主编 978-7-5091-715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超声心动图手册 刘东红主编 978-7-5091-715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脊柱外科学 蒋国强，李放主编 978-7-5091-715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麦克明足踝解剖彩色图谱 Bari M. Logan著 978-7-5091-716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机遇和挑战:医院职业化管理 I. Donald Snook,Jr.原著 978-7-5091-716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漫画中医.第伍册,方剂篇 罗大伦，于春华编绘 978-7-5091-716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介入放射学,胸部分册 王茂强主编 978-7-5091-717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董建华经验良方赏析 冯德华[等]册编 978-7-5091-718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症医学高级教程 邱海波，管向东主编 978-7-5091-718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临床呼吸指标评估方法 张永祥主编 978-7-5091-718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生儿科临床护理评价指导 王薇，杜钦霞主编 978-7-5091-718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精神疾病治疗原理与实践 Marie A. Chisholm-Burns[著] 978-7-5091-718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住院医师首诊手册 张诚华，胡团敏，辛军主编 978-7-5091-719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程莘农院士集 程莘农主编 978-7-5091-719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功能解剖学 (英)Alison Middleditch，(英)Jean 
Oliver著

978-7-5091-719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百病对药对穴疗法 李殊响编著 978-7-5091-719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子宫颈与乳腺细胞病理学图谱 刘东戈，余小蒙主编 978-7-5091-719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学海脉学四书 周学海撰辑 978-7-5091-720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压疮诊疗新进展与实践 Marco Romanelli主编 978-7-5091-720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古中医学圆运动 彭子益著 978-7-5091-720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护理教学查房 王瑛，王敏主编 978-7-5091-720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松学习胸部影像诊断 袁涛，周新华主编 978-7-5091-720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治疗学 刘巧主编 978-7-5091-721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轻松松用伤寒 李赛美主编 978-7-5091-721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薛社普院士集 薛社普主编 978-7-5091-721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妇科临证必备 刘雁峰主编 978-7-5091-721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真传解析 (清)高世栻原著 978-7-5091-721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胸外科手术解剖彩色图谱 赵宝东[等]主编 978-7-5091-721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起搏实践指南
(美)H. Weston Moses，(美)James C. 

Mullin原著
978-7-5091-722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说藏大医:透过明清小说管窥中医奥秘 唐略，姜汪维著 978-7-5091-722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妙用三七治百病 吴延义编著 978-7-5091-722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生鉴别诊断
Mark Henderson，Lawrence M. Tierney，

Gerald W. Smetana[著]
978-7-5091-722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腹腔镜手术学图谱 杜敏主编 978-7-5091-722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职业中毒应急处理与防控 崔泽，王冬玉主编 978-7-5091-723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大师李玉奇经验良方赏析 冯德华[等]编 978-7-5091-723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欧阳錡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编 978-7-5091-723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口腔疾病诊疗图谱 楚德国主编 978-7-5091-723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琐论:正邪相争话伤寒 江海涛编著 978-7-5091-724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牙髓病学.上卷
Stephen Cohen，Kenneth M. Hargreaves，

Karl Keiser著
978-7-5091-724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后影像学 罗柏宁，江利，方燕南主编 978-7-5091-724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识中药·用中药:便携中药识用图谱 许利平主编 978-7-5091-724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社区神经康复学 励建安，项洁，倪隽主编 978-7-5091-725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康复医学前沿 燕铁斌主编 978-7-5091-725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中成药新用法 兰水中，王士才，廖仰平主编 978-7-5091-725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用药策略 韩峰，刘淑萍，汪雷主编 978-7-5091-725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洛克伍德-威尔金斯儿童骨折 James H. Beaty[等]原著 978-7-5091-725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护理速记宝典 冉华云[等]主编 978-7-5091-726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治疗后影像学 郭燕,刘明娟,张小玲主编 978-7-5091-726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超声医学
O. John Ma，James R. Mateer，Michael 

Blaivas原著
978-7-5091-726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高血压诊断与治疗:最新版 郑琼莉，祝炜主编 978-7-5091-726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命之美:显微摄影写意集 李铁军著 978-7-5091-726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病用药策略 杨震，郝春秋，刘光伟主编 978-7-5091-727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常见病诊疗手册 侯海斌编著 978-7-5091-727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ICU护理教学查房 韩文军[等]主编 978-7-5091-727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护理教学查房 杨亚娟，卢根娣，朱建英主编 978-7-5091-727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护理教学查房 钱火红[等]主编 978-7-5091-727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护理教学查房 朱建英[等]主编 978-7-5091-727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护理教学查房 焦卫红，王丽芹，裘晓霞主编 978-7-5091-727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教学查房 焦卫红，王丽芹，于梅主编 978-7-5091-727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长管理工作指引 蔡文智，张莉主编 978-7-5091-728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方论剑录:经方医学论坛临床经验交流精
华.2

张薛光主编 978-7-5091-728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特贝茨隆乳术:重新定义患者和医生之体验 John B. Tebbetts原著 978-7-5091-728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任之堂跟诊日记.4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728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卢世璧院士集 卢世璧主编 978-7-5091-729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脊柱畸形矫形手术技巧 王立[等]主编 978-7-5091-729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解放军总医院临床内分泌代谢病学 母义明，陆菊明，潘长玉主编 978-7-5091-729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肿瘤MRI诊断进阶 高培毅著 978-7-5091-730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困难与失败气道处理技术
(加)Orlando Hung，(加)Michael F. 

Murphy主编
978-7-5091-730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结直肠外科学 H. Randolph Bailey[等]主编 978-7-5091-730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桂枝 胡献国，罗友香，简晓春主编 978-7-5091-730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读成语 学中药 胡献国，王伟杰主编 978-7-5091-730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并发症治疗 徐春主编 978-7-5091-730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肖培根院士集 肖培根主编 978-7-5091-731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术后物理治疗指南 (日)岛田洋一，(日)高桥仁美著 978-7-5091-731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玉清院士集 刘玉清主编 978-7-5091-731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5医学博士外语统一考试词汇一本通 赵贵旺主编 978-7-5091-731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5医学博士外语统一考试写作教程 梁平主编 978-7-5091-731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5医学博士外语统一考试阅读指导 赵贵旺，李英华主编 978-7-5091-731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5医学博士外语统一考试听力全真训练 王素青，赵贵旺主编 978-7-5091-731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翁心植院士集 王辰主编 978-7-5091-732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罕见病病理图谱 纪小龙，刘宏侠主编 978-7-5091-732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静脉输液治疗护理学 钟华荪，李柳英主编 978-7-5091-732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护理与风险防范 梁碧宁，冯怿霞，张国娟主编 978-7-5091-732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用高危药品临床观察与护理知识问答 王丽芹，张俊红，盛莉主编 978-7-5091-732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科研常用文撰写指南 钱皎月主编 978-7-5091-733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人规》白话解 傅金英主编 978-7-5091-733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安氏Ⅲ类错牙合——正畸诊断与治疗 段银钟主编 978-7-5091-733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原卫生保健 崔建华，王福领主编 978-7-5091-733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松学习颅脑影像诊断 全冠民，袁涛，耿左军主编 978-7-5091-733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净化中心护士手册 沈霞，杨俊伟主编 978-7-5091-733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性功能障碍初级医疗指南 威廉·L·莫里斯著 978-7-5091-734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孔祥复院士集 孔祥复主编 978-7-5091-734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颅底解剖手术入路图解
Masahiko Wanibuchi，Allan H. 

Friedman，Takanori Fukushima原著
978-7-5091-734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专家经典处方 李新主编 978-7-5091-734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杨氏药茶千金方 杨增良主编 978-7-5091-734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层糖尿病规范化诊疗手册 翁建平主编 978-7-5091-735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疾病专家经典处方 赵燕芬，王士才，胡林雅主编 978-7-5091-735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辅助生殖技术疑难病例讨论 张清学，徐艳文主编 978-7-5091-735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注解伤寒论白话解 (金)成无己原著 978-7-5091-735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明理论 伤寒明理药方论白话解 (金)成无己原著 978-7-5091-735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病名家王鸿士 王国玮，刘清泉主编 978-7-5091-735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眩晕症的诊断与治疗 张素珍主编 978-7-5091-736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补气血养生法 马汴梁主编 978-7-5091-736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椎病的诊断与非手术治疗 张卫华主编 978-7-5091-736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一味中药祛顽疾 李世文，康满珍，阳红主编 978-7-5091-736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安全缺陷与矫正 李玉明[等]主编 978-7-5091-736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程天民军事预防医学 曹佳，曹务春，粟永萍主编 978-7-5091-736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皮肤病彩色图谱 赵广，王毅侠主编 978-7-5091-736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注射用抗感染药物应用与配伍 沈建平主编 978-7-5091-737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率:心血管病防治新靶点 周蕾，白玲主编 978-7-5091-737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传播中医.3,中医师承临证指南 邹运国，王坤玲主编 978-7-5091-737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子宫内膜异位症诊疗新进展 郝敏主编 978-7-5091-737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酒精与疾病防治 李虹伟主编 978-7-5091-737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外科用药指导 董振咏，刘钗主编 978-7-5091-737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外科临床诊治路径 邱建宏，孟晓东主编 978-7-5091-737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外科手术并发症防治 邱建宏，赵新鸿，及东林主编 978-7-5091-738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外科健康教育手册 邱建宏，郑妍，滑丽美主编 978-7-5091-738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肌筋膜疼痛与功能障碍:激痛点手册.第一卷,
上半身

David G. Simons，Janet G. Travell，
Lois S. Simons著

978-7-5091-738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烧伤外科学高级教程 夏照帆主编 978-7-5091-738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诊断检查手册 王欣如，龙宪连主译 978-7-5091-738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葛宝丰院士集 葛宝丰主编 978-7-5091-738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病学进展.2014 林曙光主编 978-7-5091-739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信息资源应用 王辉,杨志强,杨春主编 978-7-5091-739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怎样成为一名好中医:从酷爱中医到一方名医 单鹏翼著 978-7-5091-740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仪器设备操作使用手册 杨明，周丽娟主编 978-7-5091-740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当代口腔正畸学
Willian R. Proffit, Henry W. Fields, 

David M. Sarver主编
978-7-5091-740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疾病治疗后影像学 郑可国,沈冰奇主编 978-7-5091-740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志强院士集 黄志强主编 978-7-5091-740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影像诊断病例点评150例 Cecilia M. Brennecke原著 978-7-5091-741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影像诊断病例点评183例
Brian C. Bowen，Alfonso Rivera，Efrat 

Saraf-Lavi原著
978-7-5091-741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人保健医:帮助女人处理好那些事 李兴春，梁淑敏主编 978-7-5091-741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任之堂医门日诵早晚课 任之堂中医传播小组编选 978-7-5091-741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器械识别与优化组配 何丽，董薪，许多朵主编 978-7-5091-742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介入性超声应用指南 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编著 978-7-5091-742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层医生临床手册 曾昭耆，顾湲主编 978-7-5091-742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检验数据临床解读 陈鸣，陈伟，邓少丽主编 978-7-5091-742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骨骼发育学
(美)Felix Bronner，(美)Mary C. Farach-

Carson，(美)Helmtrud I. Roach主编
978-7-5091-742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影像解剖学图解:正常·变异·误判 崔磊，胡春洪，龚沈初主编 978-7-5091-743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症监护学
Gerard J. Criner,Rodger E. 

Barnette,Gilbert E. D`Alonzo原著
978-7-5091-743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振义院士集 陈挥主编 978-7-5091-743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松学习骨肌系统影像诊断 吴文娟，刘记存主编 978-7-5091-744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跟师一日一得:理法方药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744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盛志勇院士集 张献怀主编 978-7-5091-744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系统脱落细胞诊断图谱 董艺编著 978-7-5091-745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同仁角结膜病例精粹 孙旭光主编 978-7-5091-745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活体角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图谱 孙旭光主编 978-7-5091-745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用药指导 葛建国主编 978-7-5091-745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内科疾病用药指导 葛建国主编 978-7-5091-745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诊断病理学:缩印版 陈乐真主编 978-7-5091-746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何凤生院士集 郑玉新，钱方毅主编 978-7-5091-746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高级教程 张学军主编 978-7-5091-746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内分泌治疗学 李继俊主编 978-7-5091-746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手术室管理手册 马育璇主编 978-7-5091-746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生殖医学实用图谱 陈诵芬，郝天羽，邓晓惠主编 978-7-5091-747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茶疗法治百病 程爵棠，程功文编著 978-7-5091-747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方剂新用法 兰水中，王士才主编 978-7-5091-747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白内障基础与临床 邹玉平主编 978-7-5091-747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精神疾病临床路径 肖传实，张克让主编 978-7-5091-748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拓展性口腔美学修复临床指导 邵龙泉著 978-7-5091-748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体位安置及铺巾标准流程 何丽，李丽霞，李冉主编 978-7-5091-748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癌外科相关综合治疗:国际进展与循证医学
证据

Giovanni de Manzoni，Franco Roviello，
Walter Siquini主编

978-7-5091-748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血管超声检查技术 Nathalie Garbani原著 978-7-5091-748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外医院评审:研究与实践 马丽平主编 978-7-5091-749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身影像与病理对照:深刻理解疾病
Nicholas C. Gourtsoyiannis，Pablo R. 

Ros原著
978-7-5091-749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结直肠肛门手术技巧图解 James W. Fleshman[等]著 978-7-5091-749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甲状腺超声与病理对照图谱
(挪)Arne Heilo，(挪)Eva Sigstad，

(挪)Krystyna Groholt原著
978-7-5091-749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殖医学临床指南与专家解读 乔杰主编 978-7-5091-749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连达院士集 李连达主编 978-7-5091-749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恶性肿瘤及并发症中西医结合治疗 郭勇主编 978-7-5091-749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郝希山院士集 郝希山主编 978-7-5091-749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牙合学理论与临床实践 韩科，张豪主编 978-7-5091-750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后元院士集 周后元主编 978-7-5091-750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医学调查分析技术 郭秀花主编 978-7-5091-750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寻回传统针灸的精髓:经络辨证初识 邓叔华，刘俊主编 978-7-5091-750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改传奇:从经典到精益 (美)Charlie Kenney原著 978-7-5091-750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支气管哮喘 曲政海，林荣军，孙向红主编 978-7-5091-750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专科护理技术操作规范与评分标准 皮红英，王玉玲主编 978-7-5091-751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生儿危重症诊疗处置 王乾，胡蔚，代文琼主编 978-7-5091-751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产科医患沟通手册 俞丽丽，郑英如主编 978-7-5091-751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面向青年牙科医师、技师的种植修复、技工
工艺快速入门:从检查诊断到上部结构安装的

十河厚志著 978-7-5091-751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妇科经阴道手术
(美)Victor W. Nitti，(美)Nirit 

Rosenblum，(美)Benjamin M. Brucker著
978-7-5091-751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盆腔解剖与妇产科手术图谱.上卷,妇产科应
用解剖与基本术式

(美)Michael S. Baggish，(美)Mickey M. 
Karram原著

978-7-5091-751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盆腔解剖与妇产科手术图谱.下卷,其他相关
妇科手术，内镜检查与内镜手术

(美)Michael S. Baggish，(美)Mickey M. 
Karram原著

978-7-5091-751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盆腔解剖与妇产科手术图谱.中卷,宫颈、阴
道、外阴及会阴部手术

(美)Michael S. Baggish，(美)Mickey M. 
Karram原著

978-7-5091-752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陈慰峰院士集 张毓主编 978-7-5091-752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椎间盘突出症 鲁玉来，刘晓光主编 978-7-5091-752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ICU指南 张天敏，申丽旻，任洪波主编 978-7-5091-752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吴咸中院士集 吴咸中主编 978-7-5091-752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透析通路的建立及维护 郑月宏，王克勤主编 978-7-5091-752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松学习心脏和血管影像诊断 全冠民，赵世华主编 978-7-5091-752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学勤辨治肝胆病 刘学勤编著 978-7-5091-753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跟老中医学经典:脾胃论临床发挥 李永成主编 978-7-5091-753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恶性肿瘤合理用药一册通晓:医学专家为你详
细解答

孟威宏，谢晓冬，侯明晓主编 978-7-5091-753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痛风合理用药一册通晓 唐晓红，胡俊平主编 978-7-5091-753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临床寄生虫病实验室诊断 许正敏，李智山主编 978-7-5091-753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卒中高级护理临床实践 魏琳主编 978-7-5091-754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CRRT实践操作教程 王欣然，贾建国主编 978-7-5091-754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中医歌诀 孙光荣，杨建宁主编 978-7-5091-754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髌股关节不稳定临床评估与治疗 冯华，张辉主编 978-7-5091-754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梁智仁院士集 梁智仁主编 978-7-5091-754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数字化肝脏外科学 方驰华主编 978-7-5091-754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外科与种植外科 J.Thomas Lambrecht原著 978-7-5091-754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自身免疫性疾病实验诊断学 马凯，郎筠渊主编 978-7-5091-754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微透析技术与药物研究 Markus Muller原著 978-7-5091-754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家庭对症按摩 王光安主编 978-7-5091-755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林改错方药必悟 何庆勇主编 978-7-5091-755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电图轻松进阶教程,实例解读篇 陈韵岱，石亚君，徐勇主编 978-7-5091-755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方药歌诀 孙光荣，杨建宇主编 978-7-5091-755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方叠用 何庆勇主编 978-7-5091-755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师“三基”技能训练图解,外科分册 石平，王与荣主编 978-7-5091-755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协和妇产科操作备忘录 邓珊，郎静和主编 978-7-5091-756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心电图手册 Tapas Kumar Koley原著 978-7-5091-756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肌系统疾病治疗后影像学 张朝晖，高振华主编 978-7-5091-756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补阴阳养生法 马汴梁主编 978-7-5091-756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补肺养生法 马汴梁主编 978-7-5091-756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立忠临证医集 王立忠著 978-7-5091-756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松学习肝胆胰影像诊断 方松华主编 978-7-5091-756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营养师考试指南 蔡东联主编 978-7-5091-756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康复护理技术操作规程 郑彩娥，李秀云主编 978-7-5091-757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学最新诊断与治疗 William W. Hay[等]原著 978-7-5091-757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肠梗阻诊断治疗 周永坤，许振国，朱勇主编 978-7-5091-757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童坦君院士集 童坦君主编 978-7-5091-757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外科手术图谱 Klimberg著 978-7-5091-757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允怡院士集 刘允怡主编 978-7-5091-757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结核外科治疗手术技巧 王文军[等]主编 978-7-5091-758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马王堆医方释义 周德生，何清湖主编 978-7-5091-758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级骨科学精要 Mark D. Miller原著 978-7-5091-758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姜春华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等]本册编 978-7-5091-758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Dr.Tierney临床诊治精要:汉英.第2辑 Lawrence M. Tierney原著 978-7-5091-758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外科学:基础、循证和新技术
David L Bartlett，Pragatheeshwar 

Thirunavukarasu，Matthew D Neal原著
978-7-5091-758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医院感染管理指南 秦小平主编 978-7-5091-758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零距离面对病与证:冯松杰临床验案152例 冯松杰著 978-7-5091-758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IgG4相关性疾病解读 (日)川茂幸，(日)川野充弘编著 978-7-5091-758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睡眠医学基础 Richard B. Berry原著 978-7-5091-759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艾灸疗法规范化操作图解 袁宜勤，崔瑾，王瑞辉主编 978-7-5091-759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拔罐疗法规范化操作图解 王富春主编 978-7-5091-759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按摩疗法规范化操作图解 李江山主编 978-7-5091-759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师“三基”技能训练图解,内科分册 石平，史兆荣主编 978-7-5091-760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肛肠病小针刀综合疗法 田淇第著 978-7-5091-760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不孕不育千家妙方 谭洪福，李艳编著 978-7-5091-760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肩腰腿痛千家妙方 谭洪福，朱立章，王惟恒著 978-7-5091-760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压千家妙方 张卫阳，王惟恒编著 978-7-5091-761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细胞信号转导药理与临床 陈临溪，李兰芳，王毅主编 978-7-5091-761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信息检索学 湛佑祥[等]主编 978-7-5091-761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妙用乌鸡白凤丸 李艳,王惟恒编著 978-7-5091-762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养生之道:揭秘中医养生之法 潘心乾，王惟恒编著 978-7-5091-762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妙用六味地黄丸 李艳，王惟恒编著 978-7-5091-762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规范化管理与教学 何丽，李丽霞，徐淑娟主编 978-7-5091-762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名家肿瘤证治精析 李济仁主编 978-7-5091-762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本草之韵:173种中草药趣谈及应用学问 王化猛，王宜芳，黄辉编著 978-7-5091-762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科临床工作手册:思路、原则及临床方案 刘全忠主编 978-7-5091-763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重症监护掌中宝,护士分册 周立，王蓓主编 978-7-5091-763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烧伤外科学 柴家科主编 978-7-5091-763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诊疗流程 冯琼，廖灿主编 978-7-5091-764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肛肠病图谱 赵刚主编 978-7-5091-764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疼痛方剂证治 朱平生，王晓田主编 978-7-5091-764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防治指南和适宜技术基层推广手册 马依彤主编 978-7-5091-764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肌肉骨骼系统超声医学 Stefano Bianchi，Carlo Martinoli主编 978-7-5091-764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抗栓与溶栓治疗:基础与实践 韩雅玲，史旭波，郭静萱主编 978-7-5091-764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弱激光穴位照射疗法 朱平，俞沁，(加)孙文姬主编 978-7-5091-765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秘传疼痛灵验妙方大全 李艳，王惟恒主编 978-7-5091-765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谢剑南妇科经验集 匡继林主编 978-7-5091-765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代谢与内分沁疾病验方集锦 肖国士，高积慧主编 978-7-5091-765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疾病护理指南 马燕兰，曾伟主编 978-7-5091-765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并发症治疗 任凯晶，马信龙，李晓辉主编 978-7-5091-765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医疗保健学 英明中主编 978-7-5091-766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骨伤康复运动与评定 容可，李小六主编 978-7-5091-766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郭应禄院士集 朱善璐主编 978-7-5091-766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跟师一日一得.2,临证取象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766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普肝病治验心法 李素领，姜枫主编 978-7-5091-766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帝内经》学术思想阐释 沈丕安主编 978-7-5091-766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室医疗设备规范化管理及操作 何丽，高建萍，董薪主编 978-7-5091-767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合并内科复杂疾病疑难病例解析 王禹，白静主编 978-7-5091-767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系统解剖学英语:中英对照 张保中主编 978-7-5091-767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四圣心源》白话讲记:黄元御一气周流理论
学习及实践的16堂课

李玉宾著 978-7-5091-767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叶玉如院士集 叶玉如主编 978-7-5091-768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急诊诊断与处理 华清泉，许昱主编 978-7-5091-768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可肿瘤医案 孙其新主编 978-7-5091-768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经五运六气简释 孙其新编著 978-7-5091-768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肩周炎 李平华，王尊亮，秦传江编著 978-7-5091-768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诊疗图解 杨君礼主编 978-7-5091-769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帝内经》通释 马烈光，张湖德，曹启富主编 978-7-5091-769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白话讲伤寒:一本你可以读懂的伤寒入门 郭强中编著 978-7-5091-769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可六经辨证学 孙其新编著 978-7-5091-769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可临证要旨.2 孙其新编著 978-7-5091-769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爷孙俩的中医故事.1,中药篇
之壹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769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爷孙俩的中医故事.2,中药篇
之贰

曾培杰，陈创涛主编 978-7-5091-769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彭子益批注《汤头歌》 汪昂著 978-7-5091-769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科研关键问题与对策 王丽芹，张俊红，盛莉主编 978-7-5091-769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与风险防范 刘悦新，李绮薇主编 978-7-5091-770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放射科诊疗管理与质量控制 黄仲奎，龙莉玲主编 978-7-5091-770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礼和院士集 张礼和主编 978-7-5091-770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桡动脉冠心病介入诊疗手册 杨胜利，刘惠亮主编 978-7-5091-770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内科证治歌诀 王洪武，杨日进编著 978-7-5091-771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癫痫的诊断与治疗 李哲，王丽辉，陈芳主编 978-7-5091-771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儿肺炎临床诊疗 吴晓莉，刘娜，苏慧主编 978-7-5091-771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感染性疾病诊断与治疗 赵志青，王树红，李进岩主编 978-7-5091-771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金哲院士集 张金哲主编 978-7-5091-771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围神经阻滞彩色图谱 (美)Jacques E. Chelly原著 978-7-5091-771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二级综合医院评审核心条款操作指南 钟森，董四平，王海和主编 978-7-5091-771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营养师必读 蔡东联，糜漫天主编 978-7-5091-771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不孕不育症诊断与治疗 张靖霄，王淑敏，段丽红主编 978-7-5091-771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速记宝典,方剂学 田朝晖总主编 978-7-5091-772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速记宝典,中医诊断学 田朝晖总主编 978-7-5091-772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速记宝典,中药学 田朝晖总主编 978-7-5091-772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曾毅院士集 曾毅主编 978-7-5091-772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甄永苏院士集 甄永苏主编 978-7-5091-772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谢立信院士集 谢立信主编 978-7-5091-773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郎景和院士集 郎景和主编 978-7-5091-773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耕陶院士集 张丹，孙华主编 978-7-5091-773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同惠院士集 张金兰主编 978-7-5091-773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梁晓天院士集 姜芸珍主编 978-7-5091-773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金国章院士集 金国章，李扬主编 978-7-5091-773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永炎院士集 王永炎主编 978-7-5091-774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陈冀胜院士集 陈冀胜主编 978-7-5091-774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鞠躬院士集 鞠躬主编 978-7-5091-774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沈倍奋院士集 沈倍奋主编 978-7-5091-774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陈灏珠院士集 陈灏珠,郭继鸿主编 978-7-5091-774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韩雅玲院士集 韩雅玲主编 978-7-5091-774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付小兵院士集 付小兵主编 978-7-5091-774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曾溢滔院士集 曾溢滔主编 978-7-5091-774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沈渔邨院士集 钱家鸣，于欣，沈渔邨主编 978-7-5091-774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澍寰院士集 田伟，田光磊主编 978-7-5091-774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姚开泰院士集 姚开泰主编 978-7-5091-775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贺林院士集 贺林主编 978-7-5091-775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朝义院士集 李朝义主编 978-7-5091-775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程京院士集 程京主编 978-7-5091-775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耀院士集 刘烁主编 978-7-5091-775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彤华院士集 刘彤华主编 978-7-5091-775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量院士集 吴克美主编 978-7-5091-775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陈宜张院士集 陈宜张主编 978-7-5091-775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士雯院士集 王士雯，吴海云主编 978-7-5091-775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韩济生院士集 韩济生主编 978-7-5091-775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新垣院士集 刘新垣主编 978-7-5091-776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夏咸柱院士集 夏咸柱主编 978-7-5091-776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侯凡凡院士集 侯凡凡主编 978-7-5091-776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正国院士集 王正国主编 978-7-5091-776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孙燕院士集 孙燕主编 978-7-5091-776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阮长耿院士集 阮长耿著 978-7-5091-776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许文思院士集 朱春宝主编 978-7-5091-776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郑静晨院士集 郑静晨主编 978-7-5091-776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钟南山院士集 钟南山主编 978-7-5091-776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吴孟超院士集 吴孟超主编 978-7-5091-776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俞梦孙院士集 俞梦孙主编 978-7-5091-777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朱晓东院士集 朱晓东主编 978-7-5091-777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涤生院士集 张涤生主编 978-7-5091-777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邱蔚六院士集 邱蔚六主编 978-7-5091-777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超凡论中药 林育华主编 978-7-5091-777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激光针灸手册 朱平，马宁主编 978-7-5091-777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成药新用途 李世文，康满珍主编 978-7-5091-777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民间秘方治百病 程爵棠，程功文编著 978-7-5091-778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症急治手册 辛军，李小毅，李秀美主编 978-7-5091-778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底血管造影图谱
Heinrich Heimann，Ulrich Kellner，

Michael H. Foerster原著
978-7-5091-778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速记宝典,中医基础理论 田朝晖总主编 978-7-5091-778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速记宝典,中医内科学 田朝晖总主编 978-7-5091-778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速记宝典,针灸学 田朝晖总主编 978-7-5091-778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宝厚肾脏临证精要 甘培尚，丁健文主编 978-7-5091-778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跟名师学中医诊断 徐琬梨，任健编著 978-7-5091-779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心肺复苏学 王立祥著 978-7-5091-779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夏照帆院士集 夏照帆主编 978-7-5091-779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陇德院士集 王陇德主编 978-7-5091-779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陆道培院士集 陆道培主编 978-7-5091-779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于金明院士集 于金明主编 978-7-5091-779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黎鳌院士集 吴军主编 978-7-5091-779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吴以岭院士集 吴以岭主编 978-7-5091-779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红阳院士集 王红阳主编 978-7-5091-779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陈可冀院士集 陈维养主编 978-7-5091-780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顾健人院士集 陈挥主编 978-7-5091-780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吴旻院士集 詹启敏，林晨主编 978-7-5091-780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宏灏院士集 周宏灏主编 978-7-5091-780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邱贵兴院士集 邱贵兴主编 978-7-5091-780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润霖院士集 高润霖主编 978-7-5091-780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陈志南院士集 陈志南主编 978-7-5091-780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朱氏脉诀 朱清林编著 978-7-5091-781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组织学 孙建和，杨仕明主编 978-7-5091-781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于德泉院士集 庾石山主编 978-7-5091-781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护理技术操作训练与考核 乔淑芳，张英主编 978-7-5091-781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病药物治疗指南 戴德银[等]主编 978-7-5091-782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俞永新院士集 俞永新主编 978-7-5091-782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志红院士集 刘志红主编 978-7-5091-782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漫画中医.第肆册,经络篇 罗大伦, 于春华编绘 978-7-5091-782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脂肪肝中西医实用手册 朱肖鸿主编 978-7-5091-782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疾病中西医结合诊断与治疗 肖万泽主编 978-7-5091-782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家庭医学:最新诊断与治疗
Jeannette E. South-Paul，Samuel C. 

Matheny，Evelyn L. Lewis原著
978-7-5091-782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手术学:操作要点与技巧 李超编著 978-7-5091-783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钱煦院士集 钱煦主编 978-7-5091-783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患沟通技巧 李秋萍编著 978-7-5091-783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术后康复指南 张晓阳主编 978-7-5091-783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护理与风险防范 李智英，刘悦新主编 978-7-5091-783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哈兹德老年医学.上卷 Jeffrey B. Halter[等]著 978-7-5091-783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哈兹德老年医学.下卷 Jeffrey B. Halter[等]著 978-7-5091-783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贯珠集白话解 (清)尤在泾原著 978-7-5091-783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性心脏病用药策略 李少波，陈武主编 978-7-5091-785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口腔种植临床精萃.2014年卷 王兴，刘宝林主编 978-7-5091-785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帝内经》刺络放血图解 喻喜春著 978-7-5091-785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心血管内科诊疗手册 Reza Ardehali，Marco Perez，Paul Wang
原著

978-7-5091-785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初涉脉诊四部曲:系统辨证脉学入门图解 滕晶，齐向华主编 978-7-5091-785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辨脉知病实战录:凭脉知证，因证选方 滕晶，齐向华主编 978-7-5091-786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肌病用药策略 王福军，罗亚雄主编 978-7-5091-786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妊娠期和哺乳期安全用药速查 刘丽萍，鄢丹主编 978-7-5091-786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镜垂体外科学:内分泌、神经眼科和外科治
疗

(美)Theodore H. Schwartz，(美)Vijay K. 
Anand原著

978-7-5091-786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家庭对症艾灸 林永青主编 978-7-5091-786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事业单位招聘护士综合应试策略 杨会香，井秀玲，张玉红主编 978-7-5091-787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师)单科一次过(第4科)专业实践能力 徐朝艳，周璇主编 978-7-5091-787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学(师)考前冲刺必做 吕竹芬，杨帆主编 978-7-5091-787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学(士)考前冲刺必做 吕竹芬，杨帆主编 978-7-5091-787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吕竹芬，杨帆主编 978-7-5091-787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热射病防治技术手册 李海玲，陈玉东，张海生主编 978-7-5091-787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简明中成药手册 戴德银[等]主编 978-7-5091-787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诊方辑要详释:丁甘仁方药特色荟萃 赵章忠，丁佐泓，赵坚注释 978-7-5091-787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高级教程 韩东一主编 978-7-5091-788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4 ACC/ESC心血管疾病研究进展 李艳芳，周玉杰，王春梅主编 978-7-5091-788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实用护理技术及常见并发症处理 高玉芳，魏丽丽，修红主编 978-7-5091-788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外科护理查房手册 何冰娟，赵毅，张冬梅主编 978-7-5091-788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从症状到诊断:循证学指导
(美)Scott D. C. Stern，(美)Adam S. 

Cifu，(美)Diane Aitkorn原著
978-7-5091-788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受体激动剂与阻滞剂在心血管病的临床应用 李艳芳，师树田主编 978-7-5091-788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临床经验与教训 田扬顺主编 978-7-5091-788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疾病检查比较影像技术学 胡军武，张树桐主编 978-7-5091-788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管理新模式 王景明主编 978-7-5091-788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英语 强丽宁，杨潇主编 978-7-5091-789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过敏性疾病防治手册 李在玲主编 978-7-5091-789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人安全用药速查 刘丽萍，万军主编 978-7-5091-789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患者护理问答 王燕青主编 978-7-5091-789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品经营人员岗位培训题集 吴蠡荪，顾正方主编 978-7-5091-789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慢性肾病中医特色疗法 孙彪，孙伟主编 978-7-5091-790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脏病新理论新技术 孙世澜，关天俊，袁海主编 978-7-5091-790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学(师)模拟试卷及解析 吕竹芬，杨帆主编 978-7-5091-790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学(士)模拟试卷及解析 吕竹芬，杨帆主编 978-7-5091-790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医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邵龙泉，王琳琳主编 978-7-5091-790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学(师)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 吕竹芬，杨帆主编 978-7-5091-790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学(士)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 吕竹芬，杨帆主编 978-7-5091-790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考100+模拟微考场 李志宏，曹宝花主编 978-7-5091-790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考100+冲刺扑克牌 李志宏，曹宝花主编 978-7-5091-790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考前预测4套卷 李志宏，曹宝花主编 978-7-5091-791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师)资格考试护师急救书.上册 屠燕，邓海军主编 978-7-5091-791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师)资格考试护师急救书.下册 屠燕，邓海军主编 978-7-5091-791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师)单科一次过(第2科)相关专业知识 周旋，储静主编 978-7-5091-791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师)单科一次过(第3科)专业知识 罗晨玲，宋双主编 978-7-5091-791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师)单科一次过(第1科)基础知识 张立力，林芳宇主编 978-7-5091-791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中级)单科一次过(第2科)相关专业知
识

周璇，曾毅主编 978-7-5091-791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中级)单科一次过(第1科)基础知识 徐朝艳，张立静主编 978-7-5091-791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中级)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 言慧，肖烈虹主编 978-7-5091-791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师)模拟试卷及解析 王小艳，周红梅主编 978-7-5091-791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师)历年考点精编 徐朝艳，孙剑主编 978-7-5091-791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师)考前冲刺必做 赵阳，舒杨主编 978-7-5091-792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师)资格考试同步练习及解析 贾凤琴，张立静主编 978-7-5091-792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邹志英主编 978-7-5091-792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学（师）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 罗晨玲，姚卫光主编 978-7-5091-792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营养学模拟试卷及解析 赵玉斌，张晔主编 978-7-5091-792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刘新光，孟庆勇，马丽主编 978-7-5091-792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士)模拟试卷及解析 刘新光，孟庆勇，徐军发主编 978-7-5091-792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师)模拟试卷及解析 孟庆勇，刘新光，林满华主编 978-7-5091-792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微生物检验技术模拟试卷及解析 黄凯，隋慧雪主编 978-7-5091-792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公共卫生(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赵玉斌，郝哲主编 978-7-5091-793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士)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
串讲

吕世静，刘新光，孟庆勇主编 978-7-5091-793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师)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
串讲

孟庆勇，刘新光，袁汉尧主编 978-7-5091-793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康复医学治疗技术(士)模拟试卷及解析 李永方，吴庆文主编 978-7-5091-793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放射医学技术(师)模拟试卷及解析 司东雷主编 978-7-5091-793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麻醉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全飞宇[等]主编 978-7-5091-793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放射医学技术(士)模拟试卷及解析 司东雷主编 978-7-5091-793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放射医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龚洪瀚主编 978-7-5091-794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波医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孟素云，周爱云主编 978-7-5091-794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戎曙欣，孙朝晖主编 978-7-5091-794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李立安，张昕蕾主编 978-7-5091-794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外科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曾昭池，阳林俊，陈斌主编 978-7-5091-794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李解贵，周国华，陈斌主编 978-7-5091-794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内科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周国华，陈斌，周红宇主编 978-7-5091-794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周国华，陈斌，谢金龙主编 978-7-5091-794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袁军，薛维华主编 978-7-5091-794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学(中级)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 李立安，黄柯主编 978-7-5091-794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学(中级)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 何登明，吴铁军，张宇飞主编 978-7-5091-795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学(中级)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 周国华，陈斌，尹凤鸣主编 978-7-5091-795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学(中级)模拟试卷及解析 全飞宇[等]主编 978-7-5091-795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学(中级)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 吕竹芬，杨帆主编 978-7-5091-795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学检验学与技术（中级）应试指导及
历年考点串讲

刘新光，孟庆勇，侯敢主编 978-7-5091-795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史氏儿科治验传薪:祖孙十代人的家传秘方 史来恩，马桂琴著 978-7-5091-795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悬解白话解 (清)黄元御原著 978-7-5091-795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模拟试卷及解析 周璇，李燕主编 978-7-5091-796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外科锁孔手术入路:基本理论与手术技术 (德)Axel Perneczky[等]原著 978-7-5091-796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门急诊医师入门以提高:从实习医师到临床专
家

顾红军，胡佳乐，李强主编 978-7-5091-796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疾病临床影像学特点 妙朝英，刘颖军，臧丽莉主编 978-7-5091-796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脱落细胞病理诊断学图谱 王永才[等]主编 978-7-5091-796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电离辐射损伤与临床诊治 姜恩海[等]主编 978-7-5091-797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际创伤生命支持教程 John E. Campbell原著 978-7-5091-797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考前冲刺必做 宋双主编 978-7-5091-797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安全用药速查 刘丽萍主编 978-7-5091-797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影像科护理工作手册 李雪，曾登芬主编 978-7-5091-797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电位疗法临床应用 朱平，赵宗平编著 978-7-5091-797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同步练习及解析 王平主编 978-7-5091-798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应试指导及历年考点串讲 宋双，杨静主编 978-7-5091-798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护考急救书.上册 王平主编 978-7-5091-798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护考急救书.下册 王平主编 978-7-5091-798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衷中参西录:方药心悟 何庆勇主编 978-7-5091-798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底细胞样乳腺癌临床与病理 张金库，张浙岩主编 978-7-5091-799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危重胸部创伤处理技术 苏志勇，吴骏，张毅主编 978-7-5091-799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神科护理 Linda Anne Silvestri原著 978-7-5091-799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外科护理 Linda Anne Silvestri原著 978-7-5091-799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科尔曼脂肪注射:从充填到再生
Sydney R. Coleman，Riccardo F. Mazzola

原著
978-7-5091-799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用药策略 杨海涛，刁保忠主编 978-7-5091-799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卵巢疾病 石一复，郝敏主编 978-7-5091-799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踝关节外科学 毛宾尧,庞清江,戴尅戎主编 978-7-5091-800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辨证入门与病案全解 刘俊，邹光翼主编 978-7-5091-800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肺动脉栓塞学 甘辉立主编 978-7-5091-800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童医院感染管理 秦小平主编 978-7-5091-800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检验三基训练指南 李立新[等]主编 978-7-5091-800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人热养 男人冷养 毛海琴主编 978-7-5091-800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疾病临床征候学:英汉双语版.上卷 卢祖能，王真真，关景霞主编 978-7-5091-801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疾病临床征候学:英汉双语版.下卷 卢祖能，王真真，关景霞主编 978-7-5091-801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爷孙俩的中医故事.4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01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细说经络辨证 张智龙编著 978-7-5091-801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曾譻辨治内科杂病 任明，范玉强主编 978-7-5091-801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临床病例精解 黄捷英，刘凤奎，谢苗荣主编 978-7-5091-801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菲尔德解剖与触诊体表标志
(英)Derek Field，(英)Jane Owen 

Hutchinson著
978-7-5091-802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干燥综合征防治123问 徐蕾主编 978-7-5091-802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特色疗法 马勇，王建伟主编 978-7-5091-802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阳痿中医特色疗法 徐福松，刘承勇主编 978-7-5091-802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GAP-CCBC精彩病例荟萃.2015 杨跃进主编 978-7-5091-802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血液学图谱 李顺义，卢兴国，李伟皓主编 978-7-5091-802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教您防治肺结核 刘忠达主编 978-7-5091-802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爷孙俩的中医故事.3,中药篇
之叁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03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介入技术 唐发宽，李俊峡，曹雪滨主编 978-7-5091-803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历年考点串讲 周国华，郭立新，陈斌主编 978-7-5091-803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呼吸治疗学精要
Robert M. Kacmarek，Steven Dimas，

Craig W. Mack原著
978-7-5091-803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自然健康手册 杨路亭主编 978-7-5091-804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外科与癫癇 孙涛，王峰主编 978-7-5091-804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标准化管理手册,护理岗位 李书章，袁安升主编 978-7-5091-804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标准化管理手册,医师岗位 李书章，袁安升主编 978-7-5091-804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遣方用药专家真传 王士才，赵燕芬，叶金汉主编 978-7-5091-804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虫蛇妙方 程爵棠编著 978-7-5091-804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护士实用礼仪 黄建萍主编 978-7-5091-807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临床影像学
(美)Suresh K. Mukherji，(美)Gaurang 

Shah著
978-7-5091-808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新理论新技术.2015 沈卫峰，张瑞岩主编 978-7-5091-808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种植牙手术中的骨采集、骨移植和骨成形技
术:从基础开始快速进阶

嶋田淳著 978-7-5091-808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固定义齿修复学精要 Herbert T. Shillingburg编著 978-7-5091-809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执业医师历年考点精编 张翼鹏主编 978-7-5091-809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历年考点精编 张翼鹏主编 978-7-5091-809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执业医师应试宝典 袁海洋，李颖超主编 978-7-5091-809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应试宝典 李瑞利主编 978-7-5091-809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1卷,关节外科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809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2卷,截肢 感染 肿瘤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810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4卷,脊柱外科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810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5卷,运动医学及关节镜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810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7卷,手外科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810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8卷,足踝外科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810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6卷,创伤骨科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810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第3卷,儿童骨科 S. Terry Canale，James H. Beaty原著 978-7-5091-810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解放军总医院介入诊疗手册 王茂强，段峰主编 978-7-5091-810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护理学 徐燕，周兰姝主编 978-7-5091-810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体部磁共振成像诊断精要 (美)Christopher G. Roth原著 978-7-5091-811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威廉姆斯血液学手册 (美)Marshall A. Lichtman[等]原著 978-7-5091-811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简明胎儿畸形产前超声诊断学 李胜利，朱军主编 978-7-5091-811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中医类)模拟试卷(解析) 王丹主编 978-7-5091-811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临床类)模拟试卷(解析) 王丹主编 978-7-5091-811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执业医师考前冲刺必做 梁源主编 978-7-5091-811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考前冲刺必做 董广艳主编 978-7-5091-811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执业助理医师模拟试卷(解析) 马葳，高晓玲主编 978-7-5091-812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考前冲刺必做 王海丹主编 978-7-5091-812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执业医师考前冲刺必做.2015 王海丹主编 978-7-5091-812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模拟试卷(解析) 王丹主编 978-7-5091-812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执业医师模拟试卷(解析) 柯小亮主编 978-7-5091-812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部疗法治百病 程爵棠，程攻文编著 978-7-5091-812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臂丛神经损伤临床诊疗与健康
Kevin C. Chung，Lynda J. -S.Yang，John 

E. McGillicuddy主编
978-7-5091-812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伯曼儿科决策 Lalit Bajaj[等]原著 978-7-5091-813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临床类)考点精编 王丹，郭新娥主编 978-7-5091-813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考前冲刺必做 潘科聪主编 978-7-5091-813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考前冲刺必做 翟亮主编 978-7-5091-813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临床类)考前冲刺必做 王丹主编 978-7-5091-813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考前冲刺必做 杨雪莲主编 978-7-5091-813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师考前冲刺必做 杨雪莲主编 978-7-5091-813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中医类)考前冲刺必做 王丹主编 978-7-5091-813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口腔种植学 Carl E. Misch著 978-7-5091-813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体体表图谱随身查 郭长青[等]主编 978-7-5091-814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麻醉科护理基本知识与技术 陈旭素，黄毓婵主编 978-7-5091-814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胆胰外科手术图谱 (美)L.H. Blumgart原著 978-7-5091-814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杏林碎金录:30年皮外科秘典真传 徐书编著 978-7-5091-814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整形手术彩色图谱 David T. Tse原著 978-7-5091-814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门诊急诊技术操作手册
C. Max Hoshino，John V. Tiberi，Thomas 

G. Harris主编
978-7-5091-815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应试宝典 刘枫主编 978-7-5091-815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应试宝典 吴春虎，孙洪军，李晶主编 978-7-5091-815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历年考点串讲 周国华，李中秋，刘伟主编 978-7-5091-815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执业助理医师历年考点精编 彭欣，高晓玲主编 978-7-5091-815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历年考点精编 费威，郭新娥主编 978-7-5091-815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历年考点精编 翟亮，王松军主编 978-7-5091-815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执业医师历年考点精编 彭欣，高晓玲，马云锐主编 978-7-5091-815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模拟试卷(解析) 姜小梅主编 978-7-5091-815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模拟试卷(解析) 张毅主编 978-7-5091-815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模拟试卷解析 张静主编 978-7-5091-816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师模拟试卷(解析) 张静主编 978-7-5091-816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历年考点精编 沈丽萍主编 978-7-5091-816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师历年考点精编 张静主编 978-7-5091-816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历年考点精编 周璇，郑志惠主编 978-7-5091-816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围血管病基础与临床 赵钢，李令根主编 978-7-5091-817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电图危急值报告 卢喜烈编著 978-7-5091-817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唇腭裂正畸治疗 黄宁，杨超主编 978-7-5091-817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唇腭裂手术麻醉 王淼主编 978-7-5091-817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唇腭裂手术治疗 王煟李承浩主编 978-7-5091-817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唇腭裂心理咨询与治疗 郑谦，龚彩霞主编 978-7-5091-817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唇腭裂的护理 龚彩霞主编 978-7-5091-817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电位温热疗法 朱平，许练编著 978-7-5091-818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三世家传医方实录 崔咏吟编著 978-7-5091-818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干燥综合征中医特色疗法 徐蕾，吴素玲主编 978-7-5091-818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家庭对症保健药酒 林永青主编 978-7-5091-818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键谈中风:中医康复与调治 王键主编 978-7-5091-818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经络穴位歌诀 董明强编著 978-7-5091-819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当代皮肤性病科妙方 李世文，康满珍主编 978-7-5091-819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髋膝关节置换快优临床路径及康复指南 周一新，杨德金主编 978-7-5091-819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赵绍琴医案实录 李刘坤编著 978-7-5091-819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金亮辨治脾胃病 刘华一，王秀娟主编 978-7-5091-819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住院病人健康教育指南 黄津芳主编 978-7-5091-819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护理指南 黄叶莉[等]主编 978-7-5091-819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腔镜结直肠手术技巧 (美)Conor P. Delaney[等]著 978-7-5091-819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CT血管成像诊断手册 张龙江，卢光明主编 978-7-5091-820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振腹疗法 付国兵，戴晓晖主编 978-7-5091-820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面部轮廓整形手术图谱 邵祯主编 978-7-5091-820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本草思辨录 (清)周岩著 978-7-5091-820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圣方治验录 邹趾痕著 978-7-5091-820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方实验录 曹颖甫著 978-7-5091-820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急症诊断思路与抢救策略 李君[等]主编 978-7-5091-820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肠道疾病中西医实用手册 杨强，王绪霖主编 978-7-5091-820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中医诊疗手册 杨旸主编 978-7-5091-821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工作手册 李兵晖，杨风，鲍慧玲主编 978-7-5091-821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欧阳群针灸临证精要 欧阳群主编 978-7-5091-821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肠外科围术期处理 金中奎，钟朝辉，林晶主编 978-7-5091-821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寻找中药重剂取效的秘
诀.2

陈云志，刘俊主编 978-7-5091-821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爷孙俩的中医故事.5 曾培杰，陈创韬编著 978-7-5091-821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爷孙俩的中医故事.6,中药篇
之陆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21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传世碎金方:一名基层老中医的50年屡试屡效
方

周正祎著 978-7-5091-821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可临证要旨.1 孙其新编著 978-7-5091-822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朱宗元临证经验集要 杨国英，张明锐主编 978-7-5091-822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田从豁60年针灸秘验实录 赵宏主编 978-7-5091-822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性盆底疾病影像解剖图谱 宋岩峰主编 978-7-5091-822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脂肪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Yves-Gerard Illouz，Aris Sterodimas编
著

978-7-5091-822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杏林发微:四十年杂病验案体悟随笔 余泽运编 978-7-5091-822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杏林心语:一位中医骨伤医师的临证心得 王家祥主编 978-7-5091-822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癌诊疗与进展 陈江浩，李南林主编 978-7-5091-823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安氏Ⅱ类错〓——正畸诊断与治疗 段银钟，林典岳，孙应明主编 978-7-5091-823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五运六气解读《脾胃论》:阴火是怎样形成的 田合禄著 978-7-5091-823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颅底骨折与合并症外科治疗 张延平，杨子润主编 978-7-5091-823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圣手顾兆农经验良方赏析 卢祥之主编 978-7-5091-823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王新午·王伯武医话医案 王新午，王伯武著 978-7-5091-823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临床症状护理 周染云[等]主编 978-7-5091-823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噪声作业听力保护手册 王世强，张斌主编 978-7-5091-823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B55型腺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 杨慧宁，刘惠亮，王藩主编 978-7-5091-823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名中医颈肩腰腿痛效方验案 尹国有主编 978-7-5091-824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草木皆为药:一名基层老中医的50年中草药简
易方

周正祎著 978-7-5091-824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焦虑症诊治心悟 包祖晓主编 978-7-5091-824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这才是真实的中医 高仪著 978-7-5091-824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颅颈交界区畸形:基础与外科治疗 余新光主编 978-7-5091-825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各科必背方剂100首 蔡春江，万柏松，张建英主编 978-7-5091-825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男子不育症中医特色疗法 徐福松，章茂森主编 978-7-5091-825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睡眠呼吸暂停与心血管疾病 李庆祥，张莹，苏敬泽主编 978-7-5091-825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胸部影像解剖图谱:中英文对照 胡晓云，沈哲主编 978-7-5091-825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多发性创伤骨折处理:多学科综合救治策略
(美)Hans-Christoph Pape，(美)Roy 
Sanders，(美)Joseph Borrelli著

978-7-5091-826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物药物与临床应用 王佃亮，乐卫东主编 978-7-5091-826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心理学原理 徐金梁，王彦芳，闫欣主编 978-7-5091-826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检查与诊断手册 Mark W. Leitman原著 978-7-5091-826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疝修补手术后遗症
(德)Volker Schumpelick，(德)Robert J. 

Fitzgibbons原著
978-7-5091-826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杏林传薪:赵和平临床经验与学术思想研究 孟彪，高立珍，赵和平编著 978-7-5091-826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关节影像解剖图谱:中英文对照 崔磊，张庆华主编 978-7-5091-826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宫颈疾病液基细胞与组织病理学筛查 张瑜主编 978-7-5091-826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周中心静脉导管技术与管理 乔爱珍，苏讯主编 978-7-5091-827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教您防治肝病 王融冰，高连印主编 978-7-5091-827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技能操作标准与语言沟通 李冰，陆柳雪，李丹主编 978-7-5091-827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普通外科医师培训手册 李开宗，岳树强主编 978-7-5091-827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技能与操作程序
(美)Anne Griffin Perry，(美)Patricia 

A. Potter原著
978-7-5091-827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术推求:用药如用兵杂感 吴生雄著 978-7-5091-827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泌尿外科专科护士手册 陆皓，王养民，乔够梅主编 978-7-5091-827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管理学 翁开源,王浩主编 978-7-5091-827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把手心电图入门 土居忠文著 978-7-5091-828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健康听我的:西京医院专家话健康 熊利泽主编 978-7-5091-828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教您防治类风湿关节炎 娄玉钤，李俊德主编 978-7-5091-828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盆部影像解剖图谱:中英文对照 方向明，王希明主编 978-7-5091-828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足病规范化诊疗手册 许樟荣，冉兴无主编 978-7-5091-828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循证护理
Debbie Tolson，Joanne Booth，Irene 

Schofield原著
978-7-5091-828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肤病理简明图谱 常建民编著 978-7-5091-828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阿米巴角膜炎诊断与治疗 孙旭光，王智群主编 978-7-5091-829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静脉输液技术与临床实践 朱建英，钱火红主编 978-7-5091-829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风合理用药一册通晓 肖军，李朝武，聂海岭分册主编 978-7-5091-829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正畸技术精粹 周彦恒，柳大为主译 978-7-5091-829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流产中医特色疗法 胥京生，胥波主编 978-7-5091-829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恶性血液病细胞遗传学图谱 毛翠，应逸编著 978-7-5091-829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作训人员应激性器官损伤防治手册 曹雪滨[等]主编 978-7-5091-829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阴疾病鉴别诊断学 车雅敏编著 978-7-5091-830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防癌抗癌怎么吃 王惟恒,李艳编著 978-7-5091-830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病中西医结合诊治问答 华苓主编 978-7-5091-830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疑难皮肤病彩色图谱 朱文元，倪容之主编 978-7-5091-830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汤头歌诀 王静，毛晓丽主编 978-7-5091-830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肺结核合理用药一册通晓 高新云，严福明主编 978-7-5091-830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安全护理案例分析 赵德伟，赵彬主编 978-7-5091-830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吕景山对穴 吕玉娥主编 978-7-5091-830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信息系统顶层设计方法学 杨宏桥，蒲卫主编 978-7-5091-830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足的科学防治 高怀林主编 978-7-5091-831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脂肪肝防治专家谈 石景森主编 978-7-5091-831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栗锦迁理法方药专辑 范玉强主编 978-7-5091-831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养肝护肝怎么吃 王惟恒,李艳编著 978-7-5091-831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用方剂配伍与功效手册 贾英杰，王卫，徐立主编 978-7-5091-831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误诊误治176例超声诊断分析 富京山，富玮主编 978-7-5091-831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学彩色图谱:实用显微和临床诊断
Harald Theml，Heinz Diem，Torsten 

Haferlach原著
978-7-5091-831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层部队健康知识问答手册 任家顺主编 978-7-5091-832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协和妇产科临床思辨录 邓姗，郎景和主编 978-7-5091-832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速学中医艾灸疗法 郭长表，梁靖蓉，赵莉主编 978-7-5091-832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农本草经图鉴 王静，毛晓丽主编 978-7-5091-832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速学中医砭石疗法 郭长青，何智菲主编 978-7-5091-832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压病中西医实用手册 苗阳，马晓昌，衷敬柏主编 978-7-5091-833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肠疾病的内镜诊断 于中麟主编 978-7-5091-833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石学敏膏方临证精讲 汤毅主编 978-7-5091-833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速学中医足反射疗法 郭长青，张伟夫主编 978-7-5091-833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临床肝病学 池肇春主编 978-7-5091-833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中医特色疗法 顾宁，陈红锦主编 978-7-5091-833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林验录:五代中医济世治验 李寿田著 978-7-5091-833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速学中医拔罐疗法 郭长青，杜宁宇，赵莉主编 978-7-5091-834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康复评定与治疗技术 燕铁斌主编 978-7-5091-834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好学易记中医儿科学证方歌括 石志乔编著 978-7-5091-834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分子病理生物学实验技术指南 朴英实，林贞花主编 978-7-5091-834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临床诊治手册 陈金辉著 978-7-5091-834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六脉玄机 邹运国著 978-7-5091-834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伤口护理手册 周玉虹主编 978-7-5091-834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中的放射防护 岳保荣，韩艳清译 978-7-5091-835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化学治疗护理 付艳枝，田玉凤，许新华主编 978-7-5091-835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镜微创保胆手术 胡海主编 978-7-5091-835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关节损伤诊断图谱 刘玉杰主编 978-7-5091-835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四气五味尝百草 丁宇, 古今, 李焱编著 978-7-5091-835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药师工作手册 王顺年，吴新荣，石磊主编 978-7-5091-835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络穴位速记图册 贾红玲，张永臣编著 978-7-5091-835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韩氏女科 韩延华主编 978-7-5091-836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必读护理工作实用手册 许翠萍，乔建红，周秉侠主编 978-7-5091-836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常见急危重症护理观察指引 谢红珍，周梅花主编 978-7-5091-836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金匮要略方药心悟 何庆勇主编 978-7-5091-837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慢性疾病运动康复 (美)Jonathan K. Ehrman[等]著 978-7-5091-837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类风湿关节炎治疗与调养 蔡辉，姚茹冰主编 978-7-5091-838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烧伤预防 申传安，张修丽主编 978-7-5091-838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修复工艺图谱 Romeo Pascetta，Davide Dainese原著 978-7-5091-839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老年肾病诊治重点与难点 郑丰，蔡广研，陈建主编 978-7-5091-839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络病学入门 吴以岭主编 978-7-5091-839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师合理用药指南 李殊响编著 978-7-5091-839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实习医师手册 杨兆钢，吴志刚主编 978-7-5091-839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松学习介入放射学 司同国，汪俊萍主编 978-7-5091-839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轻松松学方剂 李赛美主编 978-7-5091-839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常见病自家足部疗法 赵国东主编 978-7-5091-839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脂肪肝绿色疗法 王强虎,丁殿利主编 978-7-5091-839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得了宫颈癌卵巢癌怎么办 戴雪梅主编 978-7-5091-840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奈特心脏病学
Marschall S. Runge，George A. 
Stouffer，Cam Patterson原著

978-7-5091-840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本草 陈桂阳编著 978-7-5091-840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中医门诊,肿瘤病之临床实战篇 李杰主编 978-7-5091-840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孙达武骨伤科学术经验集 孙绍裘，肖国士主编 978-7-5091-840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电图入门七日教程 王兆为编著 978-7-5091-840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抗衰老与常见老年病防治 崔天国，杨冬主编 978-7-5091-840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腔镜手术护理学 赵体玉，盛芳主编 978-7-5091-840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常见病中医养生保健手册 肖子曾主编 978-7-5091-840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辨证针灸处方手册 周桂桐，王卫，徐立主编 978-7-5091-841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养肺食疗专家谈 尹海霞，于萍主编 978-7-5091-841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牛德兴临床心得集 牛德兴著 978-7-5091-841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癌症放疗化疗毒副反应中医特色疗法 黄衍强，杨钧主编 978-7-5091-841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历书写指导手册 刘海峰，张红英主编 978-7-5091-841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品检验员岗位培训手册 吴蠡荪编著 978-7-5091-841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点穴按摩九大绝技全图解 杨树文著 978-7-5091-841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速学中医耳针疗法 郭长青，赵莉，郭妍主编 978-7-5091-842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科常见症状处理程序 张蕊，孙宗丕，孙燕茹主编 978-7-5091-842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获得性急性肾损伤 梁馨苓主编 978-7-5091-842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年轻心脑健康 薛亮主编 978-7-5091-842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康复知识问答 武晋，李建萍主编 978-7-5091-842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理实训指导 赵德伟，纪代红主编 978-7-5091-844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石学敏刮痧临证精讲 金锦兰主编 978-7-5091-844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腰椎病康复指导 马勇，傅强主编 978-7-5091-844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腹部磁共振诊断学:原则·时机·方法 Nicholas C. Gourtsoyiannis原著 978-7-5091-844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少见胰腺肿瘤 Paolo Pederzoli，Claudio Bassi主编 978-7-5091-844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我的中医实习故事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44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我的大学中医故事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44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养心斋医论医案集 鲍正飞，丁国华编著 978-7-5091-845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得了乳腺癌怎么办 金玉春，杨兴华主编 978-7-5091-845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趣味方剂口诀 田朝晖，崔应东主编 978-7-5091-845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肥胖及代谢病外科治疗 Shanu N. Kothari，Ronald F. Martin原著 978-7-5091-845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帕金森病诊疗与康复 黄建平，朱文宗主编 978-7-5091-845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石学敏推拿临证精讲 王金贵主编 978-7-5091-845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历代中医得效方全书 卢祥之，谢海洲主编 978-7-5091-845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层塑技术:美学树脂分层修复图谱 Jordi Manauta, Anna Salat著 978-7-5091-845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门微言:凤翅堂中中医讲稿.第一辑 樊正阳编著 978-7-5091-845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住院医师袖珍手册 吴克俭主编 978-7-5091-846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烧伤关键治疗技术及预防急救指南 黄跃生[等]主编 978-7-5091-846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解读 赵水平, 胡大一主编 978-7-5091-846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临床实用歌诀 张怀忠主编 978-7-5091-846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当代男科妙方 李世文，康满珍，杨艳枝主编 978-7-5091-846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急症学
(美)Bruce D. Browner，(美)Robert P. 

Fuller著
978-7-5091-846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介入标准化护理管理手册 李海燕，李帼英主编 978-7-5091-846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孙兰军临证经验实录 赵英强主编 978-7-5091-846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体温与体温调节生理学 杨永录主编 978-7-5091-847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方用量秘旨 王付编著 978-7-5091-847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时辰养生法 马福亭主编 978-7-5091-847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足踝手术解剖图谱 魏宝富[等]主编 978-7-5091-847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跟师笔记:中医诊病精析.2 袁景贤著 978-7-5091-847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养脑食疗专家谈 尹志强，戴煌，朱爱华主编 978-7-5091-847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CT与MRI学习精要 唐维强主编 978-7-5091-847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检验管理与持续改进 綦迎成，李建明，李君莲主编 978-7-5091-847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淋巴结影像解剖与诊断 Mukesh G. Harisinghani原著 978-7-5091-847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传播中医.4,中医师承传世经典 邹运国，刘迪军主编 978-7-5091-848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石学敏拔罐临证精讲 李澎主编 978-7-5091-848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石学敏针刺临证精讲 金锦兰主编 978-7-5091-848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谦斋辨证论治学 孙其新编著 978-7-5091-848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专家推荐不孕不育效验方 吴忠廉, 朱瑾主编 978-7-5091-848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石学敏灸法临证精讲 傅立新主编 978-7-5091-848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宜与忌 窦勇，胡津丽主编 978-7-5091-848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实用护理常规 魏丽丽[等]主编 978-7-5091-848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陈振相习经录 陈振相编著 978-7-5091-848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治法临证心悟 胡代禄编著 978-7-5091-848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精神疾病康复手册 王诚，姚贵忠主编 978-7-5091-849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及防护 胡海翔，李光伟主编 978-7-5091-849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即刻牙槽嵴修复技术:受损牙槽嵴即刻种植 Jose Carlos Martins da Rosa原著 978-7-5091-849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如此简单的循证:循证医学入门之旅 李博编著 978-7-5091-849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胸部疑难病例影像解析 张嵩主编 978-7-5091-849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破茧成蝶:精神康复故事集 姚贵忠主编 978-7-5091-849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积聚与黄疸方剂证治 刘俊红，朱庆军主编 978-7-5091-849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病方剂证治 赵俐黎，李潇主编 978-7-5091-849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气病方剂证治 刘俊红，任素华主编 978-7-5091-849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代谢外科手术原则
(德)Wojciech Konrad Karcz，(德)Oliver 

Thomusch原著
978-7-5091-850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压专家问答随身查 周永淑，李俊峡主编 978-7-5091-850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名医是怎样炼成的之张元素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50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名医是怎样炼成的之李东垣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50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名医是怎样炼成的之傅青主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50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名医是怎样炼成的之叶天士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50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名医是怎样炼成的之钱乙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50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极简艾灸巧治病 杨继军, 王丽娜主编 978-7-5091-850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胆外科护理知识问答 王丽芹，李丽，宋楠主编 978-7-5091-850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中医教你开药方 全世建编著 978-7-5091-851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华甫临证经验与学术传承 张景祖编著 978-7-5091-851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打击要害 一招制胜:格斗技能图解 刘磊，王振国主编 978-7-5091-851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仲景研究大成,诊法病证卷 梁华龙，王振亮主编 978-7-5091-851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仲景研究大成,治法方药卷 梁华龙，王振亮主编 978-7-5091-851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科研设计与论文写作 孟红旗，刘雪梅主编 978-7-5091-851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合理用药指南 王顺年[等]主编 978-7-5091-851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电图歌诀 董明强编著 978-7-5091-851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产科病人健康教育指导 孙玉华，林桂荣主编 978-7-5091-852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食疗本草》白话评析,动物、水产篇 董泽宏编著 978-7-5091-852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生健康教育手册 John Murtagh原著 978-7-5091-852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必背临证心法 胡玉萍，陈谦峰主编 978-7-5091-852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必背经典条文 曾楚华，严一锋主编 978-7-5091-852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养生精髓 陈涤平，谢英彪主编 978-7-5091-852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类风湿关节炎中医特色疗法 徐蕾主编 978-7-5091-853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身CT诊断必读 全冠民，张继，王振常主编 978-7-5091-853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跟师笔记:脉证方药实录.3 徐培平编著 978-7-5091-853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髋关节磁共振成像
(美)Young-Jo Kim，(美)Tallal Charles 

Mamisch原著
978-7-5091-853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药物性肝损伤:肝病临床最新研究进展 Nikolaos T. Pyrsopoulos著 978-7-5091-853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轴型脊柱关节炎磁共振检查 王炎焱，赵征主编 978-7-5091-853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药必背速记 谢伟，刘洋编著 978-7-5091-853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方剂必背速记 严哲琳编著 978-7-5091-853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必背速记 袁卫玲，田露，杜鹃编著 978-7-5091-853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诊断必背速记 李悦编著 978-7-5091-854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经典必背速记: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
要略

王洪武编著 978-7-5091-854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实用临床检验指南 黄华主编 978-7-5091-854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本草歌诀 曾立昆，曾海莲，曾继山编著 978-7-5091-854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肾病外治学 巴元明主编 978-7-5091-854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祛除湿热毒大病不沾身 江海涛编著 978-7-5091-854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寒温统一纵横:从理论到临床的寒温统一实践
观

蔡六保编著 978-7-5091-854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献琳学术经验辑要 陶汉华[等]编著 978-7-5091-854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杏林行医录:一名基层老中医40年的临证探索 张连库著 978-7-5091-854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老中医用药心得.第4辑 刘雪强，马治国主编 978-7-5091-855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任之堂脉学传心录:从入门到应诊的中医通关
之战

余浩，宛金编著 978-7-5091-855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专家推荐肿瘤治验方 吴忠廉, 王全博主编 978-7-5091-855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跟师一日一得.3,医海点滴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55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脉学沙龙:诊脉实务课堂实录.2 齐向华，宋晓宾主编 978-7-5091-855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师用药速查 覃裕旺，赵兰江主编 978-7-5091-855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健康，从牙开始:口腔护理常识篇 胡菁颖，严红主编 978-7-5091-855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移植病理学 菲利普·鲁伊斯(Phillip Ruiz)主编 978-7-5091-855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泌尿生殖外科疾病诊疗学 杨登科，陈书奎主编 978-7-5091-855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康复治疗技术新进展 励建安主编 978-7-5091-856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骨科康复学:基于循证医学方法
S. Brent Brotzman, Robert C. Manske, 

Kay Daugherty原著
978-7-5091-856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痛风(浊瘀痹)诊疗与康复手册 朱婉华主编 978-7-5091-856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白癜风养生 成爱华，韩梅海主编 978-7-5091-856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急诊急救护理学 黄艺仪[等]主编 978-7-5091-856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士岗位技能训练50项考评指导 张春舫，任景坤主编 978-7-5091-856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茶酒蜜醋葱姜蒜药用大全 马汴梁主编 978-7-5091-856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中医刺络疗法 喻喜春编著 978-7-5091-857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脉因证治:校点本 (元)朱丹溪撰 978-7-5091-857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危重疾病超声诊断必读:肺及循环系统功能超
声评价及其他

Daniel A. Lichtenstein原著 978-7-5091-857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Dr.Tierney临床诊治精要.第3辑,心血管病 Lawrence M. Tierney原著 978-7-5091-857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传薪录:华夏中医拾珍.第二辑 樊正阳，孙洪彪，王家祥主编 978-7-5091-858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病人健康教育指导 王丽芹，李丽，孙帅主编 978-7-5091-858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食疗本草》白话评析,杂粮调味篇 董泽宏编著 978-7-5091-858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骨伤科发展简史 孙绍裘, 孙达武主编 978-7-5091-858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便秘绿色疗法 王强虎，张沛烨编著 978-7-5091-858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东呼吸综合征问答 韩志海主编 978-7-5091-858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类风湿关节炎绿色疗法 王强虎，王磊编著 978-7-5091-858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炎性脱髓鞘疾病中医药治疗 樊永平，王蕾主编 978-7-5091-859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医学行业标准规范及指南:2005-2015 中华空腔医学会编著 978-7-5091-859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口腔种植临床精萃.2015年卷 王兴，刘宝林主编 978-7-5091-859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内科学高级教程 凌均棨主编 978-7-5091-859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时逸人中医内科诊治手册 时逸人著 978-7-5091-859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李凌主编 978-7-5091-859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论钤法 何庆勇主编 978-7-5091-859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松学习泌尿系统与腹膜后影像诊断 王夕富，张贵祥主编 978-7-5091-859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胸部影像诊断学精粹:变异及其他难点诊断 Thomas Hartman原著 978-7-5091-859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室腔镜使用与手术护理配合 曹敏，王炬主编 978-7-5091-860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临床笔记 司言词编著 978-7-5091-860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 戴晓阳主编 978-7-5091-860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名医是怎样炼成的之徐灵胎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60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把手心电图入门,心律失常篇 土居忠文著 978-7-5091-860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袋里的效验方 蔡晓刚编著 978-7-5091-860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外科解剖图谱 Gary G. Wind，R. James Valentine原著 978-7-5091-861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看穿人体——影像解剖图谱,头颈分册 Savvas Andronikou原著 978-7-5091-861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看穿人体:影像解剖图谱.Part IV,肌骨和血
管系统分册

Savvas Andronikou原著 978-7-5091-861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看穿人体:影像解剖图谱.Part V,小儿影像分
册

Savvas Andronikou原著 978-7-5091-861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看穿人体——影像解剖图谱,胸、腹、盆腔分
册

Savvas Andronikou原著 978-7-5091-861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古方今用 李世文，康满珍主编 978-7-5091-861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看穿人体——影像解剖图谱,中枢神经系统分
册

Savvas Andronikou原著 978-7-5091-861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结直肠癌早期诊断与治疗 (美)Susan L. Gearhart，(美)Nita Ahuja
主编

978-7-5091-862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视网膜母细胞瘤诊断与治疗 刘秋玲主编 978-7-5091-862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刘亚娴辨治疑难病证例析 刘亚娴著 978-7-5091-862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自制药酒精选良方 范岚岚主编 978-7-5091-862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和解之道:高上林60年临证经验撷华 裴瑞霞，白小林主编 978-7-5091-863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名医是怎样炼成的之薛己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63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名医是怎样炼成的之谢映庐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63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外科手术并发症预警及护理 汪晖，方汉萍主编 978-7-5091-863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格-艾放射诊断学精要 Lee Alexander Grant，Nyree Griffin原著 978-7-5091-8637-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黄元御读内经:灵枢悬解 (清)黄元御撰 978-7-5091-864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名医是怎样炼成的之李中梓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64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名医是怎样炼成的之朱丹溪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64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感冒并不简单:治疗感冒正确有效的方法 岸田直树原著 978-7-5091-864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多发伤救治与康复 David X. Cifu，Henry L. Lew著 978-7-5091-865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身体格检查操作图谱 李晓丹主编 978-7-5091-865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诊断学实践教程 李晓丹主编 978-7-5091-8657-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电外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耿小平，郭莉，高威主编 978-7-5091-865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疗养院服务管理 董茂生主编 978-7-5091-865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患者放疗健康指导 李丹，申戈，王国权主编 978-7-5091-866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果仁妙方 程爵棠编著 978-7-5091-866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动脉粥样硬化与代谢综合征图谱 Scott M. Grundy原著 978-7-5091-866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说意白话解 (清)黄元御原著 978-7-5091-866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痛与椎间盘突出 张晓阳主编 978-7-5091-866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最新甲状腺细针穿刺细胞病理诊断学图谱 王永才主编 978-7-5091-866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胆石症诊断治疗 周永坤，朱勇，魏芳主编 978-7-5091-866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国医万修堂寻访录:与赵氏中医第六代传人的
心交神会

邹运国编著 978-7-5091-866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眼科药物学 张仁俊[等]主编 978-7-5091-866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并发症 Noemi Lois，David Wong原著 978-7-5091-867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心脏病学进展.2015 霍勇，葛均波，方唯一主编 978-7-5091-867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麻醉恢复室手册 阮满真，黄海燕，万佳主编 978-7-5091-867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肿瘤诊疗新进展 刘琦主编 978-7-5091-867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松学习头颈部影像诊断 高国栋，全冠民主编 978-7-5091-867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艾灸疗法治百病 程爵棠，程功文编著 978-7-5091-867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眼科速查手册 Lanning B. Kline，Rod Foroozan原著 978-7-5091-867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数字化胰腺外科学 方驰华主编 978-7-5091-867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银屑病简便自疗与调养 刘俊主编 978-7-5091-868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4,药性赋白话讲记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68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3,药性赋白话讲记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68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2,药性赋白话讲记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68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1,药性赋白话讲记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68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多器官疾病与肾脏损伤 张建荣主编 978-7-5091-868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臂腰腿痛治疗 李培刚著 978-7-5091-868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疾病护理流程 贾爱芹，郭淑明主编 978-7-5091-868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肢体复杂骨折诊断与治疗
(西)E. Carlos Rodriguez-Merchan，
(西)Juan carlos Rubio-Suarez著

978-7-5091-869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周慎斋·徐灵胎·管玉衡脉书合编 (明)周慎斋，(清)徐灵胎，(清)管玉衡撰辑 978-7-5091-869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护理指要 姚美英，姜红丽主编 978-7-5091-869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层医师接诊指要 孙宝泉，张广谦主编 978-7-5091-869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警示药品与用药安全 孙世光，闫荟，王秀琴主编 978-7-5091-869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液病用药指导 葛建国主编 978-7-5091-869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张山雷脉学正义 张山雷撰 978-7-5091-869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分泌及代谢病用药指导 葛建国主编 978-7-5091-869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士规范化培训大纲 皮红英，王社芬，章洁主编 978-7-5091-869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肌肉骨骼磁共振成像诊断 高元桂，程流泉，张爱莲主编 978-7-5091-870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单味中药疗法 罗仁，秦建增主编 978-7-5091-8703-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技术110项考评指导 井秀玲，崔海燕，周洁主编 978-7-5091-870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医养生长寿经 谢英彪,侯国新,杨璞主编 978-7-5091-870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甲状腺手术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Paolo Miccoli[等]原著 978-7-5091-870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肾移植康复与生育指导 许龙根，施晓敏主编 978-7-5091-8708-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存心录 孙浩编著 978-7-5091-870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不良事件防范手册 王丽芹，张俊红，盛莉主编 978-7-5091-871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胰腺肿瘤影像与病理
Mirko D``Onofrio，Paola Capelli，Paolo 

Pederzoli著
978-7-5091-871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层常见呼吸疾病诊疗常规 何权瀛主编 978-7-5091-871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高血脂专家问答随身查 李俊峡，付晓红，徐威主编 978-7-5091-871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特色治疗骨关节病 赵春锋主编 978-7-5091-871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养肝:女性调养气血的根本 卢晟晔主编 978-7-5091-871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种植体周围炎
Stefan Renvert，Jean-Louis Giovannoli

原著
978-7-5091-871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颞骨解剖指南 Howard W. Francis，John K. Niparko原著 978-7-5091-871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百果巧食能祛病 李兴春，杨桂芝主编 978-7-5091-872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肿瘤实用外科学 黄焰，张保宁主编 978-7-5091-872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食杂粮寿康泰 梁淑敏，李兴春主编 978-7-5091-872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受体药理与临床 陈临溪，李兰芳，罗迪贤主编 978-7-5091-872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选食肉类促健康 杨桂芝，李兴春主编 978-7-5091-872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特效偏方精选 范岚岚主编 978-7-5091-874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痛风与高尿酸血症中医特效疗法 倪青，徐逸庭，程若东本册主编 978-7-5091-874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慢性疼痛合理用药一册通晓 刘秀珍，薛长立分册主编 978-7-5091-874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特效验方精选 范岚岚主编 978-7-5091-874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经与头颈部影像诊断学精粹:变异及其他难
点诊断

Nafi Aygun等原著 978-7-5091-875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桥小脑角区病变手术学 Madjid Samii，Venelin Gerganov原著 978-7-5091-875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类风湿关节炎中医临床诊疗 沈丕安主编 978-7-5091-875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放射学 Mayil S. Krishnam，John Curtis主编 978-7-5091-875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帕金森病中医特色疗法 魏建锋编著 978-7-5091-875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验方集锦 肖国士，龙铁牛主编 978-7-5091-875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验方集锦 肖国士，邓芳文主编 978-7-5091-875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营养与脑健康 程义勇，钱令嘉，蒋与刚主编 978-7-5091-875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遣方用药规律 吴复苍，阚湘苓主编 978-7-5091-875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药速学图表与歌诀:速学中药看这本书就够 杨承岐，杨烁编著 978-7-5091-875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肝胆外科围术期处理 金中奎，王西墨主编 978-7-5091-8760-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三部六病薪传录.2,拜谒仲景，研习经方 马文辉，杨建宇主编 978-7-5091-876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贺氏管针术治疗常见病 贺思圣主编 978-7-5091-876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于药品临床疗效的药品价格管理制度研究 刘树奎编著 978-7-5091-876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杏林薪传:一位中医师的不传之秘 王幸福编著 978-7-5091-877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寄生虫病学 段义农[等]主编 978-7-5091-880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特色治疗抑郁症 许凤全主编 978-7-5091-880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科学接种疫苗:降低感染对慢性病病人的危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华预防医学会编
著

978-7-5091-880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外科学 L.D.Britt[等]原著 978-7-5091-881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关节及软组织疼痛注射治疗 (美)James W. McNabb原著 978-7-5091-881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疑难病例讨论 赵毅，何冰娟，徐小飞主编 978-7-5091-881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名医是怎样炼成的之喻嘉言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81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癫癎外科手术技术 John P. Girvin原著 978-7-5091-881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临床试验 Stephanie Green[等]原著 978-7-5091-881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椎病竹筒疗法 甘宗东，罗明忠主编 978-7-5091-8820-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特色穴位注射治疗 赵瑞成主编 978-7-5091-882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医师首诊医嘱手册 张江灵，刘甲兴，程莉主编 978-7-5091-882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剖宫产瘢痕妊娠及相关问题 石一复主编 978-7-5091-882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当代全科医师处方 王佃亮主编 978-7-5091-882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物理治疗临床病例集 Mark A. Brimer，Michael L. Moran原著 978-7-5091-882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非拔牙矫治:运用牙弓协调发育原理对98.5%
的病例采取非拔牙矫治

Raphael L. Greenfield原著 978-7-5091-882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感染性骨不连 王兴义，王维，王公奇主编 978-7-5091-882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补足阳气 驱走寒气 曹峰祥主编 978-7-5091-883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远离动脉硬化 王道成，范刚启主编 978-7-5091-8832-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得了大肠癌怎么办 樊志敏，余德金主编 978-7-5091-883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底荧光素血管造影学习精要 黄厚斌编著 978-7-5091-883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诊断精要手册 王卫，王学岭，李小江主编 978-7-5091-883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儿科学高级教程 马融主编 978-7-5091-884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乳化与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
Lucio Buratto，Stephen F. Brint，

Rosalia Sorce著
978-7-5091-884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史氏十代儿科奇效外治方揭秘 史来恩，马桂琴著 978-7-5091-884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经络穴位图解 靳士英，金完成，靳朴编著 978-7-5091-884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风湿免疫疾病健康指导 李丹，张春燕，王国权主编 978-7-5091-884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单方验方治百病 程爵棠，程功文编著 978-7-5091-8845-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孙文垣医案选按 夏黎明，王旭光，陈时雨编 978-7-5091-884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入门:朱氏六代名医薪火相传 (清)朱庆甲著 978-7-5091-884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白癜风寻医问药手册 刘荣，郭俊瑞主编 978-7-5091-884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方临证要旨:内科病证验案析 陈国权编著 978-7-5091-885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疾病合理用药一册通晓 何建苗，曹志宇主编 978-7-5091-885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常见病自我调控300问 宁蔚夏编著 978-7-5091-885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5 ACC/ESC心血管疾病研究进展 李艳芳，聂绍平，王春梅主编 978-7-5091-8858-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杏林阐微:三代中医临证心得家传 关松编著 978-7-5091-885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道早期癌内镜诊断技巧图谱 盛剑秋，金木兰，金鹏主编 978-7-5091-886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李德俭中医临证精要 李孟良，李芹良主编 978-7-5091-886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支气管炎中医特效疗法 黄晓洁，熊禄主编 978-7-5091-886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血管手术疑难病例解析 郑月宏，张望德，李春民主编 978-7-5091-886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髌股关节疾病诊断与治疗
Alberto Gobbi，Joao Espregueira-
Mendes，Norimasa Nakamura原著

978-7-5091-886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理健康与心理障碍 王俊成主编 978-7-5091-887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杂病论诊治过程 王付编著 978-7-5091-887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心理学 张理义，陈洪生主编 978-7-5091-8872-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科护理技术 许蕊凤主编 978-7-5091-8874-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内分泌疾病,中医特效疗法 倪青册主编 978-7-5091-8876-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脉法捷要:带您回归正统脉法之路 刘建立编著 978-7-5091-888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干休所院前急救预案手册 陈靖刚，张新华主编 978-7-5091-888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种植的风险防范 陈江主编 978-7-5091-888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防治157问 黄志坚，谢英彪主编 978-7-5091-888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药学歌诀 董明强编著 978-7-5091-888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温振英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 郑军，李敏主编 978-7-5091-888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毛德西用药十讲 毛德西讲述 978-7-5091-889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心理护理指导手册 周丽娟，卢天舒，徐凤主编 978-7-5091-889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科学精要 Lonnie R. Mercier原著 978-7-5091-889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科病人健康教育指导 王瑛，邓丽琴主编 978-7-5091-889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护理核心制度学习与考核 周染云，刘素刚主编 978-7-5091-889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五神辨治学:中医五神理论体系的重构与
实践

滕晶主编 978-7-5091-890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弭氏妇科传薪录 弭阳著 978-7-5091-890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病毒性心肌炎诊疗与护理 冯小智，车晓宁主编 978-7-5091-890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医护用药必备 王顺年[等]主编 978-7-5091-890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护理细节管理 朱秀勤，李帼英主编 978-7-5091-890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人工关节假体周围感染临床实践指南 Javad Parvizi原著主编 978-7-5091-890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甲状腺和涏腺超声入门 高梨昇原著 978-7-5091-891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道起声入门 长谷川雄一原著 978-7-5091-891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T/MRI方法和临床应用 Ignasi Carrio，Pablo Ros原著 978-7-5091-891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奈特骨骼肌肉影像解剖图谱 Nancy M. Major，Michael D. Malinzak原
著

978-7-5091-891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手术入路 Mark D. Miller[等]原著 978-7-5091-8919-1 人民军医出版社

风湿病中西医实用手册 苏晓主编 978-7-5091-892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病中医特色疗法:中医养睛明目秘方妙术 肖国士，谢立科，肖屏风主编 978-7-5091-892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病临证思辨录 王振涛主编 978-7-5091-892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女性常见病对症食疗与按摩 杨莉，郭浪涛主编 978-7-5091-892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这样做肝火不旺肾不虚 尹国有编著 978-7-5091-8930-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月经病预防与治疗383问 彭伟明，谢英彪主编 978-7-5091-893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国药酒配方大全 程爵棠编著 978-7-5091-893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层医生诊断技能手册 普昭耆，顾湲编著 978-7-5091-893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腰腿痛中医治疗实用技法 王强虎编著 978-7-5091-893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养脾，女性年轻不老的根本 陈岩，马师雷主编 978-7-5091-893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方剂速查速记 魏辉主编 978-7-5091-8937-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松掌握超声心动图:五进阶学习法 李春伶，侯海军主编 978-7-5091-8938-2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麻醉手册 孙增勤主编 978-7-5091-893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眼保健知识荟萃:现代生活中的眼保健 肖国士，谢立科，肖屏风主编 978-7-5091-895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小郎中学医记,名医是怎样炼成的之陈修园 曾培杰，陈创涛编著 978-7-5091-895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仲景研究大成,疑难辨析和现代研究卷 梁华龙，王振亮主编 978-7-5091-8955-9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仲景研究大成,学术体系卷 梁华龙，王振亮主编 978-7-5091-8956-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用药指南 Patrick T. Gomella原著 978-7-5091-8957-3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家用小验方的不藏之秘 吴非主编 978-7-5091-895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师讲中药:四十年临床心悟 王绪前编著 978-7-5091-8959-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中药速查速记 魏辉主编 978-7-5091-896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松学习生殖系统影像诊断 全冠民，董江宁主编 978-7-5091-896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轻松学习核医学 冯珏，赵新明主编 978-7-5091-896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学消毒学最新进展 张流波，杨华明主编 978-7-5091-896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当代百名针灸名家临床绝学 程宝书，王启才主编 978-7-5091-8964-1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情景式护理实践指南 魏丽丽[等]主编 978-7-5091-896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肩关节物理治疗 (美)Robert A. Donatelli原著 978-7-5091-8966-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坏死
(韩)Kyung-Hoi Koo，(美)Michael A. 

Mont，(美)Lynne C. Jones著
978-7-5091-8968-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报告书写示例 李军，钱蕴秋主编 978-7-5091-897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中医张建治疗鱼鳞病 张建主编 978-7-5091-8973-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透析通路问答 王玉柱，杨涛主编 978-7-5091-8974-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肌疾病体外冲击波疗法 邢更彦主编 978-7-5091-8975-7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药性歌诀400首 吴延义主编 978-7-5091-897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方.第1辑 李小荣主编 978-7-5091-897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络白话讲记:逐字逐句破解经络密码的24堂
课

刘峰著 978-7-5091-897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眼病防治有问必答 王雨生主编 978-7-5091-898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超声精细讲解:切面解剖、扫查方法与疾
病解读

中村憲司原著 978-7-5091-8983-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蛋白尿名医妙治 聂莉芳主编 978-7-5091-898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学临床治疗手册 (美)Rebecca L. Attridge[等]原著 978-7-5091-8992-4 人民军医出版社

果养女人，美丽一生 毛海琴主编 978-7-5091-899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腹部影像诊断学精粹:假性肿瘤、变异及其他
诊断难点

Fergus V. Coakley原著 978-7-5091-899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肌影像诊断学精粹:变异及其他难点诊断 D. Lee Bennett，Georges Y. El-Khoury原
著

978-7-5091-899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科学营养促进胎儿发育:孕中期4～7个月 李兴春，王丽茹主编 978-7-5091-8998-6 人民军医出版社

换个方法学中医 陈胜威编著 978-7-5091-8999-3 人民军医出版社

针灸新穴效验辑 李红阳，黄瑾明，余方主编 978-7-5091-9000-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病营养疗法 戎殳，袁伟杰主编 978-7-5091-9001-2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编《神农本草经》药物彩色图鉴 路军章主编 978-7-5091-9005-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儿童口腔医学 文玲英，吴礼安主编 978-7-5091-901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骨肿瘤学
(美)Terrance D.Peabody,(美)Samer Attar

原著
978-7-5091-9020-3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肩肘膝运动医学外科技术,肩肘分册 Brian J. Cole，Jon K. Sekiya原著 978-7-5091-9021-0 人民军医出版社

无创呼吸支持-持续气道正压儿科临床应用 董声焕主编 978-7-5091-902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足疗图解 周新,陈瑶主编 978-7-5091-9023-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盆腹部CT与MRI影像病例点评 Pablo R. Ros，Koenraad J. Mortele原著 978-7-5091-9025-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中医名师程为玉薪传:从医50年医论医案精选 王以兵，肖少雄主编 978-7-5091-9029-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师合理用药速查 党大胜，郭涛主编 978-7-5091-9036-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肥胖症功能障碍康复与治疗
Paolo Capodaglio，Joel Faintuch，

Anonio Liuzzi原著
978-7-5091-903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皮发际微针疗法 刘智斌，牛文民编著 978-7-5091-9038-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病学图谱 Peter Libby原著 978-7-5091-903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头痛绿色疗法 王强虎，秦金霞编著 978-7-5091-9041-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青光眼康复有问必答 王大江主编 978-7-5091-9042-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肾脏疾病护理问答 张英，乔淑芳主编 978-7-5091-9044-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原汁原味用经方 马继松，臧建华主编 978-7-5091-904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子宫切除100问:为子宫切除者答疑 黄胡信，王刚主编 978-7-5091-9046-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络穴位速记法 李杰编著 978-7-5091-9047-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解颈肩腰腿痛推拿疗法 傅瑞阳编著 978-7-5091-904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护英语 王青，单蕾主编 978-7-5091-905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检查指南 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编著 978-7-5091-905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朱名宸妇科经验集 朱名宸主编 978-7-5091-9056-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慢性肾病中医治疗实用技法 邢继龙，王强虎编著 978-7-5091-9057-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科护理急性事件处理预案 朱秀勤，李帼英，李海燕主编 978-7-5091-906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师手册 崔天国，杨冬，冯鹏主编 978-7-5091-906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病特色膏方治疗 陈平主编 978-7-5091-906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血管疑难病例精选 张瑞岩，陶蓉主编 978-7-5091-906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身X线诊断必读 全冠民，李彩英，袁涛主编 978-7-5091-9069-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心血管病用药手册 石翔，王福军主编 978-7-5091-9070-8 人民军医出版社

白内障防控与防盲模式蓝皮书.2015 李建军主编 978-7-5091-9073-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近视眼防控与防盲模式蓝皮书.2015 李建军主编 978-7-5091-907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妇科疾病超声诊断图谱 王海燕，唐军主编 978-7-5091-907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军队医学科研管理学 李清杰主编 978-7-5091-907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疾病动态变化病理图谱 纪小龙主编 978-7-5091-908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不可忽视的人体常见症状 向国春，刘刚主编 978-7-5091-9082-1 人民军医出版社

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用药与食养 窦勇，胡津丽主编 978-7-5091-9085-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早泄诊断与治疗 郭军，张春影，吕伯东主编 978-7-5091-908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编《本草纲目》药物彩色图鉴 刘春生主编 978-7-5091-909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产妇身体恢复期:坐月子6-8周 李兴春, 王丽茹主编 978-7-5091-9092-0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合理用药答疑 张石革主编 978-7-5091-9093-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甲状腺疾病治疗与调养 王旭主编 978-7-5091-9094-4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解读神农本草经:从药性到临床.第一集 祝之友主编 978-7-5091-9095-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名贵中草药彩色图鉴 刘春生主编 978-7-5091-9096-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急诊医师用药速查 党大胜，郭涛主编 978-7-5091-9099-9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本草纲目》精编图鉴:手绘版 路臻，周重建主编 978-7-5091-9100-2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科门诊常见问题解答 裴宪武主编 978-7-5091-910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老年病科医疗质量控制手册 刘泽,刘坚,谢玉茹主编 978-7-5091-910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生速查手册 John Murtagh原著 978-7-5091-910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种植体基台临床设计与制作指南 [美]Hamid R. Shafie原著 978-7-5091-9109-5 人民军医出版社

《神农本草经》精编图鉴:手绘版 路臻主编 978-7-5091-9110-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儿科疾病护理指导 赵淑云，郭金金，刘艳芳主编 978-7-5091-9115-6 人民军医出版社

肿瘤名家遣方用药指导 蒋益兰主编 978-7-5091-9119-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常见皮肤病诊疗图谱 刘随主编 978-7-5091-9121-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皮瓣修复肢体组织缺损实例手术图谱 寿建国主编 978-7-5091-9124-8 人民军医出版社

当代中医外治妙方 李世文，康满珍，张白艳主编 978-7-5091-912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院船对外医疗服务护理指南 黄叶莉[等]主编 978-7-5091-9131-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全科医生技能操作手册 John Murtagh AM原著 978-7-5091-913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护理应急处置与演练 罗义敏，王丽霞主编 978-7-5091-913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脑中风治疗与调养 常诚，郑艳主编 978-7-5091-9137-8 人民军医出版社

乳腺疾病的多学科处理 George M. Fuhrman，Tari A. King原著编
辑

978-7-5091-9138-5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胃肠影像学病例精解
Courtney Coursey Moreno，Pardeep Kumar 

Mittal原著
978-7-5091-9146-0 人民军医出版社

骨骼肌肉影像学核心复习 Paul J. Spicer[等]原著 978-7-5091-914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应急医学救援装备学 孙景工，王运斗主编 978-7-5091-914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精益医院设计:创建未来的高效医院 Naida Grunden，Charles Hagood原著 978-7-5091-9156-9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绿激光在泌尿外科的临床应用 刘萃龙主编 978-7-5091-9157-6 人民军医出版社

韩宝肛肠病学术思想精粹 徐慧岩,李倩蕾主编 978-7-5091-9179-8 人民军医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诊疗学 高春芳，王仰坤主编 978-7-5091-9181-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机器人普通外科学 (韩)基思·蔡·金(KeithChaeKim)原著 978-7-5091-9182-8 人民军医出版社

解放军总医院临床病例精粹.第1辑 顾倬云主编 978-7-5091-9184-2 人民军医出版社

战时前线四肢骨科手术实用指南
Lawrence B. Bone，Christiaan N. 

Mamczak原著
978-7-5091-9192-7 人民军医出版社

ACCCN重症护理
Doug Elliott，Leanne Aitken，Wendy 

Chaboyer主编
978-7-5091-9203-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心脏起搏、除颤及再同步化治疗
(美)大卫·海因斯(DavidL.Hayes),(美)塞缪
尔·阿瑟瓦萨姆(SamuelJ.Asirvatham),

(美)保罗·弗里德曼(PaulA.Friedman)原著

978-7-5091-9204-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畲族药功锤疗法 蓝德主编 978-7-5091-920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前列腺疾病防治专家谈 马全福,陈燕主编 978-7-5091-9206-1 人民军医出版社

薪火传承:印会河脏腑辨证验案集 徐远主编 978-7-5091-9212-2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外科临床护理与康复 史晓娟，杨卫红，王海强主编 978-7-5091-9220-7 人民军医出版社

脊柱退变性疾病MRI图谱 Paola D`Aprile原著 978-7-5091-9221-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仿真结肠镜图谱 亚伯拉罕·H. 德什曼，安德里亚·拉吉原著 978-7-5091-9223-8 人民军医出版社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 王继跃,张利勇主编 978-7-5091-9224-5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主髂动脉外科学 郑月宏[等]主编 978-7-5091-9229-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快公司 快战略 (英) 伊夫·多兹, 米科·科索宁著 978-7-5092-0507-5 中国市场出版社

战略规划的兴衰 (加) 亨利·明茨伯格著 978-7-5092-0546-4 中国市场出版社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释义与适用指导 李建主编 978-7-5092-0601-0 中国市场出版社

二战主力战机:数据和结构图.2
(英)保罗·艾登(Paul E. Eden)，(英)索普

·莫恩(Soph Moeng)主编
978-7-5092-1235-6 中国市场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典空战 西风编著 978-7-5092-1261-5 中国市场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空军与英国空军 西风编著 978-7-5092-1269-1 中国市场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空军发展史 (英)约翰·平洛特(John Pimlott)著 978-7-5092-1295-0 中国市场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装甲部队发展史
(英)尼尔·巴尔(Niall Barr)，(英)拉塞尔

·哈特(Russell Hart)著
978-7-5092-1296-7 中国市场出版社

战舰与舰载武器,驱逐舰·巡洋舰·护卫舰·
小型战舰

(英)克里斯·查恩特(Chris Chant)著 978-7-5092-1309-4 中国市场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装甲作战 (英) 伊恩·巴克斯特著 978-7-5092-1310-0 中国市场出版社

当代世界各国海上力量与新型战舰的发展 (英)康拉德·沃特斯(Conrad Waters)著 978-7-5092-1311-7 中国市场出版社

战争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西风编著 978-7-5092-1314-8 中国市场出版社

坦克·步兵战车·火炮 西风编著 978-7-5092-1337-7 中国市场出版社

呼啸的天空:当代顶级战机发展史 (英)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著 978-7-5092-1352-0 中国市场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线重大战役 (美)迈克尔·哈斯丘(Mike Haskew)著 978-7-5092-1353-7 中国市场出版社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实际操作范本 郝建国，陈胜华，王秋红主编 978-7-5092-1357-5 中国市场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重大战役 徐小亭编著 978-7-5092-1358-2 中国市场出版社

血战太平洋 (美)安德鲁·威斯特著 978-7-5092-1379-7 中国市场出版社

地图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上
(英)戴维·乔丹 (David Jordan)，(英)安德

鲁·威斯特(Andrew Wiest)著
978-7-5092-1401-5 中国市场出版社



毁灭之路:从战争走向战争 (英)马丁·多尔蒂(Martin J. Dougherty)
著

978-7-5092-1403-9 中国市场出版社

漫漫长夜:从战后的游击战到21世纪的复杂空
间作战

(英)马丁·多尔蒂(Martin J. Dougherty)
著

978-7-5092-1404-6 中国市场出版社

空中炮舰,前传：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中的炮
舰战机

(美)韦恩·穆扎(Wayne Mutza)著 978-7-5092-1409-1 中国市场出版社

天降战火:从突袭波兰到克里特岛空降作战 (英)艾迪·鲍尔(Eddy Bauer)著 978-7-5092-1411-4 中国市场出版社

大潮汹涌:从巴巴罗萨作战行动到巴丹惨败 (英) 艾迪·鲍尔著 978-7-5092-1419-0 中国市场出版社

悬崖边上:从狼群作战到北非战事结束 (英) 艾迪·鲍尔著 978-7-5092-1423-7 中国市场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第三帝国的覆灭 (英) 邓肯·安德森等著 978-7-5092-1425-1 中国市场出版社

黑潮渐退:从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到缅甸战事 (英)艾迪·鲍尔(Eddy Bauer)著 978-7-5092-1429-9 中国市场出版社

第三帝国的精锐部队 (英)提姆·雷普利(Tim Ripley)著 978-7-5092-1458-9 中国市场出版社

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三帝国社会生活史
(英)马修·休兹(Matthew Hughes)，(英)克

里斯·曼(Chris Mann)著
978-7-5092-1462-6 中国市场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纪实 (英)安德鲁·威斯特(Andrew Wiest)著 978-7-5092-1490-9 中国市场出版社

会计核算技能训练 白周清编著 978-7-5092-1514-2 中国市场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规汇编.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 978-7-5093-1889-8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
理解与适用

奚晓明主编 978-7-5093-2078-5 中国法制出版社

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组编 978-7-5093-2218-5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国家司法考试同步训练题解.1,民法 北大英华国家司法考试教研中心编写 978-7-5093-2277-2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国家司法考试同步训练题解.9,国际法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北大英华国家司法考试教研中心编写 978-7-5093-2279-6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司法考试九年真题专项精解必携本,宪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组编 978-7-5093-2295-6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司法考试九年真题专项精解必携本,理论
法学·司法职业道德·论述题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组编 978-7-5093-2297-0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司法考试九年真题专项精解必携本,民法
·商法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组编 978-7-5093-2298-7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司法考试九年真题专项精解必携本,诉讼
法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组编 978-7-5093-2299-4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司法考试图表式历年真题考点分类专项
突破:飞跃版.1,法理学·法制史·宪法·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组编 978-7-5093-2312-0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司法考试图表式历年真题考点分类专项
突破:飞跃版.2,刑法·刑事诉讼法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组编 978-7-5093-2312-0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司法考试图表式历年真题考点分类专项
突破:飞跃版.3,民法·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组编 978-7-5093-2312-0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司法考试图表式历年真题考点分类专项
突破:飞跃版.4,商法·经济法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组编 978-7-5093-2312-0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司法考试图表式历年真题考点分类专项
突破:飞跃版.5,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

济法·司法职业道德

飞跃司考辅导中心组编 978-7-5093-2312-0 中国法制出版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条文理解与适用

万鄂湘主编 978-7-5093-2373-1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司法考试速记通:高频考点·难点精确记
忆技巧1200例

陈珊编著 978-7-5093-2375-5 中国法制出版社

司法考试单元强化自测及详解.1,民法 北京万国学校编著 978-7-5093-2425-7 中国法制出版社

司法考试单元强化自测及详解.2,刑法 北京万国学校编著 978-7-5093-2425-7 中国法制出版社

司法考试单元强化自测及详解.3,国际法学·
商经法

北京万国学校编著 978-7-5093-2425-7 中国法制出版社

司法考试单元强化自测及详解.4,诉讼法 北京万国学校编著 978-7-5093-2425-7 中国法制出版社

司法考试单元强化自测及详解.5,理论法学·
行政法

北京万国学校编著 978-7-5093-2425-7 中国法制出版社

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
题,合同裁判精要卷

吴庆宝主编 978-7-5093-2435-6 中国法制出版社

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公司卷 奚晓明主编 978-7-5093-2444-8 中国法制出版社

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4,金融卷 奚晓明主编 978-7-5093-2449-3 中国法制出版社

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
题,公司裁判指导卷

吴庆宝主编 978-7-5093-2559-9 中国法制出版社

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
题,民事裁判指导卷

吴庆宝主编 978-7-5093-2560-5 中国法制出版社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
用,担保卷

江必新，何东林著 978-7-5093-2973-3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国渔民 沧海澜峰著 978-7-5093-4001-1 中国法制出版社

全国专家型法官司法意见精粹,土地与房产卷 国家法官学院编 978-7-5093-4031-8 中国法制出版社

哈佛时间管理课 徐宪江编著 978-7-5093-4530-6 中国法制出版社

民主的进程:影响美国法律的“十宗最” (美) 伯纳德·施瓦茨著 978-7-5093-4634-1 中国法制出版社

我国新消费形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
研究

吴景明，雅客主编 978-7-5093-4742-3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093-5610-4 中国法制出版社

婚恋中的这些大事，你才知道？ 杨姗姗编著 978-7-5093-5788-0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理解适用与实务
指南

江必新主编 978-7-5093-5827-6 中国法制出版社

宪法知识题集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 978-7-5093-6063-7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解读 信春鹰主编 978-7-5093-6346-1 中国法制出版社

公民宪法必修课 刘凝编著 978-7-5093-6421-5 中国法制出版社

政府法制900问 于爱荣主编 978-7-5093-6575-5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职业病诊断与
鉴定管理办法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978-7-5093-6881-7 中国法制出版社

劳动合同法学习读本 七五普法图书中心著 978-7-5093-7066-7 中国法制出版社

道路交通安全法学习读本 七五普法图书中心著 978-7-5093-7210-4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心理学 耿兴永著 978-7-5093-7278-4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临危不乱，说到做到:党员干部从政必备的决
断力修炼

陈讲红著 978-7-5093-7285-2 中国法制出版社

让你爱不释手的重口味心理学 王小军著 978-7-5093-7353-8 中国法制出版社

钢铁大王卡内基自传 (美) 安德鲁·卡内基著 978-7-5093-7486-3 中国法制出版社

怪诞心理学:生活中不可思议现象的心理透视 鲁芳著 978-7-5093-7626-3 中国法制出版社

华为28条军规:任正非的管理哲学 沈方楠著 978-7-5093-7662-1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创业法律常识 辛辉著 978-7-5093-7683-6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一看就懂的大元史 孙钦柱著 978-7-5093-7711-6 中国法制出版社

至简中国史:大数据讲述中国大历史 弘亿著 978-7-5093-7743-7 中国法制出版社

法学的圣殿:西方法律思想与法学流派 徐爱国著 978-7-5093-7758-1 中国法制出版社

心理学与说话艺术 隋岩著 978-7-5093-7785-7 中国法制出版社

法史钩沉话智库 张晋藩，林中著 978-7-5093-7793-2 中国法制出版社

心理学与正能量 杨珊珊著 978-7-5093-7797-0 中国法制出版社

食品安全法实务精解与案例指引 冀玮，明星星著 978-7-5093-7811-3 中国法制出版社

法理学导论:实践的思维演绎 刘星著 978-7-5093-7829-8 中国法制出版社

野鸽山上的婴儿 沈石溪著 978-7-5094-0626-7 蓝天出版社

象群迁移的时候 沈石溪著 978-7-5094-0627-4 蓝天出版社

深度:《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度专题报道
作品选.上

民主与法制时报编著 978-7-5094-1041-7 蓝天出版社

深度:《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度专题报道
作品选.下

民主与法制时报编著 978-7-5094-1041-7 蓝天出版社

美丽内蒙古 朱祖希主编 978-7-5094-1276-3 蓝天出版社

美国陕西 朱祖希主编 978-7-5094-1280-0 蓝天出版社

动物世界 杨永胜主编 978-7-5094-1429-3 蓝天出版社



一本书了解国学知识:珍藏本 杨永胜主编 978-7-5094-1431-6 蓝天出版社

感恩的心 杨建峰主编 978-7-5094-1504-7 蓝天出版社

战略定位:成功的金钥 (塞) 米兰娜·普里贾维奇著 978-7-5095-0908-1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稀土产业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 苏文清著 978-7-5095-1336-1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新编会计人员业务手册 于长春, 杨辉编 978-7-5095-3024-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小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与应用 王国生编著 978-7-5095-3180-8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指南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著 978-7-5095-3401-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李建中著 978-7-5095-3731-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民族经济全面转型发展战略研究 李建中主编 978-7-5095-3927-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战略思维 陈东升著 978-7-5095-4693-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吃透了你，东京 Mr.Q著 978-7-5095-6110-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评估报告 宋晓梧，孔泾源主编 978-7-5095-6174-4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互联网+:助推传统行业弯道超车 刘振友著 978-7-5095-6197-3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英语演讲艺术 王艳东著 978-7-5095-6916-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税务管理疑难问答 王晓芳主编 978-7-5096-0317-8 经济管理出版社

解读浙商:浙商如何基业常青 周锡冰, 霍红建著 978-7-5096-0435-9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国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报告(2010-2011):构
筑集群创新能力

黄速建主编 978-7-5096-0546-2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国区域经济学前沿.2009,区域经济与港口
物流发展

李平，陈耀，郭华巍主编 978-7-5096-0961-3 经济管理出版社

1D诀窍 吴明著 978-7-5096-1123-4 经济管理出版社

国际商法 黄辉，田俊芳主编 978-7-5096-1156-2 经济管理出版社

新编企业文化案例 刘光明主编 978-7-5096-1221-7 经济管理出版社

亲情写真:发生在北京密云的“城乡一家亲”
故事

郭立新主编 978-7-5096-1326-9 经济管理出版社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实务 高立法主编 978-7-5096-1918-6 经济管理出版社

进京求学者笔记 牛志文著 978-7-5096-2029-8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学会2011年年会论文集

主编王海粟, 胡立君 978-7-5096-2114-1 经济管理出版社

村官环境保护知识必读 李笑主编 978-7-5096-2660-3 经济管理出版社

那些拉开未来商业序幕的人:图文典藏版 杰雯，王永强，谢扬林编著 978-7-5096-2813-3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医院成本管理研究 韩斌斌，张军华著 978-7-5096-2855-3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张玉周著 978-7-5096-3063-1 经济管理出版社

商业心理学:商场上的读心术 陆洛, 高旭繁著 978-7-5096-3068-6 经济管理出版社



MBA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 余来文编著 978-7-5096-3069-3 经济管理出版社

社区公文撰写实务 李笑主编 978-7-5096-3127-0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国食品安全政策法规汇编:2014年版 丛书编辑部编 978-7-5096-3179-9 经济管理出版社

管理简单化 向燕著 978-7-5096-3215-4 经济管理出版社

我国吸引和有效发挥高端人才作用的对策研
究

张瑾著 978-7-5096-3234-5 经济管理出版社

病人参与医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唐中君著 978-7-5096-3337-3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国企业发展环境报告.2014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编著 978-7-5096-3390-8 经济管理出版社

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刘燕华, 马莉编著 978-7-5096-3467-7 经济管理出版社

演说创富:中国最赚钱的演说创富系统 李章珍著 978-7-5096-3531-5 经济管理出版社

现代公关礼仪 张岩松, 刘志敏, 李文强主编 978-7-5096-3549-0 经济管理出版社

生态工业系统的演化规律及其运行机制 郭志达著 978-7-5096-3631-2 经济管理出版社

完善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障体系与扩大消费
者需求研究

蔚东升著 978-7-5096-3650-3 经济管理出版社

通往幸福之路:跨越“增长的极限” 祝灵敏著 978-7-5096-3666-4 经济管理出版社

新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基于人口规模结
构变化趋势及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

韩鹏著 978-7-5096-3722-7 经济管理出版社

我国健康服务业经营模式创新研究 陈亚光著 978-7-5096-3765-4 经济管理出版社

海南餐饮文化 梁青，廖海春主编 978-7-5096-3816-3 经济管理出版社

文化经济学:理论前沿与中国实践 杨永忠,林明华编著 978-7-5096-3850-7 经济管理出版社

民族饮食文化 欧时昌, 黄艺主编 978-7-5096-3869-9 经济管理出版社

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形成、演变与运行 卢福财, 朱文兴等著 978-7-5096-4005-0 经济管理出版社

商人的社会责任 (美)霍华德·R. 鲍恩著 978-7-5096-4036-4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不平等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环境污染 陆宇嘉著 978-7-5096-4045-6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国食品危机与地理标志体系:社会经济学实
证研究

赵星著 978-7-5096-4056-2 经济管理出版社

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企业间利益协调机
制

朱文兴, 卢福财著 978-7-5096-4065-4 经济管理出版社

河南省航空物流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金真，王小丽，王永刚编著 978-7-5096-4091-3 经济管理出版社

恒说心语 恒天读书会著 978-7-5096-4105-7 经济管理出版社

营养学基础与应用 主编罗冰 978-7-5096-4230-6 经济管理出版社

水污染治理的经济学研究 万小影著 978-7-5096-4278-8 经济管理出版社

以家庭为本位的医疗决策模式研究 杨同卫著 978-7-5096-4280-1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研究 李瑞锋等著 978-7-5096-4359-4 经济管理出版社

金牌礼仪课程:不学礼，无以立 肖珂著 978-7-5096-4438-6 经济管理出版社



德高行远:中国德商叶德林 黄康俊著 978-7-5096-4439-3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中国医疗信息化发展研究:持续采纳的视角 佘镜怀，王明晓著 978-7-5096-4467-6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与自己较量 李励著 978-7-5096-4519-2 经济管理出版社

日本在内蒙古殖民统治政策研究 金海著 9.78751E+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 刘凤翥等编著 9.78751E+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解读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上 主编郝时远 978-7-5097-0978-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解读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下 主编郝时远 978-7-5097-0978-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环境与健康:跨学科视角 Jennifer Holdaway ... [等] 主编 978-7-5097-1348-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碳减排: 中国经验:基于清洁发展机制的考察 曾少军著 978-7-5097-147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世博后城市可持续发
展.2011

主编周冯琦 978-7-5097-2039-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企业家的战略工具:提升企业型非营利组
织绩效

(美) 迪斯, 埃默森, 伊柯诺米著 978-7-5097-2087-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青藏高原生态变迁 马生林著 978-7-5097-2199-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地区环境效率的差异与规制研究 李静著 978-7-5097-320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沈志华著 978-7-5097-3847-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生态保育的民主试验:阿拉善行记 萧今著 978-7-5097-3867-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人事人才纪事:1949-2011 潘晨光主编 978-7-5097-4053-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上海城市发展与市民精神 忻平等著 978-7-5097-425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蠔镜映西潮屏蔽与缓冲中的清代澳门中西交
流

周湘[等]著 978-7-5097-4310-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海门薇医生在中国:1924-1941 (美)茹丝·V. 海门薇著 978-7-5097-4314-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本人论:基于柳田国男民俗学的考察 孙敏著 978-7-5097-4405-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关于“子孙违犯教令”的历史考察:一个微观
法史学的尝试

孙家红著 978-7-5097-4406-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文文艺论文年度文摘.2011年度(上) 陶东风，张未民主编 978-7-5097-4445-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文文艺论文年度文摘.2011年度(下) 陶东风，张未民主编 978-7-5097-4445-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文文艺论文年度文摘.2011年度(中) 陶东风，张未民主编 978-7-5097-4445-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多元视阈中的河湟:族群互动、文化认同与地
缘关系

马建春著 978-7-5097-4510-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环境污染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苏北N村事件
的分析

朱海忠著 978-7-5097-4545-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直观造化之相:文化研究语境下的藏族唐卡艺
术

意娜著 978-7-5097-4743-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际清洁能源发展报告:2013 主编国际清洁能源论坛 (澳门) 978-7-5097-4983-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十辑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 978-7-5097-5096-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革命的现代变奏:毛泽东革命思想研究 宋婕著 978-7-5097-517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古城拉萨市区历史地名考 达瓦著 978-7-5097-5179-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医疗产业安全报告:2013-2014 主编李孟刚, 高献书 978-7-5097-5241-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人类学视野中的萨满医疗研究 孟慧英, 吴凤玲著 978-7-5097-5248-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著
978-7-5097-5263-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城市与环境研究.2013/01 (总第1期) 主编潘家华 978-7-5097-5302-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2014版.2014,环境保
护的公众参与及创新

主编周冯琦, 汤庆合, 任文伟 978-7-5097-5477-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语言与存在:探寻新诗之根 张桃洲著 978-7-5097-548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诗心、文心与士心:中国古代诗文研究举隅 马自力著 978-7-5097-5483-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华侨华人与西南边疆社会稳定 石维有，张坚著 978-7-5097-5533-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屯堡文化研究.2012卷 李建军主编 978-7-5097-5605-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军事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2期（总第2期） 高民政主编 978-7-5097-5700-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No.6 (2013-2014) 申宝忠, 韩玉珍主编 978-7-5097-5775-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审美特性.上 (匈)卢卡奇(Georg Lukács)著 978-7-5097-584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审美特性.下 (匈)卢卡奇(Georg Lukács)著 978-7-5097-584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
代中东的形成

(美)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著 978-7-5097-5923-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化同根:闽台文缘 刘小新主编 978-7-5097-595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认知性研究的视角 徐俊忠 ... 等著 978-7-5097-6056-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固原史话 马平恩主编 978-7-5097-6095-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委内瑞拉 焦震衡编著 978-7-5097-6139-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海峡两岸:闽台地缘 郑衡泌, 林国平著 978-7-5097-6153-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对话卡斯特 曼纽尔·卡斯特, 马汀·殷斯著 978-7-5097-6226-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 (2013) 评估与
调整研究.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司编

978-7-5097-625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 (2013) 评估与
调整研究.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司编

978-7-5097-625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碰撞与变迁:城市化进程中的澳门菜农.上 朱德新著 978-7-5097-6284-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碰撞与变迁:城市化进程中的澳门菜农.下 朱德新著 978-7-5097-6284-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美) 格雷弗·弗著 978-7-5097-6288-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本的众神 (日)谷川健一著 978-7-5097-6310-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 (德) 霍斯特·特尔切克著 978-7-5097-635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 (美) 迈克尔·沃尔泽著 978-7-5097-6364-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创造力教育学 (美) 安娜·赫伯特著 978-7-5097-6388-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民俗学中的死亡文化:日本人的生死观与丧葬
礼仪

(日) 山折哲雄著 978-7-5097-6539-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创造性贡献 迟方旭著 978-7-5097-6552-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 陈雅岚著 978-7-5097-6557-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东北亚各国政治制度比较 巴殿君主编 978-7-5097-656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代美国公共卫生:原理、实践与政策 (美) 詹姆斯·郝圣格主编 978-7-5097-6603-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工作坊:2013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编 978-7-5097-6622-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 张济顺著 978-7-5097-6635-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古汉语范畴词典,时间卷 王海棻著 978-7-5097-6659-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世界史论坛.第一辑 张顺洪主编 978-7-5097-6680-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 叶舒宪著 978-7-5097-6751-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民意、民调与民主 (法) 罗兰·凯罗尔著 978-7-5097-6757-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毛泽东是怎样成
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金民卿著 978-7-5097-6758-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人与印度人: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 尚会鹏著 978-7-5097-6807-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公共危机挑战下的中国公民责任及其教育 张建荣著 978-7-5097-6814-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自然的诗学: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新论 龙其林著 978-7-5097-6879-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梨园客李滨声 泠风著 978-7-5097-6884-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的撼动世界的
十年

戴维·阿尔贝尔, 兰·埃德利著 978-7-5097-6886-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特殊工人”:日军奴役战俘劳工实态 解学诗，李秉刚著 978-7-5097-6904-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多元叙事与中原写作 刘军著 978-7-5097-6921-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 (澳) 加文·麦考马克, (日) 乘松聪子著 978-7-5097-6934-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鼠人:强迫官能症案例摘录 (奥) 弗洛伊德著 978-7-5097-6965-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梦里家国:社会发展、全球化与中国道路 黄平著 978-7-5097-697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上海文学发展报告.2015,青年批评家崛起 陈圣来主编 978-7-5097-697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绿之魅:作为政治哲学的生态学 叶海涛著 978-7-5097-7004-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研究 赵永胜著 978-7-5097-7014-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 (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著] 978-7-5097-7017-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存在de幸福 姜涵著 978-7-5097-7049-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2015,环境战略转型
与环境治理创新

主编周冯琦, 汤庆合, 任文伟 978-7-5097-7056-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
构想

(日)添谷芳秀著 978-7-5097-7086-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谈如何正确看待斯大林 张捷著 978-7-5097-7115-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微评社会 王开玉主编 978-7-5097-7119-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研究史 刘卫国著 978-7-5097-7121-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资本论》中的市场经济逻辑 王明友著 978-7-5097-7148-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赤脚医生”与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以河南省
为例

李海红著 978-7-5097-7155-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岭南古代小说史 耿淑艳著 978-7-5097-7160-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丝路列国志 李永全主编 978-7-5097-717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故宫学与明代政治:故宫学与明清政治文化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赵秩峰, 章宏伟主编 978-7-5097-7174-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汉代易学与政治 白效咏著 978-7-5097-7180-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转型时期的澳门政治精英 蔡永君著 978-7-5097-7184-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全球变暖时代中国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 杜受祜著 978-7-5097-7187-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正念之道:《大念处经》解析与问答 (缅甸)帕奥禅师讲解 978-7-5097-7193-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 李捷著 978-7-5097-7208-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 李长中著 978-7-5097-7214-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爱、自由与责任:中世纪哲学的道德阐释 张荣著 978-7-5097-7221-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粤港区域环境合作与低碳发展 主编乌兰察夫 978-7-5097-7224-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多元文化与民主:公民身份、多样性与社会公
正

(比) 马克·马尔蒂尼埃罗著 978-7-5097-7228-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四川生态建设报告.2015 主编李晟之 978-7-5097-7246-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公共外交发展报告.2015 赵启正，雷蔚真主编 978-7-5097-7270-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英) 基思·罗威著 978-7-5097-7277-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探索中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来自成都玉林社
区的经验

郭有德，梁鸿，赵德余著 978-7-5097-7286-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莱 刘新生, 潘正秀编著 978-7-5097-7287-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 罗敏著 978-7-5097-7297-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朝韩日文化比较: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论
集.第Ⅷ辑

姜秀玉著 978-7-5097-7368-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区域生态优势转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以江西省
为例

刘耀彬等编著 978-7-5097-7374-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机械宇宙:艾萨克·牛顿、皇家学会与现代世
界的诞生

(美)爱德华·多尼克(Edward Dolnick)著 978-7-5097-7375-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辩证法的实践哲学阐释 黄志军著 978-7-5097-7376-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莱茵访学:中国学人的德国记忆 李雪涛, 温馨编 978-7-5097-7378-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基地报告.第6卷,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上海健
康保险交易所设立构想

总编李扬 978-7-5097-7389-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崔志远,吴继章主编 978-7-5097-7410-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以色列 雷钰, 黄民兴等编著 978-7-5097-7416-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中医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15 主编毛嘉陵 978-7-5097-7444-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承德史话 奚晓红等编著 978-7-5097-7450-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健康是生产力 王彦峰著 978-7-5097-7452-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德国统一史.第四卷,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
策：决定性的年代（1989-1990）

(德) 维尔讷·魏登菲尔德主笔 978-7-5097-7455-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藏地汉语小说视野中的阿来 杨艳伶著 978-7-5097-7475-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化价值观的哲学省思 陈少雷著 978-7-5097-7477-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近代江西文存 上官涛，胡迎建编注 978-7-5097-7493-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虚无主义的审美救赎:阿多诺的启示 杨丽婷著 978-7-5097-7521-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人学与人的发展 陈新夏著 978-7-5097-7548-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十三卷 郝春文[等]编著 978-7-5097-7563-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河北食品药品安全研究报告:2015 主编丁锦霞 978-7-5097-7573-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 张华夏著 978-7-5097-7586-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我是谁?:如果有我, 有几个我? (德) 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著 978-7-5097-7589-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破解消费奴役:消费主义和西方消费社会的批
判与超越

罗建平著 978-7-5097-7611-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1世纪的全球治理:制度变迁和战略选择 主编刘鸣 978-7-5097-7614-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乐府学.第十一辑 吴相洲主编 978-7-5097-7616-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上册 李树茁, 靳小怡, 王跃生等著 978-7-5097-7617-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下册 李树茁, 靳小怡, 王跃生等著 978-7-5097-7617-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未了中国缘:一部自传 (美) 约翰·帕顿·戴维斯著 978-7-5097-7632-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代史学平议 李振宏著 978-7-5097-7635-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皓首沉思录:林可济哲学论文自选集(2003～
2014)

林可济著 978-7-5097-7660-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4·总第四辑 李安山主编 978-7-5097-7663-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梦与浙江实践,党建卷 王伟光，夏宝龙总主编 978-7-5097-7675-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关系 杨晓强, 许利平主编 978-7-5097-7679-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哥特文学中国风:张爱玲小说研究 马祖琼[著] 978-7-5097-7690-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城市国学讲坛.第七辑 李训贵，宋婕主编 978-7-5097-7694-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产学研合作成效及其提升路径 李梅芳著 978-7-5097-7717-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西厢记》评点研究,清代卷 韦乐著 978-7-5097-7727-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殷商元圣:伊尹里籍·隐居·事功考实 张新河, 张海宽著 978-7-5097-7762-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满铁与国联调查团研究 武向平著 978-7-5097-7764-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食品安全治理评论.2015年第1卷 (总第2
卷)

主编吴林海 978-7-5097-7775-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大中国文化研究.2015 总第四辑 孙熙国，李翔海主编 978-7-5097-7789-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论法治 李步云著 978-7-5097-7808-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悲剧与拒绝: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差异政治 (美) 迈克尔·布林特著 978-7-5097-7813-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美) 裴士锋著 978-7-5097-7817-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公立医院医生薪酬制度改革研究 贡森, 葛延风, 王列军主编 978-7-5097-7820-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跨媒介香港 凌逾著 978-7-5097-7833-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学术与话语体系建构,总论·人文科学卷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会议办

公室编
978-7-5097-7854-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从中俄密约到中苏同盟:中东铁路六十年 马蔚云著 978-7-5097-786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伊斯兰教生活禁忌百问探源 王灵桂主编 978-7-5097-7902-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从行为到意义:仪式的审美人类学阐释 张良丛著 978-7-5097-7914-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 (美)萨拉·罗斯(Sarah Rose)著 978-7-5097-7918-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外红十字会法选编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 978-7-5097-7940-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史论丛.二〇一五年 第二辑 总第三十辑 李世愉主编 978-7-5097-7943-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现代慈善与法治社会:2014年度中国公益事业
发展报告

主编王振耀 978-7-5097-7945-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易卦爻辞释义 雷宝著 978-7-5097-7946-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15 主编刘举科, 孙伟平, 胡文臻 978-7-5097-7988-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创建“中国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
究

孙伟平等著 978-7-5097-8017-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哈萨克斯坦 赵常庆编著 978-7-5097-8032-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古镇新韵——万安 钟富民主编 978-7-5097-8062-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二○一五年总第18卷,秋
之卷

崔志远，吴继章主编 978-7-5097-8074-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新加坡 毕世鸿等编著 978-7-5097-8098-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巴金《随想录》忏悔意识成因传播与影响力
研究

张静著 978-7-5097-8103-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5 自然之友编 978-7-5097-8129-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残者有助:农村贫困残疾人群帮扶政策评估及
建议

杨立雄著 978-7-5097-8153-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1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著
978-7-5097-8162-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2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著
978-7-5097-8162-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3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著
978-7-5097-8162-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二辑 周伟洲主编 978-7-5097-8173-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人性与政治 周前程著 978-7-5097-818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传播 单波，肖珺主编 978-7-5097-8188-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如何现代 怎样新诗:中国诗歌现代性问题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王光明编 978-7-5097-8195-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空间转向”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
评研究

刘进, 李长生著 978-7-5097-8196-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青爱工程·河仁计划评估报告 康晓光, 冯利著 978-7-5097-8208-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若干问题研究 赵兴宏著 978-7-5097-8235-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8集 王邦维主编 978-7-5097-8243-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 (荷)劳伦·范德蒙森, (英) 艾伦·沃克主编 978-7-5097-8315-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 (美) 约瑟夫·J. 埃利斯著 978-7-5097-8326-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中国经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978-7-5097-8328-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1921～1949 耿化敏著 978-7-5097-833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文明论 白春阳著 978-7-5097-8335-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绿色城镇化战略:理论与实践 张燕著 978-7-5097-8336-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情报的兴衰:一部国际安全史 (美)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著 978-7-5097-8347-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978-7-5097-8362-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东西方交汇中的中日文学与思想:共同纪念国
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陆建德, 赵京华编 978-7-5097-8363-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菲律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编

978-7-5097-8421-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食品安全治理评论.2015年第2卷 (总第3
卷)

主编吴林海 978-7-5097-8449-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5年第3辑 总第16辑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编 978-7-5097-8453-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主编李培林, 陈光金, 张翼 978-7-5097-8490-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5年第4辑 总第17辑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编 978-7-5097-849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978-7-5097-84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德国哲学.2014年卷 邓晓芒，戴茂堂主编 978-7-5097-8495-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上卷 黄兴涛，朱浒主编 978-7-5097-8503-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下卷 黄兴涛，朱浒主编 978-7-5097-8503-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研究 安晓明著 978-7-5097-8509-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藏传佛教史话 尹邦志著 978-7-5097-8516-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易》的两大标杆性理论贡献 黄飞山著 978-7-5097-856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际清洁能源发展报告.2015 主编苏树辉, 袁国林, 李玉崙 978-7-5097-8573-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化 马晨著 978-7-5097-8627-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摔跤史话 傅砚农著 978-7-5097-863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 2015 主编严耕 978-7-5097-8645-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易文化研究.第七辑 主编张涛 978-7-5097-8648-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2016,长三角环境保
护协同发展与协作治理

主编周冯琦, 汤庆合, 任文伟 978-7-5097-8663-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四次变革:智力经济时代的产业与城市 启迪协信产业研究院，回向恒品合著 978-7-5097-867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乡村工业污染的社会机制研究 顾金土著 978-7-5097-8674-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和国别环境保护研究:201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编著 978-7-5097-8746-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传染病与国家安全 涂晓艳著 978-7-5097-8776-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西北回族话研究 李生信著 978-7-5097-8791-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5-2016 主编齐晔, 张希良 978-7-5097-8795-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医院竞争力报告.2016,数字说话·时间
说话

主编庄一强, 曾益新 978-7-5097-8805-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医疗的背后:那些关于生命、健康和医疗的真
相

张克镇著 978-7-5097-8833-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基层社区医疗卫生政策目标的可行性分析:以
西藏城镇、农区和牧区三类基层社区为例

格桑卓玛著 978-7-5097-8842-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平衡的艺术: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研究
（1998-2005）

吴江著 978-7-5097-8887-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四川生态建设报告.2016 主编李晟之 978-7-5097-8888-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 包伟民，刘后滨主编 978-7-5097-8889-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促进国际法治报告.2015年 曾令良，冯洁菡主编 978-7-5097-8926-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人类学的全球意识与学术自觉 麻国庆著 978-7-5097-894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家不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地位 (美) 戴维·罗特科普夫著 978-7-5097-8974-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国国会:代议政治与议员行为 (美) 罗杰·H. 戴维森 ... [等] 著 978-7-5097-8976-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本文化法治 魏晓阳等著 978-7-5097-8977-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研究 王慧杰著 978-7-5097-8979-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与文化政策演进 刘江红著 978-7-5097-8984-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 (美)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著 978-7-5097-9015-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近代中国的法律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法律史研究群
编

978-7-5097-9046-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明《大诰》研究 杨一凡著 978-7-5097-9050-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莫言小说研究 王育松著 978-7-5097-9094-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
教科书研究

刘超著 978-7-5097-9121-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像顽童一样写作:安杰拉·卡特小说研究 武田田著 978-7-5097-9147-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漂洋过海的日本文学:伪满殖民地文学文化研
究

单援朝著 978-7-5097-9167-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
告.2016,整体性保护：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主编肖远平, 柴立 978-7-5097-9180-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八卦诚谈易:第四届中国·特克斯世界周易论
坛论文集

龚鹏程主编 978-7-5097-9186-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俄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 李培林, (俄) 戈尔什科夫等著 978-7-5097-9193-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分层线性模型:应用与数据分析方法
(美)斯蒂芬·W.劳登布什(Stephen 

W.Raudenbush)，(美)安东尼·S.布里克
(Anthony S.Bryk)著

978-7-5097-9219-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河北食品药品安全研究报告.2016 主编丁锦霞 978-7-5097-9222-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旷代同调:中国诗学论争的符号学考辨 朱恒著 978-7-5097-9224-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青年学者妇女/性别实证研究成果集:2012-
2014年度

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 汕头大学妇女研究
中心主编

978-7-5097-9229-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16 王鸿春主编 978-7-5097-9245-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食品药品安全与监管政策研究报
告:2015版.2014-2015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会, 上海市食品药
品安全研究中心编

978-7-5097-9297-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卫生管理研究.2016年第1期 总第1期 顾海主编 978-7-5097-9307-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16 主编毛嘉陵 978-7-5097-9344-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经济转型:国际比较的视角与国家案例 李毅等著 978-7-5097-9363-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绿色再发现:贵安新区绿色创新发展侧记 主编梁盛平 978-7-5097-9394-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唐代粟特人华化问题述论 王睿著 978-7-5097-9402-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食品安全治理评论.2016年第1卷 (总第4
卷)

主编吴林海 978-7-5097-9411-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海盗共和国:骷髅旗飘扬、民主之火燃起的海
盗黄金年代

(美) 科林·伍达德著 978-7-5097-9422-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武汉大学史话 涂上飙著 978-7-5097-9428-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真与诗:意大利哲学、文化论丛 田时纲著 978-7-5097-9455-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创精神丝绸之路的新纪元:2014年陕西师范
大学池田大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日) 寺西宏友, 萧正洪主编 978-7-5097-9471-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冷战后日本与湄公河国家关系 毕世鸿著 978-7-5097-9493-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策略研究 付跃安著 978-7-5097-9540-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南海回村:三亚回族的时空观念与社会实践 张亮著 978-7-5097-9568-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报告.2016 宫晓冬主编 978-7-5097-962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创业投资基金的法律规制 李建良著 978-7-5097-963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汇编.上
册

吉林大学编著 978-7-5097-9634-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

与管理出版分社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汇编.下

册
吉林大学编著 978-7-5097-9634-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
与管理出版分社

饮水安全与环境卫生可持续管理 王宾，于法稳著 978-7-5097-9645-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年度发展报
告.2016

张占仓，高友才主编 978-7-5097-9655-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法律史研究.2016年卷 吴玉章主编 978-7-5097-9699-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

政法分社

战略：一部历史.上 (英)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
著

978-7-5097-9822-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战略：一部历史.下 (英)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
著

978-7-5097-9822-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涵育与超越:文化传统与鄞州近代人物 徐秀丽，陈野，谢富国主编 978-7-5097-9863-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实现伟大誓言的一生:杰尔格勒传记 特木勒，孟宪平编著 978-7-5098-0332-5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
编.上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978-7-5098-0948-8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
编.下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978-7-5098-0948-8 中共党史出版社

申论
启政公务员录用考试教材编写中心, 启政公

务员录用考试命题研究中心
978-7-5098-1042-2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
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978-7-5098-2081-0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会保障专业知识
甘肃省选拨万名高校毕业生下基层考试命题
研究中心, 启政选拔万名高校毕业生下基层

考试教材编写中心

978-7-5098-2096-4 中共党史出版社

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1 陈冠任编著 978-7-5098-2430-6 中共党史出版社

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2 陈冠任编著 978-7-5098-2430-6 中共党史出版社

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3 陈冠任编著 978-7-5098-2430-6 中共党史出版社

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4 陈冠任编著 978-7-5098-2430-6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与经济特区 978-7-5098-2507-5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与西部大开发 陈夕总主编 978-7-5098-2508-2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 978-7-5098-2510-5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90年史话 主编龙新民, 张静如 978-7-5098-2692-8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红色旅游指南.上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国家旅游局编 978-7-5098-2728-4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红色旅游指南.下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国家旅游局编 978-7-5098-2728-4 中共党史出版社

项南的故事 张永和，项建坤著 978-7-5098-2749-9 中共党史出版社

黄敬谈民主民生运动:1942-1945 978-7-5098-2806-9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东北抗日联军史.上册 《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著 978-7-5098-2807-6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东北抗日联军史.下册 《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著 978-7-5098-2807-6 中共党史出版社

李嘉诚父子大传 华宸编著 978-7-5098-2843-4 中共党史出版社

宋庆龄一生 姜华宣编著 978-7-5098-2902-8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1931-1937:动荡下的希望 王旸著 978-7-5098-2912-7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三进巴格达:中国外交官亲历海湾战争 郑达庸著 978-7-5098-2913-4 中共党史出版社

宋庆龄在重庆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978-7-5098-2920-2 中共党史出版社

黄埔不可说的秘密 江涛著 978-7-5098-2927-1 中共党史出版社

现当代中国文化精英写像 刘宇一作品 978-7-5098-2996-7 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四大秘书 郑明武著 978-7-5098-3012-3 中共党史出版社

从士兵到将军:13位红小鬼到大将军的征战历
程

蒋斌著 978-7-5098-3014-7 中共党史出版社

从战士到领导:10位小战士到大领导的成长历
程

潘望著 978-7-5098-3015-4 中共党史出版社

张秀山传 孙庆海著 978-7-5098-3065-9 中共党史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概论 潘利红, 李韬著 978-7-5098-3067-3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用人史 苗枫林著 978-7-5098-3068-0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与156项工程 陈夕总主编 978-7-5098-3072-7 中共党史出版社

风雨春秋:杨力生回忆录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978-7-5098-3103-8 中共党史出版社

海南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978-7-5098-3120-5 中共党史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煤矿“万人坑”史料汇编 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 978-7-5098-3124-3 中共党史出版社

地雷有约 谭克明编著 978-7-5098-3162-5 中共党史出版社

猛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纪实 陈冠任著 978-7-5098-3165-6 中共党史出版社

大学生党员培训教材 王婕主编 978-7-5098-3203-5 中共党史出版社

项南传 张永和, 项建坤著 978-7-5098-3220-2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国共合作在抗日战场 叶成林, 李蓉著 978-7-5098-3262-2 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的父辈在抗战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 978-7-5098-3267-7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帅纪实 陈冠任著 978-7-5098-3285-1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
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978-7-5098-3347-6 中共党史出版社

战将风云:从两湖走出来的国共两党高级将领
征战纪实

蒋斌著 978-7-5098-3359-9 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健身医道 孙宝义, 孙浩翔编 978-7-5098-3450-3 中共党史出版社

浴血重生 杨国成，恽永忠，杨汉平编著 978-7-5098-3464-0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2014 主编张树军 978-7-5098-3496-1 中共党史出版社

江上青与金寨 阎荣安主编 978-7-5098-3772-6 中共党史出版社



重读长征原始文本 吴江，青霖编 978-7-5098-3819-8 中共党史出版社

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 王新生著 978-7-5098-3835-8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099-0156-4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1998年.第一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1999年.第二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1999年.第二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0年.第三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0年.第三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1年.第四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1年.第四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2年.第五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2年.第五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3年.第六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3年.第六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4年.第七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4年.第七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5年.第八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5年.第八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6年.第九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6年.第九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7年.第十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7年.第十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8年.第十一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8年.第十一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9年.第十二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09年.第十二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10年.第十三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10年.第十三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11年.第十四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国情报告:2011年.第十四卷 胡鞍钢主编 978-7-5099-0343-8 党建读物出版社

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978-7-5099-0414-5 党建读物出版社

领导力与领导艺术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978-7-5099-0561-6 党建读物出版社

权力的任性: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决策.1 (英) 斯蒂芬·韦尔著 978-7-5099-0618-7 党建读物出版社



怎样开展民主评议党员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099-0655-2 党建读物出版社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099-0685-9 党建读物出版社

走前头　作表率 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宣传部编 978-7-5099-0701-6 党建读物出版社

党章学习讲座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099-0716-0 党建读物出版社

领航中国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组织编写 978-7-5099-0728-3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临床牙周病治疗学 主编束蓉 978-7-5100-0335-6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天外来客:地球上的不明飞行物 王潇，任江华，何建编著 978-7-5100-0585-5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奥瑟罗:中英文对照全译本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588-6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英文对照全译本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589-3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李尔王:汉英对照 《莎士比亚经典戏剧(中英对照丛书》编委会
编

978-7-5100-0590-9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
版第十二夜:中英文对照全译本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591-6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仲夏夜之梦:中英文对照全译本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592-3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麦克白:中英文对照全译本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593-0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威尼斯商人:汉英对照 《莎士比亚经典戏剧(中英对照丛书》编委会
编

978-7-5100-0595-4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
版哈姆莱特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596-1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温莎的风流娘们:中英文对照全译本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597-8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朱自清精品集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598-5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庐隐精品集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599-2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郁达夫精品集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00-5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鲁迅精品集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01-2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梁遇春精品集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03-6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林徽因精品集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04-3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徐志摩精品集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05-0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萧红精品集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06-7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戴望舒精品集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08-1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朱湘精品集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09-8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实用唢呐基础与入门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14-2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实用手风琴基础与入门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23-4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毕加索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26-5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诺贝尔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27-2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司马迁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28-9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居里夫人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29-6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爱因斯坦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30-2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走进世界著名博物馆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34-0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弗洛伊德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35-7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牛顿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36-4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爱迪生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37-1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俾斯麦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38-8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华盛顿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39-5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肯尼迪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40-1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指挥入门与鉴赏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44-9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小品入门与鉴赏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47-0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实用工笔画基础与入门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52-4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实用写意画基础与入门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56-2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实用古筝基础与入门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74-6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实用山水画基础与入门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77-7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魔术技法入门与指导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86-9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走进世界著名寺院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88-3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最应了解的日常生活知识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89-0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莎士比亚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94-4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亚历山大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95-1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走进世界著名城市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96-8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走进世界著名宫殿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97-5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拜伦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699-9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罗斯福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700-2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林肯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701-9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哥伦布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702-6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世界名人诗词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0716-3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地震自救与互救:应急避险自助救护大全 王晖龙，原英群，李羚编著 978-7-5100-0717-0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地震灾后防病防疫必备常识 李宝君，唐功臣编著 978-7-5100-0719-4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走进世界著名雕像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1046-0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走进世界著名海港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1047-7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食品安全:全球现状与各国对策 原英群, 于始编著 978-7-5100-1053-8 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

生态伦理常识读本 王晖龙,于始编著 978-7-5100-1054-5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强国之梦:海军及其武器装备 肇锐编著 978-7-5100-1055-2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战场梦魇:非常规武器装备 高玉林，王乐编著 978-7-5100-1056-9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将星摇篮:世界著名军事院校传奇 张晓伟, 白生江编著 978-7-5100-1057-6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大地雄风:陆军及其武器装备 张晓峰，肖亚辉编著 978-7-5100-1058-3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它们和我们:野生动物与人类的生存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1164-1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你知道吗：环保生活101问 杨任飞，张捷，夏宇鹏编著 978-7-5100-1166-5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交际舞入门与鉴赏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1167-2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实用隶书基础与入门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1168-9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油画入门与鉴赏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1169-6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生理卫生与健康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00-1257-0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超越死亡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00-1260-0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人身安全与生命自护 王利群著 978-7-5100-1263-1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全球污染:跨国界的话题 原英群,刘宏程编著 978-7-5100-1270-9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不可不知的科普名著 栾鸥，和蓓，王玮编著 978-7-5100-1274-7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无处不在的物理 杜新玲编著 978-7-5100-1275-4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鹰主长空:空军及其武器装备 张晓峰，肖亚辉编著 978-7-5100-1279-2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未来之王:天军及其武器装备 张晓峰, 肖亚辉编著 978-7-5100-1280-8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走进世界著名湖泊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1281-5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走进世界著名公园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1282-2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苏格拉底 本丛书编委会著 978-7-5100-1283-9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耶稣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1284-6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孔子 本丛书编委会编 978-7-5100-1286-0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故事中的科学 吕宁，王玮编著 978-7-5100-1452-9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天平的砝码:当今世界军事热点 谭小龙[等]编著 978-7-5100-1464-2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医院质量管理:制度与规程 主编范关荣 978-7-5100-2065-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脊髓诊断学 主编周天健, 李也白, 李建军 978-7-5100-2363-7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颅面部介入诊疗学 主编范新东, 毛青 978-7-5100-3232-5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小儿麻醉学进展 主编王英伟, 连庆泉 978-7-5100-3474-9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Barron`s AP computer science A Roselyn Teukolsky 978-7-5100-4077-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可摘局部义齿设计图谱 主编郑元俐 978-7-5100-4392-5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 景炳文编著 978-7-5100-4937-8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口腔颌面肿瘤病理学 主编李江 978-7-5100-5171-5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唇腭裂修复术与语音治疗 主编王国民 978-7-5100-5172-2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临床实用手功能康复学 主编周俊明 ... [等] 978-7-5100-5173-9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医学英语情景实用指南 主编倪晓宏 978-7-5100-5181-4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关注人一生的心理学:从成长成才到成功 吴月明著 978-7-5100-5371-9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脊柱外科微创手术精要 原著John A. McCulloch, Paul H. Young 978-7-5100-5457-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间接实行犯研究 赵香如著 978-7-5100-5710-6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中国人学德语 次晓芳编著 978-7-5100-5770-0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克里昂讯息:DNA灵性12揭秘 (美)李·卡罗著 978-7-5100-6032-8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低碳时代发展清洁能源国际比较研究 许勤华等著 978-7-5100-6189-9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小桥流水人家:婺源纪行诗 包和平著 978-7-5100-6583-5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

口腔正畸学:现代原理与技术
原著 (美) Lee W. Graber, Roberr L. 
Vanarldall, Jr, Katherine W. L. Vig

978-7-5100-6595-8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

权力与领导:如何影响他人，怎样激发正能量 (美) 詹姆斯·克劳森著 978-7-5100-6704-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口腔修复技术学 主编赵云凤 978-7-5100-6719-8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口腔颌面-头颈肿瘤放射治疗学 主编王中和 978-7-5100-6720-4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实用小儿脑性瘫痪手术康复手册 陈艳妮, 常崇旺著 978-7-5100-6788-4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论丛.2012 谢飘云，马茂军，刘涛主编 978-7-5100-6796-9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优势策略营销 (美) 杰·亚伯拉罕著 978-7-5100-6803-4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手术麻醉谈话技巧 上官王宁, 汤红主编 978-7-5100-6816-4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消化内镜窄带显像技术临床应用图谱 主编戈之铮, (日) 藤城光弘, 佐野宁 978-7-5100-6822-5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麻省总医院内科手册 (美)Marc S. Sabatine原著 978-7-5100-6931-4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泌尿外科手术并发症的早期诊断和处理 主编周文龙 978-7-5100-6965-9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耳鼻咽喉科手术麻醉
(美) 巴塞姆·阿卜杜拉马勒克, (美) D.约

翰·道尔著
978-7-5100-6966-6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实时三维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手册
(加) 安妮特·维加斯, (意) 马西米利亚诺

·梅内里, (英) 安杰拉·杰拉什著
978-7-5100-6969-7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常见风湿病中医特色诊治 孟彪[等]主编 978-7-5100-6995-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超文本文学之兴:从纸介质到数字化 李洁著 978-7-5100-7003-7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脑血管重建 (美)努斯鲍姆,(美)莫科著 978-7-5100-7171-3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秩序与问题 潘德斌等著 978-7-5100-7304-5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生殖医学理论与实践 张慧琴主编 978-7-5100-7478-3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正畸临床创新:Damon系统联合种植支抗矫治
疑难错〓

林锦荣著 978-7-5100-7479-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小儿心脏外科学
主编Constantine Mavroudis, Carl L. 

Backer
978-7-5100-7483-7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人类的破坏性剖析 (美)埃里希·弗洛姆著 978-7-5100-7559-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下肢肌筋膜疼痛和机能障碍.第二册,触发点
手册

(美) 珍妮特·特拉维尔, 大卫·西蒙著 978-7-5100-7645-9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发展与罪恶:关于发展的心理学及其限制 (意) 鲁格·肇嘉著 978-7-5100-7660-2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MBA、MPA、

MPAcc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基础辅导教材,综
合能力复习指南

管理类专业硕士联考命题研究中心编著 978-7-5100-7708-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仪式与社会结群:以S村丧葬仪式为例 董敬畏著 978-7-5100-7715-9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

沟通的艺术:看入人里, 看出人外
(美) 罗纳德·B·阿德勒, 拉塞尔·F·普罗

科特著
978-7-5100-7746-3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艾滋病性病防治技术手册 主编陈曦, 贺健梅, 郑军 978-7-5100-7748-7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简明实用肝脏病学 主编鲁晓岚, 戴菲, 龚均 978-7-5100-7824-8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口腔正畸:现代诊断与矫治设计 主编姚森 978-7-5100-7948-1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听神经瘤显微外科手术图谱 原著Mario Sanna ... [等] 978-7-5100-8122-4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颅底副神经节瘤显微外科手册 原著 (意) Mario Sanna ... [等] 978-7-5100-8123-1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问道土家族哲学 萧洪恩，张文璋著 978-7-5100-8167-5 世界图书广东出版公司

大小凉山 中国地理百科丛书编委会编著 978-7-5100-8204-7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鸭绿江畔 中国地理百科丛书编委会编著 978-7-5100-8211-5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产科麻醉与镇痛争鸣 (英) 伊恩·麦格康纳谢著 978-7-5100-8297-9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缺血性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入门与进阶 编著李晓青 978-7-5100-8479-9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中国秦岭常见药用植物图鉴.上册 刘文哲主编 978-7-5100-8500-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中国秦岭常见药用植物图鉴.下册 刘文哲主编 978-7-5100-8501-7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实用冠状动脉介入数据管理 主编程康 978-7-5100-8670-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养老机构经营管理实用手册 李传福编著 978-7-5100-8757-8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机器人泌尿外科手术学 主编 (美) Vipul R. Patel 978-7-5100-8809-4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皮肤病临床与组织病理学 主编李伯埙, 王俊民, 肖生祥 978-7-5100-8814-8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李国衡学术论文集 李国衡著 978-7-5100-8824-7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阿勒泰 中国地理百科丛书编委会编著 978-7-5100-8847-6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文本形式的政治阐释:詹姆逊文学批评思想研

究
杜明业著 978-7-5100-8897-1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中华颂经 柯可著 978-7-5100-8906-0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高风险乳腺癌的防治策略 原著 (美) Nora M. Hansen 978-7-5100-8909-1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精神卫生工作指要 张昌保等编著 978-7-5100-9082-0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

西氏内科学.上
主编 (美) Lee Goldman, (美) Dennis 

Ausiello
978-7-5100-9447-7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

西氏内科学.下
主编 (美) Lee Goldman, (美) Dennis 

Ausiello
978-7-5100-9447-7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



西氏内科学.中
主编 (美) Lee Goldman, (美) Dennis 

Ausiello
978-7-5100-9447-7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美)帕克斯·M. 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
著

978-7-5100-9477-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世界文学评论.第4辑 雷雪峰主编 978-7-5100-9562-7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路在何方:社会正义的视角 吴建涛著 978-7-5100-9564-1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创意兴国 柯可著 978-7-5100-9602-0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国是策论 柯可著 978-7-5100-9603-7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当代麻醉机 主编杨立群 978-7-5100-9662-4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肌肉松弛药 主编闻大翔, 欧阳葆怡, 俞卫锋 978-7-5100-9690-7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近代早期英国婚姻观念的变迁 宋佳红著 978-7-5100-9693-8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不列颠多元文化研究 赵晓囡, 戴卫平著 978-7-5100-9780-5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盆腔疾病CT、MRI鉴别诊断学 主编郑晓林, 许达生 978-7-5100-9835-2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汉英拉医学大词典 主编王锦荣 978-7-5100-9837-6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田中英光评传:无赖与纯情相间 (日)南云智著 978-7-5100-9854-3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性传播疾病中医治疗500案解读 韩世荣，闫小宁编著 978-7-5100-9947-2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信息化体系建设 肖辉, 肖革新主编 978-7-5101-3355-8 中国人口出版社

基层卫生计生干部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01-3683-2 中国人口出版社

身边的健康卫士: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
事迹巡回报告汇编.上册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编 978-7-5101-4112-6 中国人口出版社

身边的健康卫士: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
事迹巡回报告汇编.下册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编 978-7-5101-4113-3 中国人口出版社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 王培安主编 978-7-5101-4350-2 中国人口出版社

健康中国2030热点问题专家谈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编 978-7-5101-4756-2 中国人口出版社

身份犯论:基于犯罪形态视野的考察 吴飞飞著 978-7-5102-1200-0 中国检察出版社

人民检察院法医工作细则释义 幸生主编 978-7-5102-1229-1 中国检察出版社

中国纳税人权利研究 黎江虹著 978-7-5102-1260-4 中国检察出版社

实践法哲学:理论与方法 武建敏著 978-7-5102-1322-9 中国检察出版社

医疗纠纷第三方解决机制实证研究 刘兰秋著 978-7-5102-1330-4 中国检察出版社

诉讼法学研究.第19卷 卞建林主编 978-7-5102-1343-4 中国检察出版社

追寻检察梦:福建省检察干警优秀文学作品选
集

福建省检察文学艺术联合会编著 978-7-5102-1660-2 中国检察出版社

桃李芬芳: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校庆50周年
校友风采录

饶贵生，孔华主编 978-7-5103-1115-4 中国商务出版社

紫砂壶 苏易编著 978-7-5103-1561-9 中国商务出版社

情人俑 胡西东著 978-7-5104-0463-4 新世界出版社



她的秘密 王稼骏著 978-7-5104-0494-8 新世界出版社

异龙:莫争异闻手记 莫争著 978-7-5104-0571-6 新世界出版社

成功的资本:美国独立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
教给我们的成功智慧

本杰明·富兰克林著 978-7-5104-0735-2 新世界出版社

人人都能成功 (美) 拿破仑·希尔著 978-7-5104-0771-0 新世界出版社

做你自己 (美) 彼得·巴菲特著 978-7-5104-1340-7 新世界出版社

映空:跨越数千昼夜 千郁主编 978-7-5104-1393-3 新世界出版社

流火如花:那一季青春不离歌 王莹主编 978-7-5104-2148-8 新世界出版社

普京传:他为俄罗斯而生 郑文阳著 978-7-5104-2366-6 新世界出版社

东北生死场 曹保明著 978-7-5104-2404-5 新世界出版社

孙子集:七卷 栾贵明主编 978-7-5104-2744-2 新世界出版社

女白领≠女人帮 杜怡臻著 978-7-5104-2824-1 新世界出版社

当品小姐 轻寒著 978-7-5104-3298-9 新世界出版社

独闯天涯.1,萧老板的诞生 蝴蝶蓝著 978-7-5104-3422-8 新世界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 谢春涛主编 978-7-5104-3430-3 新世界出版社

独闯天涯.2,天杀乍现 蝴蝶蓝著 978-7-5104-3540-9 新世界出版社

北大国学课 季风著 978-7-5104-3599-7 新世界出版社

急诊科的那些事儿 于莺，李开云[著] 978-7-5104-3643-7 新世界出版社

裂瞳 澹台镜著 978-7-5104-3784-7 新世界出版社

独闯天涯.3,死亡的代价 蝴蝶蓝著 978-7-5104-3799-1 新世界出版社

独闯天涯.4,无间重生 蝴蝶蓝著 978-7-5104-3800-4 新世界出版社

像忧伤一样明媚 不伤著 978-7-5104-3833-2 新世界出版社

生活在他处:一个人,南亚千里旅行的真实告
白

张瑞夫著 978-7-5104-3889-9 新世界出版社

第N重凶间 文丑丑[著] 978-7-5104-3911-7 新世界出版社

血咒 水木炎著 978-7-5104-3914-8 新世界出版社

灵媒导游.4,天池祭典 宇尘庸兰著 978-7-5104-3923-0 新世界出版社

乐府诗集:化读本 (宋)郭茂倩集 978-7-5104-4056-4 新世界出版社

慈禧全传.第一部 (英)濮兰德[等]著 978-7-5104-4080-9 新世界出版社

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3 乐小米著 978-7-5104-4082-3 新世界出版社

白领女孩的奋斗 肖亮升著 978-7-5104-4268-1 新世界出版社

花期将至 汧墨著 978-7-5104-4324-4 新世界出版社

马云非常道:我的成功不是偶然 甘开全著 978-7-5104-4326-8 新世界出版社

中国团队 左岸江安著 978-7-5104-4329-9 新世界出版社



自然法则 (美)理查德·洛夫(Richard Louv)著 978-7-5104-4442-5 新世界出版社

花神:典藏版.上册 Vivibear著 978-7-5104-4443-2 新世界出版社

花神:典藏版.下册 Vivibear著 978-7-5104-4443-2 新世界出版社

环肥燕瘦 艾米著 978-7-5104-4489-0 新世界出版社

我只愿在清风中明媚:李叔同传 杨博著 978-7-5104-4610-8 新世界出版社

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4,彩云散 乐小米著 978-7-5104-4627-6 新世界出版社

新婚姻时代 那森著 978-7-5104-4635-1 新世界出版社

博格坎普:静止与速度 (荷) 丹尼斯·博格坎普, (英) 大卫·温纳
著

978-7-5104-4659-7 新世界出版社

美妙绝伦:紫砂壶收藏与鉴赏 苏易编著 978-7-5104-4682-5 新世界出版社

朴槿惠传: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郑文阳，郝火炬著 978-7-5104-4703-7 新世界出版社

纳兰性德全集.01,词集 纳兰性德著 978-7-5104-4740-2 新世界出版社

纳兰性德全集.02,词集 纳兰性德著 978-7-5104-4740-2 新世界出版社

纳兰性德全集.03,诗集 纳兰性德著 978-7-5104-4740-2 新世界出版社

纳兰性德全集.04,其他 纳兰性德著 978-7-5104-4740-2 新世界出版社

百年传奇邵逸夫 布衣编著 978-7-5104-4837-9 新世界出版社

再一次, 遇见年轻的自己 (美) 克里斯汀·哈斯勒著 978-7-5104-4840-9 新世界出版社

把爱留在最好的时光里 木棉著 978-7-5104-4853-9 新世界出版社

优势说服力 (美) 罗伯特·迈耶著 978-7-5104-5035-8 新世界出版社

绝世风华.上册 雪山小小鹿著 978-7-5104-5068-6 新世界出版社

绝世风华.下册 雪山小小鹿著 978-7-5104-5068-6 新世界出版社

绝世风华.中册 雪山小小鹿著 978-7-5104-5068-6 新世界出版社

通俗天文学 (美)西蒙·纽康著 978-7-5104-5080-8 新世界出版社

若你未走，若我还在 任落落著 978-7-5104-5096-9 新世界出版社

李开复非常道:世界因我而不同 李大伟著 978-7-5104-5102-7 新世界出版社

陌上花开待君归.上卷 穆丹枫著 978-7-5104-5155-3 新世界出版社

陌上花开待君归.下卷 穆丹枫著 978-7-5104-5155-3 新世界出版社

大唐奇案攻略 李惟七著 978-7-5104-5157-7 新世界出版社

人生是一次独自朝圣的旅途 如冰，少则得等著 978-7-5104-5158-4 新世界出版社

终有一人，替代你的孤独 木子玲著 978-7-5104-5262-8 新世界出版社

杏花如梦作梅花,杏之卷 王世颖著 978-7-5104-5288-8 新世界出版社

杏花如梦作梅花,梅之卷 王世颖著 978-7-5104-5288-8 新世界出版社

晓莱的世界 陈晓莱著 978-7-5104-5292-5 新世界出版社

日光斑驳的最初 薄桑著 978-7-5104-5295-6 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
司



曾被你爱过是我最美的记忆 阿琪著 978-7-5104-5319-9 新世界出版社

为世界而创造:李河君的成功智慧 谢东著 978-7-5104-5335-9 新世界出版社

俄罗斯铁路大纪行 陶东冬著 978-7-5104-5343-4 新世界出版社

永恒的世界 (加) 詹姆斯·B. 麦金农著 978-7-5104-5348-9 新世界出版社

对不起，我爱你 期海飞鱼著 978-7-5104-5351-9 新世界出版社

不在回忆里错过你 明月听风 [著] 978-7-5104-5354-0 新世界出版社

1937南京记忆 《1937南京记忆》摄制组编著 978-7-5104-5367-0 新世界出版社

找寻自己的天堂:一个书痴的历险 (美)乔什·汉勒根(Josh Hanagarne)著 978-7-5104-5368-7 新世界出版社

时光会记得，一路的温暖与孤独 周鹏鹏著 978-7-5104-5371-7 新世界出版社

女人之间 任青著 978-7-5104-5372-4 新世界出版社

忽然之间 冰儿[著] 978-7-5104-5373-1 新世界出版社

黑色马六甲 沉石著 978-7-5104-5377-9 新世界出版社

我若爱你，时光为证 若善溪著 978-7-5104-5392-2 新世界出版社

明月如霜.上册 水未遥著 978-7-5104-5393-9 新世界出版社

明月如霜.下册 水未遥著 978-7-5104-5393-9 新世界出版社

明月如霜.中册 水未遥著 978-7-5104-5393-9 新世界出版社

神医凤轻尘.上 阿彩著 978-7-5104-5394-6 新世界出版社

神医凤轻尘.下 阿彩著 978-7-5104-5394-6 新世界出版社

一生一世歌尽桃花.上册 木清歌著 978-7-5104-5414-1 新世界出版社

一生一世歌尽桃花.下册 木清歌著 978-7-5104-5414-1 新世界出版社

此生为聘不负卿情.上 肖若水[著] 978-7-5104-5416-5 新世界出版社

此生为聘不负卿情.下 肖若水[著] 978-7-5104-5416-5 新世界出版社

宁负天下不负卿.上册 乔初[著] 978-7-5104-5421-9 新世界出版社

宁负天下不负卿.下册 乔初[著] 978-7-5104-5421-9 新世界出版社

至宝在中国:惊现绝迹千年的瓷帝柴窑 沉石，李松堂著 978-7-5104-5426-4 新世界出版社

卡夫卡传:墓地里的寒鸦 邵嘉骥著 978-7-5104-5451-6 新世界出版社

路过 黄于洋著 978-7-5104-5462-2 新世界出版社

岁月有痕之流逝的青春记忆 董晓琼著 978-7-5104-5465-3 新世界出版社

黃帝集:三十七卷 栾贵明主编 978-7-5104-5466-0 新世界出版社

皇甫谧集.上册 栾贵明主编 978-7-5104-5467-7 新世界出版社

皇甫谧集.下册 栾贵明主编 978-7-5104-5467-7 新世界出版社

浴血孤城 王海著 978-7-5104-5477-6 新世界出版社

给自己的海誓山盟 阳阳著 978-7-5104-5538-4 新世界出版社



美国的文明 (美) 约翰·高勒著 978-7-5104-5547-6 新世界出版社

我的中国故事 (美) 马克·力文著 978-7-5104-5549-0 新世界出版社

寻梦中国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外国人在中国》

栏目组
978-7-5104-5550-6 新世界出版社

想念杨宪益:一九一五——二〇一五 张世林主编 978-7-5104-5552-0 新世界出版社

手串 夏弦月编著 978-7-5104-5566-7 新世界出版社

鲁尼自传:我的英超十年 (英)韦恩·鲁尼著 978-7-5104-5570-4 新世界出版社

叛逆的帝国:1939-1940 《纽约时报》著 978-7-5104-5576-6 新世界出版社

最艰难的创业者:状元实业家张謇传 张孝若著 978-7-5104-5585-8 新世界出版社

土与火的艺术:瓷器收藏与鉴赏 晨钟编著 978-7-5104-5589-6 新世界出版社

世界简史 (英)H·G.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著

978-7-5104-5592-6 新世界出版社

王石：巅峰，一直在他脚下 子青著 978-7-5104-5609-1 新世界出版社

王健林缔造万达帝国的新亚洲首富 洛瑜著 978-7-5104-5623-7 新世界出版社

杂忆皇城脚下 贾英华著 978-7-5104-5639-8 新世界出版社

三国史话 吕思勉著 978-7-5104-5649-7 新世界出版社

希尔顿家族:永恒的酒店帝王 瑞鹏著 978-7-5104-5682-4 新世界出版社

天工雕琢:观赏石收藏与鉴赏 苏易编著 978-7-5104-5694-7 新世界出版社

和田玉 贾振明编著 978-7-5104-5695-4 新世界出版社

对峙与博弈:《纽约时报》二战全纪实 《纽约时报》著 978-7-5104-5705-0 新世界出版社

格力董明珠:中国制造2025 甘全开著 978-7-5104-5706-7 新世界出版社

神医凤轻尘.2,世间始终你最好 阿彩著 978-7-5104-5834-7 新世界出版社

神医凤轻尘.2,世间始终你最好 阿彩著 978-7-5104-5834-7 新世界出版社

世间已无胡适之 紫墨著 978-7-5104-5852-1 新世界出版社

世界通史.上 (英) 赫伯特·乔治·韦尔斯著 978-7-5104-5853-8 新世界出版社

世界通史.下 (英) 赫伯特·乔治·韦尔斯著 978-7-5104-5853-8 新世界出版社

一起去看宋朝的活色生香 陈华胜著 978-7-5104-5856-9 新世界出版社

魔戒之旅 赵德发著 978-7-5104-5859-0 新世界出版社

季羡林学术著作选集,印度作家作品评论集 刘建编 978-7-5104-5897-2 新世界出版社

国学的盛宴 梁启超等著 978-7-5104-5944-3 新世界出版社

季羡林学术著作选集,回忆中国学人及文化问
题新思考

张光璘编 978-7-5104-5950-4 新世界出版社

卑微者 赖寿华著 978-7-5104-5953-5 新世界出版社

你要让你的付出，配得上幸福 霁色著 978-7-5104-5955-9 新世界出版社



认清自己，世界也会为你让路:自察力训练手
册

乔丽芳著 978-7-5104-5986-3 新世界出版社

历史的盛宴.Ⅱ 梁启超等著 978-7-5104-6007-4 新世界出版社

未必圆时即有情 侯宇燕著 978-7-5104-6011-1 新世界出版社

徒步中国:爱与和平的信仰征途 (英)麦克·贝茨勋爵(Lord Michael Bates)
著

978-7-5104-6029-6 新世界出版社

拯救美国 里昂·尤里斯(Leon Uris)著 978-7-5104-6042-5 新世界出版社

税收筹划 主编梁建民, 卢富生 978-7-5106-0804-9 现代教育出版社

普通话训练教程 黄青喜，冯颖，康俊平主编 978-7-5106-1678-5 现代教育出版社

心理健康教育 燕宏，吕俊主编 978-7-5106-2670-8 现代教育出版社

光看别戳:克谐文集 克谐著 978-7-5106-2857-3 现代教育出版社

医学院校:网络式PBL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魏东海等编著 978-7-5106-3064-4 现代教育出版社

历史其实很有趣 孙郡锴编著 978-7-5106-3737-7 现代教育出版社

这辈子 不能总这样:从平凡到卓越的11堂人
生课

高英编著 978-7-5107-0351-5 中国长安出版社

山河岁月 胡兰成著 978-7-5107-0550-2 中国长安出版社

今生今世 胡兰成著 978-7-5107-0551-9 中国长安出版社

渠道的力量 凌子谦编著 978-7-5107-0708-7 中国长安出版社

财富女人非常道:白手起家女富豪的中国奋斗
史

羽茜编著 978-7-5107-0726-1 中国长安出版社

容忍与自由 胡适著 978-7-5107-0744-5 中国长安出版社

民国大先生 郭杨著 978-7-5107-0789-6 中国长安出版社

民国大小姐 蔡践著 978-7-5107-0790-2 中国长安出版社

特种武器:冷战中的航空器 邓涛, 屈怡著 978-7-5107-0840-4 中国长安出版社

日本军事崛起之路:幕末至明治时代 潘岳著 978-7-5107-0842-8 中国长安出版社

苏俄远程战略航空兵全史 吴荣华著 978-7-5107-0847-3 中国长安出版社

复燃的冰川:印巴战争1965 胡烨著 978-7-5107-0855-8 中国长安出版社

勇士中的勇士:拿破仑最富争议的元帅米歇尔
·奈伊传

卡佩编译 978-7-5107-0867-1 中国长安出版社

特种武器:苏联特种装甲力量拾遗 邓涛著 978-7-5107-0868-8 中国长安出版社

英国战列舰全史:1906-1914 江泓著 978-7-5107-0894-7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先秦穿越生存手册 柳馥著 978-7-5107-0896-1 中国长安出版社

战争事典.012 指文烽火工作室编 978-7-5107-0915-9 中国长安出版社

日本海军舰载兵器大图鉴 唐茜编著 978-7-5107-0929-6 中国长安出版社

成吉思汗传 (前苏联) 符拉基米尔佐夫著 978-7-5107-0933-3 中国长安出版社

欧洲民族大迁徙史话 罗三洋著 978-7-5107-0942-5 中国长安出版社

钢铁抗战:中日装甲兵全史 徐帆，甄锐编著 978-7-5107-0955-5 中国长安出版社



文明皇后:胡兰成遗稿集 胡兰成著 978-7-5107-0956-2 中国长安出版社

无所归止:胡兰成集外集 胡兰成著 978-7-5107-0957-9 中国长安出版社

苏俄战略火箭军全史 吴荣华著 978-7-5107-0963-0 中国长安出版社

日本航空母舰全史 潘越著 978-7-5107-0972-2 中国长安出版社

走着去拉萨:97天2650公里徒步纪实 十三不顾[著] 978-7-5107-0982-1 中国长安出版社

虎之战迹:二战德国“虎”式坦克部队征战全
纪录.第二卷

黄锴，丛丕编著 978-7-5107-0985-2 中国长安出版社

虎之战迹:二战德国“虎”式坦克部队征战全
纪录.第二卷

黄锴，丛丕编著 978-7-5107-0985-2 中国长安出版社

希特勒的救火队员.上卷 彭志文著 978-7-5107-0990-6 中国长安出版社

希特勒的救火队员.下卷 彭志文著 978-7-5107-0990-6 中国长安出版社

中国历史一本通 郭林祥编著 978-7-5108-0176-1 九州出版社

民国风度:《民国那些人》 徐百柯著 978-7-5108-1139-5 九州出版社

近代中国的变局 郭廷以著 978-7-5108-1442-6 九州出版社

三民主义:典藏版 孙中山著 978-7-5108-1728-1 九州出版社

尺素江湖:袁世凯家书 袁世凯著 978-7-5108-1903-2 九州出版社

英国重案调查局读心术 张潜著 978-7-5108-1946-9 九州出版社

后乐斋诗文选集:我的离休生活 王立山著 978-7-5108-2002-1 九州出版社

金融街 陈一夫著 978-7-5108-2103-5 九州出版社

找回无条件的爱 陈玉慧著 978-7-5108-2129-5 九州出版社

热历史:最劲道的热门解密 《看历史》编辑部主编 978-7-5108-2195-0 九州出版社

回头看中国 安子等编译 978-7-5108-2249-0 九州出版社

禅来禅去:曼听禅院禅修笔记 西岭雪[著] 978-7-5108-2317-6 九州出版社

为爱出发 婚前旅行 严屹宽，杜若溪著 978-7-5108-2329-9 九州出版社

有多想要，就有多幸福 晚情著 978-7-5108-2330-5 九州出版社

城市里的清凉地 丁慧，郑清儿著 978-7-5108-2362-6 九州出版社

大女人小丈夫.2 李兴禹著 978-7-5108-2452-4 九州出版社

森林贵族多莱 苏莞雯著 978-7-5108-2537-8 九州出版社

重塑疗法:如何有效而深入地做心理治疗 吴中立著 978-7-5108-2577-4 九州出版社

江山如锦.上 步玲珑著 978-7-5108-2591-0 九州出版社

江山如锦.下 步玲珑著 978-7-5108-2591-0 九州出版社

吴佩慈私服日记Fashion Alive 978-7-5108-2608-5 九州出版社

九阳踏天.4 食堂包子著 978-7-5108-2622-1 九州出版社



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 陈雨露, 杨忠恕著 978-7-5108-2635-1 九州出版社

痛苦收集者 张未著 978-7-5108-2662-7 九州出版社

九阳踏天.1 食堂包子著 978-7-5108-2667-2 九州出版社

和最爱的人去西藏 王郢著 978-7-5108-2745-7 九州出版社

虫图腾.1,迷雾虫重 闫志洋著 978-7-5108-2789-1 九州出版社

虫图腾.2,危机虫重 闫志洋著 978-7-5108-2790-7 九州出版社

虫图腾.3,疑云虫重 闫志洋著 978-7-5108-2791-4 九州出版社

虫图腾.4,险境虫重 闫志洋著 978-7-5108-2792-1 九州出版社

小刘美国游记 刘杰文著 978-7-5108-2795-2 九州出版社

你的光影，我的流年 丁立梅著 978-7-5108-2805-8 九州出版社

考古密档:血将军庙 郁金峰著 978-7-5108-2809-6 九州出版社

毁灭者的秘密:一个刑警的诡案调查手记 闫达著 978-7-5108-2814-0 九州出版社

京城往事.2 王山著 978-7-5108-2820-1 九州出版社

日落危城 姻合著 978-7-5108-2831-7 九州出版社

烽火美人泪.上 瑶瑶著 978-7-5108-2832-4 九州出版社

烽火美人泪.下 瑶瑶著 978-7-5108-2832-4 九州出版社

大明首辅.3 月关著 978-7-5108-2841-6 九州出版社

遇见·新疆:唯有中国才有的美 林帝浣著 978-7-5108-2881-2 九州出版社

文明及其缺憾 车文博主编 978-7-5108-2895-9 九州出版社

达·芬奇的童年回忆 车文博主编 978-7-5108-2896-6 九州出版社

精神分析新论 车文博主编 978-7-5108-2897-3 九州出版社

精神分析导论 车文博主编 978-7-5108-2898-0 九州出版社

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 车文博主编 978-7-5108-2899-7 九州出版社

爱情心理学 车文博主编 978-7-5108-2900-0 九州出版社

癔症研究 车文博主编 978-7-5108-2901-7 九州出版社

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车文博主编 978-7-5108-2902-4 九州出版社

自我与本我 车文博主编 978-7-5108-2903-1 九州出版社

图腾与禁忌 车文博主编 978-7-5108-2909-3 九州出版社

多脚爱情 吴若权著 978-7-5108-2955-0 九州出版社

危险人格识别术:如何保护自己及家人不受伤
害

(美) 乔·纳瓦罗, 托妮·斯艾拉·波茵特著 978-7-5108-2962-8 九州出版社

乡村行走 尚柏仁著 978-7-5108-3004-4 九州出版社

不争，是一种慈悲 林清玄著 978-7-5108-3027-3 九州出版社

忧国 (日)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108-3032-7 九州出版社



晓寺 (日)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108-3033-4 九州出版社

午后曳航 (日)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108-3034-1 九州出版社

天人五衰 (日)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108-3035-8 九州出版社

太阳与铁 (日)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108-3036-5 九州出版社

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 唐月梅著 978-7-5108-3037-2 九州出版社

金阁寺 (日)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108-3038-9 九州出版社

假面自白 (日)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108-3039-6 九州出版社

春雪 (日)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108-3040-2 九州出版社

潮骚 (日)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108-3041-9 九州出版社

奔马 (日)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108-3042-6 九州出版社

爱的饥渴 (日)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108-3043-3 九州出版社

阿波罗之杯 (日)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108-3044-0 九州出版社

如果没有归途 阿鹏叔著 978-7-5108-3054-9 九州出版社

疗心 洪启嵩著 978-7-5108-3059-4 九州出版社

黑白键 梅妻鹤子著 978-7-5108-3073-0 九州出版社

锌皮娃娃兵 (白俄)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 978-7-5108-3083-9 九州出版社

欲情课 (日) 渡边淳一著 978-7-5108-3142-3 九州出版社

城乡世界 颜秉印著 978-7-5108-3194-2 九州出版社

控局:上位与蜕变的制胜王道.3 云宏著 978-7-5108-3231-4 九州出版社

千年烟月在:从唐诗走近大唐 月满天心著 978-7-5108-3352-6 九州出版社

物流帝国 潘葱聪著 978-7-5108-3361-8 九州出版社

邮递员搜奇簿 小妞不吃燕麦粥著 978-7-5108-3367-0 九州出版社

异人录 刘星显著 978-7-5108-3374-8 九州出版社

伟大是熬出来的:冯仑与年轻人闲话人生 冯仑讲述 978-7-5108-3382-3 九州出版社

其实，你什么都不用怕 吴淡如著 978-7-5108-3383-0 九州出版社

刑警手记之逝者之证 梧桐私语著 978-7-5108-3395-3 九州出版社

我在最温暖的地方等你 刘墨闻著 978-7-5108-3406-6 九州出版社

各自爱 黎戈著 978-7-5108-3414-1 九州出版社

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 蒋方舟著 978-7-5108-3415-8 九州出版社

控局:大结局.6,上位与蜕变的制胜王道 云宏著 978-7-5108-3417-2 九州出版社

塔莎的花园 (美)托娃·马丁著 978-7-5108-3428-8 九州出版社

树，不在了 陈文茜著 978-7-5108-3432-5 九州出版社

倾世风华.上 水何采采著 978-7-5108-3437-0 九州出版社



倾世风华.下 水何采采著 978-7-5108-3437-0 九州出版社

万物生光辉 (英)吉米·哈利(James Herriot)著 978-7-5108-3441-7 九州出版社

痛苦，是化了妆的礼物 高伟著 978-7-5108-3467-7 九州出版社

行·影不离:阮义忠的旅行手札 阮义忠著 978-7-5108-3487-5 九州出版社

异域密码之泰国异闻录:典藏版 羊行屮著 978-7-5108-3526-1 九州出版社

美人醉 月满天心著 978-7-5108-3538-4 九州出版社

超禁忌游戏.Ⅱ 宁航一著 978-7-5108-3558-2 九州出版社

现代化语境下的两性和谐问题: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和西方女性主义比较研究

何华征著 978-7-5108-3565-0 九州出版社

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 吴淡如著 978-7-5108-3581-0 九州出版社

为你藏一座城的温暖 吴淡如著 978-7-5108-3582-7 九州出版社

女神一号 冯唐著 978-7-5108-3586-5 九州出版社

明日灭亡,天启爆炸 张草著 978-7-5108-3602-2 九州出版社

游游海南岛 罗晓韵著 978-7-5108-3611-4 九州出版社

石油战争 王伟著 978-7-5108-3640-4 九州出版社

物流帝国:速度决定成败,价格决定生死.2 潘葱聪著 978-7-5108-3655-8 九州出版社

通俗心理学 耿希峰著 978-7-5108-3656-5 九州出版社

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宁远著 978-7-5108-3666-4 九州出版社

微笑刻痕 陈文茜 978-7-5108-3714-2 九州出版社

尘曲 七堇年 978-7-5108-3721-0 九州出版社

黄河异事录.2 谢迅著 978-7-5108-3740-1 九州出版社

时光知味 白落梅著 978-7-5108-3743-2 九州出版社

在最好的时光来到你身边 嘉倩著 978-7-5108-3744-9 九州出版社

老地方，慢时光:文化与老街历史与旧建筑的
台湾小旅行

一哥著 978-7-5108-3787-6 九州出版社

赢家 风栾子著 978-7-5108-3794-4 九州出版社

灯下尘 七菫年 978-7-5108-3810-1 九州出版社

亲爱的, 错的不是你 赵雅芬著 978-7-5108-3812-5 九州出版社

徒步在未知的路上 王郢著 978-7-5108-3816-3 九州出版社

京都之心 曾郁雯著 978-7-5108-3829-3 九州出版社

中华道德哲学 周承儒，赵锦峰主编 978-7-5108-3832-3 九州出版社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事业研
究

万立明著 978-7-5108-3835-4 九州出版社

悬崖的错觉 (日) 太宰治著 978-7-5108-3843-9 九州出版社



忐忑 黎海仪著 978-7-5108-3847-7 九州出版社

八音盒:傅星作品选 傅星著 978-7-5108-3851-4 九州出版社

诸神的微笑 (日) 芥川龙之介著 978-7-5108-3871-2 九州出版社

佛国的落穗 (日) 小泉八云著 978-7-5108-3872-9 九州出版社

唐崖 楚西鹄著 978-7-5108-3878-1 九州出版社

颠倒众生的糊涂 吴虹飞著 978-7-5108-3880-4 九州出版社

我还是想你,妈妈
(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

(S.A.Alexievich)著
978-7-5108-3893-4 九州出版社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 978-7-5108-3913-9 九州出版社

隐形的翅膀 吴肖菲著 978-7-5108-3933-7 九州出版社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黄仁宇著 978-7-5108-3939-9 九州出版社

慢时光，私旅行:涂画的旅程 《时尚旅游》杂志社主编 978-7-5108-3953-5 九州出版社

锌皮娃娃兵 (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 978-7-5108-3991-7 九州出版社

一千年前的情怀:唐传奇的秘密花园 扶楠著 978-7-5108-3996-2 九州出版社

秦汉史 钱穆著 978-7-5108-4005-0 九州出版社

梦落芳华 也顾偕著 978-7-5108-4011-1 浙江文艺出版社

幸好你还在这里，我还在你身边 裴惟信著 978-7-5108-4019-7 九州出版社

对宇宙大爆炸理论的猜疑 赖秀坤著 978-7-5108-4021-0 九州出版社

蚀骨塔 老晃著 978-7-5108-4022-7 九州出版社

《诗经》二南 郭予著 978-7-5108-4029-6 九州出版社

华夏精神:从远古到未来 道一著 978-7-5108-4038-8 九州出版社

师父别来无恙 淡樱著 978-7-5108-4041-8 九州出版社

黑白民国 傅林著 978-7-5108-4043-2 九州出版社

西游·齐天大圣 米筝著 978-7-5108-4049-4 九州出版社

陨落的星星 (日) 石田衣良著 978-7-5108-4056-2 九州出版社

阎崇年自选集 阎崇年著 978-7-5108-4061-6 九州出版社

旅食与文化 汪曾祺著 978-7-5108-4065-4 九州出版社

往事和近事 葛剑雄著 978-7-5108-4066-1 九州出版社

大师课徒 魏邦良著 978-7-5108-4067-8 九州出版社

书山寻路 魏英杰著 978-7-5108-4070-8 九州出版社

梅花易数 (宋)邵雍撰 978-7-5108-4085-2 九州出版社

可爱的诅咒:圣母型人格心理自助手册 (英)雅基·马森著 978-7-5108-4094-4 九州出版社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诗集 张从，王智钧，姚成玉主编 978-7-5108-4096-8 九州出版社



红柳谣 郑玉林著 978-7-5108-4107-1 九州出版社

回归生命的本源 (美)马克·尼波著 978-7-5108-4112-5 九州出版社

刑警手记之逝者之证:终结篇 梧桐私语著 978-7-5108-4114-9 九州出版社

天健地坤:金庸小说的哲学观 曲庆彪，赵慧英著 978-7-5108-4194-1 九州出版社

半点论语 郭丹著 978-7-5108-4214-6 九州出版社

诸般不美好，皆可温柔相待 吴淡如著 978-7-5108-4215-3 九州出版社

发现新大陆 王大陆著 978-7-5108-4218-4 九州出版社

黑麋鹿如是说:生命与自然之诗 (美)尼古拉斯·黑麋鹿口述 978-7-5108-4229-0 九州出版社

若爱重生·彼岸芬芳 纳兰香未央著 978-7-5108-4238-2 九州出版社

寻常那些往来:佛法给你的安心处方 延参著 978-7-5108-4260-3 九州出版社

影武者.上,德川家康的替身 (日)隆庆一郎著 978-7-5108-4299-3 九州出版社

永远的大运河.第一部 刘凤起著 978-7-5108-4314-3 九州出版社

永远的大运河.第一部 刘凤起著 978-7-5108-4314-3 九州出版社

永远的大运河.第一部 刘凤起著 978-7-5108-4314-3 九州出版社

好好爱自己 素黑[著] 978-7-5108-4335-8 九州出版社

影武者.中,鸠占鹊巢 (日)隆庆一郎著 978-7-5108-4342-6 九州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台湾史 亢霖著 978-7-5108-4343-3 九州出版社

星星都已经到齐了 张晓风著 978-7-5108-4354-9 九州出版社

这杯咖啡的温度刚好 张晓风著 978-7-5108-4357-0 九州出版社

活在古代不容易 史杰鹏著 978-7-5108-4369-3 九州出版社

不如找个人好好相爱 吴淡如著 978-7-5108-4377-8 九州出版社

影武者.下,全日本尘埃落定 (日)隆庆一郎著 978-7-5108-4378-5 九州出版社

异闻秘录 《看历史》杂志主编 978-7-5108-4384-6 九州出版社

转盘圆桌好难:苍井优台湾夏日写真馆 (日)苍井优著 978-7-5108-4395-2 九州出版社

人文春秋 《看历史》杂志主编 978-7-5108-4411-9 九州出版社

我在宝岛长大 龚显耀著 978-7-5108-4417-1 九州出版社

见过爱情的人 穆熙妍著 978-7-5108-4422-5 九州出版社

儒将传奇:护国军神之蔡锷将军.上 纳兰香未央著 978-7-5108-4424-9 九州出版社

儒将传奇:护国军神之蔡锷将军.下 纳兰香未央著 978-7-5108-4424-9 九州出版社

战争拾遗 《看历史》杂志主编 978-7-5108-4425-6 九州出版社

塞尔伯恩博物志 (美) 吉尔伯特·怀特著 978-7-5108-4429-4 九州出版社

黑石之墓 (英)克莱儿·麦克福尔(Claire McFall)著 978-7-5108-4433-1 九州出版社

总有一天，你会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路佳瑄著 978-7-5108-4444-7 九州出版社



人生十轮:大字本 钱穆著 978-7-5108-4516-1 九州出版社

当代沂蒙文学的多重文化内涵 李学良，周蕾著 978-7-5108-4526-0 九州出版社

历史的砝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 曾纪鑫著 978-7-5108-4538-3 九州出版社

中国近代法律史讲义 陈新宇，陈煜，江照信著 978-7-5108-4574-1 九州出版社

目光的交汇:中法比人类学论文集 杨圣敏，蔡华，(法)多宗(Dozon)主编 978-7-5108-4595-6 九州出版社

我的青春小鸟:假牙诗集 假牙著 978-7-5108-4603-8 九州出版社

这里是没有我们存在的地方 (日) 白石一文著 978-7-5108-4605-2 九州出版社

中国简史 (法)勒内·格鲁塞著 978-7-5108-4615-1 九州出版社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小说精选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978-7-5108-4653-3 九州出版社

黑金镇 (美)柯栗富著 978-7-5108-4654-0 九州出版社

《诗经·雅颂》漫译 邓才贤编著 978-7-5108-4708-0 九州出版社

愿人生从容 贾平凹著 978-7-5108-4723-3 九州出版社

好一座浮岛 简媜著 978-7-5108-4736-3 九州出版社

白日之梦 袁琼琼主编 978-7-5108-4740-0 九州出版社

论本能系统的辩证唯物 温勇增著 978-7-5108-4854-4 九州出版社

法治“燃灯者”邹碧华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最高人民法院

政治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编
978-7-5109-1224-5 人民法院出版社

司法公正的进程:2015年“两会”期间新闻宣
传及报道选编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编 978-7-5109-1372-3 人民法院出版社

众合民刑先修·刑法16讲 徐光华编著 978-7-5109-1536-9 人民法院出版社

董桥七十 胡洪侠选编 978-7-5110-0726-1 海豚出版社

景泰蓝之夜 董桥[著] 978-7-5110-0728-5 海豚出版社

思想政治理论梯度实战训练题全集:2013 主编徐之明 978-7-5110-0733-9 海豚出版社

考研思想政治28天秒杀秘籍 主编徐之明 978-7-5110-1085-8 海豚出版社

2013思想政治理论分析题核心预测 主编徐之明 978-7-5110-1118-3 海豚出版社

敬惜字纸 徐卫东[著] 978-7-5110-1398-9 海豚出版社

狂流 王尚义著 978-7-5110-1725-3 海豚出版社

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 (英)罗勃·谢泼德(Rob Shepherd)著 978-7-5110-1928-8 海豚出版社

曼髯三论 郑曼青著 978-7-5110-2021-5 海豚出版社

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 张冠生著 978-7-5110-2083-3 海豚出版社

也无风雨也无晴 沈昌文著 978-7-511-02132-8 海豚出版社

版本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09-1 海豚出版社

重读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11-4 海豚出版社



散论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12-1 海豚出版社

细读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13-8 海豚出版社

改编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14-5 海豚出版社

赏析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15-2 海豚出版社

艺术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16-9 海豚出版社

文化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17-6 海豚出版社

情爱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18-3 海豚出版社

人论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19-0 海豚出版社

初探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20-6 海豚出版社

武学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21-3 海豚出版社

形象金庸 陈墨[著] 978-7-5110-2422-0 海豚出版社

书在别处 刘忆斯著 978-7-5110-3146-4 海豚出版社

罔两编 止庵 978-7-5110-3148-8 海豚出版社

牡丹亭 (明)汤显祖著 978-7-5110-3178-5 海豚出版社

瘟疫与人 (美)威廉 H. 麦克尼尔著 978-7-5111-0162-4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 余谋昌著 978-7-5111-0376-5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张坤民著 978-7-5111-0398-7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曲之求索:中国环境保护方略 曲格平著 978-7-5111-0403-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向环境污染宣战:增订版 宋健著 978-7-5111-0404-5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低碳制度论 魏静，于志强著 978-7-5111-1213-2 中国环境出版社

全国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大
纲:2013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组织编写 978-7-5111-1323-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农业劳动卫生保健手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

所组织编写
978-7-5111-1871-4 中国环境出版社

美国心房颤动治疗指南 颜红兵, 杨艳敏等编译 978-7-5111-1875-2 中国环境出版社

心律学国际指南.2014 中国心律学会, 中国心电学会编译 978-7-5111-1876-9 中国环境出版社

职业危害与女性生殖健康 俞文兰, 丁辉主编 978-7-5111-2103-5 中国环境出版社

铬污染应急处置技术 环境保护部环境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著

978-7-5111-2132-5 中国环境出版社

区域创新体系研究 刘伯霞，刘东洋著 978-7-5111-2142-4 中国环境出版社

美国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诊断
与治疗指南:2014年版

颜红兵, 杨艳敏等编译 978-7-5111-2272-8 中国环境出版社

环境外交官纪事 夏堃堡著 978-7-5111-2516-3 中国环境出版社

欧洲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诊断
与治疗指南:2015年版

颜红兵, 杨艳敏, 霍勇等编译 978-7-5111-2596-5 中国环境出版社



毒理学研究新方法:有害结局路径 (AOP) 的
基本内涵与研究进展

刘济宁, 王蕾, 党志超主编 978-7-5111-2640-5 中国环境出版社

职场女性健康新视角 俞文兰，唐仕川，邹建芳著 978-7-5111-2673-3 中国环境出版社

职业危害风险评估与防控 何家禧主编 978-7-5111-2729-7 中国环境出版社

绿色医药与医院 杨善发[等]编著 978-7-5111-2819-5 中国环境出版社

水电行业环境保护政策法规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编 978-7-5111-2848-5 中国环境出版社

心律学国际指南.2016 中国心律学会，中国心电学会编译 978-7-5111-2893-5 中国环境出版社

提高你的创造力 翟文明著 978-7-5112-1100-2 光明日报出版社

提高你的自信力 翟文明著 978-7-5112-1101-9 光明日报出版社

巴菲特的投资秘诀 毛定娟编著 978-7-5112-1102-6 光明日报出版社

德鲁克的管理秘诀 张乃奎，崔雪梅编著 978-7-5112-1103-3 光明日报出版社

哈佛学生必须具备的15种杰出本领 博文编著 978-7-5112-1108-8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卡耐基口才全书 翟文明编译 978-7-5112-1116-3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卡耐基成功学 黄智鹏编译 978-7-5112-1117-0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一本书学会交往礼仪 陈明慧编译 978-7-5112-1120-0 光明日报出版社

如何打好手中的牌 问道著 978-7-5112-1127-9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大学生最重要的9个决定 赵一著 978-7-5112-1128-6 光明日报出版社

启迪人生的智慧故事大全 宿春礼主编 978-7-5112-1130-9 光明日报出版社

狼性生存法则 徐保平，关丽莹著 978-7-5112-1132-3 光明日报出版社

拿破仑·希尔成功法则 黄地，单文编译 978-7-5112-1133-0 光明日报出版社

生活中的博弈论 谢洪波，邢群麟著 978-7-5112-1136-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不可不具备的关键能力 程晓芳编著 978-7-5112-1141-5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不可不防的人生错误 夏志强编著 978-7-5112-1142-2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不可不做的50件事 问道编著 978-7-5112-1143-9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不可不知的生活法则 翟文明编著 978-7-5112-1144-6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最受读者喜爱的神话故事 翟文明编著 978-7-5112-1146-0 光明日报出版社

教你掌控生命中的关键问题 许庆元主编 978-7-5112-1147-7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一本书掌握说话艺术 姚迪雷编著 978-7-5112-1148-4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不可不知的人生哲理 张艳红著 978-7-5112-1151-4 光明日报出版社

野外生存必备手册 曹林编译 978-7-5112-1152-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一本书学会正面思维 赵晓宇编著 978-7-5112-1867-4 光明日报出版社

找对方法做对事 杨婧编著 978-7-5112-1870-4 光明日报出版社

生活锦囊全书 宋小威著 978-7-5112-1871-1 光明日报出版社



成功不仅靠勤奋 宿春礼著 978-7-5112-1873-5 光明日报出版社

细节决定成败 胡宝林编著 978-7-5112-1880-3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 胡宝林编著 978-7-5112-188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领导的说话艺术 翟文明著 978-7-5112-1886-5 光明日报出版社

给心灵洗个澡 宿春礼主编 978-7-5112-1888-9 光明日报出版社

学会选择 懂得放弃 宿春礼主编 978-7-5112-1889-6 光明日报出版社

成就女人一生的魅力与资本 赵红瑾编著 978-7-5112-1893-3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易经 青石主编 978-7-5112-2363-0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一学就会的创新力 许长荣编著 978-7-5112-2371-5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生是一种态度 王非庶编著 978-7-5112-2373-9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说武器的历史 吴浩编译 978-7-5112-2374-6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世界历史悬案 杨红林编著 978-7-5112-2379-1 光明日报出版社

羊皮卷 胡宝林编译 978-7-5112-2391-3 光明日报出版社

走进可怕的未来 于芳编译 978-7-5112-2392-0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历史悬案 翟文明编著 978-7-5112-2394-4 光明日报出版社

改变生活和世界的拓展思维 陈倩编译 978-7-5112-2395-1 光明日报出版社

写给女孩的哲理书 博文主编 978-7-5112-2397-5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不可不知的人文科学常识 陈鹰翔编著 978-7-5112-2402-6 光明日报出版社

舌尖上的中国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编 978-7-5112-2657-0 光明日报出版社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研究 崔浩等著 978-7-5112-3302-8 光明日报出版社

现代健康城市发展研究:苏州健康城市建设范
例

张月林主编 978-7-5112-3763-7 光明日报出版社

食品安全行政性规制研究 程景民著 978-7-5112-4155-9 光明日报出版社

青春荷尔蒙 莫熙儿著 978-7-5112-4175-7 光明日报出版社

阅读《水浒》札记 郑建晞著 978-7-5112-4214-3 光明日报出版社

汉语词义问题研究 裴瑞玲，王跟国著 978-7-5112-4592-2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先秦法思想史论 李平著 978-7-5112-4662-2 光明日报出版社

批评的冒险
(英)阿瑟·奎勒－库奇(Arthur Thomas 

Quiller-Couch)著
978-7-5112-4702-5 光明日报出版社

书的版本命名 叶守法著 978-7-5112-4714-8 光明日报出版社

狗的人性美 沈彻著 978-7-5112-4770-4 光明日报出版社

江南都市文化论 张兴龙著 978-7-5112-4818-3 光明日报出版社

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研究 彭远春著 978-7-5112-4862-6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联盟发展研究 董琴娟著 978-7-5112-4863-3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教育的互动研究 马勇军，张笑梅著 978-7-5112-5080-3 光明日报出版社

现代信息检索 胡爱民编著 978-7-5112-5086-5 光明日报出版社

投资人 刘晋成著 978-7-5112-5261-6 光明日报出版社

顾况及其诗歌研究 冯淑然著 978-7-5112-5388-0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转型研究 张伯存，卢衍鹏著 978-7-5112-5410-8 光明日报出版社

理工补文 开拓创新:女子高校理工类课程对
文科专业学生整体素质提升的影响力研究

宁玲主编 978-7-5112-5493-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今夜倚马而来 邹进著 978-7-5112-5583-9 光明日报出版社

英语语言教学改革与创新:互联网+教育探讨 李山著 978-7-5112-5661-4 光明日报出版社

律师解析房地产法律风险与防范 邓连引著 978-7-5112-5885-4 光明日报出版社

我是歌手 《我是歌手》栏目组编著 978-7-5112-6036-9 光明日报出版社

我是歌手,周笔畅百变女王 湖南卫视《我是歌手》栏目组编著 978-7-5112-6222-6 光明日报出版社

阅微草堂笔记 (清)纪昀著 978-7-5112-6293-6 光明日报出版社

少林禅武医:德建身心疗法 陈瑞燕编著 978-7-5112-6354-4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媒体与党的建设 苏青场著 978-7-5112-6372-8 光明日报出版社

现代健康城市科学管理探索与研究:张家港市
建设实践

王卫国, 徐勇主编 978-7-5112-6526-5 光明日报出版社

青春与信仰.Ⅲ,“精品党课”北京高校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辅助读本

刘建主编 978-7-5112-6607-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节日志,刀杆节 主编周巍峙 978-7-5112-6651-4 光明日报出版社

结果选择理论研究:以涉外产品责任领域为例 王艺著 978-7-5112-6673-6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难度谈话
(美) 道格拉斯·斯通, 布鲁斯·佩顿, 希拉

·汉著
978-7-5112-6685-9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诗的语言和形式 赵彬著 978-7-5112-6709-2 光明日报出版社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与《三经新义》 胡金旺著 978-7-5112-7138-9 光明日报出版社

生态文明与中国现代化转型研究 薛建明, 仇桂且著 978-7-5112-7316-1 光明日报出版社

张洁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 张建伟著 978-7-5112-7383-3 光明日报出版社

语言·文化·跨文化交际 冯源, 孙有中主编 978-7-5112-7389-5 光明日报出版社

环境可持续发展历史研究 陈雄著 978-7-5112-7415-1 光明日报出版社

话语的社会性与政治性阐释 杨敏著 978-7-5112-7439-7 光明日报出版社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岭南师范学院2014届百佳
毕业生事迹

李粤主编 978-7-5112-7476-2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大学生公民教育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的思考 李晖著 978-7-5112-7647-6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八十年代文学再解读 李定春著 978-7-5112-7653-7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文体诗学 皇甫修文著 978-7-5112-7701-5 光明日报出版社

当代体育文化学解读 李武绪著 978-7-5112-7767-1 光明日报出版社

唯爱与美景不可辜负 山亭夜宴著 978-7-5112-7806-7 光明日报出版社

这些年我们吃的亏, 都是因为不懂拒绝 宋诗嫣著 978-7-5112-8237-8 光明日报出版社

做生根的教育:大学校园文化创新项目培育探
索

主编梁英, 陈恕平 978-7-5112-8271-2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 梅友松，黄红英著 978-7-5112-8272-9 光明日报出版社

民俗教育原理 柯玲著 978-7-5112-8276-7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问题研究 宋韬著 978-7-5112-8431-0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方高校校园色彩分析与控制研究:以黑龙江
大学为例

孙婷著 978-7-5112-8432-7 光明日报出版社

村上春树批判 (日)黑古一夫著 978-7-5112-8461-7 光明日报出版社

维吾尔民俗与文化生态研究 朱贺琴著 978-7-5112-8492-1 光明日报出版社

生态文明论丛:2011-2014 北京林业大学编 978-7-5112-8568-3 光明日报出版社

当代文学多维勘探与审美批判 陈振华著 978-7-5112-8704-5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探索 董伟武主编 978-7-5112-8708-3 光明日报出版社

翻译策略与技巧研究 匡晓文主编 978-7-5112-8715-1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国学经典集锦 刘高杰主编 978-7-5112-8741-0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外语翻译与文化融合 游英慧著 978-7-5112-8849-3 光明日报出版社

笑问“客”从何处来:“客家源流”重考新证 杨钦欢，杨钦焕，杨瑞编著 978-7-5112-8928-5 光明日报出版社

狂雪 王久辛著 978-7-5112-8929-2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创新研究 刘芳著 978-7-5112-8963-6 光明日报出版社

承传与超越:当代德育理论发展研究 张忠华著 978-7-5112-8983-4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太平广记》与《夷坚志》比较研究 秦川, 王子成著 978-7-5112-9290-2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本草纲目偏方验方.上 张汉宜，路臻主编 978-7-5112-9365-7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本草纲目偏方验方.下 张汉宜，路臻主编 978-7-5112-9365-7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养生中草药实用手册.上 张汉宜，魏献波主编 978-7-5112-9368-8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养生中草药实用手册.下 张汉宜，魏献波主编 978-7-5112-9368-8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与自然 夏林著 978-7-5112-9425-8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全球一百新闻人物 杨卫东编著 978-7-5112-9492-0 光明日报出版社

拉着行李箱逛书展 胡育诚著 978-7-5112-9641-2 光明日报出版社

分叉的想象 冷霜 978-7-5112-9661-0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渠道拓展探索 王习明编著 978-7-5112-9667-2 光明日报出版社

媒体法大:2010～2013精选辑 刘杰主编 978-7-5112-9840-9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天涯论剑 罗灯光著 978-7-5112-9951-2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农村建设与扶贫 吴杰著 978-7-5112-9983-3 光明日报出版社

30岁之后, 用钱赚钱 陈云著 978-7-5113-0197-0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投资理财学 李昊轩著 978-7-5113-0566-4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星汉编著 978-7-5113-0797-2 中国华侨出版社

阮郎归 吕新[著] 978-7-5113-1091-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富论 (英) 亚当·斯密著 978-7-5113-1217-4 中国华侨出版社

梅雨 吕新著 978-7-5113-1281-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名牌恋人 (英)马德琳·威克姆(Madeleine Wickham)著 978-7-5113-1489-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巴菲特投资思想·方法·实录大全集.叁 德群编著 978-7-5113-1535-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巴菲特投资思想·方法·实录大全集.壹 德群编著 978-7-5113-1535-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巴菲特投资思想·方法·实录大全集.肆 德群编著 978-7-5113-1535-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巴菲特投资思想·方法·实录大全集.贰 德群编著 978-7-5113-1535-9 中国华侨出版社

撼龙天师之九重天宫 西秦邪少著 978-7-5113-1842-8 中国华侨出版社

IBM: 蓝色基因百年智慧:IBM大中华区副总裁
解读企业长青密码

张烈生, 王小燕著 978-7-5113-1846-6 中国华侨出版社

隋唐演义 (清)褚人获编著 978-7-5113-1915-9 中国华侨出版社

优雅女人的投资理财书 李昊轩著 978-7-5113-2030-8 中国华侨出版社

算计爱 孙明一著 978-7-5113-2057-5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说论语 贾志刚[著] 978-7-5113-2077-3 中国华侨出版社

每一滴水上安住 每一段路上幸福:我的日本
旅行乐活手记

郑莉著 978-7-5113-2111-4 中国华侨出版社

斗宴 周浩晖著 978-7-5113-2150-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后宫·如懿传 流潋紫著 978-7-5113-2162-6 中国华侨出版社

桃花满天下.上 柯柯安著 978-7-5113-2287-6 中国华侨出版社

桃花满天下.下 柯柯安著 978-7-5113-2287-6 中国华侨出版社

初见即别离 张亚东[著] 978-7-5113-2289-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卡耐基沟通的艺术与处世智慧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5113-2337-8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读懂经济学的第一本书:国富论 (英)斯密著 978-7-5113-2472-6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给工薪族的第一本理财启蒙书 李昊轩著 978-7-5113-2547-1 中国华侨出版社

18号店 赵勇敢著 978-7-5113-2703-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兰宫密码:盗墓贼的诡异经历 藏笔之仙著 978-7-5113-2871-7 中国华侨出版社

浮年锦记 巴黎2555天 文郑乔尹 978-7-5113-2963-9 中国华侨出版社



爱情与其他发明 小饭著 978-7-5113-3012-3 中国华侨出版社

闭起双眼你会挂念谁 云五著 978-7-5113-3017-8 中国华侨出版社

胡适谈国学 胡适著 978-7-5113-3049-9 中国华侨出版社

网游之明抢易躲, 暗箭难防 嬴春衣著 978-7-5113-3113-7 中国华侨出版社

网游之万箭齐发只为你 梦十一著 978-7-5113-3116-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心态三修:淡然·淡泊·淡定 张柏然编著 978-7-5113-3128-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寻欢者不知所终 阿丁著 978-7-5113-3149-6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复发 (日)仙川环著 978-7-5113-3241-7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还爱着你 像过去一样 自由极光作品 978-7-5113-3264-6 中国华侨出版社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章 梅子黄时雨[著] 978-7-5113-3284-4 中国华侨出版社

潜伏 (日)仙川环著 978-7-5113-3347-6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在路上，爱的飘移游荡 小北[著] 978-7-5113-3353-7 中国华侨出版社

BUT！人生最厉害就是这个BUT！ 九把刀著 978-7-5113-3360-5 中国华侨出版社

留味行 路佳瑄[著] 978-7-5113-3469-5 中国华侨出版社

旅行什么的好奇怪 刘小顺著 978-7-5113-3471-8 中国华侨出版社

晋商 徽商 温商 陈建林, 高榕璠编著 978-7-5113-3506-7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二十五史故事 廖敏主编 978-7-5113-3567-8 中国华侨出版社

网游之绝版爱情，非你不行 敏敏郡主著 978-7-5113-3633-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冷酷总裁的双面恋人 嬴春衣著 978-7-5113-3634-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 随侯珠著 978-7-5113-3670-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棵白菜有多温暖 李楚冰主编 978-7-5113-3686-6 中国华侨出版社

时有女子 李楚冰主编 978-7-5113-3691-0 中国华侨出版社

斟情记 李楚冰主编 978-7-5113-3702-3 中国华侨出版社

桔梗花开时 李楚冰主编 978-7-5113-3709-2 中国华侨出版社

看见神圣:旅途中的光影 (不丹)帕武(Pawo Choying Dorji)著 978-7-5113-3711-5 中国华侨出版社

生活没那么累，幸福没那么贵 杜鹃华编著 978-7-5113-3724-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你变了, 世界就变了 (美) 卡耐基著 978-7-5113-3730-6 中国华侨出版社

此生，做这样一个女子:睿智与大气完美融合
的修习课

安若瑶著 978-7-5113-3751-1 中国华侨出版社

遇见，海明威:“迷惘一代”的永恒绝唱 步铁力著 978-7-5113-3818-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宋词三百首全解 (清)上疆邨民编 978-7-5113-3851-8 中国华侨出版社

鲁迅经典 鲁迅著 978-7-5113-3978-2 中国华侨出版社

迟来的风花雪月 章沐白著 978-7-5113-4040-5 中国华侨出版社



掌控 何常在著 978-7-5113-4063-4 中国华侨出版社

心若没有归宿，到哪都是孤独 叶默涵著 978-7-5113-4065-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心理魔法壶:心理解析新理念 严文华著 978-7-5113-4075-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朝酒晚舞 沈诗棋著 978-7-5113-4087-0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们为何欢庆失眠 乔小囧著 978-7-5113-4109-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女人四十生活书 文静编著 978-7-5113-4114-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小故事大道理:超值精装典藏版 文若愚编著 978-7-5113-4124-2 中国华侨出版社

瓦尔登湖 (美)亨利·戴维·梭罗著 978-7-5113-4181-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人间词话全解 (清)王国维著 978-7-5113-4189-1 中国华侨出版社

淡定看人生，宁静做自我 陌陌著 978-7-5113-4192-1 中国华侨出版社

最好的短篇小说 鲁迅等著 978-7-5113-4219-5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们不能停止不爱:杜拉斯传 凌小汐著 978-7-5113-4268-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只若初见，似已相知 顾素玄[著] 978-7-5113-4283-6 中国华侨出版社

小美的烘焙时光 小美著·摄 978-7-5113-4289-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回首又见他 陈麒凌著 978-7-5113-4295-9 中国华侨出版社

最好的杂文和随笔 鲁迅等著 978-7-5113-4302-4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见青春多妩媚 傅娟著 978-7-5113-4310-9 中国华侨出版社

自由的老虎 沈诞琦著 978-7-5113-4316-1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世间女子，皆是传奇 陶然著 978-7-5113-4339-0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外名著全知道 文娟主编 978-7-5113-4342-0 中国华侨出版社

长恨.上 淡樱著 978-7-5113-4347-5 中国华侨出版社

长恨.下 淡樱著 978-7-5113-4347-5 中国华侨出版社

路易的第九条命 (英)莉兹·延森(Liz Jensen)著 978-7-5113-4348-2 中国华侨出版社

李嘉诚:成功没有偶然 李永宁编著 978-7-5113-4352-9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的顾城，我的海子 夏墨著 978-7-5113-4359-8 中国华侨出版社

总会遇见 刘小备[著] 978-7-5113-4361-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公园生活 (日)吉田修一著 978-7-5113-4388-8 中国华侨出版社

超级演说家:世界上最精彩的演说技巧 杜鸣枫著 978-7-5113-4389-5 中国华侨出版社

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受益终生的积极
心态培养书

家嘉著 978-7-5113-4391-8 中国华侨出版社

漂泊里都有最美的相逢 吴茗筠著 978-7-5113-4402-1 中国华侨出版社

苦雪烹茶:诗词里的无为心与清凉境 顾楠著 978-7-5113-4421-2 中国华侨出版社

爱情不强求 婚姻不强留 杨沐, 赫滢著 978-7-5113-4427-4 中国华侨出版社



春风十里不如你:在民国遇见最好的爱情 李清秋著 978-7-5113-4435-9 中国华侨出版社

跳起来就能够得到的人生 姚竹著 978-7-5113-4471-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夏梦狂诗曲.上册 君子以泽著 978-7-5113-4479-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夏梦狂诗曲.下册 君子以泽著 978-7-5113-4479-3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有一个农场 刘跃明著 978-7-5113-4482-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充电 (美) 布兰登·伯查德著 978-7-5113-4492-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嘉叶著 978-7-5113-4498-4 中国华侨出版社

眼眶会红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老 夏奈著 978-7-5113-4499-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幸好,没有在一起 吴桐著 978-7-5113-4500-4 中国华侨出版社

心似莲开，清风自来 安自在著 978-7-5113-4512-7 中国华侨出版社

生如夏花:泰戈尔诗选 (印)泰戈尔著 978-7-5113-4517-2 中国华侨出版社

恋上，一个人 梅子黄时雨[著] 978-7-5113-4538-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到了南半球一切都变了 刘小顺著 978-7-5113-4539-4 中国华侨出版社

老子学堂:以博大深邃的思想指引心灵清修 东篱子编著 978-7-5113-4543-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催眠大师 任鹏，中雨著 978-7-5113-4570-7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想和你好好在一起 老丑著 978-7-5113-4586-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别给想法设限:活出无限人生的思维法 慰冰湖著 978-7-5113-4594-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绩效考核与薪酬激励精细化设计必备全书 陈浩著 978-7-5113-4619-3 中国华侨出版社

有多少你没有听过的上古传说 东篱子编著 978-7-5113-4624-7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万物有灵皆可师 华姿著 978-7-5113-4625-4 中国华侨出版社

遇见，在青春的途中 杨冬儿著 978-7-5113-4638-4 中国华侨出版社

纽约,夜未央 陈之遥著 978-7-5113-4658-2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生觉缘:回眸一笑淡看世间浮华 薄微编著 978-7-5113-4685-8 中国华侨出版社

自卑与超越 (奥) 阿德勒著 978-7-5113-4703-9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上官婉儿:人生不过一个人的烟花 当年圆月著 978-7-5113-4709-1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 蔷薇开花著 978-7-5113-4719-0 中国华侨出版社

赢在幽默感,胜在沟通力 展啸风著 978-7-5113-4723-7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世间最浪漫的事都是免费的 连杰，部凡作品 978-7-5113-4732-9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人品，比能力更重要:全球500强企业优秀员
工素质修炼课

东阳著 978-7-5113-4781-7 中国华侨出版社

责任，比黄金更重要:全球500强企业优秀员
工素质修炼课

子建著 978-7-5113-4846-3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你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一个收费的拥抱 犀牛大哥著 978-7-5113-4858-6 中国华侨出版社



李嘉诚的处世之道 李嘉文编著 978-7-5113-4864-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全世界给我勇气 刘笑嘉[著] 978-7-5113-4870-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实干，比空谈更重要 陈鹏著 978-7-5113-4888-3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你是锦瑟 我为流年 白落梅著 978-7-5113-4913-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养好大气, 必有福气:智者的修行课 韦辰著 978-7-5113-4929-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就算没有男朋友 某小丫著 978-7-5113-4957-6 中国华侨出版社

时光里，有我奔跑的青春 古保祥著 978-7-5113-4962-0 中国华侨出版社

感谢生命中的所有过往 叶添心著 978-7-5113-4979-8 中国华侨出版社

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智者的修心课 安然著 978-7-5113-4987-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在最好的年华，别辜负最美的自己 吴茗筠著 978-7-5113-5025-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 雅米著 978-7-5113-5026-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年轻，就要舍得让自己受苦 夏乔著 978-7-5113-5032-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妾心如宅:大结局.叁,门庭深冷,来者须诚 姵璃著 978-7-5113-5047-3 中国华侨出版社

每一种孤独都有陪伴 武志红著 978-7-5113-5062-6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请把我流放到最美的时光里 王泓人著 978-7-5113-5063-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待我长发及腰,娶我可好 素莲[著] 978-7-5113-5065-7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切无关紧要的遇见 何睦著 978-7-5113-5087-9 中国华侨出版社

菜根谭修心课:万古不变的心灵荡涤之道 黄颖编著 978-7-5113-5112-8 中国华侨出版社

流传在老北京胡同里的趣闻传说 墨非编著 978-7-5113-5114-2 中国华侨出版社

看得破,跳得过:视角变了,世界就变了 贺梅子著 978-7-5113-5130-2 中国华侨出版社

男人22岁以后该做什么 毅然编著 978-7-5113-5139-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千百年眼中的另类中华史.上 (明)张燧著 978-7-5113-5144-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千百年眼中的另类中华史.下 (明)张燧著 978-7-5113-5144-9 中国华侨出版社

独步天下.上卷 李歆 978-7-5113-5179-1 中国华侨出版社

独步天下.下卷 李歆 978-7-5113-5179-1 中国华侨出版社

独步天下.中卷 李歆 978-7-5113-5179-1 中国华侨出版社

毕业5年决定你的一生 林少波[著] 978-7-5113-5198-2 中国华侨出版社

高效阅读法:最划算的自我投资 (日) 本田直之著 978-7-5113-5201-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山本五十六 张万杰著 978-7-5113-5202-6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邓尼茨 赵爽著 978-7-5113-5220-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古德里安 姚捷著 978-7-5113-5221-7 中国华侨出版社

曼施泰因 蒋渊著 978-7-5113-5223-1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世界上下五千年:典藏版 翟明主编 978-7-5113-5224-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历史不忍细看:被历史忽略的历史 李漓编 978-7-5113-5240-8 中国华侨出版社

痛而不言，笑而不语:智者的修身课 静流著 978-7-5113-5250-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匆匆时光 芭阿柚著 978-7-5113-5262-0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本书读完历代趣闻轶事 张连平编著 978-7-5113-5271-2 中国华侨出版社

潜伏在影视圈儿:丑女孩战胜美貌女孩的励志
故事

栀子著 978-7-5113-5277-4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千古之谜大全 莫蕾编 978-7-5113-5297-2 中国华侨出版社

致我们未曾妥协的青春 乔花娜著 978-7-5113-5310-8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互联网版图掘金时代 老鱼儿著 978-7-5113-5322-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解物种起源 (英)达尔文著 978-7-5113-5370-2 中国华侨出版社

秀丽江山.叁,玄武卷 李歆著 978-7-5113-5373-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秀丽江山.壹,青龙卷 李歆著 978-7-5113-5373-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秀丽江山.肆,朱雀卷 李歆著 978-7-5113-5373-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秀丽江山.贰,白虎卷 李歆著 978-7-5113-5373-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解四库全书精华 (清)纪昀主编 978-7-5113-5390-0 中国华侨出版社

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 (意)蒙台梭利著 978-7-5113-5411-2 中国华侨出版社

童年的秘密 (意)蒙台梭利著 978-7-5113-5412-9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你是我必经的流浪 枫子著 978-7-5113-5414-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用自己的光，照亮自己的路 艾小米著 978-7-5113-5415-0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国未解之谜全集 万永勇主编 978-7-5113-5429-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好好做自己 (美) 珍妮·杰克逊著 978-7-5113-5447-1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绣像全本红楼梦 (清)曹雪芹著 978-7-5113-5451-8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绣像全本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著 978-7-5113-5452-5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绣像全本西游记 (明)吴承恩著 978-7-5113-5454-9 中国华侨出版社

由内而外:突破自我的三大法则 (英) 迈克·尼尔著 978-7-5113-5462-4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三字经 弟子规 百家姓 千字文 (南宋)王应麟等编著 978-7-5113-5465-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月光里的距离 (美) 丹尼斯·勒翰著 978-7-5113-5473-0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世界再大，大不过这颗心 韦明哲著 978-7-5113-5474-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开会的艺术 陈浩著 978-7-5113-5475-4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世界历史1300问 文征明编著 978-7-5113-5477-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史记故事 文若愚编著 978-7-5113-5489-1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细说趣说万事万物由来 白虹编著 978-7-5113-5491-4 中国华侨出版社

志摩的诗 徐志摩著 978-7-5113-5494-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国历史常识全知道 朱立春编著 978-7-5113-5499-0 中国华侨出版社



惊人的巧合 刘天亮编著 978-7-5113-5501-0 中国华侨出版社

资治通鉴故事 文若愚编著 978-7-5113-5502-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千奇百怪 春之霖编著 978-7-5113-5504-1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国历史1300问 任中原主编 978-7-5113-5507-2 中国华侨出版社

越问越聪明 朱立春主编 978-7-5113-5512-6 中国华侨出版社

每天读点心理学 宿文渊编著 978-7-5113-5513-3 中国华侨出版社

薰衣草之恋 楼雨辰著 978-7-5113-5548-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颗心，守护在有你的那一页 漠扬著 978-7-5113-5552-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天鹅农场的女人 朱晓鸣著 978-7-5113-5562-1 中国华侨出版社

道德经全解 韩非编著 978-7-5113-5568-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盛世中国.第2卷,贞观盛世 李静著 978-7-5113-5571-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年轻人必知的500个国学典故:千年中国文化
集粹

墨菲编著 978-7-5113-5575-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希腊神话故事:诸神的传说 (德)施瓦布著 978-7-5113-5577-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国通史 吕思勉著 978-7-5113-5578-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学入门课:章太炎国学讲义 章太炎著 978-7-5113-5582-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地理的问号 张浩编著 978-7-5113-5587-4 中国华侨出版社

妾心如孽.上册 姵璃著 978-7-5113-5598-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妾心如孽.下册 姵璃著 978-7-5113-5598-0 中国华侨出版社

每天读点大师哲学 许雯编 978-7-5113-5606-2 中国华侨出版社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听听民国
那时他们的爱情

汪晓寒著 978-7-5113-5615-4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学小书院:古文化常识速读本 李微微著 978-7-5113-5616-1 中国华侨出版社

白话容斋随笔精选 (南宋)洪迈著 978-7-5113-5621-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唐诗宋词三百首 周娜编著 978-7-5113-5624-6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不负时光 不负爱 张诗群著 978-7-5113-5625-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如果你简单，世界就对你简单 丁宁著 978-7-5113-5626-0 中国华侨出版社

每天一堂经典国学知识课 墨非编著 978-7-5113-5642-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当你和世界不一样:自我成长修炼书 徐洁著 978-7-5113-5643-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解四书五经 (春秋)孔子等著 978-7-5113-5646-8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与狗狗的十个约定 (日) 泽本嘉光著 978-7-5113-5650-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如果你曾奋不顾身爱过一个人 小岩井，烟波人长安等著 978-7-5113-5651-2 中国华侨出版社

愿有趣的灵魂终能相遇 方草心著 978-7-5113-5671-0 中国华侨出版社

情绪会伤人:消极心态修复手册 高菲著 978-7-5113-5674-1 中国华侨出版社



今生只做红尘客 白落梅 978-7-5113-5677-2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人生最美好的遇见 盈风著 978-7-5113-5680-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历史的问号 丁奇编著 978-7-5113-5681-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全彩图说世界通史 宛华主编 978-7-5113-5687-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全彩图说中华典故 梦华主编 978-7-5113-5690-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全彩图说中国通史 梦华主编 978-7-5113-5691-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唐诗三百首 (清)蘅塘退士编选 978-7-5113-5693-2 中国华侨出版社

曾经，我爱过一个少年 陆小寒著 978-7-5113-5697-0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世界名著经典导读 文海主编 978-7-5113-5702-1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予你眠缠终老 爱吃土豆丝著 978-7-5113-5704-5 中国华侨出版社

总有一次心痛，让你瞬间长大 七七著 978-7-5113-5705-2 中国华侨出版社

酌风流.上 寂月皎皎著 978-7-5113-5707-6 中国华侨出版社

酌风流.下 寂月皎皎著 978-7-5113-5707-6 中国华侨出版社

酌风流.中 寂月皎皎著 978-7-5113-5707-6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那些浪费的时光和生动的爱 吴浩然著 978-7-5113-5710-6 中国华侨出版社

平淡生活中的温柔念想 玄窗雪著 978-7-5113-5712-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家藏四库全书:精华版 (清)纪昀主编 978-7-5113-5716-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全彩图说中华上下五千年 宛华主编 978-7-5113-5717-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元曲三百首 (元)关汉卿等著 978-7-5113-5718-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史记精华 (西汉)司马迁著 978-7-5113-5721-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世界未解之谜 文若愚编著 978-7-5113-5723-6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 白虹编著 978-7-5113-5724-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实用对联大全 宋玉编 978-7-5113-5726-7 中国华侨出版社

青春是下着雨的晴天 康育川著 978-7-5113-5728-1 中国华侨出版社

表达力 志坚编著 978-7-5113-5729-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传习录 (明)王阳明著 978-7-5113-5737-3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们终将活在自己的年华里 韩素因著 978-7-5113-5742-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十万个为什么 乔楚主编 978-7-5113-5746-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 (春秋)孙武等著 978-7-5113-5748-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四库全书精华 (清)纪昀主编 978-7-5113-5755-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上 花千辞著 978-7-5113-5756-4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下 花千辞著 978-7-5113-5756-4 中国华侨出版社

舌尖上的心跳.上 焦糖冬瓜著 978-7-5113-5757-1 中国华侨出版社



舌尖上的心跳.下 焦糖冬瓜著 978-7-5113-5757-1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1500个文化常识 张瀚文编 978-7-5113-5758-8 中国华侨出版社

改变人生的7堂心理课 李文龙编 978-7-5113-5759-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你在北京还好吗 陆禾著 978-7-5113-5760-1 中国华侨出版社

007飞天万能车 (英) 伊恩·弗莱明著 978-7-5113-5769-4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宋词三百首 (清)朱孝臧编选 978-7-5113-5774-8 中国华侨出版社

罪瘾者 冷小张 978-7-5113-5782-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给自己留一些孤独时光 张仲勇编著 978-7-5113-5787-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卡莉·菲奥莉娜: 想做总统的女人 刘松著 978-7-5113-5789-2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的喜欢, 因你隆重 谈轻著 978-7-5113-5792-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全彩图说世界上下五千年 宛华主编 978-7-5113-5794-6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国古代名人姓名探源 李易明著 978-7-5113-5796-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学文化经典导读 窦学欣编著 978-7-5113-5797-7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美国常识 左岸编著 978-7-5113-5801-1 中国华侨出版社

红色文学经典导读 杨剑主编 978-7-5113-5803-5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诛仙:典藏版 萧鼎著 978-7-5113-5810-3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战全史 许诺编 978-7-5113-5817-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周易 任犀然主编 978-7-5113-5818-9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著 978-7-5113-5822-6 中国华侨出版社

现代青年常用知识手册 许俊霞编著 978-7-5113-5825-7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经典导读.上 赵志卓编著 978-7-5113-5830-1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经典导读.下 赵志卓编著 978-7-5113-5830-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清)吴调侯编选 978-7-5113-5833-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诗经 (春秋)孔子等编选 978-7-5113-5836-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四书五经 (春秋)孔子等著 978-7-5113-5837-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资治通鉴精华 (北宋)司马光撰 978-7-5113-5838-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国学精粹 梦华主编 978-7-5113-5839-4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唐诗宋词元曲 琢言主编 978-7-5113-5848-6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国文化彩图馆 方青羽编著 978-7-5113-5852-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古罗马神话彩图馆 余祖政，刘佳，刘世洁编著 978-7-5113-5854-7 中国华侨出版社

瓦尔登湖彩图馆 (美) 梭罗著 978-7-5113-5856-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学常识彩图馆 付改兰编著 978-7-5113-5859-2 中国华侨出版社

130种美鸟彩图馆 刘慧编著 978-7-5113-5860-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史记彩图馆 (汉)司马迁著 978-7-5113-5861-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学经典彩图馆 姜薇薇编著 978-7-5113-5865-3 中国华侨出版社

80种昆虫彩图馆 黄威编著 978-7-5113-5879-0 华侨出版社

宋词三百首彩图馆 (清)朱孝臧编选 978-7-5113-5881-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唐诗三百首彩图馆 (清)蘅塘退士编选 978-7-5113-5882-0 中国华侨出版社

科学百科彩图馆 任媛媛编著 978-7-5113-5887-5 中国华侨出版社

物种起源彩图馆 (英)达尔文著 978-7-5113-5891-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四书五经彩图馆 (春秋)孔子等著 978-7-5113-5892-9 中国华侨出版社

资治通鉴彩图馆 (宋)司马光著 978-7-5113-5894-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古文观止彩图馆 (清)吴楚材，(清)吴调侯编选 978-7-5113-5896-7 中国华侨出版社

杀青 天下溪著 978-7-5113-5898-1 中国华侨出版社

百年百部文学经典导读 家伟编著 978-7-5113-5900-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元曲三百首彩图馆 (元)关汉卿等著 978-7-5113-5902-5 中国华侨出版社

昆虫记彩图馆 (法)法布尔著 978-7-5113-5904-9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世界悬疑推理故事 孙凯文编译 978-7-5113-5924-7 中国华侨出版社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著 978-7-5113-5925-4 中国华侨出版社

伪造夜行 高旋摄著 978-7-5113-5927-8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绣像全本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著 978-7-5113-5930-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宋词三百首详注 顾玉婷编注 978-7-5113-5939-1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细说趣说万事万物由来 宿一鸣编著 978-7-5113-5940-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岁月历练的优雅:杨绛传 文方著 978-7-5113-5944-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国未解之谜 王宁主编 978-7-5113-5951-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发现你未知的幸福 孙郡锴编著 978-7-5113-5953-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学公开课:跟国学大师学国学 文捷编著 978-7-5113-5959-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国学典故 任犀然主编 978-7-5113-5971-1 中国华侨出版社

生活百般滋味,只需微笑面对 孙郡锴编著 978-7-5113-5977-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美军野外生存手册 景辉主编 978-7-5113-5978-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古今悬案·疑案·奇案 博涛编 978-7-5113-5979-7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是因为你才爱上了这个世界 刘华剑著 978-7-5113-5997-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学精华课,庄子养性之道 荀子学习之道 孙
子韬略之道

墨非编著 978-7-5113-5998-8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世界重大发现与发明 董文昕编 978-7-5113-6002-1 中国华侨出版社

约瑟芬·铁伊推理经典.上 (英)约瑟芬·铁伊原著 978-7-5113-6010-6 中国华侨出版社



约瑟芬·铁伊推理经典.下 (英)约瑟芬·铁伊原著 978-7-5113-6010-6 中国华侨出版社

约瑟芬·铁伊推理经典.中 (英)约瑟芬·铁伊原著 978-7-5113-6010-6 中国华侨出版社

名人印象 郁达夫等著 978-7-5113-6015-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唐诗 宋词 元曲 (清)蘅塘退士等编选 978-7-5113-6017-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学精华课,老子品行之道 孔子德行之道 孟
子宽容之道

文捷编著 978-7-5113-6018-2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读者暖文精华.上,满满的都是/爱 古保祥著 978-7-5113-6019-9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读者暖文精华.下,在最好的时光/里 古保祥著 978-7-5113-6019-9 中国华侨出版社

修剪生命的荒芜，走出最繁华的风景 孙郡锴编著 978-7-5113-6021-2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你要按所想的去生活 水木淼淼编著 978-7-5113-6025-0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们错在一直把快乐交给别人保管 孙郡锴编著 978-7-5113-6029-8 中国华侨出版社

每天一堂国学必修课 文捷编著 978-7-5113-6031-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史记精解 (西汉)司马迁著 978-7-5113-6034-2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世界经典悬疑小说全集 (英)柯南·道尔等著 978-7-5113-6036-6 中国华侨出版社

时间替我告诉你.上 沐清雨著 978-7-5113-6039-7 中国华侨出版社

时间替我告诉你.下 沐清雨著 978-7-5113-6039-7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亚森·罗宾破案经典.上 (法) 莫里斯·勒布朗原著 978-7-5113-6046-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亚森·罗宾破案经典.下 (法) 莫里斯·勒布朗原著 978-7-5113-6046-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亚森·罗宾破案经典.中 (法) 莫里斯·勒布朗原著 978-7-5113-6046-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在迷茫中觉醒，用几个瞬间成长 张仲勇编著 978-7-5113-6048-9 中国华侨出版社

每天学点心理学 陈疏编 978-7-5113-6053-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四书 (春秋)孔子等著 978-7-5113-6060-1 中国华侨出版社

想到了就做，不要轻易说NO 孙郡锴编著 978-7-5113-6062-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唐史原来超有趣 赵君编著 978-7-5113-6063-2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成功不是击败别人，而是改变自己 孙郡锴编著 978-7-5113-6069-4 中国华侨出版社

赡养人类 刘慈欣著 978-7-5113-6083-0 中国华侨出版社

优雅是穿透岁月的美丽 陈琅语编著 978-7-5113-6085-4 中国华侨出版社

白话唐史 博文编著 978-7-5113-6089-2 中国华侨出版社

瑜伽与冥想大全 美梓编著 978-7-5113-6111-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太平广记 (宋)李昉著 978-7-5113-6112-7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说唐前传 (清)佚名,(明)罗贯中等著 978-7-5113-6115-8 中国华侨出版社

野性的呼唤 (美)杰克·伦敦著 978-7-5113-6118-9 中国华侨出版社

野性的呼唤(英文版) (美)杰克·伦敦著 978-7-5113-6118-9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个人也要优雅前行 一抹寒烟著 978-7-5113-6120-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吹不散眉弯 安宁著 978-7-5113-6123-3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世界经典战役 张卉妍编著 978-7-5113-6125-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四库全书精华 (清)纪昀主编 978-7-5113-6131-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史记 (西汉)司马迁著 978-7-5113-6136-3 中国华侨出版社

生如夏花:泰戈尔诗选 (印)泰戈尔著 978-7-5113-6138-7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学经典全知道 桑楚主编 978-7-5113-6140-0 中国华侨出版社

白话清史 博文编著 978-7-5113-6142-4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精编版 (清)吴研人著 978-7-5113-6145-5 中国华侨出版社

薛仁贵征东 (清)如莲居士著 978-7-5113-6148-6 中国华侨出版社

官场现形记 (清)李宝嘉,著##(清)刘鹗著 978-7-5113-6152-3 中国华侨出版社

薛家将 马健编 978-7-5113-6153-0 中国华侨出版社

花开随喜, 花落不悲:纵有烦恼无数·转念就
是晴天

清平著 978-7-5113-6155-4 中国华侨出版社

狄公案 (清)佚名著 978-7-5113-6158-5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说岳全传 (清)钱彩著 978-7-5113-6160-8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七侠五义 (清)石玉昆著 978-7-5113-6166-0 中国华侨出版社

看清世界，不如明白自己 江南著 978-7-5113-6168-4 中国华侨出版社

汉书·后汉书 (汉)班固，(南朝宋)范晔著 978-7-5113-6174-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传习录全解 (明)王阳明著 978-7-5113-6178-3 中国华侨出版社

李白﹒杜甫﹒白居易诗集 李博编选 978-7-5113-6182-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四书五经 (春秋)孔子等著 978-7-5113-6183-7 中国华侨出版社

色彩心理学 李敏，曹军编著 978-7-5113-6186-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古罗马神话故事 余祖政等编著 978-7-5113-6187-5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色图解心理学 立群主编 978-7-5113-6191-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学点用得上的心理常识 亦伟著 978-7-5113-6192-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闲情偶寄 (清)李渔著 978-7-5113-6197-4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四书 (战国)孟子等著 978-7-5113-6198-1 中国华侨出版社

纳兰词全解 (清)纳兰性德著 978-7-5113-6214-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传习录 (明)王阳明著 978-7-5113-6219-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嘉莉妹妹 (美)西奥多·德莱塞著 978-7-5113-6220-9 中国华侨出版社

耐得住寂寞，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 孙郡锴编著 978-7-5113-6224-7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亲爱的唐先生.上 家奕著 978-7-5113-6234-6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亲爱的唐先生.下 家奕著 978-7-5113-6234-6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二战全史 白虹编著 978-7-5113-6235-3 中国华侨出版社

唐诗宋词元曲 琢言主编 978-7-5113-6243-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学常识全知道 梦远编著 978-7-5113-6244-5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二十五史故事 廖敏主编 978-7-5113-6249-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 (春秋)孙武等著 978-7-5113-6262-9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彩图全解资治通鉴 (北宋)司马光撰 978-7-5113-6265-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解国富论 (英)亚当·斯密著 978-7-5113-6268-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学精粹 梦华主编 978-7-5113-6278-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古文观止全解 (清)吴楚材，(清)吴调侯编选 978-7-5113-6281-0 中国华侨出版社

学会改变，和最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张仲勇编著 978-7-5113-6296-4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学典故 任犀然主编 978-7-5113-6309-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大器晚成:将才培养之道 何鹏著 978-7-5113-6335-0 中国华侨出版社

致命空间:挑战智商的密室推理经典.上册 (英)伊斯瑞尔·冉威尔等著 978-7-5113-6377-0 中国华侨出版社

致命空间:挑战智商的密室推理经典.下册 (英)伊斯瑞尔·冉威尔等著 978-7-5113-6377-0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德)叔本华著 978-7-5113-6632-0 中国华侨出版社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微观部分) 》 (第
5版) 笔记和课后习题 (含考研真题) 详解

主编圣才考研网 978-7-5114-0881-5 中国石化出版社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宏观部分) 》 (第
5版) 笔记和课后习题 (含考研真题) 详解

主编圣才考研网 978-7-5114-0882-2 中国石化出版社

不能不学的心理治疗技术:沙盘游戏疗法入门 魏广东编著 978-7-5114-1279-9 中国石化出版社

球类项目运动规则与裁判法 石丽菊, 张立伟编著 978-7-5114-1560-8 中国石化出版社

命题人点拨考博英语,词汇词根+联想记忆 赵晓敏, 张艳霜主编 978-7-5114-2936-0 中国石化出版社

命题人点拨考博英语,完形填空分册 赵晓敏, 张艳霜主编 978-7-5114-2944-5 中国石化出版社

命题人点拨考博英语,语法分册 赵晓敏, 张艳霜主编 978-7-5114-2972-8 中国石化出版社

命题人点拨考博英语,翻译分册 赵晓敏, 张艳霜主编 978-7-5114-3034-2 中国石化出版社

北大人文公开课 张纯华编著 978-7-5114-3069-4 中国石化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参考与辅
导

王啸, 孙旭武主编 978-7-5114-3480-7 中国石化出版社

用新闻理念讲石化故事 陶建定编著 978-7-5114-3774-7 中国石化出版社

沙盘游戏疗法的起源:地板游戏 (英)Herbert George Wells著 978-7-5114-4107-2 中国石化出版社

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专业教材,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

李永新主编 978-7-5115-0324-4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专业教材,申论 李永新主编 978-7-5115-0325-1 人民日报出版社

李永新讲申论,最新版 李永新主编 978-7-5115-0369-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张国淦自述:1876-1959 张国淦著 978-7-5115-0502-6 人民日报出版社

民国总理档案.[2] 宋国涛著 978-7-5115-0540-8 人民日报出版社

民国总统档案.[1] 杨雪舞著 978-7-5115-0541-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公务员面试高分突破系列教材,结构化面试教
程

李永新主编 978-7-5115-0548-4 人民日报出版社

蔡元培轶事:1868-1940 陈晨编 978-7-5115-0662-7 人民日报出版社

民国军阀档案.Ⅱ 杨帆著 978-7-5115-1193-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开膛手杰克自传 (英)詹姆斯·卡纳克著 978-7-5115-1327-4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国医高手 石章鱼著 978-7-5115-1408-0 人民日报出版社

地球在呐喊 杜地著 978-7-5115-1772-2 人民日报出版社

高校学子眼中的人民网.第一辑 人民网研究院主编 978-7-5115-1866-8 人民日报出版社

高校学子眼中的人民网.第三辑 人民网研究院主编 978-7-5115-1866-8 人民日报出版社

高校学子眼中的人民网.第二辑 人民网研究院主编 978-7-5115-1866-8 人民日报出版社

高校学子眼中的人民网.第四辑 人民网研究院主编 978-7-5115-1866-8 人民日报出版社

冯玉祥自述.上 冯玉祥著 978-7-5115-2033-3 人民日报出版社

冯玉祥自述.下 冯玉祥著 978-7-5115-2033-3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城里的“北” 杜永道著 978-7-5115-2053-1 人民日报出版社

教学改革与信息化建设研究 郭晓，张润，赵建丰主编 978-7-5115-2077-7 人民日报出版社

高校突发事件的防范体系及防范机制的实证
研究

李新仓著 978-7-5115-2159-0 人民日报出版社

润物无声: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十年记忆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编 978-7-5115-2217-7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严家炎自选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 严家炎著 978-7-5115-2219-1 人民日报出版社

字游：大家访谈录 潘耀明著 978-7-5115-2270-2 人民日报出版社

救亡图存东北魂: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
究

张万杰著 978-7-5115-2271-9 人民日报出版社

弗格森传 大卫·米克, 汤姆·泰瑞尔著 978-7-5115-2340-2 人民日报出版社

秋瑾徐锡麟轶事 陈晨编 978-7-5115-2450-8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家风貌 潘耀明著 978-7-5115-2484-3 人民日报出版社

抗日战争的细节.2 魏风华著 978-7-5115-2550-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易道宇宙观:中华古老的象数逻辑 易明宝善著 978-7-5115-2677-9 人民日报出版社

索尔·贝娄早期小说研究 高迪迪著 978-7-5115-2719-6 人民日报出版社

流远:我的水利人生 陶善生著 978-7-5115-2737-0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事业单位职员制研究 金志峰著 978-7-5115-2780-6 人民日报出版社

新市民培养读本:给从农村进城工作、生活的
朋友

朱艺主编 978-7-5115-2819-3 人民日报出版社

德国的国际角色与外交政策 于芳著 978-7-5115-2846-9 人民日报出版社

教师专业发展实践导论 徐文峰著 978-7-5115-2847-6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家国情怀:王谨散文选 王谨著 978-7-5115-2848-3 人民日报出版社

转型与嬗变: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价值观 粟迎春，陈帆著 978-7-5115-2882-7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学生英语语言思维与语言意识培养研究 杨敏, 赵静, 管晓霞著 978-7-5115-2886-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汉英助动词句法比较研究 向二兰著 978-7-5115-2899-5 人民日报出版社

新市民培养,教师用书 朱艺主编 978-7-5115-2918-3 人民日报出版社

八棵老树 王德文著 978-7-5115-2920-6 人民日报出版社

骑行中国 毛球, 伏鹰著 978-7-5115-2929-9 人民日报出版社

从“权力”到“权利”:中国新闻职业精神考
察与分析

王亦高著 978-7-5115-2937-4 人民日报出版社

比较文学视域中的王小波:中西资源与态度选
择

江志全著 978-7-5115-2948-0 人民日报出版社

初恋变奏曲 张富广著 978-7-5115-2976-3 人民日报出版社

现代信息检索技术与应用 王建行著 978-7-5115-2980-0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式留守 吕笔活著 978-7-5115-2984-8 人民日报出版社

刚刚过去的时代 侯宇燕著 978-7-5115-3003-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学生经典诵读指南 张炜编著 978-7-5115-3009-7 人民日报出版社

档案工作评价与测评研究 盖丙兰著 978-7-5115-3032-5 人民日报出版社

和平大街16号 骆一浪著 978-7-5115-3037-0 人民日报出版社

情封旅顺口 王毅著 978-7-5115-3040-0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古代饮食器具设计考略:10-13世纪 韩荣,张力丽,朱喆著 978-7-5115-3044-8 人民日报出版社

媒介的力量:媒介使用对人的生活时间的重构
研究

吴文汐著 978-7-5115-3075-2 人民日报出版社

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 于憬之编著 978-7-5115-3079-0 人民日报出版社

饿马摇铃 吴延芳著 978-7-5115-3101-8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守纪律 讲规矩: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必修课 石国亮, 段元俊, 史宏编著 978-7-5115-3126-1 人民日报出版社

南疆绿洲文化转型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为视域

张春霞著 978-7-5115-3142-1 人民日报出版社

奶奶和她的传奇 罗建明著 978-7-5115-3203-9 人民日报出版社

启蒙的后现代反思 管小其著 978-7-5115-3223-7 人民日报出版社

历史与当下的对话: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多种方
法

李雪著 978-7-5115-3237-4 人民日报出版社

女子安 天下安:安心 安身 安神 安天下 袁洁著 978-7-5115-3240-4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二部 杨帆著 978-7-5115-3271-8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三部 杨帆著 978-7-5115-3277-0 人民日报出版社

馅饼在哪里 倪亮著 978-7-5115-3287-9 人民日报出版社

鲁迅思想系统研究 鲁迅思想系统研究课题组著 978-7-5115-3290-9 人民日报出版社



张居正:[做人谋事之道] (明)张居正原典 978-7-5115-3303-6 人民日报出版社

昨日熏风 徐祝新著 978-7-5115-3316-6 人民日报出版社

陈柱文学思想研究 梁艳青著 978-7-5115-3319-7 人民日报出版社

德在事中:记韩英杰老师和他的家庭 马汉宁编著 978-7-5115-3321-0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机构编制审计工作指南 中央编办监督检查司编著 978-7-5115-3324-1 人民日报出版社

转型与引导:转型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研
究

张朋智著 978-7-5115-3325-8 人民日报出版社

谁动了中国体育产业的奶酪？ 康天成著 978-7-5115-3366-1 人民日报出版社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时代游击队员.第
一部

(古巴) 卡秋斯卡·布兰科-卡斯蒂涅拉著 978-7-5115-3369-2 人民日报出版社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时代游击队员.第
一部

(古巴) 卡秋斯卡·布兰科-卡斯蒂涅拉著 978-7-5115-3369-2 人民日报出版社

耕读世家 郭万新著 978-7-5115-3377-7 人民日报出版社

汉语核心人体词词义比较研究 章黎平，解海江，章罘平著 978-7-5115-3391-3 人民日报出版社

经典梦想 安言著 978-7-5115-3398-2 人民日报出版社

汉宫轶事:成功者留下的闪光足印 刘正良, 常量著 978-7-5115-3401-9 人民日报出版社

论文学与电影 庞红梅著 978-7-5115-3402-6 人民日报出版社

滏阳河畔 枫子著 978-7-5115-3456-9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木棉树的某年 茶香茉莉著 978-7-5115-3457-6 人民日报出版社

婚姻是一场美丽的修行 欧阳晶文[著] 978-7-5115-3474-3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大国学课精要,道家思想与领导智慧 寇方墀著 978-7-5115-3475-0 人民日报出版社

藏传佛寺与文化旅游研究 陆朋，王杨著 978-7-5115-3480-4 人民日报出版社

军阀之国:1911-1930.上册 骆艺, 黄柳青编著 978-7-5115-3481-1 人民日报出版社

军阀之国:1911-1930.下册 骆艺, 黄柳青编著 978-7-5115-3481-1 人民日报出版社

霍尔姆战役1942:105天的东线血火地狱.上册 杨超，丛丕编著 978-7-5115-3518-4 人民日报出版社

霍尔姆战役1942:105天的东线血火地狱.下册 杨超，丛丕编著 978-7-5115-3518-4 人民日报出版社

秦汉家、户法律研究:以家户法律构造为视角 张文江著 978-7-5115-3522-1 人民日报出版社

被曲解了的古史地 曲辰,孙远志著 978-7-5115-3523-8 人民日报出版社

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研究 王朝元主编 978-7-5115-3557-3 人民日报出版社

乐心 孙景才著 978-7-5115-3572-6 人民日报出版社

组织文化:传承与创新 王若军，雷高岭著 978-7-5115-3583-2 人民日报出版社

网络文学及其批评研究 唐迎欣主编 978-7-5115-3586-3 人民日报出版社

风雨伊东:揭秘鄂尔多斯能源发展变局 朱日岭著 978-7-5115-3619-8 人民日报出版社

学党章党规 做合格党员 任仲文编 978-7-5115-3626-6 人民日报出版社

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诗 邱华栋主编 978-7-5115-3702-7 人民日报出版社

公共政策与重大项目社会风险管理研究 郝福庆主编 978-7-5115-3707-2 人民日报出版社



我的父亲焦裕禄 焦守云著 978-7-5115-3712-6 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三五”热点面对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 978-7-5115-3715-7 人民日报出版社

反思与重塑:网络时代的中国传媒品牌建设 宋祖华著 978-7-5115-3763-8 人民日报出版社

遭遇创业:中国辣妈创业全纪录 于秀著 978-7-5115-3764-5 人民日报出版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产业研发 肖锋编著 978-7-5115-3768-3 人民日报出版社

说出我世界 王安祥著 978-7-5115-3806-2 人民日报出版社

平等的理想与现实:社会主义五百年平等问题
研究

吴韵曦著 978-7-5115-3839-0 人民日报出版社

初来世间的旅人 陈海艳著 978-7-5115-3902-1 人民日报出版社

反攻 李金明,魏鹿兮著 978-7-5115-3945-8 人民日报出版社

我的抗美援朝 何楚舞著 978-7-5115-3992-2 人民日报出版社

儿童罕见病调查 范笑天著 978-7-5115-4079-9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体育运动训练与健身实践研究 周李莉，郭福江，尹亚晶主编 978-7-5115-4095-9 人民日报出版社

信息与调研 高林亚著 978-7-5115-4122-2 人民日报出版社

规则的博弈:中国房地产观察 牛建宏著 978-7-5115-4237-3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体育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指导 郭斌，颜彤丹，刘翔主编 978-7-5115-4271-7 人民日报出版社

寻·城迹 陈俊,肖刚编著 978-7-5115-4380-6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 王兆雷著 978-7-5115-4406-3 人民日报出版社

新闻七年 何泽平著 978-7-5115-4436-0 人民日报出版社

极度空间 余红梅著 978-7-5115-4576-3 人民日报出版社

地膜应用及污染防治 李杰, 何文清, 朱晓禧主编 978-7-5116-0096-7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学英语文化主题教学探索与实践 魏朝夕著 978-7-5116-0102-5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河湖淤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处置技术 杜河清主编 978-7-5116-0778-2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浙江丽水药物志 程文亮 ... [等] 主编 978-7-5116-1536-7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脂肪细胞分化及其调控机制 杨永青著 978-7-5116-1569-5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几种药物对细胞体外分化成熟及功能影响的
研究

沈红著 978-7-5116-1703-3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福桢 吴锡华, 高兆宁编著 978-7-5116-1879-5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洋蔬菜与营养 王民生, 李竹青编著 978-7-5116-1885-6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用虾蟹与营养 刘洪军, 赵文溪, 刘梦侠编著 978-7-5116-1886-3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宁夏引黄灌区农田面源污染控制农作技术研
究与应用

杨世琦, 杨正礼主编 978-7-5116-1890-0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用鱼类与营养 林洪 ... [等] 编著 978-7-5116-1893-1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华中昆虫研究.第十卷 原国辉[等]主编 978-7-5116-1901-3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用贝类与营养 于瑞海, 曲学存, 马培振编著 978-7-5116-1904-4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土壤生物修复工程:粮食安全之保护伞 闵九康主编 978-7-5116-1909-9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面向未来的食品加工技术 唐春红, 陈敏新著 978-7-5116-1922-8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下水硝酸盐污染治理研究 李玉中等著 978-7-5116-1939-6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河上游宁夏灌区稻田氮素平衡与污染控制 张晴雯, 张爱平, 杨正礼主编 978-7-5116-1946-4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胜年 王甘棠著 978-7-5116-2031-6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食品加工技术 任迪峰主编 978-7-5116-2068-2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意大利文学.第一册 马越, Luca D`Andrea编著 978-7-5116-2101-6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学管理流程汇编 武士勋主编 978-7-5116-2113-9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地之上:中国生态现场访谈录 沱沱著 978-7-5116-2156-6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华中昆虫研究.第十一卷 王满囷[等]主编 978-7-5116-2201-3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畜禽养殖与废弃物处理过程模拟 高懋芳编译 978-7-5116-2255-6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际食品法典标准:2014,兽药残留卷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 农业部科技
发展中心, 国际食品法典中国联络处编译

978-7-5116-2277-8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人兽共患病特征与防控知识集要 史利军主编 978-7-5116-2298-3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天然产物丁香酚的研究与应用 李剑勇, 杨亚军主编 978-7-5116-2351-5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干细胞研究与应用 华进联主编 978-7-5116-2384-3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布鲁氏菌病诊断与治疗 李向阳著 978-7-5116-2413-0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农牧废弃物处理与利用 魏章焕主编 978-7-5116-2489-5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王志春主编 978-7-5116-2501-4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虫模式标本
名录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编著

978-7-5116-2514-4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今桑系列验方大全 刘利，苏坤成主编 978-7-5116-2548-9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农业生态环境与美丽乡村建设 唐洪兵, 李秀华主编 978-7-5116-2599-1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动物育种中的统计计算:Julia语言应用 梅步俊著 978-7-5116-2700-1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华中昆虫研究.第十二卷 李有卖，曾粮斌，文礼章主编 978-7-5116-2751-3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卖轮子:选择最佳营销方式 (美) 杰夫·科克斯, 霍华德·史蒂文斯著 978-7-5117-0089-6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协委员书架,休闲生活 人民政协报编 978-7-5117-0598-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协委员书架,健康快车 人民政协报编 978-7-5117-0598-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协委员书架,品味书香 人民政协报编 978-7-5117-0598-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协委员书架,学术家园 人民政协报编 978-7-5117-0598-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协委员书架,履职指南 人民政协报编 978-7-5117-0598-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协委员书架,政协60年 人民政协报编 978-7-5117-0598-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协委员书架,政协常识 人民政协报编 978-7-5117-0598-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协委员书架,政协理论 人民政协报编 978-7-5117-0598-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协委员书架,春秋纵横 人民政协报编 978-7-5117-0598-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协委员书架,盛世收藏 人民政协报编 978-7-5117-0598-3 中央编译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咨询与治疗案例解析 杨雪梅, 杨建军编著 978-7-5117-1065-9 中国编译出版社

高校发展党员工作手册 边社辉，申瑞林，郑志高编著 978-7-5117-1216-5 中央编译出版社

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金波著 978-7-5117-1283-7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现象 杨剑龙等著 978-7-5117-1336-0 中央编译出版社

托马斯·沃尔夫:迷惘的巨人 刘积源著 978-7-5117-1383-4 中央编译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管理全书.一 哈佛商学院教程研究工作室主编 978-7-5117-1422-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管理全书.七 哈佛商学院教程研究工作室主编 978-7-5117-1422-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管理全书.三 哈佛商学院教程研究工作室主编 978-7-5117-1422-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管理全书.九 哈佛商学院教程研究工作室主编 978-7-5117-1422-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管理全书.二 哈佛商学院教程研究工作室主编 978-7-5117-1422-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管理全书.五 哈佛商学院教程研究工作室主编 978-7-5117-1422-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管理全书.八 哈佛商学院教程研究工作室主编 978-7-5117-1422-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管理全书.六 哈佛商学院教程研究工作室主编 978-7-5117-1422-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管理全书.十 哈佛商学院教程研究工作室主编 978-7-5117-1422-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管理全书.四 哈佛商学院教程研究工作室主编 978-7-5117-1422-0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文化消费主义背景下当代作家研究:以河南作
家为例

王文霞著 978-7-5117-1441-1 中央编译出版社

法治的迷思:宋教仁与中国法治困局的历史诠
释

刘晓民著 978-7-5117-1460-2 中央编译出版社

理想国 (古希腊)柏拉图(Plato)著 978-7-5117-1704-7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文献编目理论研究 吴丽坤，殷洁著 978-7-5117-1725-2 中央编译出版社

平台:自媒体时代用影响力赢取惊人财富 (美) 迈克尔·哈耶特著 978-7-5117-1779-5 中央编译出版社

给生活一张漂亮的脸 夏妙录著 978-7-5117-1894-5 中央编译出版社

每一朵花都会微笑 曹淑凤著 978-7-5117-1900-3 中央编译出版社

青春在疼痛中成长 孟祥宁著 978-7-5117-1901-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倾城花开 周霞著 978-7-5117-1902-7 中央编译出版社

时光的色泽 邸玉超著 978-7-5117-1904-1 中央编译出版社

趟过没有水的河 陈东霞著 978-7-5117-1906-5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为爱种一片森林 汪云飞著 978-7-5117-1908-9 中央编译出版社

把灵魂的耳朵叫醒 李艳霞著 978-7-5117-1910-2 中央编译出版社

等一朵花盛开 黄圣凤著 978-7-5117-1913-3 中央编译出版社



身内自然人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内在自然
人化思想及当代价值

张建云著 978-7-5117-2079-5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凯·尼尔森激进平等主义正义观研究 傅强著 978-7-5117-2121-1 中央编译出版社

水浒传翻译大词典 刘克强编著 978-7-5117-2138-9 中央翻译出版社

公立医院适宜规模及财政保障机制研究 刘飞跃著 978-7-5117-2258-4 中央编译出版社

镜像自我研究:理论与实证 岳彩镇著 978-7-5117-2265-2 中央编译出版社

空气污染治理国际比较研究 叶林著 978-7-5117-2333-8 中央编译出版社

孟子大讲堂:孟子的仁政思想 李世化著 978-7-5117-2340-6 中央编译出版社

孔子大讲堂:孔子的忠恕之道 李世化著 978-7-5117-2347-5 中央编译出版社

道真契约文书汇编 汪文学编校 978-7-5117-2363-5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家命运:中国未来经济转型与改革发展 吴敬琏等著 978-7-5117-2384-0 中央编译出版社

语义场:生存的本体论诠释 唐代兴著 978-7-5117-2392-5 中央编译出版社

跟李世民学包容 丁艳丽著 978-7-5117-2396-3 中央编译出版社

当代社会思潮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刁世存著 978-7-5117-2431-1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艺术话语 时胜勋著 978-7-5117-2436-6 中央编译出版社

餐风饮露:像神仙一样生活 王晓巍主编 978-7-5117-2488-5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三国演义诗词英译 刘克强著 978-7-5117-2489-2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5卷,第二国
际第二次会议 (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文献

王学东主编 978-7-5117-2492-2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8卷,共产国
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

王学东主编 978-7-5117-2494-6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51,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文献

王学东主编 978-7-5117-2499-1 中央编译出版社

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反思 吴仁平, 刘汉一, 敖琴著 978-7-5117-2500-4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会议文件

中央编译局译 978-7-5117-2523-3 中央编译出版社

默克尔新传:奋斗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王拥军著 978-7-5117-2589-9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朴槿惠新传:在苦难中微笑成长 张俊杰著 978-7-5117-2606-3 中央编译出版社

居里夫人自传 (法)玛丽·居里著 978-7-5117-2626-1 中央编译出版社

大国之道:世界性强国兴衰更替的逻辑 肖德甫著 978-7-5117-2677-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易水史话 贾延清主编 978-7-5117-2722-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差异、矛盾与和谐关系研究:从辩证系统思维
的视角

刘国章著 978-7-5117-2724-4 中央编译出版社

消费文化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研究 杨淑萍著 978-7-5117-2734-3 中央编译出版社



博弈心理学 陈玮著 978-7-5117-2745-9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6卷,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

王学东主编 978-7-5117-2749-7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唯灵论批判思想研究 苗贵山，彭晨慧，霍玉敏著 978-7-5117-2753-4 中央编译出版社

韩孟诗派险怪奇崛诗风研究 洪静云著 978-7-5117-2760-2 中央编译出版社

苏轼王安石的哲学建构与佛道思想 胡金旺著 978-7-5117-2779-4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的影像转型 周根红著 978-7-5117-2789-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海怪简史 盛文强著 978-7-5117-2800-5 中央编译出版社

卡尔·罗杰斯传记 (美) 霍华德·基尔申鲍姆著 978-7-5117-2801-2 中央编译出版社

何处是归程 乐黛云著 978-7-5117-2804-3 中央编译出版社

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理论与绿色发展战略 徐焕主编 978-7-5117-2807-4 中央编译出版社

散文百年经典:1917～2015 李朝全主编 978-7-5117-2812-8 中央编译出版社

诗歌百年经典:1917～2015 李朝全主编 978-7-5117-2813-5 中央编译出版社

前尘事 岁无痕 黄云凯著 978-7-5117-2817-3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19,第二国际第
五次（巴黎）代表大会文献

主编王学东 978-7-5117-2821-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观美国:一位高校访问学者眼中的美国百态 陈志勇著 978-7-5117-2822-7 中央编译出版社

短篇小说百年经典:1917～2015 李朝全著 978-7-5117-2823-4 中央编译出版社

名作家成名作:短篇小说.第1辑 李朝全主编 978-7-5117-2824-1 中央编译出版社

忽值山河改: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
间人的见证叙事 (1931～1945)

陈言著 978-7-5117-2832-6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书记 谢其章 978-7-5117-2833-3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1卷,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生平与事业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39-5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1卷,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生平与事业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40-1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8卷,经典著作版本
与传播研究

杨金海主编 978-7-5117-2841-8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8卷,经典著作版本
与传播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42-5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9卷,《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43-2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9卷,《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研究

杨金海主编 978-7-5117-2844-9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6卷,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45-6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6卷,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46-3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7卷,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47-0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7卷,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48-7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3卷,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生平与事业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49-4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3卷,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生平与事业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50-0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6卷,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51-7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6卷,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

杨金海主编 978-7-5117-2852-4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7卷,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

杨金海主编 978-7-5117-2853-1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7卷,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54-8 中央编译出版社

餐风饮露:像神仙一样生活 王晓巍主编 978-7-5117-2856-2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5卷,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57-9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0卷,经典著作编译
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58-6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5卷,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59-3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4卷,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生平与事业研究

杨金海主编 978-7-5117-2860-9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0卷,经典著作编译
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61-6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2卷,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生平与事业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62-3 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34卷,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生平与事业研究

主编杨金海 978-7-5117-2864-7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52,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文献

主编王学东 978-7-5117-2865-4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3卷,第一国
际第六次 (日内瓦) 代表大会文献

主编王学东 978-7-5117-2872-2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0卷,第一国
际第三次 (布鲁塞尔)、第四次 (巴塞尔) 代

表大会文献

主编王学东 978-7-5117-2873-9 中央编译出版社

泰戈尔笔下的印度 (印) 泰戈尔著 978-7-5117-2874-6 中央编译出版社

泰戈尔笔下的文学 (印) 泰戈尔著 978-7-5117-2876-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公民教育与认同序列重构 任勇著 978-7-5117-2878-4 中央编译出版社

英语词汇与文化 李向红著 978-7-5117-2880-7 中央编译出版社

《资本论》的再现 王庆丰著 978-7-5117-2881-4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8卷,共产国
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

主编王学东 978-7-5117-2882-1 中央编译出版社

活着的马克思:升级版 程建宁 ... [等] 编著 978-7-5117-2899-9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8卷,第二国
际第四次 (伦敦)代表大会文献

主编王学东 978-7-5117-2903-3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9卷,共产国
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

主编王学东 978-7-5117-2904-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7卷,第二国
际第四次 (伦敦) 代表大会文献

主编王学东 978-7-5117-2905-7 中央编译出版社

医患信任危机的当代阐释与回应 郝文君著 978-7-5117-2915-6 中央编译出版社

毕飞宇小说创作研究 艾春明著 978-7-5117-2916-3 中央编译出版社

T台的秘密:台前幕后那些事儿 发威著 978-7-5117-2918-7 中央编译出版社

赛金花本事 刘半农著 978-7-5117-2919-4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茶与茶疗:非叶非花自是香 余悦著 978-7-5117-2920-0 中央编译出版社

姓名与中国文化 赵瑞民著 978-7-5117-2921-7 中央编译出版社

天桥丛谈 张次溪编著 978-7-5117-2922-4 中央编译出版社

见树又见林:社会学与生活 (美)艾伦·G·约翰逊著 978-7-5117-2923-1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美学之审美境域缘在构成论 李天道著 978-7-5117-2938-5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文物小讲 许进雄著 978-7-5117-2950-7 中央编译出版社

吾皇吾民:长篇小说 陈延令[著] 978-7-5117-2953-8 中央编译出版社

边氏太极 边治中，边乾晋著 978-7-5117-2955-2 中央编译出版社

艾达之路 (阿根廷)R. 皮格利亚著 978-7-5117-2961-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梦里犹知身是客:读书人的百年沉浮 谢志浩著 978-7-5117-2969-9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人的文化仰望 罗军著 978-7-5117-2979-8 中央编译出版社



韩国古典诗学批评研究 王成著 978-7-5117-2980-4 中央编译出版社

欧洲法律史:从古希腊到《里斯本条约》 (德)乌维·维瑟尔(Uwe Wesel)著 978-7-5117-2982-8 中央编译出版社

卡梅伦新传 邓永标著 978-7-5117-2990-3 中央编译出版社

道统 王爱品 978-7-5117-2992-7 中央编译出版社

灯火夜微明:京城书店岁时记 田海遥著 978-7-5117-3003-9 中央编译出版社

历史的人证 李乔著 978-7-5117-3005-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重校增补本 殷海光，林毓生著 978-7-5117-3006-0 中央编译出版社

浙南廊桥记忆 周彩英编著 978-7-5117-3009-1 中央编译出版社

体系积累周期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及其
延续

李博著 978-7-5117-3012-1 中央编译出版社

论德性养成 刘芳著 978-7-5117-3028-2 中央编译出版社

心理健康新观念 孔庆蓉, 孙夏兰, 杨玉莉著 978-7-5117-3030-5 中央编译出版社

爸爸，我们永远不分离 (韩)尹熙一著 978-7-5117-3037-4 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 伍宝娟著 978-7-5117-3054-1 中央编译出版社

厚土: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 肖亚洲著 978-7-5117-3056-5 中央编译出版社

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
(美)瓦莱丽·M. 赫德森(Valerie M. 

Hudson)，(英)安德莉亚·M. 邓波尔(Andrea 
M. den Boer)著

978-7-5117-3058-9 中央编译出版社

论制度反腐 李永忠著 978-7-5117-3067-1 中央编译出版社

道枢 (宋)曾慥编集 978-7-5117-3073-2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东行漫记:一个印度人眼里的中国 (印) 纳维·库马尔·巴克什著 978-7-5117-3076-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 李路曲著 978-7-5117-3082-4 中央编译出版社

当代俄罗斯戏剧文学研究:1991-2012 王丽丹，李瑞莲著 978-7-5117-3095-4 中央编译出版社

易象延:易象及其延伸.1 张延生，张震著 978-7-5117-3154-8 中央编译出版社

易象延:易象及其延伸.2 张延生，张震著 978-7-5117-3154-8 中央编译出版社

易象延:易象及其延伸.3 张延生，张震著 978-7-5117-3154-8 中央编译出版社

易象延:易象及其延伸.4 张延生，张震著 978-7-5117-3154-8 中央编译出版社

易象延:易象及其延伸.5 张延生，张震著 978-7-5117-3154-8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引领世界:文明优势、历史演进与未来方
略.上

戴熙宁著 978-7-5117-3183-8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引领世界:文明优势、历史演进与未来方
略.下

戴熙宁著 978-7-5117-3183-8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引领世界:文明优势、历史演进与未来方
略.中

戴熙宁著 978-7-5117-3183-8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引领世界:文明优势、历史演进与未来方
略.中

戴熙宁著 978-7-5117-3183-8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新编环境保护法规全书 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编 978-7-5118-6535-9 法律出版社

信访举报核心规定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18-7615-7 法律出版社

公务活动执行标准核心规定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18-7618-8 法律出版社

当代中国宪法学家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编 978-7-5118-8511-1 法律出版社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核心规定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18-9284-3 法律出版社

浴火重生的年代:沈己尧言论选集 沈己尧,黄瑞我著 978-7-5118-9399-4 法律出版社

全球化与法制现代化 李力，严海良主编 978-7-5118-9675-9 法律出版社

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16年卷(总第21卷) 郑永流主编 978-7-5118-9890-6 法律出版社

外国法制现代化 龚廷泰，孙文恺，屠振宇主编 978-7-5118-9941-5 法律出版社

生命的觉知 张慧远著 978-7-5119-2391-2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新文化与新文学:基于晚明至五四时期的文学
文化转型研究

郭长保著 978-7-5120-0582-2 线装书局

半山有雾 山莽子著 978-7-5120-0663-8 线装书局

暴富传奇 古流著 978-7-5120-0703-1 线装书局

千家韵文 革文编 978-7-5120-0735-2 线装书局

国医高手.2 石章鱼著 978-7-5120-0834-2 线装书局

一个人的当下 两个人的未来 颜昕悦著 978-7-5120-1159-5 线装书局

帝国的启蒙:明朝的历史裂变 阮景东著 978-7-5120-1602-6 线装书局

图解易经.上 谢海东编著 978-7-5120-1611-8 线装书局

图解易经.下 谢海东编著 978-7-5120-1611-8 线装书局

图解易经.中 谢海东编著 978-7-5120-1611-8 线装书局

人类天赋 (爱尔兰) 乔·格里芬, (英) 伊万·泰里尔
著

978-7-5120-1675-0 线装书局

红了春秋 绿了战国 浅泓著 978-7-5120-1681-1 线装书局

同居协议 阙上心头著 978-7-5120-1688-0 线装书局

宋词里的大宋 彭娇妍著 978-7-5120-1760-3 线装书局

天齐大陆 月下泷痕著 978-7-5120-1772-6 线装书局

核桃先生的咖啡馆 李小糖罐著 978-7-5120-1773-3 线装书局

毕业那年，适逢花开 彼岸花主著 978-7-5120-1790-0 线装书局

五种遗规 (清) 陈宏谋辑 978-7-5120-1792-4 线装书局

我是你最后的孤岛 芭阿柚著 978-7-5120-1799-3 线装书局

不可不知的二十四节气常识 梅子编著 978-7-5120-1816-7 线装书局



花弄影:海内外十八才女诗歌雅集 苏凤等著 978-7-5120-1875-4 线装书局

慈云悲水:竹啸斋藏砚 郭清晨著 978-7-5120-1972-0 线装书局

四十二章经注疏 (宋)真宗皇帝等撰 978-7-5120-2020-7 线装书局

圆觉经注疏 (唐)宗密,(明)德清撰 978-7-5120-2025-2 线装书局

金刚经注疏 (唐)宗密,(明)智旭等撰 978-7-5120-2026-9 线装书局

在银城 陈明兰著 978-7-5120-2232-4 线装书局

生之门 阎灵娣著 978-7-5120-2256-0 线装书局

永别了, 武器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978-7-5120-2306-2 线装书局

铁路运输经济法规 齐凤主编 978-7-5121-1830-0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旅游法教程 辛树雄主编 978-7-5121-2045-7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马克·吐温狂欢话语研究 张军学著 978-7-5121-2453-0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铁路职工心理健康管理手册
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行车关键岗位人员职

业适应性研究中心编著
978-7-5121-2710-4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大学实用英语自主学习新模式 主编牛娜 978-7-5121-2995-5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蒙古密码 特•官布扎布著 9.78751E+12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蒙地色彩 巴义尔著 978-7-5122-0190-3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嘛呢石，静静地敲 万玛才旦著 978-7-5122-0511-6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天山南北新疆人纪实:朱生军摄影作品集 朱生军著 978-7-5122-0523-9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最美最美的，台湾温情小镇:30个人情小镇的
私房旅行

段慧琳著 978-7-5122-0530-7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彭怡平艺术笔记.1 彭怡平著 978-7-5122-0564-2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平谷文史选辑.十三 政协北京市平谷区委员会[主编] 978-7-5122-0617-5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平谷文史选辑.十三 政协北京市平谷区委员会[主编] 978-7-5122-0617-5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中国陶瓷鉴定史 赵宏著 978-7-5122-0638-0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对话公元:中国感光工业巨星远去的背影 谢琳著 978-7-5122-0641-0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要成为摄影师:你得从走路走得很慢开始 张雍文/摄影 978-7-5122-0706-6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1938-1948 主编王烁, 高初 978-7-5122-0801-8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李永海主编 978-7-5123-2852-5 中国电力出版社

Head First HTML与CSS Elisabeth Robson, Eric Freeman著 978-7-5123-4477-8 中国电力出版社

冀路:媒体眼中的国网冀北电力.2012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123-5407-4 中国电力出版社

冀路:媒体眼中的国网冀北电力.2013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123-5407-4 中国电力出版社

打破沟通不畅的困境 (美) 珍妮·西格尔, 杰琳·吉夫著 978-7-5123-5854-6 中国电力出版社

人员素质与能力测评 王文成主编 978-7-5123-5859-1 中国电力出版社



解决工作问题的7大工具 课思课程中心编著 978-7-5123-6484-4 中国电力出版社

SCR烟气脱硝技术及工程应用 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编著 978-7-5123-6485-1 中国电力出版社

最美双人舞:婚恋家庭篇 袁丽华, 张静编著 978-7-5123-6746-3 中国电力出版社

聊天是一种非凡的能力 高春燕著 978-7-5123-7101-9 中国电力出版社

火电行业氮氧化物排污权交易理论与实践 江汇著 978-7-5123-7321-1 中国电力出版社

来拍照吧:摄影与后期处理的诀窍 王真著 978-7-5123-8088-2 中国电力出版社

马克笔写生是怎样练成的 王昌建著 978-7-5123-8240-4 中国电力出版社

四季风景:风光摄影的奥秘 李强著 978-7-5123-8277-0 中国电力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专题分析20讲:悟思想 品案例 论
道理

编著孟祥林 978-7-5123-8420-0 中国电力出版社

潘家铮全集.第十卷,科技论文集 潘家铮著 978-7-5123-8446-0 中国电力出版社

潘家铮全集.第十卷,科技论文集 潘家铮著 978-7-5123-8446-0 中国电力出版社

电力新闻摄影实战攻略 梁山著 978-7-5123-8873-4 中国电力出版社

速写教程,人物篇 张清著 978-7-5123-9342-4 中国电力出版社

ARM嵌入式技术原理与应用 陈赜主编 978-7-5124-0217-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模式识别与智能计算的MATLAB实现 许国根, 贾瑛编著 978-7-5124-0843-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4考研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辅导讲义 主编崔巍 978-7-5124-1077-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5MBA、MPA、MPAcc联考综合能力数学高分
指南

主编陈剑 978-7-5124-1462-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5MBA、MPA、MPAcc联考综合能力逻辑高分
指南

杨武金主编 978-7-5124-1488-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擦肩而过 徐天铎著 978-7-5124-1505-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航空人体测量学 刘宝善, 王兴伟著 978-7-5124-1526-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风雨考研路 主编桑磊 978-7-5124-1556-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贺银成2015国家临床执业及助理医师资格考
试实践技能应试指南

编著贺银成 978-7-5124-1620-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贺银成2015国家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辅导讲义

编著贺银成 978-7-5124-1621-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贺银成2015国家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辅导
讲义.下册

编著贺银成 978-7-5124-1622-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贺银成2015国家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辅导
讲义.上册

贺银成编著 978-7-5124-1623-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贺银成考研西医综合全真模拟试卷及精
析:2016

编著贺银成 978-7-5124-1624-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贺银成考研西医综合历年真题精析:2016 编著贺银成 978-7-5124-1625-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贺银成考研西医综合辅导讲义同步练习:2016 编著贺银成 978-7-5124-1626-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贺银成考研西医综合辅导讲义:2016 编著贺银成 978-7-5124-1627-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环境模拟与评价 黄中华, 孙秀云, 韩卫清编著 978-7-5124-1845-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贺银成2016国家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辅导
讲义.上册

编著贺银成 978-7-5124-1913-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模型窍门一点通 张进著 978-7-5124-1980-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宇宙拓荒:航天大发现时代的英雄史诗 王宏亮编著 978-7-5124-2004-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空中旅行:快捷 舒适 安全 神奇 李成智编著 978-7-5124-2007-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怒海飞鹰:航母舰载机那些事 李杰编著 978-7-5124-2008-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超越无止境:航空史著名“第一次” 王钟强编著 978-7-5124-2011-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拼装飞机模型制作工艺 江东著 978-7-5124-2029-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梦飞行:航空器创意设计与绘制 徐江华,徐波,张敏著 978-7-5124-2166-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喇嘛 高平著 978-7-5125-0049-5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西泠 右耳[著] 978-7-5125-0105-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戈九那些事儿.上 王浩一[等]著 978-7-5125-0290-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戈九那些事儿.下 王浩一[等]著 978-7-5125-0290-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橡皮婚姻 凌眉著 978-7-5125-0306-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高僧传 王孺童编译 978-7-5125-0536-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大乘止观述记 谛闲著 978-7-5125-0540-7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日不落家 余光中著 978-7-5125-0595-7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做人的佛法 净慧法师著 978-7-5125-0605-3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分水岭上 余光中著 978-7-5125-0629-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青青边愁 余光中著 978-7-5125-0633-6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著 978-7-5125-0635-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安住在折腾中 明一著 978-7-5125-0659-6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像我这样的一枚男子 祁晟著 978-7-5125-0667-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从徐霞客到梵高 余光中著 978-7-5125-0673-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在最美的时光遇见你 夜神翼著 978-7-5125-0679-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时光还在 你还在 蓝白色著 978-7-5125-0685-5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大师的国民理想 梁漱溟, 胡适, 季羡林等著 978-7-5125-0725-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李嘉诚传,抉择 李忠海著 978-7-5125-0727-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遇见·生活中的小情调 吴淡如著 978-7-5125-0746-3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做一个有香气的女子:心若幽兰远 毕淑敏 978-7-5125-0747-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战国风云三十年.Ⅲ,鬼计狼谋 许葆云著 978-7-5125-0773-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倾 荦平著 978-7-5125-0792-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柔软的时光 毕淑敏 978-7-5125-0798-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为了众生的悲心 李叔同 (弘一) 等著 978-7-5125-0799-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间一切苦乐，都只是一步之遥 太虚[等]著 978-7-5125-0800-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距离 蔡青著 978-7-5125-0805-7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修行与念佛 学诚法师著 978-7-5125-0806-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佛法与人生 学诚法师著 978-7-5125-0807-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家与修道 学诚法师著 978-7-5125-0808-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持戒与觉悟 学诚法师著 978-7-5125-0809-5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智慧与成功 学诚法师著 978-7-5125-0810-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西藏社会的稳定发
展

杨军财编著 978-7-5125-0819-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心圣王阳明 许葆云著 978-7-5125-0820-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词和天下 陈言著 978-7-5125-0823-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仓央嘉措 高平著 978-7-5125-0842-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从旅人到流亡者:穆木天的象征诗及其转变 国家玮著 978-7-5125-0855-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认识人生 学诚法师著 978-7-5125-0859-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纳兰文·霞蔚 纳兰性德著 978-7-5125-0872-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罪与赎:万象惊魂记.上 西百草著 978-7-5125-0882-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罪与赎:万象惊魂记.下 西百草著 978-7-5125-0882-8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泰戈尔诗选
(印)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著
978-7-5125-0887-3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寻根密码·姓氏:图文版 孔庆东主编 978-7-5125-0914-6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产盛宴:1998-2010 紫溪著 978-7-5126-0057-7 团结出版社

蒋经国死亡之谜 窦应泰著 978-7-5126-0200-7 团结出版社

青盲 景旭枫，张海帆，佟睦著 978-7-5126-0379-0 团结出版社

孔祥熙大传 王松著 978-7-5126-0467-4 团结出版社

那一夜，我们织毛衣 赖宝，王小山，票爷[著] 978-7-5126-0660-9 团结出版社

群书治要.上册 (唐) 魏征, 虞世南, 褚亮, 萧德言等撰 978-7-5126-0792-7 团结出版社

群书治要.下册 (唐) 魏征, 虞世南, 褚亮, 萧德言等撰 978-7-5126-0792-7 团结出版社

失忆人:一个失去记忆的创业者的故事 未蒙著 978-7-5126-1810-7 团结出版社

孤雁儿集 崔夏玲著 978-7-5126-1821-3 团结出版社

段王爷 戴军著 978-7-5126-2042-1 团结出版社

21岁当总裁 董思阳著 978-7-5126-2266-1 团结出版社



二战·将帅的婚姻生活 李乡状编著 978-7-5126-2322-4 团结出版社

二战·士兵浪漫曲 李乡状编著 978-7-5126-2323-1 团结出版社

二战·英雄的故事 李乡状编著 978-7-5126-2324-8 团结出版社

二战中的成王败寇 李乡状编著 978-7-5126-2339-2 团结出版社

二战·总统的家事 李乡状编著 978-7-5126-2341-5 团结出版社

揭秘《红楼梦》 余玉晃编著 978-7-5126-2395-8 团结出版社

成功是一种责任 张兴淼口述 978-7-5126-2400-9 团结出版社

国殇.第十部,抗战中的血色交通线 李戈瑞著 978-7-5126-2407-8 团结出版社

1938上海往事 杨植峰著 978-7-5126-2413-9 团结出版社

民国群雄采访录:美国女记者与民初军政强人 (美)宝爱莲(Edna Lee Booker)著 978-7-5126-2422-1 团结出版社

虎贲独立师,国民革命军第82师抗战纪实 康振贤著 978-7-5126-2427-6 团结出版社

老礼儿:正在消失的文明 袁树森，侯闽编著 978-7-5126-2484-9 团结出版社

无聊世界的正经事 周白之白 978-7-5126-2577-8 团结出版社

英才本色 朱永远，项中立，刘荣书著 978-7-5126-2579-2 团结出版社

回首天下第一难 唐世叙著 978-7-5126-2687-4 团结出版社

马占山传奇 丁川著 978-7-5126-2720-8 团结出版社

大热点.2015.2 连玉明，武建忠主编 978-7-5126-2861-8 团结出版社

张永熙自传 张永熙口述 978-7-5126-3003-1 团结出版社

应惜艳阳年 自由行走著 978-7-5126-3010-9 团结出版社

八年抗战 陆城编著 978-7-5126-3081-9 团结出版社

战火中的将军:抗战中的著名将领 苏易编著 978-7-5126-3084-0 团结出版社

熹妃传 解语著 978-7-5126-3096-3 团结出版社

熹妃传.贰 解语著 978-7-5126-3097-0 团结出版社

箐林清泉 林柏海著 978-7-5126-3204-2 团结出版社

剑道独尊.7,雄霸天武 剑游太虚著 978-7-5126-3221-9 团结出版社

剑道独尊.8,问鼎剑宗 剑游太虚著 978-7-5126-3222-6 团结出版社

剑道独尊.9,御剑飞天 剑游太虚著 978-7-5126-3223-3 团结出版社

仙魔变.III,逆踏青云 无罪著 978-7-5126-3242-4 团结出版社

兰若辞.Ⅲ,雷火无妄 紫薇朱槿著 978-7-5126-3257-8 团结出版社

张学良全传.上 张永滨著 978-7-5126-3306-3 团结出版社

张学良全传.下 张永滨著 978-7-5126-3306-3 团结出版社

双面间谍 李乡状编著 978-7-5126-3324-7 团结出版社

薛岳传 黄勇著 978-7-5126-3334-6 团结出版社



希特勒四大爪牙之一戈林 李乡状编著 978-7-5126-3344-5 团结出版社

希特勒四大爪牙之一,海因里希 李乡状编著 978-7-5126-3345-2 团结出版社

希特勒四大爪牙之一,龙德施泰特 李乡状编著 978-7-5126-3346-9 团结出版社

希特勒四大爪牙之一,邓尼茨 李乡状编著 978-7-5126-3347-6 团结出版社

家事 于智燕著 978-7-5126-3373-5 团结出版社

传奇粟裕 余玮, 陈晰著 978-7-5126-3476-3 团结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研究 左双文著 978-7-5126-3507-4 团结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人民的斗争 叶成林著 978-7-5126-3511-1 团结出版社

八路军大反攻纪实 刘干才，李奎编著 978-7-5126-3531-9 团结出版社

百团大战大纪实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32-6 团结出版社

大东北抗联纪实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33-3 团结出版社

大西洋血腥海战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34-0 团结出版社

德日意争霸世界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35-7 团结出版社

二战绝密大间谍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36-4 团结出版社

二战盟国大英雄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37-1 团结出版社

法西斯三大元凶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38-8 团结出版社

非洲沙漠大决战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39-5 团结出版社

华南抗战大纪实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40-1 团结出版社

华中抗战大纪实 刘干才，李奎编著 978-7-5126-3541-8 团结出版社

挥师全线大进攻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42-5 团结出版社

冀鲁豫抗战纪实 刘干才，李奎编著 978-7-5126-3543-2 团结出版社

晋察冀抗战纪实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44-9 团结出版社

晋冀豫抗战纪实 刘干才，李奎编著 978-7-5126-3545-6 团结出版社

晋绥抗战大纪实 刘干才，李奎编著 978-7-5126-3546-3 团结出版社

绝密档案大暴露 刘干才，李奎编著 978-7-5126-3547-0 团结出版社

雷霆万钧大空战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48-7 团结出版社

历史真相大揭秘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49-4 团结出版社

美日激战太平洋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50-0 团结出版社

美苏英铁血元帅 刘干才，李奎编著 978-7-5126-3551-7 团结出版社

盟军无敌大将军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52-4 团结出版社

纳粹疯狂刽子手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53-1 团结出版社

平型关大捷纪实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54-8 团结出版社

山东抗战大纪实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55-5 团结出版社



陕甘宁抗战纪实 刘干才，李奎编著 978-7-5126-3556-2 团结出版社

铁血鏖兵大海战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57-9 团结出版社

同盟国风云人物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58-6 团结出版社

万里烽烟大会战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59-3 团结出版社

亚洲惊天大战场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60-9 团结出版社

轴心国作恶悍将 刘干才, 李奎编著 978-7-5126-3561-6 团结出版社

中国未遗忘:抗日战争纪实 王进伟编著 978-7-5126-3574-6 团结出版社

做个有福人 秦东魁著 978-7-5126-3589-0 团结出版社

心若有梦，你就去追 戴新武著 978-7-5126-3602-6 团结出版社

阳坡头的月亮 赖小瑜，金文彦著 978-7-5126-3604-0 团结出版社

抗战中的民国商人 秦亢宗著 978-7-5126-3673-6 团结出版社

汪精卫传 闻少华著 978-7-5126-3697-2 团结出版社

何应钦全传.上 熊宗仁著 978-7-5126-3702-3 团结出版社

何应钦全传.下 熊宗仁著 978-7-5126-3702-3 团结出版社

元太祖成吉思汗传 王尚琦编著 978-7-5126-3727-6 团结出版社

元世祖忽必烈传 曹金洪编著 978-7-5126-3730-6 团结出版社

清宣统帝溥仪传 王尚琦编著 978-7-5126-3745-0 团结出版社

莽荒纪.15,剑指天下 朱洪志著 978-7-5126-3767-2 团结出版社

山歌流溢的土地 梁莞玉著 978-7-5126-3844-0 团结出版社

打开自闭心门的手 (美)路易莎·席尔瓦著 978-7-5126-3872-3 团结出版社

倒影斑斓 邢玉冠著 978-7-5126-3873-0 团结出版社

至死不葬 单浩东著 978-7-5126-3876-1 团结出版社

好山好水在中国.上册 李计忠著 978-7-5126-3929-4 团结出版社

好山好水在中国.下册 李计忠著 978-7-5126-3929-4 团结出版社

兵戈1930 野芒著 978-7-5126-3932-4 团结出版社

民国纸牌屋 宫兆波著 978-7-5126-3933-1 团结出版社

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1966-1969 胡友松口述 978-7-5126-3939-3 团结出版社

医院风云 陈家大少著 978-7-5126-4021-4 团结出版社

我为末代皇帝溥仪保大媒 沙曾熙，刘淑云忆述 978-7-5126-4030-6 团结出版社

易之天机篇 孙广人，石海虹编著 978-7-5126-4045-0 团结出版社

唐山四十年 王力编著 978-7-5126-4071-9 团结出版社

黒羊效应 陈俊钦著 978-7-5126-4081-8 团结出版社

赶潮流 陈克勇著 978-7-5126-4158-7 团结出版社



川端康成作品集 (日)川端康成著 978-7-5126-4253-9 团结出版社

莎士比亚悲喜剧.上 (英)莎士比亚著 978-7-5126-4280-5 团结出版社

莎士比亚悲喜剧.下 (英)莎士比亚著 978-7-5126-4280-5 团结出版社

古希腊神话 (德)施瓦布著 978-7-5126-4283-6 团结出版社

罗密欧与朱丽叶 (英)莎士比亚著 978-7-5126-4322-2 团结出版社

圣经故事 (美)房龙著 978-7-5126-4328-4 团结出版社

齐鲁五团演义 郭屹宸编著 978-7-5126-4432-8 团结出版社

拆掉心里的墙:20岁从“心”开始的人生经营
课

马志国著 978-7-5127-0252-3 中国妇女出版社

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徐志摩陆小曼爱情札记 徐志摩, 陆小曼著 978-7-5127-0932-4 中国妇女出版社

我也曾从这世界经过:林徽因文传 林徽因著 978-7-5127-0933-1 中国妇女出版社

生死场 萧红著 978-7-5127-0943-0 中国妇女出版社

追寻她们的人生.第5卷,女工人和女行政人员
卷

张李玺主编 978-7-5127-0990-4 中国妇女出版社

追寻她们的人生.第3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
性卷

张李玺主编 978-7-5127-0991-1 中国妇女出版社

追寻她们的人生.第4卷,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卷 张李玺主编 978-7-5127-0992-8 中国妇女出版社

追寻她们的人生.第1卷,新四军、志愿军女战
士和妇女干部卷

张李玺主编 978-7-5127-0993-5 中国妇女出版社

追寻她们的人生.第2卷,学前和初等教育女性
工作者卷

张李玺主编 978-7-5127-0994-2 中国妇女出版社

你好, 我的子宫:韩国最受推崇的妇科医生给
你讲讲女性健康那些事儿!

(韩) 李俞明镐著 978-7-5127-1064-1 中国妇女出版社

徐志摩散文全集:生命的报酬 徐志摩著 978-7-5127-1231-7 中国妇女出版社

徐志摩诗全集:别离的笙箫 徐志摩著 978-7-5127-1233-1 中国妇女出版社

卵巢的秘密 王淑芳著 978-7-5127-1319-2 中国妇女出版社

民用航空器消毒及病媒生物防控技术手册 中国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医学中心编著 978-7-5128-0100-4 中国民航出版社

民用航空器造型指南.2015 《民用航空器造型指南》编委会编 978-7-5128-0297-1 中国民航出版社

移动数字医院研究 王修来，曹阳主编 978-7-5129-1083-6 中国人事出版社

茅盾译文全集.第10卷,科普 茅盾翻译 978-7-5130-1763-3 知识产权出版社

茅盾译文全集.第1卷,小说 茅盾翻译 978-7-5130-1763-3 知识产权出版社

茅盾译文全集.第2卷,小说 茅盾翻译 978-7-5130-1763-3 知识产权出版社

茅盾译文全集.第3卷,小说 茅盾翻译 978-7-5130-1763-3 知识产权出版社

茅盾译文全集.第4卷,小说 茅盾翻译 978-7-5130-1763-3 知识产权出版社

茅盾译文全集.第5卷,小说·散文 茅盾翻译 978-7-5130-1763-3 知识产权出版社

茅盾译文全集.第6卷,剧本 茅盾翻译 978-7-5130-1763-3 知识产权出版社



茅盾译文全集.第7卷,剧本 茅盾翻译 978-7-5130-1763-3 知识产权出版社

茅盾译文全集.第8卷,诗·文论 茅盾翻译 978-7-5130-1763-3 知识产权出版社

茅盾译文全集.第9卷,政论·妇女问题 茅盾翻译 978-7-5130-1763-3 知识产权出版社

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方案指南 廖冉，张静主编 978-7-5130-2086-2 知识产权出版社

燕京往事.上 何大齐绘著 978-7-5130-3234-6 知识产权出版社

燕京往事.下 何大齐绘著 978-7-5130-3234-6 知识产权出版社

肿瘤诊断学 高文斌，林黎娟，吕金燕主编 978-7-5130-3331-2 知识产权出版社

诗词格律与写作 贺严，解文超编著 978-7-5130-3421-0 知识产权出版社

在野的全球化:流动、信任与认同 范可著 978-7-5130-3495-1 知识产权出版社

核酸检测:DNA与microRNA分析方法 鞠熀先，董海峰，张学记著 978-7-5130-3512-5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冷漠的社会生成:寻找西方官僚制的象征根源 (美) 迈克尔·赫兹菲尔德著 978-7-5130-3625-2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国传统医药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基于惠益
分享的思考

成功著 978-7-5130-3695-5 知识产权出版社

3个U集:霍存福教授从教三十年纪念文集 沈之北编著 978-7-5130-3714-3 知识产权出版社

笔底春秋:亲历中国科教改革 张碧晖著 978-7-5130-3739-6 知识产权出版社

破局:新常态下的企业创新之道 中国企业家论坛编著 978-7-5130-3863-8 知识产权出版社

仰望星空:黄淮自律体新诗选英译 黄淮著 978-7-5130-3870-6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国外生命基础领域的创新信息 张明龙，张琼妮著 978-7-5130-3936-9 知识产权出版社

十万水军 菊花神著 978-7-5130-3952-9 知识产权出版社

传承、借鉴、融合、发展 姚恒璐编 978-7-5130-3958-1 知识产权出版社

绘其形，探其韵 姚恒璐编 978-7-5130-3959-8 知识产权出版社

古籍举要 钱基博著 978-7-5130-4026-6 知识产权出版社

卫生服务调查与区域卫生规划研究:以顺义区
“十三五”卫生事业发展规划为例

谢铮著 978-7-5130-4068-6 知识产权出版社

教学相长，且行且思:教职工教科研成果集 檀晋轩，王天红主编 978-7-5130-4121-8 知识产权出版社

药品专利实验例外制度研究 胡潇潇著 978-7-5130-4139-3 知识产权出版社

白色记忆 张岳庚著 978-7-5130-4140-9 知识产权出版社

法学教育改革探索文集 江凌燕[等]编著 978-7-5130-4215-4 知识产权出版社

反思与对谈 朱青生，庄泽伟主编 978-7-5130-4323-6 知识产权出版社

伟大的中国力量 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机关党委编著 978-7-5130-4341-0 知识产权出版社

生命与生态的碰撞与交融 封孝伦, 袁鼎生主编 978-7-5130-4396-0 知识产权出版社

常见胃肠疾病诊疗与调养 张景祖主编 978-7-5130-4478-3 知识产权出版社

人类学之梦 徐杰舜，李晓明，韦小鹏主编 978-7-5130-4479-0 知识产权出版社



外国法制史研读辑录 曾尔怒等著 978-7-5130-4489-9 知识产权出版社

人本主义疗法 牛勇编著 978-7-5131-0841-6 开明出版社

叶圣陶选集 茅盾主编 978-7-5131-2685-4 开明出版社

国医大家董建华医学经验集成 主编姜良铎, 杨晋翔 978-7-5132-003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张子维 张天栋，李雅芳，薛捍臣编著 978-7-5132-003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张冰主编 978-7-5132-004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吴氏医验录全集 (清) 吴楚著 978-7-5132-005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元御内难解 (清) 黄元御著 978-7-5132-005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元御药解 (清) 黄元御著 978-7-5132-005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甲子试效方 主编赵凌云 978-7-5132-006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董氏儿科 编著董幼祺, 董继业 978-7-5132-007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麻瑞亭治验集 主编孙洽熙 978-7-5132-008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慎吾金匮要略讲义 陈慎吾著 978-7-5132-011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传奇傅青主:长篇历史小说 吴中云著 978-7-5132-011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内科常用中药 主编宫卫星 978-7-5132-0115-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临证传心与诊余静思:从张仲景到李东恒 高建忠著 978-7-5132-011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文远平衡针治疗颈肩腰腿痛 王文远著 978-7-5132-012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中成药手册 许利平主编 978-7-5132-012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外科理例 (明) 汪机辑著 978-7-5132-012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经典要文便读 主编吕光耀, 安冬青 978-7-5132-013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张缙 王顺主编 978-7-5132-014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小儿药浴疗法 侯江红, 朱珊主编 978-7-5132-016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注评 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编著 978-7-5132-017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注评 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编著 978-7-5132-017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李振华, 郭淑云, 李郑生主编 978-7-5132-017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注评 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编著 978-7-5132-017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胡希恕讲仲景脉学 段治钧编著 978-7-5132-018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九种体质养生美食 唐兴官编著 978-7-5132-018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名医做临床,儿科难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978-7-5132-020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名医做临床,肿瘤科难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978-7-5132-020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师经方讲录.第二辑 李赛美主编 978-7-5132-021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高体三 佘靖主编 978-7-5132-021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规
范:ZYYXH/T175-2010,药酒

978-7-5132-021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规
范:ZYYXH/T170-2010,全身推拿

978-7-5132-021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规
范:ZYYXH/T169-2010,脊柱推拿

978-7-5132-021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规
范:ZYYXH/T173-2010,砭术

978-7-5132-021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规
范:ZYYXH/T176-2010,穴位贴敷

978-7-5132-022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规
范:ZYYXH/T171-2010,少儿推拿

978-7-5132-022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规
范:ZYYXH/T174-2010,艾灸

978-7-5132-022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操作规
范:ZYYXH/T172-2010,膏方

978-7-5132-022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药治疗流感的研究与临床 主编王克林, 马晓彤 978-7-5132-022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秦氏妇科经验辑要 秦月好名医工作室编 978-7-5132-023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妇科知要 徐荣斋编著 978-7-5132-023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读书教学与临证 徐荣斋著 978-7-5132-023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重订通俗伤寒论 (清) 俞根初原著 978-7-5132-024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叶天士传奇 金淑琴著 978-7-5132-024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临床特色疗法 主编符文彬, 许能贵 978-7-5132-024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临证必读歌诀,医方分册 段常春编著 978-7-5132-025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以毒攻毒:名老中医剧毒中药运用经验集萃 孙守华, 秦志福编著 978-7-5132-025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间道:十站旅行带你进入中医殿堂 余浩, 郑黎著 978-7-5132-025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重订王孟英医案 主编盛增秀 978-7-5132-026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循证临床实践指南,针灸 978-7-5132-026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循证临床实践指南,中医内科 978-7-5132-0270-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董氏针灸注疏 刘毅著 978-7-5132-027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素问三识 胡静娟, 黄芝蓉, 罗霞整理 978-7-5132-027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循证临床实践指南,专科专病 978-7-5132-027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何任疑难重症验案选析 何若苹, 徐光星, 顾锡冬著 978-7-5132-029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魏执真 佘靖主编 978-7-5132-029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百年守望:颜德馨: 一个人的中医史 刘珍著 978-7-5132-029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梁栋富针灸学术经验集 梁栋富主编 978-7-5132-030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五运六气研究 主编杨威, 白卫国 978-7-5132-030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郭氏温病学 郭谦亨编著 978-7-5132-031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眼科常见病诊疗指
南:ZYYXH/T287-306-2012

978-7-5132-031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外科常见病诊疗指
南:ZYYXH/T177-202-2012

978-7-5132-0316-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古籍整理规
范:ZYYXH/T362-371-2012

978-7-5132-031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肛肠科常见病诊疗指
南:ZYYXH/T322-341-2012

978-7-5132-031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妇科常见病诊疗指
南:ZYYXH/T203-246-2012

978-7-5132-031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耳鼻咽喉科常见病诊疗
指南:ZYYXH/T307-321-2012

978-7-5132-032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儿科常见病诊疗指
南:ZYYXH/T247-286-2012

978-7-5132-032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刀医学临床研究 主编吴绪平, 张天民 978-7-5132-033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周霭祥血液病诊治精要 主编胡乃平, 胡晓梅, 刘锋 978-7-5132-033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主编张文康 978-7-5132-033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慎柔五书 (明) 胡慎柔撰述 978-7-5132-034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家秘奥 (明) 周慎斋著 978-7-5132-034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主编张文康 978-7-5132-034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主编张文康 978-7-5132-034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时病论 (清) 雷丰著 978-7-5132-034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疫论 (明) 吴有性著 978-7-5132-034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保健食品功效成分检测方法 主编白鸿 978-7-5132-036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睡眠障碍诊疗学 刘泰, 谌剑飞主编 978-7-5132-036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超微中药的临床应用与实验研究 主编蔡光先 978-7-5132-038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李莉编著 978-7-5132-038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天然药物复方优化及拆方方法学研究 主编王停, 荆鲁 978-7-5132-038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李艳主编 978-7-5132-038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紧紧握住病患的手:医疗人文关怀启示录 罗建编著 978-7-5132-040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主编张文康 978-7-5132-040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颜德馨编著 978-7-5132-040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主编张文康 978-7-5132-040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仕沛经方亦步亦趋录:方证相对医案与经方
问对

主编何莉娜, 潘林平, 杨森荣 978-7-5132-042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方时方“六经辨证”应用案解:“《方剂学
》全部方剂”之六经解析与名医案解

鲍艳举, 花宝金著 978-7-5132-042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周天心中医儿科证治 主编周宾堂, 魁发瑞 978-7-5132-043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睡眠障碍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基础与临床 汪卫东, 刘艳骄, 慈书平主编 978-7-5132-043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郭振球妇科证治新诠 郭振球著 978-7-5132-044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时珍大传 王剑编著 978-7-5132-044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小金丹 孙守华, 周湘哲编著 978-7-5132-045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上,妇科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6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下,妇科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6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上,胃痛痞满卷 单书健, 陈子华, 徐杰编著 978-7-5132-046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下,胃痛痞满卷 单书健, 陈子华, 徐杰编著 978-7-5132-046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五官科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6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上,儿科卷 单书健, 陈子华, 徐杰编著 978-7-5132-046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下,儿科卷 单书健, 陈子华, 徐杰编著 978-7-5132-046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上,外感热病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7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下,外感热病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7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上,水肿关格卷 单书健, 陈子华, 石志超编著 978-7-5132-047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下,水肿关格卷 单书健, 陈子华, 石志超编著 978-7-5132-047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心悸怔忡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7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经典国学名篇选编 李俊伟主编 978-7-5132-047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男科卷 单书健, 陈子华, 石志超编著 978-7-5132-047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奇症卷 单书健, 陈子华, 石志超编著 978-7-5132-047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外科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7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胸痹心痛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7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血证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7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肿瘤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8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上,黄疸胁痛臌胀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8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下,黄疸胁痛臌胀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8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淋证癃闭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8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消渴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8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癫狂痫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8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腹泻痢疾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8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上,痹证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9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下,痹证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9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头痛眩晕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9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临证金鉴,中风卷 单书健, 陈子华编著 978-7-5132-049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成分体内代谢与分析研究 编著刘斌 978-7-5132-049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启蒙 主编彭鑫 978-7-5132-0496-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岳美中全集.上编 岳美中原著 978-7-5132-049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岳美中全集.下编 岳美中原著 978-7-5132-049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岳美中全集.中编 岳美中原著 978-7-5132-049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梅花点舌丹 孙守华编著 978-7-5132-050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方循证医学研究 主编宋俊生 978-7-5132-050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优势病种研究.一 王永炎, 曹洪欣主编 978-7-5132-051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将息法 主编张光霁, 黄建波 978-7-5132-051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痰瘀相关论:疑难杂病之钥匙 董汉良著 978-7-5132-051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嵩厓尊生 (清) 景日昣著 978-7-5132-05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法述药 李寅著 978-7-5132-051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高尔鑫医学新悟 高尔鑫编著 978-7-5132-052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症状辨证与治疗 陆拯著 978-7-5132-052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心悟 柴瑞震著 978-7-5132-052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九针临证实录 祁越, 祁秀荣著 978-7-5132-052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世医临证笔录秘验集 王德润著 978-7-5132-052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著名中医学家柴浩然墨迹 主编柴瑞霭 978-7-5132-052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毒蛇:长篇纪实小说 (日) 小林照幸著 978-7-5132-053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大趋势 毛嘉陵著 978-7-5132-053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品不良反应学 主编杨泽民, 邓剑雄 978-7-5132-053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小儿慢性扁桃体炎的推拿疗法 编著高树彬 978-7-5132-053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晁恩祥 晁恩祥[册]主编 978-7-5132-053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穴位埋线疗法 主编任树森 978-7-5132-054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临证实验录 闫云科编著 978-7-5132-054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琪临证治验实录 编著张琪 978-7-5132-054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脾胃明理论 陆拯著 978-7-5132-054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屠金城老中医五十年临床经验集粹 金宇安主编 978-7-5132-054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临证指南 主编张长恩 978-7-5132-055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华佗传奇 怀家伦著 978-7-5132-0556-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周易悬象 (清) 黄元御撰 978-7-5132-056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高辉远医话医案珍集 吴登山编著 978-7-5132-056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经典、中医歌赋合集 蔡仲逊主编 978-7-5132-056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当代名医肾病验案精华 主编傅文录 978-7-5132-056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事困学录:津门大医王士相学术经验集 王崇仁, 李宝珍编著 978-7-5132-057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肺癌中医证治 主编山广志 978-7-5132-057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现代中医名家医论医话选,针灸卷 张煜, 王国辰主编 978-7-5132-057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现代中医名家医论医话选,治则治法卷 主编张煜, 王国辰 978-7-5132-057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治疗急难病证十二讲 钟孟良编著 978-7-5132-057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22首古今名方亲验录 傅毅编著 978-7-5132-057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名医医案评析 陶广正, 高春媛编著 978-7-5132-058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病学派四大家:学术精华、诊治经验 主编盛增秀 978-7-5132-058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平脉辨证传承实录百例 李士懋著 978-7-5132-059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简易效方 林乾良编著 978-7-5132-059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古今名医处方真迹评析 林乾良著 978-7-5132-059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思想者.第一辑 邢斌主编 978-7-5132-059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脉诀汇辨校释 原著 (清) 李延昰 978-7-5132-060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二十七脉详辨证治 向宗喧编著 978-7-5132-060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奇特的断食疗法 (日) 甲田光雄著 978-7-5132-060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华佗神医秘方 杨仓良整理 978-7-5132-060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制用经验录 邓来送著 978-7-5132-060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名医做临床.二,外科难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978-7-5132-061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困学斋中医随笔 朱炳林著 978-7-5132-061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乾良医话 林乾良著 978-7-5132-061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临床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 主编胡良平, 陶丽新 978-7-5132-061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姜春华经方发挥与应用 姜春华, 戴克敏著 978-7-5132-062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郭振球儿科证治新诠 郭振球著 978-7-5132-062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茶疗 林乾良, 陈小忆编著 978-7-5132-062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肝病用药十讲 尹常健著 978-7-5132-063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养生寿老集 林乾良, 刘正才编著 978-7-5132-063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握灵本草 (清) 王翃辑 978-7-5132-063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经灵素考辨:《黄帝内经》与《灵枢》《素
问》

余自汉 ... [等] 著 978-7-5132-063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临床生用与制用 陆拯著 978-7-5132-0636-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传统中医入门必读歌诀 方文贤, 方杰, 李鹏泰编著 978-7-5132-063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毒证论 陆拯著 978-7-5132-063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民间传统治病小绝招 主编振中, 刘静宇 978-7-5132-065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百家验案辨治心法 肖森茂, 彭永开, 廖声俊编著 978-7-5132-065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矿物药及其应用 高天爱主编 978-7-5132-065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高辉远学术经验真传 于有山, 王发渭, 薛长连编著 978-7-5132-065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以通为用:中医通法临证指要 何天有 ... [等] 编著 978-7-5132-065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心有灵犀一脉通:寿氏心理脉学与临床 寿小云著 978-7-5132-066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叶天士手集秘方 编者陆士谔 978-7-5132-066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往事 主编张存悌, 张勇, 杨立春 978-7-5132-066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朱锦善儿科临证50讲 朱锦善编著 978-7-5132-066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海派中医妇科流派研究 胡国华, 黄素英主编 978-7-5132-066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九种体质使用手册 王琦著 978-7-5132-066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太医名医300奇难医案赏析 王树芬 ... [等] 编著 978-7-5132-066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当代骨伤百家方技精华 施杞编著 978-7-5132-067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瑞春论伤寒 陈瑞春著 978-7-5132-067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推拿优势病种诊疗技术 主编范炳华 978-7-5132-067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百家配伍用药经验采菁 肖森茂, 彭永开编著 978-7-5132-067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杏林霜华:北京铁路总医院名老中医经验集 主编黄全华, 周镇苏 978-7-5132-068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启蒙四小经典:《雷公药性贝赋》《汤头
歌诀》《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

黄斌 ... [等] 校注 978-7-5132-068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新解:《伤寒论》的科学反思 赵洪钧, 马堪温著 978-7-5132-069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证处方门径与技巧 王永福, 吴秀惠著 978-7-5132-069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师临床带教与四大经典汇通 主编李赛美 978-7-5132-069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辅助说明:2010年版.一
部,中成药

主编郝近大 978-7-5132-069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当代名家论经方用经方 刘渡舟, 赵清理, 党炳瑞编著 978-7-5132-070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现代中医名家医论医话选,中药卷 张煜, 王国辰主编 978-7-5132-070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现代中医名家医论医话选,经典卷 张煜, 王国辰主编 978-7-5132-070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现代中医名家医论医话选,方剂卷 张煜, 王国辰主编 978-7-5132-070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病求真:叶天士、吴鞠通温病学说研究 编著柴中元 978-7-5132-072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常用对药配伍 苏庆英编著 978-7-5132-072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精髓:仲景辨证论治挈要 戴玉, 赵安业编著 978-7-5132-072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轻松学会体质养生 陆小左, 胡广芹主编 978-7-5132-073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肝癌中医证治 主编山广志 978-7-5132-073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辅仁老年病独特治验:附李氏家传验方和祖
传七坛药酒秘方

整理者刘毅, 李世华 978-7-5132-074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麝香保心丸 孙守华, 段思栋编著 978-7-5132-074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紫金锭 孙守华编著 978-7-5132-074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十年一剑全息汤 薛振声著 978-7-5132-075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常见病抓主证与辨方证 鲍艳举, 花宝金编著 978-7-5132-075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入门:一部伤寒医天下 刘观涛著 978-7-5132-075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温病误案解析 主编张国骏 978-7-5132-075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刀医学临床诊疗与操作规范 中国针灸学会微创针刀专业委员会制订 978-7-5132-075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独特经穴点压疗法 余宗南编著 978-7-5132-075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申田针灸医案精选 孙忠人, 王玉琳, 张瑞编著 978-7-5132-075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奇治外用方 编撰李今庸 978-7-5132-076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程氏药性歌括 程宝书主编 978-7-5132-076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程氏汤头歌诀 程宝书主编 978-7-5132-076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仲景活法:汤方辨证及临床 畅达, 李祥林, 南晋生编著 978-7-5132-076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道地药材.上 主编彭成 978-7-5132-076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道地药材.下 主编彭成 978-7-5132-076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道地药材.中 主编彭成 978-7-5132-076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名释与传说故事 主编何银堂, 胡作亮 978-7-5132-076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近现代25位中医名家妇科经验 丛春雨编著 978-7-5132-076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与安全应用 吴嘉瑞, 张冰主编 978-7-5132-076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奇经证治条辨 朱祥麟编著 978-7-5132-077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小楼妇科:十一世祖传妇科经验 李天海 ... [等] 编著 978-7-5132-077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名方药理作用 主编祁友松 978-7-5132-077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思辨录 (清) 周岩撰 978-7-5132-077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问答 唐容川著 978-7-5132-078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编检验医学缩写词手册 主编杨玉林 ... [等] 978-7-5132-078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内科临证验案 郭淑云, 李永泉, 王明欣主编 978-7-5132-078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百病耳压特色诊治秘诀 主编王其祥 978-7-5132-078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法德 王法德[等]主编 978-7-5132-079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秘传伤科方书八种 编著汤耿民 978-7-5132-079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何任医案实录 何若苹, 徐光星整理 978-7-5132-079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手穴手纹诊治秘诀 主编鲍景隆 978-7-5132-080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子午流注:传统时间针法集粹 王凡主编 978-7-5132-080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何任金匮汇讲 何若苹, 徐光星整理 978-7-5132-080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四诊入门 林镜栋著 978-7-5132-080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何任医论集要 何若苹, 徐光星整理 978-7-5132-080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传世时方新用妙用 谢兆丰编著 978-7-5132-080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难病中医治验 主编高光震, 南征 978-7-5132-081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 娄绍昆著 978-7-5132-081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平性药药性研究 主编邓家刚 978-7-5132-082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师经方讲录.第三辑 李赛美主编 978-7-5132-082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冯宗文妇科经验用方选辑 主编冯宗文 978-7-5132-082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一味中药巧治病 薛文忠, 刘改凤编著 978-7-5132-082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经典必读释义 王庆其 ... [等] 编写 978-7-5132-082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典心悟与临证发微 王邦才著 978-7-5132-083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六经八纲方证解析《伤寒论》:附南陈 (亦
人) 北刘 (渡舟) 有关论述

顾武军著 978-7-5132-083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印会河抓主症经验方解读 侯振民，王世民主编 978-7-5132-083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元御伤寒解 (清) 黄元御著 978-7-5132-083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读方思考与用方体会 高建忠著 978-7-5132-083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刀五官科学 主编梁振声 978-7-5132-084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银屑病经方治疗心法:我对“给邪出路”的临
证探索

张英栋著 978-7-5132-085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清宫医案精选 主编陈可冀, 张京春 978-7-5132-085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日韩经方论坛 陈建国主编 978-7-5132-086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辨证脉学:从“指下难明”到“脉证相应” 齐向华著 978-7-5132-086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国医大师颜正华学术经验集成 主编常章富 978-7-5132-086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何任医话汇编 何若苹, 徐光星整理 978-7-5132-087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顾武军《伤寒论》临床焦点评述 顾武军著 978-7-5132-087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养生学 主编刘占文 978-7-5132-088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十四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88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十二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88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十一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88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大智慧:讲中医故事, 看中医成就 曹东义编著 978-7-5132-089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十五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89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十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89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九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89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八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89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七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89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六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89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五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89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四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90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三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90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方实验录 曹颖甫著 978-7-5132-090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通阳大论 张介眉主编 978-7-5132-090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营养与食疗学 主编吴翠珍, 张先庚 978-7-5132-090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二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91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昆仑.第一集 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编 978-7-5132-091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耿氏六代咽喉科传灯录 耿鉴庭编著 978-7-5132-091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纲目》(金陵本)新校注.上册 (明)李时珍著 978-7-5132-092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纲目》(金陵本)新校注.下册 (明)李时珍著 978-7-5132-092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主编熊大经, 刘蓬 978-7-5132-096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刀脊柱病学 主编吴绪平, 张道敬 978-7-5132-097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刀骨伤科学 主编张天民 978-7-5132-097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眼科学 主编彭清华 978-7-5132-098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学 主编王华, 杜元灏 978-7-5132-098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元御著作十三种 (清) 黄元御著 978-7-5132-100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刀美容整形外科学 主编吴绪平 978-7-5132-101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经精义 主编周信有 978-7-5132-102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学基础 钟兰, 吴俊梅主编 978-7-5132-103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重解《伤寒论》 赵俊欣著 978-7-5132-103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亦人医案医话 张喜奎编著 978-7-5132-103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西医师中成药手册,内科分册 主编刘萍 978-7-5132-103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药膳学 主编谢梦洲 978-7-5132-104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刀内科学 主编金福兴, 胡元水 978-7-5132-104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刀周围神经病学 主编焦祖斌, 贺孝胜 978-7-5132-104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平脉辨证经方时方案解:我们常用方的理解和
应用

李士懋, 田淑霄著 978-7-5132-104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理法秘要:开福寺中医讲稿 胡不群编著 978-7-5132-104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中医蜡疗学 主编何天有 978-7-5132-104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临证杂录 张常春著 978-7-5132-105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针灸治验精华 主编陈克正 978-7-5132-105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类证普济本事方释义 (清) 叶天士著 978-7-5132-106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方方义与方名考释 赵存义著 978-7-5132-107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临床集验 主编韩明 978-7-5132-107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腹针疗法 薄智云著 978-7-5132-108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景岳新方砭 (清) 陈修元撰 978-7-5132-108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迟云志 佘靖主编 978-7-5132-108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琦医书十八种.4,王琦男科 王琦著 978-7-5132-109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琦医书十八种.11,辨体—辨病—辨证诊疗
模式创建与应用

王琦著 978-7-5132-109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清宫正骨手法图谱 孙树椿主编 978-7-5132-109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琦医书十八种.8,中医健康三论 王琦著 978-7-5132-109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琦医书十八种.7,中医经典研究与临床 王琦著 978-7-5132-110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琦医书十八种.7,中医经典研究与临床 王琦著 978-7-5132-110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琦医书十八种.14,中医科研方法与教育思
想

王琦著 978-7-5132-110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琦医书十八种.12,王琦治疗62种疑难病 王琦著 978-7-5132-110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琦医书十八种.6,中医腹诊研究与临床 王琦著 978-7-5132-110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琦医书十八种.15,中医文化与医学散论 王琦著 978-7-5132-110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琦医书十八种.5,中医藏象研究与临床 王琦著 978-7-5132-111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煌经方沙龙.第四期 黄煌主编 978-7-5132-111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煌经方沙龙.第五期 黄煌主编 978-7-5132-111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刘观涛主编 978-7-5132-111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心悟 曹洪欣著 978-7-5132-111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汤液本草 (元) 王好古撰 978-7-5132-112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方证证治准绳 主编关庆增, 谷松, 景浩 978-7-5132-112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乳腺癌与乳腺增生 主编刘鹏熙, 刘晓雁 978-7-5132-113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突发性聋 主编李云英 978-7-5132-113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九种体质经络养生与治疗 主编郭长青, 段莲花, 郭研 978-7-5132-113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刀肛肠科学 主编张天民 978-7-5132-113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儿科专家卷 刘晨涛, 宋瑾主编 978-7-5132-114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西医师中成药手册,儿科分册 主编吴力群, 王晓玲 978-7-5132-114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西医师中成药手册,五官科分册 主编丁淑华 978-7-5132-114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西医师中成药手册,肿瘤科分册 主编李忠 978-7-5132-114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九大经典 主编林慧光 978-7-5132-115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校注白话解.上 郭霭春，王玉兴编著 978-7-5132-115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校注白话解.下 郭霭春，王玉兴编著 978-7-5132-115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校注白话解.上 郭霭春, 张海玲编著 978-7-5132-115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校注白话解.下 郭霭春, 张海玲编著 978-7-5132-115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灵枢白话解.上 郭霭春编著 978-7-5132-115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灵枢白话解.下 郭霭春编著 978-7-5132-115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上 郭霭春编著 978-7-5132-115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下 郭霭春编著 978-7-5132-115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难经集注白话解 郭霭春编著 978-7-5132-115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国医大师李振华学术传承集 李郑生, 郭文, 郭淑云主编 978-7-5132-116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重审十八反 主编王延章 978-7-5132-116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年鉴.[2012],行政卷 《中国中医药年鉴》 (行政卷) 编委会编 978-7-5132-116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整脊常见病诊疗指
南:ZYYXH/T417-441-2012

978-7-5132-116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妇科专家卷 罗颂平编著 978-7-5132-116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俞良栋编著 978-7-5132-117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郑翔 ... [等] 编著 978-7-5132-117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西医师中成药手册,妇科分册 赵红, 杨舫, 夏冰编著 978-7-5132-117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冯先波精细入微辨证讲记 主编刘俊 978-7-5132-117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走进中医:现代人认识中医的八堂必修课 毛嘉陵主编 978-7-5132-117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品汇精要.上 (明) 刘文泰等撰辑 978-7-5132-118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品汇精要.下 (明) 刘文泰等撰辑 978-7-5132-118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新解与六经九分应用法:从伤寒“溯本求
源”到临证“执简驭繁”

张再良著 978-7-5132-118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国医大家刘弼臣学术经验集成 主编于作洋, 王素梅 978-7-5132-118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看图速认中药原植物 主编潘超美 978-7-5132-118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名医做临床,针灸科难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978-7-5132-118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名医做临床.八,内科难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978-7-5132-118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名医做临床.九,内科难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978-7-5132-118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名医做临床.二,肿瘤科难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978-7-5132-118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思想者.第二辑 邢斌主编 978-7-5132-119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名医做临床,眼科难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978-7-5132-119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梦回伤寒四大金刚:一个经方临床家解读南国
经方医案

黄仕沛, 何莉娜编著 978-7-5132-119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梁宏正编著 978-7-5132-119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溃疡性结肠炎 主编黄穗平, 黄绍刚 978-7-5132-119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九种体质养生膏方 尤虎编著 978-7-5132-120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看图速认中药 主编潘超美 978-7-5132-120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大国医 罗大伦著 978-7-5132-120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方宝华医论医案集 主编丁林宝 978-7-5132-120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一代宗师:乾隆御医黄元御 青斗著 978-7-5132-121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方药传心录 王绪前编著 978-7-5132-121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基本原理 王宏凯编著 978-7-5132-121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蒙筌 (明) 陈嘉谟撰 978-7-5132-121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上册 (宋)唐慎微等撰 978-7-5132-121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下册 (宋)唐慎微等撰 978-7-5132-121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吴门曹氏三代医验集》评按 龚丽娟主编 978-7-5132-122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贺季衡医案 贺桐孙按 978-7-5132-122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奚凤霖医论医案集 奚凤霖著 978-7-5132-122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妇科专家卷 刘云鹏等编著 978-7-5132-122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马凤彬编著 978-7-5132-122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成荣妇科经验集 主编王辉〓 978-7-5132-123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一峰医案医话集 苏州市中医院整理 978-7-5132-123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邹良材肝病诊疗经验 朱世楷, 尤松鑫编著 978-7-5132-1236-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邹云翔医案选 邹云翔校订 978-7-5132-123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老医说医.3,医林蜩鸣 柴中元著 978-7-5132-123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老医说医.1,养生曝言 柴中元著 978-7-5132-123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老医说医.2,外感指迷 柴中元著 978-7-5132-124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佩永中医辨治精华 主编单位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978-7-5132-124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带状疱疹 主编范瑞强 978-7-5132-124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性赋白话解 常立果注解 978-7-5132-124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朱汉章针刀医学传承与发扬 田存好, 权伍成主编 978-7-5132-124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案求真 蔺友良著 978-7-5132-125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十二经方议秘要 (清) 陶思渠原著 978-7-5132-126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难经三十论 王自强主编 978-7-5132-126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蔡炳勤外科学术经验集 主编陈志强, 谭志健 978-7-5132-126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尚天裕实用中医骨伤科学 主编董福慧 978-7-5132-126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周仲瑛实用中医内科学 主编周仲瑛, 薛博瑜 978-7-5132-127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管氏针灸:经络辨证针灸法 管遵惠, 管薇薇编著 978-7-5132-127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处方门径与技巧 王永福, 吴秀惠著 978-7-5132-127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最新国家标准针灸穴位便携图 睢明河, 孟宏编著 978-7-5132-127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姜春华学术经验精粹 主编张云鹏 978-7-5132-128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段凤舞肿瘤积验方 赵建成编著 978-7-5132-128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熊寥笙中医难症诊治心得录 熊寥笙著 978-7-5132-128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师传锦囊 辜孔进著 978-7-5132-128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使用手册 王辉武主编 978-7-5132-129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刘保和《西溪书屋夜话录》讲用与发挥 刘保和著 978-7-5132-129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附子 主编张世臣, 李可 978-7-5132-129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理论解读:基点与视角 赵京生主编 978-7-5132-129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内分泌代谢疾病诊治学 主编方朝晖 978-7-5132-130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诊家正眼·四言脉诀白话解 原著 (明) 李中梓 978-7-5132-130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戴锦成学术经验集 戴锦成编著 978-7-5132-130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困学斋中医续笔 朱炳林编著 978-7-5132-130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朱文锋中医诊法学讲课实录 朱文锋著 978-7-5132-131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经方高级讲习班现场实录.一 雒晓东主编 978-7-5132-131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刺络放血疗法 主编郭义 978-7-5132-131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谷子讲伤寒论 口述高继平 978-7-5132-131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六经辨证与方证新探:经方辨治皮肤病
心法

欧阳卫权著 978-7-5132-1316-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平脉辨证三年跟师记:跟师李士懋教授“薪火
传承”之路

王四平主编 978-7-5132-1317-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立临床家丛书:胡希恕,经方
专家卷

冯世纶主编 978-7-5132-131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编汤头歌诀500首 主编陈向荣 978-7-5132-132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害利评按 钱俊华著 978-7-5132-132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盛增秀 ... [等] 整理 978-7-5132-1330-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潘智敏编著 978-7-5132-133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骨质疏松症的中西医治疗 主编伍中庆 978-7-5132-133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疑难病诊治思路与名家医案荟萃 主编刘友章 978-7-5132-133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人间仙草:石斛 主编赖小平, 侯少贞, 刘星华 978-7-5132-133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国医大师朱良春:治疗疑难危急重症经验集 方邦江, 周爽主编 978-7-5132-135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门杂著 顾玉潜著 978-7-5132-135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当代名医验方选编,妇科分册 主编张奇文 978-7-5132-135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妇科专家卷 王清, 经燕编著 978-7-5132-135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孟庆云讲中医基础理论 孟庆云著 978-7-5132-135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周子颿妇科 原著周子颿 978-7-5132-135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王旭等主编 978-7-5132-135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肠易激综合征 主编黄绍刚, 黄穗平 978-7-5132-137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心肌梗死 主编张敏州, 郭力恒 978-7-5132-137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绝经前后诸证 主编王小云, 杜洪艳 978-7-5132-137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痛经 主编梁雪芳, 曹立幸, 王小云 978-7-5132-137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主编范冠杰 978-7-5132-137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郁证 主编王小云, 杨洪艳, 黄旭春 978-7-5132-137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历代中医治则精华 主编周超凡 978-7-5132-137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急诊学 主编刘清泉 978-7-5132-138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基于循证医学的中医临床实践指南编制方法
与范例

主编吕爱平, 谢雁鸣, 韩学杰 978-7-5132-138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民间单方验法新编 主编王国辰 978-7-5132-138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特效“险穴”治脑病:风府、哑门穴的临床应
用

主编李定明 978-7-5132-138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刘亚娴中医证治晚期癌略例 刘亚娴著 978-7-5132-138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心系说:曾学文临床经验集 主编宋俊, 顾月星, 郑兴忠 978-7-5132-138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濒湖脉学译注 (明) 李时珍著 978-7-5132-139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吴医汇讲 (清) 唐竺山辑 978-7-5132-139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越医汇讲 董汉良, 毛水泉, 柴中元主编 978-7-5132-139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妇科专家卷 李贞莹, 王海华编著 978-7-5132-140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三字经白话解 (清) 陈修园原著 978-7-5132-140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周信有著 978-7-5132-140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邹云翔实用中医肾病学 主编王钢, 邹燕勤, 周恩超 978-7-5132-140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误案解析 主编张国骏 978-7-5132-141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趣记速认有捷径 杨峰编著 978-7-5132-142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流感的中西医治疗 主编林棉 978-7-5132-142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宋健民 宋健民著 978-7-5132-142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刘方柏临证百方大解密 刘方柏著 978-7-5132-143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韩百灵 韩延华编著 978-7-5132-143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蒿芩清胆汤妙用集萃 主编沈元良 978-7-5132-144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用药杂谈 汪庆安著 978-7-5132-144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亚健康分类调治学 主编孙涛, 何清湖, 樊新荣 978-7-5132-144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精选解读 宋健民编著 978-7-5132-145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五官科专家卷 耿引循整理 978-7-5132-145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医别录:辑校本 (梁) 陶弘景撰 978-7-5132-145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张士卿 ... [等] 编著 978-7-5132-145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袁立人整理 978-7-5132-146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杨牧祥医术精要 主编于文涛, 方朝义, 王占波 978-7-5132-146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抗肿瘤中药临床应用手册 王中奇编著 978-7-5132-146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辨证脉学功夫沙龙.一 主编滕晶 978-7-5132-146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岐轩医话 朱雅卿主编 978-7-5132-146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柴瑞霭, 柴瑞霁, 柴瑞震编著 978-7-5132-146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岐轩脉法实战窍诀 张润杰著 978-7-5132-147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叶心清, 沈绍功著 978-7-5132-147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岐轩药物法象:中医靶向用药 张润杰著 978-7-5132-147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岐轩易医脉法 张润杰著 978-7-5132-1476-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桂芝肿瘤病中医临证实录 刘声, 王逊, 周英武编著 978-7-5132-147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雨三治病法轨 王雨三著 978-7-5132-147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三十年基层临证得失录 杨承岐著 978-7-5132-147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相类中药功用鉴别与应用 主编陈桂敏 978-7-5132-148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主编贾成祥 978-7-5132-148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医真传:四十四位京城名医“口传心授”金
记录

主编石国璧 978-7-5132-148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炮制传统技艺图典 曹晖, 吴玢, 王孝涛编著 978-7-5132-152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图解针灸穴位速查速用 主编睢明河 978-7-5132-153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启示录:对生命统一物理学的一元化诠释 罗广英著 978-7-5132-153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光荣释译《中藏经》, 原名, 华氏中藏经 (汉) 华佗撰 978-7-5132-153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林锥指 柳学洙著 978-7-5132-153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编临床药物学 主编陈吉生 978-7-5132-153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汤头歌诀详解 朱良春, 缪正来编著 978-7-5132-154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阎润茗针灸临床60年经验精粹 阎润茗著 978-7-5132-154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小说中医:一部表述中医药文化的小说 张大明著 978-7-5132-154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师承实录:我与先师的临证思辨 余国俊著 978-7-5132-1546-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外感病证治 主编李永清 978-7-5132-155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常青治癌临证心法 主编常青 978-7-5132-155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阿胶古今临床应用 主编秦玉峰, 尤金花 978-7-5132-155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平脉辨证相濡医案 李士懋, 田淑霄著 978-7-5132-156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肿瘤名医谢远明五十年临证录 主编杨承祖 978-7-5132-156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磊六经方剂讲记 张磊著 978-7-5132-156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杏林求索 赵作伟著 978-7-5132-156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穴位注射疗法 主编郭义, 刘阳阳 978-7-5132-157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脾胃病辨证 主编公维志 978-7-5132-157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亚健康与中医心身医学 主编佟欣 978-7-5132-157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发生学探微 谭春雨著 978-7-5132-157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伯坛《读过金匮卷十九》 陈伯坛著 978-7-5132-157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四大经典教学医案选编 主编李宇航 978-7-5132-158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延学术经验集 主编吴限 978-7-5132-158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药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研究 主编陈利, 李和伟 978-7-5132-158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脑卒中偏瘫的康复训练与针灸治疗 何天有, 毛忠南编著 978-7-5132-158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李今庸撰著 978-7-5132-158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艾叶的研究与应用 主编梅全喜 978-7-5132-159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中医内科临证手册 主编侯瑞祥 978-7-5132-159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辨证脉学功夫沙龙.二 主编王鹏 978-7-5132-159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三家注,基础分册 王冰, 杨上善, 张介宾注 978-7-5132-159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三家注,临床分册 王冰, 杨上善, 张介宾注 978-7-5132-160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三家注,运气分册 王冰, 杨上善, 张介宾注 978-7-5132-160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灵枢三家注.上编 马莳, 杨上善, 张介宾注 978-7-5132-160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灵枢三家注.下编 马莳, 杨上善, 张介宾注 978-7-5132-160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难经三家注 滑寿, 徐大椿, 叶霖注 978-7-5132-160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三家注 成无已, 柯韵伯, 尤在泾注 978-7-5132-160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三家注 赵以德, 徐忠可, 尤在泾注 978-7-5132-160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中医经方时方治肿瘤.第二辑 花宝金, 侯炜, 鲍艳举编著 978-7-5132-161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人体经络穴位使用详解 睢明河, 包艳燕编著 978-7-5132-161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最新国家标准针灸穴位使用详解 睢明河, 刘温丽主编 978-7-5132-161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桂芝辨治十五种恶性肿瘤临床实录 主编顾恪波 978-7-5132-161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杏林拾穗:徐经世临证经验集粹 主编徐经世 978-7-5132-162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刀应用解剖与临床.上卷,颈项、颜面、肩
肘部疾病

李石良著 978-7-5132-162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刀应用解剖与临床.下卷,腕手、腰背、臀
髋、膝、足踝部疾病

李石良著 978-7-5132-162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基层实用中医理论与临床技能 主编卞瑶, 赵勇, 郭兆刚 978-7-5132-162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图解仲景方证学:仲景方证解读与应用 主编张长恩 978-7-5132-162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清医家论温疫 苏颖主编 978-7-5132-162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文登特色整骨:朱惠芳老中医整骨经验及传承 主编黄相杰 978-7-5132-163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使用手册 主编王久源 978-7-5132-163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方医案选 高德编著 978-7-5132-163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魏氏伤科手法治疗图解 编著狄任农, 郑润杰 978-7-5132-163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史 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编 978-7-5132-1640-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雷忠义临证菁华 主编范虹, 于小勇, 武雪萍 978-7-5132-164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年鉴.2013,行政卷 《中国中医药年鉴》 (行政卷) 编委会编 978-7-5132-164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论内经风病学 朱祥麟著 978-7-5132-164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老医真言 王辉武著 978-7-5132-164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解外方证原意 李宇铭著 978-7-5132-164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宋立人主编 978-7-5132-164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越医薪传.上卷 主编张居适, 沈钦荣 978-7-5132-165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越医薪传.下卷 主编张居适, 沈钦荣 978-7-5132-165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师承实录 医理切磋 主编张卫华 978-7-5132-165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理论临床纵横谈 张玉龙著 978-7-5132-165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乾构带徒小课128讲 李乾构编著 978-7-5132-165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汗法 杨洁红, 万海同著 978-7-5132-1655-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揉肚子的学问:事半功倍的腹部按摩法 编著刘高峰 978-7-5132-166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大肠癌中医证治 主编杨国旺 978-7-5132-166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病机辨证学 主编周仲瑛, 周学平 978-7-5132-166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民族医药名老专家典型医案集 主编黄福开 978-7-5132-167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局方别裁: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改编本 王世民, 韩仲成编著 978-7-5132-167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三代世医宗修英医案医话集 李丽主编 978-7-5132-167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临证本草讲读:一位二十年临床工作者的中药
学讲稿

宋永刚著 978-7-5132-168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谦斋医学文稿 秦伯未著 978-7-5132-168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秦伯未医案 孙其新, 孙基然编著 978-7-5132-168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指南捷径六书 (明) 徐春甫著 978-7-5132-168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治内方证原意 李宇铭著 978-7-5132-168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案学 主编王忠 978-7-5132-168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六经原意 李宇铭著 978-7-5132-169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中医眼科名家学术经验集 主编彭清华 978-7-5132-169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我的脉学探索:85%的精准脉诊是如何炼成的 金伟著 978-7-5132-169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民族医药名老专家成才之路 主编黄福开 978-7-5132-169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药标准化知识简明读本 《中医药标准化知识简明读本》编写组编 978-7-5132-169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帕金森病中医名家医论医案 主编雒晓东 978-7-5132-169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邢睿贞编著 978-7-5132-169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武维屏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集 主编武维屏 978-7-5132-170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榆林百年医粹 主编郭冠英 978-7-5132-170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现代版中医古籍目录:1949-2012 主编李成文, 李建生, 司富春 978-7-5132-170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胃癌中医证治 主编贾立群, 姚暄 978-7-5132-170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临床中药手册 主编任玉珍, 王龙虎 978-7-5132-170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我治神经系统疑难病症:天坛医院中医科主任
临证实录

樊永平著 978-7-5132-170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门八法:一通百通实验录 胡代禄著 978-7-5132-170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徐评外科正宗 (明) 陈实功著 978-7-5132-170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白血病中医证治 主编李仝, 康宁 978-7-5132-171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金昶中医肿瘤外治心悟 黄金昶, 田帧著 978-7-5132-171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川芎现代研究与应用 杨念明, 苗明三主编 978-7-5132-171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肿瘤治疗学 主编王居祥, 徐力 978-7-5132-171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曼之伤寒论讲稿 孙曼之著 978-7-5132-171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舒驰远伤寒集注六经定法鉴识 王能治著 978-7-5132-172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白族惯用植物药 大理学院, 大理州科技成果促进转化中心编 978-7-5132-172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田从豁针灸治疗皮肤病效验集 主编王寅 978-7-5132-1725-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赵尚华, 张俊卿主编 978-7-5132-172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兼容并蓄, 精于诊治热病、急症:陈乔林学术
思想与临床经验集

主编陈乔林 978-7-5132-172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衷中参西 巧治疑难骨伤病症:李永康学术思
想与临床经验集

主编李永康, 唐镇江 978-7-5132-172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擅用虫药 攻克皮肤疮疡顽症:刘复兴学术思
想与临床经验集

主编刘复兴, 秦国政 978-7-5132-172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融合寒温 活用古方治儿疾:刘以敏学术思想
与临床经验集

主编刘以敏 978-7-5132-173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谨守“中庸”善治消化病症:龙祖宏学术思想
与临床经验集

主编龙祖宏, 秦国政 978-7-5132-173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调气行血 善治心脑疾病:罗铨学术思想与临
床经验集

主编罗铨 978-7-5132-173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扶阳存津 擅用温通大法:吴生元学术思想与
临床经验集

主编吴生元 978-7-5132-173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精于手法 善治脊源性疾病:夏惠明学术思想
与临床经验集

主编夏惠明, 秦国政 978-7-5132-173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扶正祛邪 破解妇科疑难顽症:易修珍学术思
想与临床经验集

主编易修珍 978-7-5132-173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推崇景岳 善治经孕诸疾:张良英学术思想与
临床经验集

主编张良英 978-7-5132-173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病证结合 救治急危重症:赵淳学术思想与临
床经验集

主编赵淳 978-7-5132-173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历代医案选 王新华编著 978-7-5132-174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历代医话选 王新华, 潘秋翔编著 978-7-5132-174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历代医论选 王新华编著 978-7-5132-174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正时中医:病证四级辨证论治 主编张宜新 978-7-5132-176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王象礼, 赵通理主编 978-7-5132-176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方奇谭 张载义著 978-7-5132-176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临床备要十六讲 郑虎占编著 978-7-5132-177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含西药成分中成药的合理使用 主编曹俊岭, 李国辉 978-7-5132-177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原生态的中医“乱弹”:贠克强中医微博录 贠克强著 978-7-5132-177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圣方治验录 邹趾痕著 978-7-5132-177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医心鉴:历代名医临床经验集粹 主编秦玉龙 978-7-5132-177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冉雪峰八法效方:附危急伤科证治 冉雪峰著 978-7-5132-177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袁长津病证辨治实录 主编蔡铁如, 袁梦石 978-7-5132-177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艺术中医 冯前进, 刘润兰著 978-7-5132-178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虫药:宁夏蜥蜴 主编朱西杰, 李卫强, 钱月慧 978-7-5132-178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六经藏象系统揭秘:从《伤寒论》六经揭示人
体生理病理学

许济泽, 吴允耀著 978-7-5132-178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叶橘泉经方临床之运用 叶橘泉编著 978-7-5132-1786-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冉雪峰内经讲义 冉雪峰著 978-7-5132-178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针推专家卷 何崇编著 978-7-5132-178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仲景学说: “经方国际联盟”现场实录.1 陈建国主编 978-7-5132-179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鲁兆麟 贾海忠中医传承对谈录 鲁兆麟, 贾海忠著 978-7-5132-179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病毒性心肌炎中西医结合诊疗实践 主编张军平 978-7-5132-179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神农本草经: 开方就是开时空:“陈映山三代
医家”执简驭繁用《本经》

陈润东著 978-7-5132-179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劳氏伤科经验与特色 华全科, 蔡水奇主编 978-7-5132-1796-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师经方讲录.第四辑 李赛美主编 978-7-5132-1797-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平脉辨证治专病 李士懋, 田淑霄著 978-7-5132-181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平脉辨证脉学心得 李士懋, 田淑霄著 978-7-5132-181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吉林省中药资源 主编邓明鲁, 曲晓波 978-7-5132-181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黄坤强编著 978-7-5132-18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赵向华, 赵晓立编著 978-7-5132-181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儿科专家卷 焦平主编 978-7-5132-181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五行针灸指南 (英) 诺娜·弗兰格林著 978-7-5132-182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病纵横谈 主编谷晓红 978-7-5132-184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拨开迷雾学中医:重归中医经典思维 王伟著 978-7-5132-184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孔氏医案 (清) 孔继菼著 978-7-5132-184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 (东汉) 张仲景著 978-7-5132-185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陈素云, 陈素玉, 陈知行编著 978-7-5132-185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陈熠主编 978-7-5132-185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高洪春编著 978-7-5132-185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王敬义 ... [等] 编著 978-7-5132-185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大学的最后一课 何清湖, 陈洪编 978-7-5132-186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火神:郑钦安 张存悌著 978-7-5132-186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肿瘤病名家经验集 主编李仝, 张晓红 978-7-5132-186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脉学观止 滕晶, 袁德培主编 978-7-5132-186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方医学:六经八纲读懂伤寒论 胡希恕注按 978-7-5132-186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刘汶脾胃病临证心悟 刘汶著 978-7-5132-186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路有你 舒晗著 978-7-5132-186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居易针灸医案讲习录 王居易著 978-7-5132-187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何秀山医话 (清) 何秀山著 978-7-5132-187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针推专家卷 胡慧编著 978-7-5132-187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石斛辅助治疗癌症的现代研究 主编赖小平, 赵爱国, 刘星华 978-7-5132-187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养阴法临床应用技巧 主编张哲 978-7-5132-187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叶橘泉方证药证医话 叶橘泉著 978-7-5132-188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叶橘泉点滴经验回忆录 叶橘泉著 978-7-5132-188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平脉辨证相濡医论 李士懋, 田淑霄著 978-7-5132-188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合理应用二十讲 郑虎占, 王秋华编著 978-7-5132-189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针再传:跟师王乐亭临证随笔及经验选穴 钮韵铎著 978-7-5132-189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证素辨析 樊新荣编著 978-7-5132-1895-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解表法临床应用技巧 主编马铁明 978-7-5132-189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癌症瘀毒论 编著郑伟达, 郑东海 978-7-5132-189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一推就好:张宇小儿推拿速效秘方集 张宇，李春英编著 978-7-5132-189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煌经方使用手册 黄煌编著 978-7-5132-190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擅用乌附:曾辅民 巨邦科编著 978-7-5132-190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祝附子:祝味菊 傅文录编著 978-7-5132-190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胡希恕《金匮要略》学习笔记 胡希恕传授 978-7-5132-190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内科鉴别诊断要点 冯先波著 978-7-5132-190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临证实录与抄方感悟 主编高建忠, 余晖 978-7-5132-190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喜奎伤寒临证九论 张喜奎著 978-7-5132-190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病经典临床心悟 张思超著 978-7-5132-190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活血法临床应用技巧 主编李文杰 978-7-5132-190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思考经方:《伤寒论>六经方证病机辨治心悟 毛进军著 978-7-5132-191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经方高级讲习班现场实录.二 雒晓东主编 978-7-5132-191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冯先波中医基础讲课实录 冯先波著 978-7-5132-191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藏象新论:中医藏象学的核心观念与理论范式
研究

张宇鹏著 978-7-5132-191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危重病急救与进展 熊旭东, 胡祖鹏主编 978-7-5132-191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宝贝不哭:锦溪妈妈私房育儿秘笈 徐锦溪, 龙梅编著 978-7-5132-191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小儿好养:锦溪妈妈私房育儿秘笈 徐锦溪, 陈治锟编著 978-7-5132-191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痰证论 编著张德英 978-7-5132-191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典针灸大家周左宇医道精要 沈邑颖著/讲述 978-7-5132-192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许逸民, 李庆峰编著 978-7-5132-192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解建国治疗心脑肾系顽重症集锦 整理张晓韵 ... [等] 978-7-5132-192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阳法临床应用技巧 主编张宁苏, 海英 978-7-5132-192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理气法临床应用技巧 主编殷东风 978-7-5132-193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清热法临床应用技巧 主编杨鸫祥, 宫照东 978-7-5132-193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第四辑 主编张奇文, 柳少逸, 郑其国 978-7-5132-193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百药品鉴:家庭常用中药甄选指南 主编马春, 蒋爱品, 李京生 978-7-5132-1937-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内科专家卷 贾召编著 978-7-5132-194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思维教程 主编黄平, 来平凡 978-7-5132-194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之堂医经心悟记:医门话头参究 曾培杰, 陈创涛编著 978-7-5132-194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胡希恕医论医案集粹 主编段治钧, 冯世纶, 廖立行 978-7-5132-194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讲《黄帝内经》灵枢经 主编任廷革 978-7-5132-194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讲《黄帝内经》.上册,素问 主编任廷革 978-7-5132-194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讲《黄帝内经》.下册,素问 主编任廷革 978-7-5132-194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小儿方证直诀 侯树平编著 978-7-5132-194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代的中医:七大名医传奇 罗大伦著 978-7-5132-194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庆生诊治中医疑难病医理探真 李庆生著 978-7-5132-194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生理学归真:烟建华《黄帝内经》藏象讲
稿

烟建华著 978-7-5132-1950-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江南中医妇科流派膏方精选 胡国华主编 978-7-5132-195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要旨:御气行运话伤寒 马有煜著 978-7-5132-195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苗药头花蓼 梁斌, 张丽艳, 冉懋雄主编 978-7-5132-195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席梁丞医案医话选 编著席兴贤 ... [等] 978-7-5132-196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式抗癌纪实 丽晴著 978-7-5132-196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火神派示范案例点评 主编张存悌, 卓同年, 张泽梁 978-7-5132-196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归真图 青斗著 978-7-5132-196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贴敷治疗学 主编田从豁, 彭冬青 978-7-5132-196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悦读中医.第一辑,不放逸、不抱怨 从21天开
始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 978-7-5132-197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读本草说中药 赵中振著 978-7-5132-197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行天下探岐黄 赵中振著 978-7-5132-197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管氏特殊针法集萃 主编管遵惠, 管傲然, 管薇薇 978-7-5132-197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丁启后妇科经验 丁丽仙著 978-7-5132-197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柴胡汤类方及其应用 柳少逸编著 978-7-5132-197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阿胶基础研究与应用 主编田景振 978-7-5132-197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人元脉影归指图说 (晋) 王叔和撰 978-7-5132-197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方剂歌诀 温长路编著 978-7-5132-198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方证便览 柳少逸著 978-7-5132-198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今庸黄帝内经考义 李今庸著 978-7-5132-199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今庸中医科学理论研究 李今庸著 978-7-5132-199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今庸金匮要略释义 李今庸编著 978-7-5132-199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朴炳奎治疗恶性肿瘤经验撷萃 花宝金, 侯炜主编 978-7-5132-199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武简侯中医儿科外治备要 武简侯著 978-7-5132-199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从肾治未病理论与方药 主编任艳玲 978-7-5132-200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肾藏精藏象理论研究 主编郑洪新 978-7-5132-200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看化验知疾病 解读健康密码 于秀辰主编 978-7-5132-200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刘弼臣实用中医儿科学 主编徐荣谦 978-7-5132-200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原剂量经方治验录 李宇铭著 978-7-5132-200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五运六气解读《伤寒论》 田合禄著 978-7-5132-200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今庸黄帝内经选读 李今庸编著 978-7-5132-201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今庸临床用方集粹 李今庸著 978-7-5132-201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幼科医学指南 (清) 周震著 978-7-5132-201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嵩厓尊生书 (清) 景日昣撰 978-7-5132-201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教学医案选编 主编陈会君 978-7-5132-201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沈芊绿医案 (清) 沈金鳌著 978-7-5132-202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案梦记 (清) 徐守愚撰 978-7-5132-202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经疏证 (清) 邹澍撰 978-7-5132-202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叶方发微 俞岳真著 978-7-5132-202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河间学派医案.一 主编李成文, 刘彬 978-7-5132-2025-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学派医案.一,王熙 孙思邈 许叔微 喻昌 
张璐 徐大椿

主编李成文 978-7-5132-202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学派医案.二,尤怡 陈念祖 陆懋修 章楠 主编李成文, 张治成 978-7-5132-202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河间学派医案.二,王纶 孙一奎 主编李成文 978-7-5132-202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急诊临床三十年:刘清泉大剂救治重症经
验选录

刘清泉著述 978-7-5132-203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学医七年 陈腾飞著 978-7-5132-203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锡纯活用经方论 吕志杰编著 978-7-5132-203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五脏养生智慧:人体不同脏腑的保健养生 主编易亚乔 978-7-5132-203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四季养生妙法:不同季节的保健养生 主编苏丽清 978-7-5132-204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体质养生攻略:不同体质人群的保健养生 主编谢宇霞 978-7-5132-204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职场养生策略:不同职业人群的保健养生 主编郭春秀 978-7-5132-204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口腔黏膜病疑难病案分析 主编周曾同 978-7-5132-204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杜怀棠临床经验集 杨晋翔, 王成祥, 魏汉林主编 978-7-5132-205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缘文化:中药与文化的交融 杨柏灿主编 978-7-5132-205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沈舒文疑难病症治验思辨录 杨志宏, 宇文亚主编 978-7-5132-205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当代名医验方选编,内科分册 主编张奇文 978-7-5132-205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老医秘验:米寿名家胡永盛六十载临证录 主编粟栗, 苏鑫 978-7-5132-205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树椿筋伤疾病诊治经验 主编高景华, 张军 978-7-5132-205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于作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专辑 主编刘淑荣, 孙颖 978-7-5132-205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吴鞠通医学全书 主编李刘坤 978-7-5132-206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缪希雍医学全书 主编任春荣 978-7-5132-206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龚廷贤医学全书 主编李世华, 王育学 978-7-5132-206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孟英医学全书 主编盛增秀 978-7-5132-206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冯兆张医学全书 主编田思胜 978-7-5132-206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唐容川医学全书 主编王咪咪, 李林 978-7-5132-206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喻嘉言医学全书 主编陈熠 978-7-5132-206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汪昂医学全书 主编项长生 978-7-5132-207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许叔微医学全书 主编刘景超, 李具双 978-7-5132-207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朱肱 庞安时医学全书 主编田思胜 978-7-5132-207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国医大师李今庸医学文集 湖北中医药大学编 978-7-5132-207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肾病临床手册 主编李顺民 ... [等] 978-7-5132-207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祝茹穹先生医印 (清)祝登元撰 978-7-5132-207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方临证感悟 宋永刚著 978-7-5132-207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国家临床执业 (含助理) 医师资格考试历年
考题解析及点评

北京卓越金鹏医学考试培训中心编 978-7-5132-208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活学活用温病名方 李鑫辉主编 978-7-5132-208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骨折必读 沈钦荣, 张居适主编 978-7-5132-208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陆氏伤科外用药精粹 主编陆念祖 978-7-5132-208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庄曾渊实用中医眼科学 主编庄曾渊, 张红 978-7-5132-208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风外治疗法 裴静波, 曹利民主编 978-7-5132-209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专业 (初级士) 考前冲刺
《全国中医药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药专业考

前冲刺》编委会编
978-7-5132-209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专业 (中级) 考前冲刺
《全国中医药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药专业考

前冲刺》编委会编
978-7-5132-209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专业 (初级师) 考前冲刺
《全国中医药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药专业考

前冲刺》编委会编
978-7-5132-2096-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心血管病临床手册 主编李俊 ... [等] 978-7-5132-209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老年病临床手册 主编刘勤社 ... [等] 978-7-5132-209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肿瘤病临床手册 林天东[等]主编 978-7-5132-210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柳少逸医案选 柳少逸著 978-7-5132-210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男科病临床手册 主编秦国政 ... [等] 978-7-5132-210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胃肠病临床手册 主编左国庆 ... [等] 978-7-5132-210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肝胆病临床手册 主编孙忠人 ... [等] 978-7-5132-210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结石病临床手册 主编郑万善 ... [等] 978-7-5132-210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呼吸病临床手册 主编韩颖萍 ... [等] 978-7-5132-210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恶性肿瘤中医辨治与案例 编著赵智强, 赵延华 978-7-5132-210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气血证治学 颜乾麟等主编 978-7-5132-211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银屑病广汗法治疗心路:我对“给邪以出路”
的临证探索.2

张英栋著 978-7-5132-211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医学全集.卷一 主编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978-7-5132-21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医学全集.卷七 主编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978-7-5132-21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医学全集.卷三 主编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978-7-5132-21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医学全集.卷九 主编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978-7-5132-21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医学全集.卷二 主编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978-7-5132-21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医学全集.卷五 主编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978-7-5132-21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医学全集.卷八 主编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978-7-5132-21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医学全集.卷六 主编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978-7-5132-21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医学全集.卷十 主编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978-7-5132-21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医学全集.卷十一 主编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978-7-5132-21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医学全集.卷十二 主编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978-7-5132-21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医学全集.卷四 主编王永炎, 鲁兆麟, 任廷革 978-7-5132-21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六经八纲用经方:竹雨轩经方临证体悟 张立山著 978-7-5132-211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六味地黄丸古今研究与应用 主编年莉, 康立源 978-7-5132-211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用真菌治肿瘤 张文彭, 陈康林编著 978-7-5132-212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银海精微补 (清) 赵双璧著 978-7-5132-212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煌经方沙龙.第六期 黄煌主编 978-7-5132-212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临证医案笔记 (清) 吴篪著 978-7-5132-212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太医局诸科程文格 (宋) 何大任辑 978-7-5132-212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寿芝医略 (清) 王廷俊, 虞庠撰 978-7-5132-212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方实践得失录:跟师黄煌学用经方130案 何运强著 978-7-5132-212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石氏伤科外用药精粹 主编石仰山, 邱德华 978-7-5132-212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目神验方 (明) 无名氏撰 978-7-5132-213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林绳墨大全 (明) 方谷著 978-7-5132-213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直解 (清) 张锡驹著 978-7-5132-213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活人指掌补注辨疑 (明) 童养学著 978-7-5132-213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启蒙集稿 (清) 余景和著 978-7-5132-213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镜 (明) 蒋仪撰 978-7-5132-213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发明 (明) 皇甫嵩, 皇甫相著 978-7-5132-213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林绳墨 (明) 方谷著 978-7-5132-213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方一盘珠全集 (清) 洪金鼎撰 978-7-5132-213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名老中医王晖学术经验撷英 主编王晖 978-7-5132-214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
南:ZJ/T E012-2014,成人支气管哮喘

978-7-5132-214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活幼口议 (元) 演山省翁著 978-7-5132-214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
南:ZJ/T E007-2014,慢性便秘

978-7-5132-214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仲景金匮要略 (清) 沈明宗著 978-7-5132-214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仁术便览 (明) 张洁撰 978-7-5132-214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婴儿论 (清) 周士祢著 978-7-5132-214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职场礼仪全修炼 丁勇, 焦龙梅编著 978-7-5132-214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饲鹤亭集方 (清) 凌奂撰 978-7-5132-214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方便览 (明) 殷之屏撰 978-7-5132-215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眼科集成 (清) 陈善堂著 978-7-5132-215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亟斋急应奇方 (清) 叶风辑 978-7-5132-215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思济堂方书 (清) 贾邦秀著 978-7-5132-215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六书纂要辨疑 (明) 童养学辑 978-7-5132-215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
南:ZJ/T E011-2014,失眠

978-7-5132-215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
南:ZJ/T E008-2014,腰痛

978-7-5132-2156-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撮要 (明) 缪存济著 978-7-5132-215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指归 (清) 戈颂平著 978-7-5132-215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
南:ZJ/T E009-2014,原发性痛经

978-7-5132-216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便 (明) 张懋辰撰 978-7-5132-216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约言 (明) 薛己辑 978-7-5132-216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文伯临证验案百例 陈文伯著 978-7-5132-216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发挥 (元) 徐彦纯辑 978-7-5132-2166-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京城名医赵荣莱临证经验文萃 赵荣莱著述 978-7-5132-216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神灸经纶 (清) 吴亦鼎辑 978-7-5132-216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高氏医案 (清) 高秉钧著 978-7-5132-217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绪论 (清) 张璐著 978-7-5132-217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方类证医书大全 (明) 熊宗立辑 978-7-5132-217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直解 (清) 程林撰 978-7-5132-217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平法寓言 (清) 与樵山客撰 978-7-5132-217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经小学 (明) 刘纯撰 978-7-5132-217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方丛话 (清) 徐士銮辑 978-7-5132-217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医诗 (清) 张望著 978-7-5132-217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宗宝镜 (清) 邓复旦撰 978-7-5132-217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广嗣全诀 (明) 陈文治辑 978-7-5132-2180-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坤元是保 (南宋) 薛轩辑 978-7-5132-218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四诊脉鉴大全 (清) 王宏翰撰 978-7-5132-218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针刀基本技术操作规
范:ZJ/T D001-2014

978-7-5132-218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高注金匮要略 (清) 高学山著 978-7-5132-218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外科百效全书 (明) 龚居中著 978-7-5132-218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针灸临床研究管理规
范:ZJ/T H001-2014

中国针灸学会编 978-7-5132-218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秘珍济阴 (清) 周诒观撰 978-7-5132-218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林氏活人录汇编 (清) 林开燧撰 978-7-5132-219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妇科备考 (清) 何应豫著 978-7-5132-219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彤园妇人科 (清) 郑玉坛撰 978-7-5132-219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妇科玉尺 (清) 沈金鳌撰 978-7-5132-219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仁寿镜 (清) 孟葑著 978-7-5132-219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孕育玄机 (明) 陶本学著 978-7-5132-219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
南:ZJ/T E004-2014,中风后假性球麻痹

中国针灸学会发布 978-7-5132-219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大白 (清) 秦之桢著 978-7-5132-219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穷源集 (明) 王肯堂著 978-7-5132-220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法古录 (清) 鲁永斌辑 978-7-5132-220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
南:ZJ/T E005-2014,偏头痛

978-7-5132-220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证指归 (清) 周魁撰 978-7-5132-220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
南:ZJ/T E001-2014,带状疱疹

978-7-5132-220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外科活人定本 (明) 龚居中著 978-7-5132-220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叶氏女科证治 (清) 叶桂撰 978-7-5132-220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分经 (清) 吴仪洛著 978-7-5132-221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经博议 (清) 罗美著 978-7-5132-221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垒元戎 (元) 王好古撰 978-7-5132-221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南,抑
郁症

978-7-5132-221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暑论 (清) 徐鹤撰 978-7-5132-221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扁鹊心书 (宋) 窦材辑 978-7-5132-221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杏苑生春 (明) 芮经, 纪梦德辑 978-7-5132-221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正宗 (清) 史以甲著 978-7-5132-221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目科捷径 (清) 刘松岩著 978-7-5132-221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经评文素问 (清) 周学海撰 978-7-5132-222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经经释 (清) 姜国伊著 978-7-5132-222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真诠 (明) 杨崇魁著 978-7-5132-222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汇纂 (清)屠道和著 978-7-5132-222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弄丸心法 (清) 杨凤庭著 978-7-5132-222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级 (清) 董西园撰 978-7-5132-2226-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陆氏三世医验 (明) 陆士龙辑 978-7-5132-222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罗氏会约医镜 (清) 罗国纲著 978-7-5132-222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眼科启明 (清) 邓雄勋著 978-7-5132-223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幼心鉴 (明) 寇平撰 978-7-5132-223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全生集 (明) 陶华著 978-7-5132-223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经评文灵枢 (清) 周学海著 978-7-5132-223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品化义 (明) 贾所学著 978-7-5132-223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辑要 (清) 林玉友辑 978-7-5132-223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心印绀珠经 (明) 李汤卿撰 978-7-5132-2237-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悬袖便方 (明) 张延登辑 978-7-5132-223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源经旨 (明) 余世用撰 978-7-5132-223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摄生总论 (明) 张时彻编 978-7-5132-224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简易普济良方 (明) 彭用光辑 978-7-5132-224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鲁峰医案 (清) 鲁峰著 978-7-5132-224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便 (明) 王三才, 饶景矅重辑 978-7-5132-224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方考绳愆 (明) 吴崑撰 978-7-5132-224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名家取穴验案精讲 殷振瑾编著 978-7-5132-224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养性轩临证医案 (清) 半读斋主人著 978-7-5132-224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给自己开方:名老中医的特效家庭自助疗法 王新志, 何世桢编著 978-7-5132-2250-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让好呼吸随时在身边:清嗓护肺金效御方 苏全新编著 978-7-5132-225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四妙勇安汤防治心血管疾病的研究与实践 张军平主编 978-7-5132-225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编中草药识别与应用彩色图谱 主编潘超美 978-7-5132-225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碎金 (明) 周礼著 978-7-5132-225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经素问校证 (清) 田晋蕃著 978-7-5132-225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病学派医案.七,王士雄 主编李成文 978-7-5132-227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易水学派医案.一,李杲 王好古 罗天益 张介
宾 赵献可 李中梓 高斗魁

主编李成文 978-7-5132-228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刘建秋学术经验集 李竹英，隋博文，王雪慧主编 978-7-5132-228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滑寿医学全书 主编李玉清, 齐冬梅 978-7-5132-229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罗天益医学全书 主编许敬生 978-7-5132-229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焘医学全书 主编张登本 978-7-5132-230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思邈医学全书 主编张印生, 韩学杰 978-7-5132-230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好古医学全书 主编盛增秀 978-7-5132-230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自明医学全书 主编盛维忠 978-7-5132-2320-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陆懋修医学全书 主编王璟 978-7-5132-232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元御医学全书 主编孙洽熙 978-7-5132-232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时珍医学全书 主编柳长华 978-7-5132-232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吴昆医学全书 主编郭君双 978-7-5132-232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景岳医学全书 主编李志庸 978-7-5132-233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薛立斋医学全书 主编盛维忠 978-7-5132-233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周学海医学全书 主编郑洪新, 李敬林 978-7-5132-233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武之望医学全书 主编苏礼 978-7-5132-233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肯堂医学全书 主编陆拯 978-7-5132-2335-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中梓医学全书 主编包来发 978-7-5132-233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沈金鳌医学全书 主编田思胜 978-7-5132-233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刘纯医学全书 主编姜典华 978-7-5132-233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一奎医学全书 主编韩学杰, 张印生 978-7-5132-234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士铎医学全书 主编柳长华 978-7-5132-234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修园医学全书 主编林慧光 978-7-5132-234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尤在泾医学全书 主编孙中堂 978-7-5132-234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方歌括 (清) 陈修园撰 978-7-5132-235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浅注 (清) 陈修园撰 978-7-5132-235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景岳新方砭 女科要旨 (清) 陈修园撰 978-7-5132-235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灵素节要浅注 (清) 陈修园撰 978-7-5132-236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浅注 (清) 陈修园撰 978-7-5132-236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真方歌括 (清) 陈修园撰 978-7-5132-236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时方妙用 时方歌括 (清) 陈修园撰 978-7-5132-236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从众录 (清) 陈修园撰 978-7-5132-236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实在易 (清) 陈修园撰 978-7-5132-236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长沙方歌括 (清) 陈修园撰 978-7-5132-236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三字经 (清) 陈修园撰 978-7-5132-236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乡村医镜:三十年乡医的心路历程 邓诗练著 978-7-5132-237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叶橘泉现代实用中药 叶橘泉编著 978-7-5132-237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冉雪峰本草讲义 冉雪峰著 978-7-5132-237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 (日) 大塚敬节著 978-7-5132-237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研究 (日) 大塚敬节著 978-7-5132-237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寒瘟条辨摘要 (清)吕田辑 978-7-5132-238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六经辨证解温病:胡希恕温病条辨讲义 胡希恕著 978-7-5132-238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大河外科 (明)王拳撰 978-7-5132-240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寄伏阴论 (清) 田宗汉著 978-7-5132-240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宋氏女科撮要 (明) 宋林皋著 978-7-5132-241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热论笺正 (清)陈光淞著 978-7-5132-241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淑景堂改订注释寒热温平药性赋 (清) 李文锦撰 978-7-5132-241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跌打大全 (清) 邱映堂著 978-7-5132-241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旧德堂医案 (清) 李用粹著 978-7-5132-241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眼科正宗原机启微 (清) 施世德撰 978-7-5132-242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悦读中医.第二辑,首届全国悦读中医校园之
星作品集

张立军主编 978-7-5132-243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病临证破解 谢路著 978-7-5132-244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谈允贤:《女医杂言》评按译释 汪剑主编 978-7-5132-244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脐部针灸治疗手册 主编马辉, 袁敏哲 978-7-5132-244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老医秘验:范文虎传人孙幼立70年临证经验集 主编俞承烈 978-7-5132-245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的哲学困境:由腹针经络研究引发的几个
哲学话题

薄智云主编 978-7-5132-246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徐志瑛学术经验集 何以蓓主编 978-7-5132-247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穴位埋线疗法 杨才德,雒成林主编 978-7-5132-247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赵尚华中医治疗甲状腺疾病经验集 贾颖著 978-7-5132-247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药商品学 甘友清主编 978-7-5132-250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南肩
周炎

978-7-5132-252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32-252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
南:ZJ/T E006-2015,神经根型颈椎病

中国针灸学会编 978-7-5132-252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南,突发性耳聋 中国中药协会发布 978-7-5132-252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
南:ZJ/T E016-2015,过敏性鼻炎

中国针灸学会编 978-7-5132-253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姜建国伤寒一得 姜建国编著 978-7-5132-253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南,慢性萎缩性胃炎 中国针灸学会编 978-7-5132-253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斌教授医论医案集:《伤寒论》气化学说的
理论与实践

主编韩世明, 麻春杰 978-7-5132-2617-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胡希恕伤寒论方证辨证 陈雁黎主编 978-7-5132-263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络穴位全真彩色图册 郭长青，刘乃刚，杜宁宇主编 978-7-5132-264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耳鼻咽喉疾病分册 刘大新主编 978-7-5132-265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妇科疾病分册 杜惠兰，罗颂平主编 978-7-5132-265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肝胆病分册 刘平主编 978-7-5132-266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骨伤疾病分册 主编孙树椿 978-7-5132-266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脑病分册 主编高颖 978-7-5132-266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皮肤病分册 宋坪，杨志波主编 978-7-5132-266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肾与膀胱分册 何立群主编 978-7-5132-266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心病分册 胡元会主编 978-7-5132-266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风湿病分册 王承德主编 978-7-5132-266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肿瘤疾病分册 花宝金主编 978-7-5132-266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肛肠疾病分册 田振国主编 978-7-5132-266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呼吸病分册 张洪春主编 978-7-5132-267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床诊疗指南释义,眼科疾病分册 金明主编 978-7-5132-267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老中医方剂医案 高秀兰编著 978-7-5132-267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方大师传教录:伤寒临床家江尔逊“杏林六
十年”

主编江长康, 江文瑜 978-7-5132-267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皮肤病中药内用制剂 宋兆友主编 978-7-5132-267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周围血管病方药与临床应用 主编张建强, 赵欣 978-7-5132-268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理法与经方临床 张英栋著 978-7-5132-268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
南:ZJ/T E020-2015,单纯性肥胖病

中国针灸学会编 978-7-5132-268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情绪心理学 主编王福顺, 傅文青 978-7-5132-268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妇科中医医疗技术及中成药用药指导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妇幼健康服务司,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组织编写
978-7-5132-269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儿科中医医疗技术及中成药用药指导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妇幼健康服务司,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组织编写
978-7-5132-269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社区中医体质辨识与养生 王进东主编 978-7-5132-270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德高术精:周德安 主编刘慧林, 夏淑文 978-7-5132-270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方大用 赵俊欣, 赵志达著 978-7-5132-271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回家睡觉的智慧 杨璞, 李崇超, 李春晔编著 978-7-5132-271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针灸传承集粹 杨金生,王莹莹主编 978-7-5132-272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永凯经方带教录 黄永凯著 978-7-5132-272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婴童卮话 王烈编著 978-7-5132-272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胡文焕医书三种 (明)胡文焕纂辑 978-7-5132-272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瘟疫发源 (清) 马印麟编纂 978-7-5132-272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补要袖珍小儿方论 (明) 庄应祺编撰 978-7-5132-273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镜 (明) 王肯堂著 978-7-5132-273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五行辨证:张德英临证思辨录 编著张德英 978-7-5132-273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 (宋) 许叔微著 978-7-5132-273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时门医述:伤寒温病融会贯通.上 时振声著 978-7-5132-275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时门医述:伤寒温病融会贯通.下 时振声著 978-7-5132-275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病机辨证学 周仲瑛，周学平主编 978-7-5132-275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满族医药 主编刘淑云, 宋柏林 978-7-5132-276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毛天东医案 主编毛书歌 978-7-5132-276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儿童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手册 王立新,吴正红主编 978-7-5132-276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骨髓纤维化中西医结合冶疗 孙淑君主编 978-7-5132-276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解析 谢新才，孙悦著 978-7-5132-277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卵巢早衰的中医药防治 张玉珍，史云主编 978-7-5132-277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杏林散墨:王庆其医论医案集 王庆其主编 978-7-5132-277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有毒中药附子 主编叶祖光 978-7-5132-277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无极之镜:古中医天文学 路辉著 978-7-5132-278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 (明) 熊宗立著 978-7-5132-278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正义 (清) 朱光被著 978-7-5132-278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杨莹洁 万英主编 978-7-5132-2786-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傅灿冰 傅健编著 978-7-5132-2787-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徐廷翰 毛红主编 978-7-5132-278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 王明强, 张稚鲲, 高雨著 978-7-5132-279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临证随笔三百例 王善公著 978-7-5132-279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理论传承与现代研究.下册 主编李恩, 李照国, 李振江 978-7-5132-280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理论传承与现代研究.上册 主编李恩, 李照国, 李振江 978-7-5132-280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沈桂祥临证经验实录 沈桂祥著 978-7-5132-280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汤液本草经雅正 (清) 钱雅乐, 钱敏捷, 钱质和辑 978-7-5132-280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性纂要 (清) 王逊撰 978-7-5132-280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罗浩医书二种 (清)罗浩著 978-7-5132-280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灸法 主编张奇文 978-7-5132-280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南少林骨伤秘方验案 主编王和鸣 978-7-5132-281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肖德华针刀医案 肖德华著 978-7-5132-281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针灸医案选粹 张永臣，贾红玲，杨佃会主编 978-7-5132-281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经方高级讲习班现场实录.三 苏巧珍, 雒晓东主编 978-7-5132-281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著 978-7-5132-281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道:读中医经典随笔 焦顺发著 978-7-5132-281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神农本经会通 (明) 滕弘辑 978-7-5132-281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上医本草 (明)赵南星撰 978-7-5132-281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刊药性要略大全 (明) 郑宁撰 978-7-5132-282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全国中医药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与细
则,全科医学 (中医类) 专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
员会编写

978-7-5132-282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顾氏伤科经验与特色 沈钦荣主编 978-7-5132-282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心脏病治法方药:曾学文讲课实录 主编宋峻 ... [等] 978-7-5132-282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卫生编 (清) 石文〓辑 978-7-5132-282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外验方秘传 (清) 赵濂著 978-7-5132-282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集古良方 (清) 江进纂辑 978-7-5132-282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活人心法 (明)朱权编 978-7-5132-282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寻源 (清)吕震名撰 978-7-5132-282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溯源集 (清) 钱潢著 978-7-5132-283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名老中医韦绪性辨治疼痛病精要 崔敏 ... [等] 主编 978-7-5132-283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选录 (明) 汪机著 978-7-5132-286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卿子伤寒论 (明) 张遂辰著 978-7-5132-286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宗承启 (清) 吴人驹著 978-7-5132-286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经津渡 (清) 范在文撰 978-7-5132-286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丁授堂先生医案 (清) 丁授堂撰 978-7-5132-286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法青篇 (清) 陈璞, 陈玠著 978-7-5132-286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丹溪心法附余 (明) 方广撰 978-7-5132-287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行日记 (清)薛宝田撰 978-7-5132-287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世医通变要法 (明) 叶廷器著 978-7-5132-287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氏平衡针疗法 王文远著 978-7-5132-287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药协会标准中药机器煎药规
范:ZGZYXH/T 37-2015

中国中药协会发布 978-7-5132-287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药协会标准中药学基本术语:ZGZYXH/T 
1-2015

中国中药协会发布 978-7-5132-288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杏林散叶:李成光名老中医临床经验集 主编王欢, 李景君, 何军雷 978-7-5132-288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指南编制
通则:ZYYXH/T 473-2015

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 978-7-5132-288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中医神志病临床诊疗指
南:ZYYXH/T 442-471-2015

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 978-7-5132-288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梦庐先生医案 (清) 张千里著 978-7-5132-288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赖氏脉案 (清) 赖元福著 978-7-5132-288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程原仲医案 (明) 程仑著 978-7-5132-288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养新堂医论读本 (清)周赞鸿撰 978-7-5132-288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济众新编 (朝)康命吉撰 978-7-5132-288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红外热成像技术规范·摄像环
境:ZYYXH/T472-2015

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 978-7-5132-289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林口谱六治秘书 (清)周笙撰 978-7-5132-289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药协会标准道地药材标准编制通
则:ZGZYXH/T 10-2015

中国中药协会发布 978-7-5132-289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药协会标准道地药材:ZGZYXH/T 11-
36-2015.Ⅰ

中国中药协会发布 978-7-5132-289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福建历代名医名著珍本精选.第二卷 刘德荣主编 978-7-5132-291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师录:国医名师周耀庭临证实录 李明编著 978-7-5132-291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滞动针疗法 李振全著 978-7-5132-291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福建历代名医名著珍本精选.第三卷 主编刘德荣 978-7-5132-2916-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素灵微蕴 (清) 黄元御著 978-7-5132-291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魏雅君妇科临床证治 主编魏雅君, 夏梦 978-7-5132-291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经疏辑要 (清) 吴世铠纂 978-7-5132-292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全生 (清) 萧福庵辑撰 978-7-5132-292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外证医案汇编 (清)余景和辑 978-7-5132-292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接骨全书 (清) 徐瑛撰 978-7-5132-292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女科万金方 (南宋) 薛辛撰 978-7-5132-292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刻幼科百效全书 (明) 龚居中撰 978-7-5132-293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经序疏要 (清) 邹澍撰 978-7-5132-293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考研中医综合研霸笔记中医内科学龙凤诀 张昕垚, 张林峰主编 978-7-5132-293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经》中的古中医学:中国象数医学概论 柳少逸编著 978-7-5132-2935-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性分类主治 (清)屠道和著 978-7-5132-293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方约说 (明) 鲍叔鼎撰 978-7-5132-293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性三字经注解 袁凤鸣原著 978-7-5132-293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孟河医学源流论 (德)蒋熙德(Volker Scheid)原著 978-7-5132-294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证治要义 (清) 陈当务撰 978-7-5132-294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眼科纂要 (清) 黄岩著 978-7-5132-294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林纂要探源 (清) 汪绂撰 978-7-5132-294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年鉴.2015,行政卷 《中国中医药年鉴 (行政卷) 》编委会编 978-7-5132-294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山居四要 (元)汪汝懋撰 978-7-5132-294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汉阳叶氏丛刻医集二种 (清) 叶志诜编 978-7-5132-295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萧熙医林遗录 萧熙原著 978-7-5132-295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冰壑老人医案 (明)金九渊著 978-7-5132-295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妇科良方 (清)何梦瑶辑 978-7-5132-295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热病指南集 (清)陈祖恭著 978-7-5132-295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女科撮要 (明)薛己撰 978-7-5132-295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胃气论 (清) 张锡驹撰 978-7-5132-295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经允中 (清) 李熙和著 978-7-5132-296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辑要 (清) 吴燡编 978-7-5132-296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辩正 (清)张学醇编著 978-7-5132-296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卫生家宝方 (宋) 朱端章辑 978-7-5132-296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妇科指归 (清) 曾鼎辑 978-7-5132-296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钞类编.一 (清) 翁藻编撰 978-7-5132-296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钞类编.三 (清) 翁藻编撰 978-7-5132-296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钞类编.二 (清) 翁藻编撰 978-7-5132-296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钞类编.四 (清) 翁藻编撰 978-7-5132-296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小儿病源方论 (宋)陈文中著 978-7-5132-296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汇 (清) 郭佩兰辑 978-7-5132-296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通玄 (明) 李中梓著 978-7-5132-297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济阴宝筏 (清) 刘常棐辑 978-7-5132-297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喉科枕秘 (清) 焦氏撰 978-7-5132-297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喉科杓指 (清) 包永泰著 978-7-5132-297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艺林汇考饮食篇 (清)沈自南辑 978-7-5132-297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汇函.上 (明) 聂尚恒编撰 978-7-5132-297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汇函.下 (明) 聂尚恒编撰 978-7-5132-297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汇函.中 (明) 聂尚恒编撰 978-7-5132-297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邹志为老中医临证治验 曾志，刘凌鹰主编 978-7-5132-297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证辨 (清)郑重光著 978-7-5132-297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喉科秘钥 (清) 郑麈辑 978-7-5132-298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喉科心法 (清)沈善谦撰 978-7-5132-298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咽喉秘集 (清) 佚名辑 978-7-5132-298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见心斋药录 (清) 见心斋主人撰 978-7-5132-298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家藏蒙筌.上 (清) 王世钟编纂 978-7-5132-298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家藏蒙筌.下 (清) 王世钟编纂 978-7-5132-298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临症经验方 (清) 张仲华著 978-7-5132-298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寿世简便集 (清) 林清标辑 978-7-5132-298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纂要 (明) 方谷撰 978-7-5132-298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活人心法 (清) 刘以仁著 978-7-5132-298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何天佐医论医案集 主编王勇, 马云 978-7-5132-299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寻源 (清) 郑昭辑著 978-7-5132-299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女科百效全书 (明) 龚居中辑 978-7-5132-299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 (元) 孙允贤撰 978-7-5132-299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秘传女科 (清) 周震著 978-7-5132-299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元汇医镜 (清) 敲蹻道人著 978-7-5132-299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解围元薮 (明) 沈之问撰 978-7-5132-299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济阴近编 (清) 陈治著 978-7-5132-300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秘传内府经验女科 (清)吴悔庵纂辑 978-7-5132-300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脉镜须知 (清) 梅江村著 978-7-5132-300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脉经直指 (明) 方谷著 978-7-5132-301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铁如意轩医书四种 (清) 徐延祚撰 978-7-5132-301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宝命真诠 (清) 吴楚著 978-7-5132-301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雪潭居医药 (明) 陈澈编撰 978-7-5132-301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天道养生的饮食法则 解博著 978-7-5132-301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书汇参辑成.上 (清) 蔡宗玉辑 978-7-5132-301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书汇参辑成.下 (清) 蔡宗玉辑 978-7-5132-301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书汇参辑成.中 (清) 蔡宗玉辑 978-7-5132-301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清) 沈明宗著 978-7-5132-301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三阶梯疗法治疗胆石症 黄万成，宗晓梅编著 978-7-5132-302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集要 (明) 王纶辑 978-7-5132-302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缵论 (清) 张璐撰 978-7-5132-302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刘文峰中医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集 刘文峰，王德惠主编 978-7-5132-302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氏医案 (清)温存厚撰 978-7-5132-302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集注 (清) 徐赤撰 978-7-5132-303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正医录 (清) 邵成平撰 978-7-5132-303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集成 (清) 刘仕廉纂辑 978-7-5132-303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纲目 (清)沈金鳌撰 978-7-5132-303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老中医之路续编.第五辑 主编张奇文, 柳少逸, 郑其国 978-7-5132-303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点睛 赵俊欣著 978-7-5132-304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灵素节要浅注 (清) 陈念祖著 978-7-5132-304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之堂师徒问答录 董雪峰编著 978-7-5132-304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神农本经校注 (清) 莫枚士辑注 978-7-5132-304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景岳全书发挥 (清) 叶天士著 978-7-5132-305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难经直解 (清) 莫熺撰 978-7-5132-305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急难重症中医临证思辨录:全国名老中医张玉
龙百例典型验案全解析

张玉龙著 978-7-5132-305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病证学概论 王庆其主编 978-7-5132-305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察病指南 (宋) 施发撰 978-7-5132-305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脉诀指掌病式图说 (金)李杲撰 978-7-5132-305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温病学讲稿 车念聪著 978-7-5132-306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二十四品 (清) 陆懋修著 978-7-5132-306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分经 (清) 姚澜撰 978-7-5132-306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详书 (清) 闵钺撰 978-7-5132-306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青囊药性赋 (明) 罗必炜参订 978-7-5132-306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类方 (清) 徐大椿撰 978-7-5132-306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理近考 (清)陈治撰 978-7-5132-306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芷园臆草题药 (明) 卢复著 978-7-5132-306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屐残痕 李荣光著 978-7-5132-306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宗备要 (清) 曾鼎撰 978-7-5132-307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类书活人总括 (南宋)杨十瀛撰 978-7-5132-307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成果概
览.第一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写 978-7-5132-307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生草药性备要 (清)何谏撰 978-7-5132-307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脉理存真 (清) 余显廷纂 978-7-5132-307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食物本草 (明) 卢和撰 978-7-5132-307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刘玉洁临证心悟 主编刘玉洁, 张军, 王清贤 978-7-5132-3076-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养生四要 (明)万全著 978-7-5132-307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肘后备急方 (晋) 葛洪撰 978-7-5132-308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丹台玉案 (明) 孙文胤撰 978-7-5132-308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灸治百病:百岁医生讲述无极保养灸 (韩)金南洙，何天有著 978-7-5132-308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平乐正骨手法临床应用 郭芫沅编著 978-7-5132-308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方氏脉症正宗 (清) 方肇权著 978-7-5132-3087-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揣摩有得集 (清) 张朝震著 978-7-5132-308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厚生训纂 (明)周臣编撰 978-7-5132-309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求是 原著陈亦人 978-7-5132-309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卢世秀临证心悟 卢世秀主编 978-7-5132-309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香奁润色 (明)胡文焕编 978-7-5132-309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集注 (清) 熊寿试编 978-7-5132-309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玉机辨症 (清) 柯琴, 改斋氏纂 978-7-5132-309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杏苑心悟:全国名老中医陈意临床经验集 夏永良, 陈珺主编 978-7-5132-310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肖相如伤寒论讲义 肖相如著 978-7-5132-310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州中医药文化志 宫温虹编著 978-7-5132-310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国医名师裴正学医学经验集 主编裴正学 978-7-5132-311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皮肤病中药外用制剂 宋兆友, 宋宁静主编 978-7-5132-316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运气商 (明)徐亦稚撰 978-7-5132-317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浙南本草新编 甘慈尧主编 978-7-5132-317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心语 韩祖濂著 978-7-5132-318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评话 梁华龙主编 978-7-5132-318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赵纪生医论医案集 赵经生名中医工作室编著 978-7-5132-319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绍派伤寒名家医话精编 主编沈元良 978-7-5132-319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学的碰撞与融合 杨云松，岳利峰，岳广欣主编 978-7-5132-319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扶阳论坛.1 卢崇汉 ... [等] 著 978-7-5132-320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病纵横谈.二 主编谷晓红 978-7-5132-320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万文蓉临证心悟 万文蓉著 978-7-5132-320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辨质论治通识读本:中国式个性化诊疗 匡调元著 978-7-5132-322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一个青年中医之路:从经方庙堂到民间江湖 黎崇裕著 978-7-5132-322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经密码:望诊探秘 董泽宏编著 978-7-5132-322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外科秘授著要 (清)程让光著 978-7-5132-322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林怪杰张炳厚 主编张炳厚 978-7-5132-3226-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赵尚华中医外科临证医案集 魏峰明著 978-7-5132-322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赵尚华周围血管病治验集 闫京宁编著 978-7-5132-323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方观止 张建荣编著 978-7-5132-323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学用心得集:伤寒温病讲稿 主编王道瑞 978-7-5132-323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西医东渐史话 亓曙冬主编 978-7-5132-323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生读经史子集 林家虎编著 978-7-5132-323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品读中西医文化 周亚东主编 978-7-5132-3239-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芷园素社痎疟论疏 (明)卢之颐撰 978-7-5132-324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方直解 林盛进著 978-7-5132-324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杏林问道:老中医五十年行医感悟 聂天义著 978-7-5132-324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拨开迷雾学中医.2,《灵枢经》针灸入门 王伟著 978-7-5132-324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指掌 (清)吴贞著 978-7-5132-324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详注直讲全集 (清)高亿著 978-7-5132-325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订正医圣全集 (清)李缵文著 978-7-5132-325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大家秦伯未方药论著选 秦伯未编著 978-7-5132-325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医方论辑义 侯树平编 978-7-5132-327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脉理宗经 (清)张福田著 978-7-5132-327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芷园臆草存案 (明)卢复著 978-7-5132-327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赵进喜临证心悟 赵进喜著 978-7-5132-327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舌鉴辨正 (清)梁玉瑜传 978-7-5132-327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枕藏外科 (清)佚名著 978-7-5132-327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脉义简摩 (清)周学海撰 978-7-5132-328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绍派伤寒名家验案精选 主编沈元良 978-7-5132-328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氏医门零金碎玉微信小课堂.第一集,张炳
厚讲中药临床应用与鉴别

张炳厚主编 978-7-5132-328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历代名医经方一剂起疴录 尤虎, 苏克雷, 熊兴江编著 978-7-5132-329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片石居疡科治法辑要 (清)沈志裕著 978-7-5132-330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奇法诊病全集 赵建成编著 978-7-5132-3310-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脑瘫中医治疗康复技术讲稿 柳少逸编著 978-7-5132-331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中医悟 路辉著 978-7-5132-331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太乙神针心法 (清)韩贻丰著 978-7-5132-333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幼科折衷 (明)秦昌遇撰 978-7-5132-333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中医儿科学 张奇文，朱锦善主编 978-7-5132-334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调剂学实用手册 主编翟华强, 王燕平, 翟胜利 978-7-5132-334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鉴 (明)杜文燮著 978-7-5132-335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治肿瘤理论及验案 林丽珠, 肖志伟, 张少聪著 978-7-5132-335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莲斋医意立斋案疏 (清)叶崧著 978-7-5132-336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观耳诊病 陆汎，陈少东主编 978-7-5132-340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状态学 李灿东主编 978-7-5132-342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选读:新世纪 王庆国主编 978-7-5132-344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名中医畅达医论医案 李祥林主编 978-7-5132-344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活学活用温病辨证 李鑫辉主编 978-7-5132-345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香药:沉香 梅全喜主编 978-7-5132-346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肝胆病学 杨世忠主编 978-7-5132-3466-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单玉堂针灸配穴通俗讲话 单玉堂著 978-7-5132-346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寿身小补家藏 (清)黄兑楣撰 978-7-5132-347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病条辨》通俗讲话 刘景源著 978-7-5132-348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衷中笃西消化病治疗学 姚希贤编著 978-7-5132-348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崔真人脉诀 (宋)崔嘉彦撰 978-7-5132-348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外科验案赏析 李大勇主编 978-7-5132-349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女科指掌 (清)叶其蓁撰 978-7-5132-349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仲景伤寒原文点精 (清)孟承意著 978-7-5132-350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 (明)徐常吉辑 978-7-5132-351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外科真诠 (清)邹岳著 978-7-5132-351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食鉴本草 (明)宁源撰 978-7-5132-351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经解要 (清)姚球撰 978-7-5132-3521-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长沙药解 (清)黄元御撰 978-7-5132-352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乞法全书 郑缉甫著 978-7-5132-352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肛肠病门诊局麻治疗 李银山，薛钜夫主编 978-7-5132-3537-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万氏热病学 万友生编著 978-7-5132-354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现代中药药理与临床应用手册 梅全喜主编 978-7-5132-354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略十三篇 (清)蒋宝素撰 978-7-5132-354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名老中医韦绪性辨治疑难病精要 刘爱军[等]主编 978-7-5132-3550-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吴门治验录 (清)顾金寿著 978-7-5132-355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传承思辨录:跟师刘渡舟 胡希恕 许振寰
学医暨临证四十年手记

单志华著 978-7-5132-355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文化精神 张其成著 978-7-5132-355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象数思维 张其成著 978-7-5132-355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生命哲学 张其成著 978-7-5132-355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近代医易学派 张其成，王彦敏编著 978-7-5132-356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道藏》医方研究 张其成主编 978-7-5132-356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简明史志 张大宁[等]主编 978-7-5132-357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寿世新编 (清)万潜斋编著 978-7-5132-358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寒温统一论 万友生编著 978-7-5132-358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万友生医论选 王鱼门主编 978-7-5132-358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万友生医案选 王鱼门主编 978-7-5132-358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川派中医药源流与发展 杨殿兴，田兴军主编 978-7-5132-359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精准辨证 分期治癌:李斯文学术思想及临床
经验撷萃

郭利华，李艺著 978-7-5132-360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刺五加神经保护作用研究 卢芳，刘树民主编 978-7-5132-360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经精要译注 郑红斌，包素珍主编 978-7-5132-361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知要 万友生编著 978-7-5132-361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九针理论及临床应用荟萃 解秸萍主编 978-7-5132-361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药选 万友生编著 978-7-5132-362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方证医案选 诸病证治提要表 万友生编著 978-7-5132-362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达夫中医眼科临床经验 陈达夫著 978-7-5132-362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龚氏三代家传骨伤秘验方 龚桂烈编著 978-7-5132-362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斯炽医案206例 李斯炽著 978-7-5132-362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静安50年临证精要 王静安著 978-7-5132-363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渭川60年妇科治疗经验 王渭川著 978-7-5132-363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吴棹仙子午流注说难 吴棹仙著 978-7-5132-363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熊寥笙历代伤寒名案新注 熊寥笙著 978-7-5132-363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余仲权:经穴辨证运用精要 余仲权，林建华编著 978-7-5132-363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仲愚杵针治疗学:十四代秘传之独特疗法 李仲愚著 978-7-5132-3635-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彭宪彰叶氏医案存真疏注 彭宪彰编著 978-7-5132-363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冉品珍内科临证辨治录 冉品珍著 978-7-5132-363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宋鹭冰60年疑难杂症治验录:附：温病六论 程式，何德鲤整理 978-7-5132-363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渭川金匮心释 王渭川著 978-7-5132-363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卓雨农中医妇科治疗学:世代家传妇科疾病诊
治精要

卓雨农著 978-7-5132-364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仲愚气功灵源发微 李仲愚著 978-7-5132-364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常见传染病中医证治荟萃 李鑫辉，刘富林主编 978-7-5132-364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彭宪彰伤寒六十九论 马烈光，蒋建云主编 978-7-5132-364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孔定自创41首屡试屡验方 李孔定著 978-7-5132-364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孔定研经实践录 李孔定著 978-7-5132-364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万讲《伤寒论》 万友生编著 978-7-5132-365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炮炙全书 (日)稻生宣义撰 978-7-5132-365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江欣然血证类释 江欣然著 978-7-5132-365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胡希恕伤寒论讲座:中日录音增补版 胡希恕著 978-7-5132-366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阴阳九针 余浩著 978-7-5132-367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第1部分,中医健康状
态信息采集

中华中医药学会编 978-7-5132-368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第4部分,中医健康状
态跟踪服务

中华中医药学会编 978-7-5132-368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第3部分,中医健康状
态调理

中华中医药学会编 978-7-5132-368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第2部分,中医健康状
态评估

978-7-5132-368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兼证析义 (清)张倬著 978-7-5132-370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皮肤病中医外治方剂学 邓丙戌编著 978-7-5132-371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解惑 王启才著 978-7-5132-373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罗凌介学术经验集 蔡敏，程亚伟主编 978-7-5132-373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郑启仲经方名方应用经验 郑攀，郑宏主编 978-7-5132-375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孟河医派三十八家:临床特色及验案评析 李夏亭编著 978-7-5132-379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创新路:从《伤寒论》《三部六病》到《
系统医学》

刘惠生著 978-7-5132-379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梳子养生操 张明主编 978-7-5132-380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失控 (美) 凯文·凯利著 978-7-5133-0071-1 新星出版社

薛定谔之猫:1935-1945我在日军战俘营的诡
异经历

中雨著 978-7-5133-0719-2 新星出版社

我弥留之际 (美)W. 福克纳著 978-7-5133-0911-0 新星出版社

大地的成长 (挪)K.汉姆生著 978-7-5133-0936-3 新星出版社

寓所谜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978-7-5133-1117-5 新星出版社

惊吓馆事件 (日)绫辻行人著 978-7-5133-1157-1 新星出版社

豆腐匠的哲学 小津安二郎[著] 978-7-5133-1170-0 新星出版社

铁血雄兵川军团·巴蜀争雄 关河五十州著 978-7-5133-1179-3 新星出版社

战争之潮: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美)克里斯蒂·高登著 978-7-5133-1206-6 新星出版社

第七天 余华著 978-7-5133-1210-3 新星出版社

果岭上的云 李晓明著 978-7-5133-1272-1 新星出版社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上册 (英) 尼尔·麦格雷戈著 978-7-5133-1308-7 新星出版社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下册 (英) 尼尔·麦格雷戈著 978-7-5133-1308-7 新星出版社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册 (英) 尼尔·麦格雷戈著 978-7-5133-1308-7 新星出版社

燕居道古 黄恽著 978-7-5133-1380-3 新星出版社

偏见疾走 正见缓行 读者杂志社编选 978-7-5133-1496-1 新星出版社

魔手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著 978-7-5133-1502-9 新星出版社

刻小说的人 比目鱼[著] 978-7-5133-1527-2 新星出版社

谋杀启事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著 978-7-5133-1548-7 新星出版社

如何写好一个故事:从绘本入手 (美)安·华福·保罗著 978-7-5133-1556-2 新星出版社

睡美人 (美) 罗斯·麦克唐纳著 978-7-5133-1558-6 新星出版社

最好的时光不再 南方人物周刊编 978-7-5133-1585-2 新星出版社

帷幕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著 978-7-5133-1715-3 新星出版社

刺客信条,黑旗 (英) 奥利弗·波登著 978-7-5133-1734-4 新星出版社

艾比斯之梦 (日)山本弘著 978-7-5133-1763-4 新星出版社

地下人 (美)罗斯·麦克唐纳著 978-7-5133-1779-5 新星出版社

冷浪漫 科学松鼠会著 978-7-5133-1794-8 新星出版社

鸦片战争 (英)蓝诗玲著 978-7-5133-1802-0 新星出版社



另一种乡愁 (瑞典) 马悦然 978-7-5133-1806-8 新星出版社

刺客信条,遗弃 (英)奥利弗·波登著 978-7-5133-1808-2 新星出版社

人偶为何被杀 (日)高木彬光著 978-7-5133-1811-2 新星出版社

观察名单 (美)杰夫里·迪弗等著 978-7-5133-1812-9 新星出版社

命运之门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著 978-7-5133-1813-6 新星出版社

黄铜判决 (美)迈克尔·康奈利著 978-7-5133-1814-3 新星出版社

中国人的病:沈从文人生随感集 刘红庆编选 978-7-5133-1815-0 新星出版社

春天与阿修罗 (日)宫泽贤治著 978-7-5133-1822-8 新星出版社

文化不是任性:价值观、多样性与中国经验 单世联著 978-7-5133-1833-4 新星出版社

未来的序曲:21世纪科幻小说杰作选.上
(美) 戴维·G.哈特威尔, (美) 帕特里克·

尼尔森·海登编
978-7-5133-1839-6 新星出版社

未来的序曲:21世纪科幻小说杰作选.下
(美) 戴维·G.哈特威尔, (美) 帕特里克·

尼尔森·海登编
978-7-5133-1839-6 新星出版社

别怂 高晓攀讲述 978-7-5133-1840-2 新星出版社

我要全世界的爱 曹鸽子著 978-7-5133-1842-6 新星出版社

春天得以安葬:高银诗选 金丹实译 978-7-5133-1848-8 新星出版社

我的造梦之路 (日)今敏著 978-7-5133-1852-5 新星出版社

恐怖的研究 (美)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著 978-7-5133-1874-7 新星出版社

亿男 (日)川村元气著 978-7-5133-1876-1 新星出版社

时间停止的校园.上册 (日)辻村深月著 978-7-5133-1910-2 新星出版社

时间停止的校园.下册 (日)辻村深月著 978-7-5133-1910-2 新星出版社

告别世界的最佳方式 (日) 辻村深月著 978-7-5133-1919-5 新星出版社

逆我者亡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978-7-5133-1925-6 新星出版社

第十一站:写给这世界的一封情书 (加)埃米莉·圣约翰·曼德尔著 978-7-5133-1926-3 新星出版社

都嘟.第一季 马未都[著] 978-7-5133-1929-4 新星出版社

我被封杀的抒情 (日) 大岛渚著 978-7-5133-1932-4 新星出版社

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 (德)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著 978-7-5133-1933-1 新星出版社

刺客信条,启示录 (英) 奥利弗·波登 978-7-5133-1939-3 新星出版社

风啸长宁.壹 碎石，剑网3项目组著 978-7-5133-1941-6 新星出版社

四海流云.壹 拉拉，剑网3项目组著 978-7-5133-1942-3 新星出版社

变调二人羽织 (日)连城三纪彦著 978-7-5133-1945-4 新星出版社

刺客信条,兄弟会 (英)奥利弗·波登著 978-7-5133-1955-3 新星出版社

逃出地球的猫 (日)森村诚一著 978-7-5133-1961-4 新星出版社



洗心问剑.叁 燕垒生, 剑网3项目组著 978-7-5133-1970-6 新星出版社

幕色四合:故乡在童年那头 老愚著 978-7-5133-1978-2 新星出版社

背叛 (巴西)保罗·柯艾略著 978-7-5133-1981-2 新星出版社

一首小夜曲 (日) 伊坂幸太郎著 978-7-5133-1982-9 新星出版社

先手 (美)杰夫里·迪弗著 978-7-5133-1986-7 新星出版社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陈明主编 978-7-5133-1993-5 新星出版社

幼学琼林 增广贤文 陈明主编 978-7-5133-2001-6 新星出版社

万圣节前夜的谋杀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978-7-5133-2006-1 新星出版社

灯火阑珊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978-7-5133-2007-8 新星出版社

波洛圣诞探案记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978-7-5133-2008-5 新星出版社

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 熊培云著 978-7-5133-2012-2 新星出版社

汽油生活 (日)伊坂幸太郎著 978-7-5133-2019-1 新星出版社

动物生活史
(英)约翰·亚瑟·汤姆森(J. Arthur 

Thomson)著
978-7-5133-2036-8 新星出版社

一个女人 陈可著 978-7-5133-2040-5 新星出版社

白昼的死角 (日)高木彬光著 978-7-5133-2048-1 新星出版社

第五维度 梦窗著 978-7-5133-2089-4 新星出版社

水车馆事件 (日)绫辻行人著 978-7-5133-2091-7 新星出版社

迷宫馆事件 (日)绫辻行人著 978-7-5133-2092-4 新星出版社

惊吓馆事件 (日) 绫辻行人著 978-7-5133-2093-1 新星出版社

人偶馆事件 (日)绫辻行人著 978-7-5133-2094-8 新星出版社

钟表馆事件 (日)绫辻行人著 978-7-5133-2095-5 新星出版社

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 (日)伊坂幸太郎著 978-7-5133-2099-3 新星出版社

毛茸茸 (日)村上春树著 978-7-5133-2109-9 新星出版社

黑猫馆事件 (日) 绫辻行人著 978-7-5133-2118-1 新星出版社

暗黑馆事件.上 (日)绫辻行人著 978-7-5133-2119-8 新星出版社

暗黑馆事件.下 (日)绫辻行人著 978-7-5133-2119-8 新星出版社

奇面馆事件 (日)绫辻行人著 978-7-5133-2120-4 新星出版社

十角馆事件 (日)绫辻行人著 978-7-5133-2121-1 新星出版社

民国老试卷 么其璋, 么其琮等编 978-7-5133-2122-8 新星出版社

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第3卷,殡葬人的
秘密

(美) 雷·布拉德伯里著 978-7-5133-2150-1 新星出版社

弄假成真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著 978-7-5133-2153-2 新星出版社

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 (加) 马克·斯坦恩著 978-7-5133-2157-0 新星出版社



万物有灵应识我 傅一清 978-7-5133-2159-4 新星出版社

食器之美 (日) 高木教雄著 978-7-5133-2162-4 新星出版社

魔兽 (美)克里斯蒂·高登著 978-7-5133-2163-1 新星出版社

夏日启示录 (日)笠井洁著 978-7-5133-2170-9 新星出版社

埃及十字架之谜 (美) 埃勒里·奎因著 978-7-5133-2187-7 新星出版社

超能力侦探事务所 陆烨华著 978-7-5133-2202-7 新星出版社

蓝色列车之谜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978-7-5133-2203-4 新星出版社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 乔治·尼瓦著 978-7-5133-2209-6 新星出版社

从囚徒到文化大师:利哈乔夫传 (俄罗斯) 瓦列里·波波夫著 978-7-5133-2222-5 新星出版社

镜狱岛事件 时晨著 978-7-5133-2223-2 新星出版社

原道.2016年第2辑(总第30辑) 陈明,朱汉民主编 978-7-5133-2226-3 新星出版社

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 蒋廷黻著 978-7-5133-2228-7 新星出版社

黄金般的天空:我的读书笔记 朱学东著 978-7-5133-2234-8 新星出版社

天才的损落:莱蒙托夫传 (俄罗斯) 弗拉季米尔·邦达连科著 978-7-5133-2286-7 新星出版社

假如这样生活:走近佛教 王践著 978-7-5133-2308-6 新星出版社

向日葵不开的夏天 (日)道尾秀介著 978-7-5133-2325-3 新星出版社

蒙面女人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著 978-7-5133-2326-0 新星出版社

零点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著 978-7-5133-2327-7 新星出版社

山核桃大街谋杀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著 978-7-5133-2355-0 新星出版社

紫垣撷珍: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宫廷生活文物 故宫博物院，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编 978-7-5134-0776-2 故宫出版社

故宫辞典 万依主编 978-7-5134-0846-2 故宫出版社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文件辑要:2014年版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 978-7-5135-4881-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比利战争 (美)丹尼尔·凯斯(Daniel Keyes)著 978-7-5135-5993-5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揭秘北欧海盗 朱利安·D. 理查兹著 978-7-5135-6489-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中世纪英国 约翰·吉林厄姆, 拉尔夫·A. 格里菲思著 978-7-5135-6492-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浅论精神病学 (英)汤姆·伯恩斯著 978-7-5135-6525-7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若非此时，何时？ (意) 普里莫·莱维著 978-7-5135-6746-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部族 (澳)迈克尔·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著 978-7-5135-7348-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行走在非洲丛林 (德) 阿尔伯特·史怀哲著 978-7-5135-7492-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听盐生长的声音:80后短篇小说集 宋耕，杨庆祥编 978-7-5135-7542-3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2016 (英)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著 978-7-5135-7545-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自然》百年科学经典:英汉对照版.第三卷 
1934-1945

(英)John Maddox，(英)Philip Campbell，
路甬祥主编

978-7-5135-8074-8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自然》百年科学经典:英汉对照版.第四卷 
1946-1965

(英)John Maddox，(英)Philip Campbell，
路甬祥主编

978-7-5135-8075-5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自然》百年科学经典:英汉对照版.第四卷 
1946-1965

(英)John Maddox，(英)Philip Campbell，
路甬祥主编

978-7-5135-8076-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自然》百年科学经典:英汉对照版.第五卷 
1966-1972

(英)John Maddox，(英)Philip Campbell，
路甬祥主编

978-7-5135-8077-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自然》百年科学经典:英汉对照版.第五卷 
1966-1972

(英)John Maddox，(英)Philip Campbell，
路甬祥主编

978-7-5135-8078-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梳理和观点述评 宋培林著 978-7-5136-0155-9 中国经济出版社

金钻战略:低成本创造品牌高利润 丁举昌著 978-7-5136-0332-4 中国经济出版社

进退有度 纪垂海著 978-7-5136-1557-0 中国经济出版社

看懂中国保险的第一本书 谭吉会著 978-7-5136-1898-4 中国经济出版社

售罄.Ⅰ,100%复制地产销售冠军 邓小华著 978-7-5136-1968-4 中国经济出版社

谁是庄家 朱子夫，徐凌著 978-7-5136-1979-0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绝处逢生:都市草根中国梦 佟平著 978-7-5136-2520-3 中国经济出版社

巴菲特投资案例集 黄建平著 978-7-5136-2726-9 中国经济出版社

异国他乡梦 孙燕君著 978-7-5136-3138-9 中国经济出版社

琥珀·蜜蜡:收藏鉴赏 北京台财富故事出品 978-7-5136-3299-7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南红·玛瑙:收藏鉴赏 北京台财富故事出品 978-7-5136-3301-7 中国经济出版社

PM2.5减排的经济政策 马骏，李治国等著 978-7-5136-3434-2 中国经济出版社

走近王羲之:成就一代书圣的历史文化诸因探
微

郭飞著 978-7-5136-3590-5 中国经济出版社

地狱归来 陈九霖著 978-7-5136-3619-3 中国经济出版社

筑路·逐梦:一代铁建人的逐梦之旅 牛士红著 978-7-5136-3723-7 中国经济出版社

深圳健康产业发展报告.2013 深圳市保健协会, 深圳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
会编

978-7-5136-3776-3 中国经济出版社

引爆执行力 彭博著 978-7-5136-3823-4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互联网+医疗: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医疗健康革
命

文丹枫, 韦绍锋著 978-7-5136-3860-9 中国经济出版社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效果评价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

宁满秀著 978-7-5136-3900-2 中国经济出版社

透视中国.上,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 陈文玲著 978-7-5136-3921-7 中国经济出版社

透视中国.下,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 陈文玲著 978-7-5136-3922-4 中国经济出版社

管理博弈:用理论与实践来深化博弈论 孙绍荣编著 978-7-5136-3974-3 中国经济出版社

外语教师团队建构研究:基于专业学习共同体
视角

盖颖颖著 978-7-5136-3986-6 中国经济出版社

生态文明建设与能源转型 王仲颖, 张有生等著 978-7-5136-4007-7 中国经济出版社



公立医院护理人员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基于胜
任力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李敏，葛斌著 978-7-5136-4061-9 中国经济出版社

深圳健康产业发展报告.2014 深圳市保健协会，深圳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
会编

978-7-5136-4113-5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城市发展模式研究 张丽君著 978-7-5136-4166-1 中国经济出版社

大健康连锁店运营管理策略 彭博著 978-7-5136-4200-2 中国经济出版社

医患之间:从医疗纠纷到公众理解医学 李振良著 978-7-5136-4226-2 中国经济出版社

新金融英雄 投之家编 978-7-5136-4234-7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上 柳诒徵著 978-7-5137-0704-6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下 柳诒徵著 978-7-5137-0704-6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中 柳诒徵著 978-7-5137-0704-6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制度史.上 吕思勉著 978-7-5137-0705-3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制度史.下 吕思勉著 978-7-5137-0705-3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伦理学史 蔡元培著 978-7-5137-0706-0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著 978-7-5137-0707-7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美术史 郑昶著 978-7-5137-0709-1 中国和平出版社

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著 978-7-5137-0710-7 中国和平出版社

白话文学史 胡适著 978-7-5137-0712-1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著 978-7-5137-0713-8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 978-7-5137-0714-5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教育史 黄绍箕, 柳诒徴著 978-7-5137-0715-2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俗文学史 郑振铎著 978-7-5137-0716-9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著 978-7-5137-0717-6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绘画史 陈师曾著 978-7-5137-0718-3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考试制度史 沈兼士著 978-7-5137-0719-0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音乐史 王光祈著 978-7-5137-0720-6 中国和平出版社

千帆竞进楚天阔:湖北重大项目巡礼 邹贤启,蔡华东主编 978-7-5137-0927-9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人体功能系统及其运动健康促进 罗滨编著 978-7-5137-0932-3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化字繁体字对照字典 高慎贵主编 978-7-5138-0453-0 华语教学出版社

实用多音字字典 高慎贵编著 978-7-5138-0816-3 华语教学出版社

让你受益一生的治愈系幸福书 代莹莹编著 978-7-5139-0195-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专注力:给力: 如何让你的工作和生活更上一
个台阶

(美) 劳拉·古德里奇著 978-7-5139-0211-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张啸林全传 王辉著 978-7-5139-0280-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楹联大全 谭晓明编著 978-7-5139-0285-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张楚廷诗集.二 张楚廷著 978-7-5139-0324-0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说服:怎样有技巧地说服他人 李维文著 978-7-5139-0339-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刚果史:从利奥波德到卡比拉 (刚果)乔治·恩荣格拉·恩塔拉耶著 978-7-5139-0342-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耶路撒冷三千年:the biography (英) 西蒙?蒙蒂菲奥里著 978-7-5139-0350-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别放弃自己的信念 求真选编 978-7-5139-0360-8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天使的敲门声 求真选编 978-7-5139-0362-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扫掉心灵的尘埃 求真选编 978-7-5139-0363-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你看不到的另一面 求真选编 978-7-5139-0364-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倾听怀表的滴答声 求真选编 978-7-5139-0365-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传 夏墨著 978-7-5139-0369-1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闲来偶得:我的漫画与漫话 左汉中[著] 978-7-5139-0377-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嘲笑也是一种财富 求真选编 978-7-5139-0400-1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裙裾下的秘密 求真选编 978-7-5139-0404-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生命没有绝望 求真选编 978-7-5139-0414-8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生命不能没有包袱 求真选编 978-7-5139-0417-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与青春的邂逅 求真选编 978-7-5139-0418-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只有细节最动人 求真选编 978-7-5139-0421-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做自己想做的事 求真选编 978-7-5139-0425-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对弈人生残局 求真选编 978-7-5139-0428-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每个梦想都会飞翔 求真选编 978-7-5139-0430-8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青春值得去冒险 求真选编 978-7-5139-0431-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为自己鼓掌 求真选编 978-7-5139-0432-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笑容不能浪费 求真选编 978-7-5139-0433-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一厘米的梦想 求真选编 978-7-5139-0435-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隐形的翅膀 求真选编 978-7-5139-0436-0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做自己的英雄 求真选编 978-7-5139-0437-7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别被优点击倒 求真选编 978-7-5139-0438-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挫折是一块试金石 求真选编 978-7-5139-0440-7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人生需要大度 求真选编 978-7-5139-044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生命中的守护者 求真选编 978-7-5139-0443-8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幸福的两个方向 求真选编 978-7-5139-0445-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用爱叫醒世界 求真选编 978-7-5139-0446-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在尘埃里也要微笑 求真选编 978-7-5139-0447-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做好生命的补丁 求真选编 978-7-5139-0448-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简单的幸福 求真选编 978-7-5139-0466-7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北大情绪掌控课 夏苏末著 978-7-5139-0480-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法医, 警察, 与罪案现场:稀奇古怪的216个
问题

(美) 道格拉斯·莱尔著 978-7-5139-0487-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挑战极限 (德)赫伯特·亨茨勒(Herbert Henzler)著 978-7-5139-0489-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四书五经.第一卷 高山译注 978-7-5139-0493-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四书五经.第三卷 高山译注 978-7-5139-0493-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四书五经.第二卷 高山译注 978-7-5139-0493-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四书五经.第四卷 高山译注 978-7-5139-0493-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淡定的哲学 李雪峰著 978-7-5139-0501-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民国军阀的后宫生活 蒋丰著 978-7-5139-0520-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不怯场 不犯怵:超级社交心理学 余林编著 978-7-5139-0538-1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张楚廷诗集.六 张楚廷著 978-7-5139-0553-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一年级 《一年级》栏目组[编著] 978-7-5139-0558-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麻辣鲜师养成记 宋佳，陈学冬编著 978-7-5139-0560-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顾准的后半生 罗银胜著 978-7-5139-0608-1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将军战争回忆录
(德)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著
978-7-5139-0610-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脂梦别史:《石头记》里曹家事.上 铁农著 978-7-5139-0617-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脂梦别史:《石头记》里曹家事.下 铁农著 978-7-5139-0617-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脂梦别史:《石头记》里曹家事.中 铁农著 978-7-5139-0617-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不仅是铁血:德意志帝国统一启示录 王颂编著 978-7-5139-0624-1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袁腾飞讲美国史 袁腾飞著 978-7-5139-0655-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张楚廷诗集.七 张楚廷著 978-7-5139-0666-1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不需要的战争:丘吉尔亲述二战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 978-7-5139-0693-7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红色将帅.上,十大大将 姚有志主编 978-7-5139-0699-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红色将帅.下,十大大将 姚有志主编 978-7-5139-0699-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我们说好不分手 心语如兰 978-7-5139-0703-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四书五经:国学精粹珍藏版.卷一 李志敏编著 978-7-5139-0709-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四书五经:国学精粹珍藏版.卷三 李志敏编著 978-7-5139-0709-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四书五经:国学精粹珍藏版.卷二 李志敏编著 978-7-5139-0709-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四书五经:国学精粹珍藏版.卷四 李志敏编著 978-7-5139-0709-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工作中无小事 张艳玲主编 978-7-5139-0745-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李昌钰的成功之路 (美) 李昌钰著 978-7-5139-0773-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 林屋公子著 978-7-5139-0779-8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四库全书:国学精粹珍藏版.卷一 李志敏主编 978-7-5139-0784-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四库全书:国学精粹珍藏版.卷三 李志敏主编 978-7-5139-0784-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四库全书:国学精粹珍藏版.卷二 李志敏主编 978-7-5139-0784-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四库全书:国学精粹珍藏版.卷四 李志敏主编 978-7-5139-0784-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英雄归来:83张抗战英烈死亡证书背后的故事 乐文城著 978-7-5139-0824-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主交易员:国家级操盘手手记 钱本草著 978-7-5139-0834-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塞内加尔的风俗与文化 (美) 埃里克·斯坦利·罗斯著 978-7-5139-0836-8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安哥拉的风俗与文化 (美) 阿德巴约·O. 奥耶巴德著 978-7-5139-0840-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卡耐基好口才打天下全集 张艳玲主编 978-7-5139-0852-8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小故事大智慧全集 李艳玲主编 978-7-5139-0855-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冲突后社会的治理:重建脆弱国家 (美) 德里克·W. 布林克霍夫编著 978-7-5139-0860-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南部非洲文学中的跨国主义:现代主义者、现
实主义者与印刷文化的不平等

(南非) 斯蒂凡·黑格森著 978-7-5139-0863-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卡耐基经典语言的突破全集 张艳玲主编 978-7-5139-0907-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每天学点实用心理学 李志敏主编 978-7-5139-0917-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三十六计:典藏版 张艳玲主编 978-7-5139-0938-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易经的智慧 张艳玲主编 978-7-5139-0940-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林毅夫等著 978-7-5139-0972-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全球通史.上 (英)韦尔斯著 978-7-5139-0985-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全球通史.下 (英)韦尔斯著 978-7-5139-0985-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最是人间留不住:历史深处26位奇女子的美丽
与哀愁

林菁著 978-7-5139-1024-8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心理类型 (瑞)荣格(Carl Jung)著 978-7-5139-1054-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民企教父沈万三.4,天机算尽 李蒙著 978-7-5139-1068-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数字解读世界史 (英)艾玛·玛丽奥特著 978-7-5139-1072-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晚安住在我心里的人 丁浩[著] 978-7-5139-1084-2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清新的原野 (美)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著 978-7-5139-1090-3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河畔小屋 (美)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著 978-7-5139-1092-7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契丹简史 苏伶著 978-7-5139-1116-0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匈奴简史 水木森著 978-7-5139-1117-7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西夏简史 陈海波著 978-7-5139-1119-1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心是一切的根源 路勇著 978-7-5139-1181-8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一切理由都是借口 子墨著 978-7-5139-1222-8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倒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起跑 颜白著 978-7-5139-1225-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如果不能改变世界 那就改变自己 漠风著 978-7-5139-1228-0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好命运不如好德行 文山著 978-7-5139-1234-1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传习录新解全译本 王阳明著 978-7-5139-1294-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诗经讲义稿 傅斯年著 978-7-5139-1340-9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乱世丽人行 李晖著 978-7-5139-1387-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国风水与环境艺术 杨晓阳, 刘晨晨编著 978-7-5140-0563-9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中国和田玉.总第20辑 池宝嘉主编 978-7-5140-0733-6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从区域视角重思城市化 程必定著 978-7-5141-0422-6 经济科学出版社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历年试题汇编,公司
战略与风险管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 978-7-5141-0507-0 经济科学出版社

公民受教育权及其法律保障 张卫国著 978-7-5141-0736-4 经济科学出版社

我的第一本经济学教科书 王诠荃编著 978-7-5141-1996-1 经济科学出版社

企业风险管理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主编 978-7-5141-2001-1 经济科学出版社

“墓”破天惊:探寻被湮没的中外考古秘闻 周帆编著 978-7-5141-2047-9 经济科学出版社

致命推理:让人欲罢不能的惊险破案故事 周帆编著 978-7-5141-2049-3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华人文自然百科 孟沛编著 978-7-5141-2061-5 经济科学出版社

北京精神与文化 李建平[等]著 978-7-5141-2071-4 经济科学出版社

理财进行时:青少年理财必须学好的金钱课 黄小楼编著 978-7-5141-2072-1 经济科学出版社

史上最美英文,家有宠物 王春娜编译 978-7-5141-2087-5 经济科学出版社

最魂牵梦萦的英文诗歌 胡榕编译 978-7-5141-2088-2 经济科学出版社

每天读点英文:汉英对照,最温馨动人的英文
散文

马芳芳编译 978-7-5141-2089-9 经济科学出版社

史上最美英文,振奋人心的演讲 张琪编译 978-7-5141-2092-9 经济科学出版社

幸福的港湾 刘红编译 978-7-5141-2095-0 经济科学出版社

BEC考试实战指南,初级 高春丽主编 978-7-5141-2121-6 经济科学出版社



舒勒的怪兽
(美)罗伯特·拉梅尔-哈德森(Robert 

Rummel-Hudson)著
978-7-5141-2455-2 经济科学出版社

这正常吗？:女孩成长关键期的168个生理困
惑

唐小侠编著 978-7-5141-2555-9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与“恶友”过招:40招教女孩处理流言飞语、
欺凌弱小等行为

(美)苏珊·斯普瑞格(Susan Sprague)著 978-7-5141-2576-4 经济科学出版社

别把郁闷带给自己:40招教你治疗抑郁症 (美)莉萨·M·沙布(Lisa M. Schab)著 978-7-5141-2577-1 经济科学出版社

做情绪的主人:36招教你控制情绪的波动
(美)谢瑞·范岱克(Sheri Van Dijk)，(美)

卡玛·金敦(Karma Guindon)著
978-7-5141-2578-8 经济科学出版社

别为强迫症抓狂:40招帮你治愈强迫症
(美)蒂莫西·答锡泽莫尔(Timothy A. 

Sisemore)著
978-7-5141-2579-5 经济科学出版社

是谁惹怒了你:37招教你熄灭怒火
(美)瑞切尔·卡萨达·洛曼(Raychelle 

Cassada Lohmann)著
978-7-5141-2580-1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玩转社交圈:40招教你提升社交技巧
(美)芭芭拉·库柏(Barbara Cooper)，(美)

南希·威多斯(Nancy Widdows)著
978-7-5141-2581-8 经济科学出版社

别跟自己过不去:39招教你避免自我伤害 (美)劳伦斯·E·夏皮罗著 978-7-5141-2582-5 经济科学出版社

别让饮食折磨你:摆脱厌食、暴饮暴食和其他
饮食失调症

(美)泰米·尼尔著 978-7-5141-2583-2 经济科学出版社

父母离异怎么办:42招教你应对父母离异 (美)莉萨·M·沙布(Lisa M. Schab)著 978-7-5141-2584-9 经济科学出版社

你可以不焦虑:42招教你远离焦虑和担忧 (美)莉萨·M·沙布(Lisa M. Schab)著 978-7-5141-2585-6 经济科学出版社

政府行为和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研究 屠帆著 978-7-5141-2767-6 经济科学出版社

激励孩子走向成功的40个好方法 刘莉编著 978-7-5141-2856-7 经济科学出版社

简明世界史 林彬编著 978-7-5141-2894-9 经济科学出版社

简明中国史 李珊编著 978-7-5141-2897-0 经济科学出版社

决定孩子前途的教育方法:赞赏、信任、期待 马向阳编著 978-7-5141-2924-3 经济科学出版社

走出焦虑之谜:35招指导孩子化解焦虑 李旭强编著 978-7-5141-2925-0 经济科学出版社

“骂”孩子的艺术 于超编著 978-7-5141-2931-1 经济科学出版社

我爱文明语:36招帮助孩子培养说话的艺术 高林编著 978-7-5141-2932-8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世界风情小百科,居住·饮食 李丽华编著 978-7-5141-2934-2 经济科学出版社

影响孩子一生的50个良好学习方法 李丹阳编著 978-7-5141-2935-9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上下五千年 章祺编著 978-7-5141-2940-3 经济科学出版社

陪着孩子长大 宋钊编著 978-7-5141-2945-8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卢娜编著 978-7-5141-2946-5 经济科学出版社

和谐心灵的减法生活 蓝晨编著 978-7-5141-2951-9 经济科学出版社

经典希腊神话 何娜编 978-7-5141-2954-0 经济科学出版社



45种危急状态避险技巧：让你轻松逃生 于得江编著 978-7-5141-3030-0 经济科学出版社

法律的印迹 冯玉军著 978-7-5141-3140-6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三十六计现代释解 释颢编著 978-7-5141-3313-4 经济科学出版社

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研究 张彩平著 978-7-5141-3380-6 经济科学出版社

北京京城文化 高文麒[著] 978-7-5141-3410-0 经济科学出版社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框架语义分析 由丽萍著 978-7-5141-3448-3 经济科学出版社

产品内国际贸易模式的形成机制、影响效应
及发展趋势

梁碧波著 978-7-5141-3552-7 经济科学出版社

我国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承载力研究 邱东等著 978-7-5141-3630-2 经济科学出版社

浙江开放大学建设：理论·实践·创新 方志刚主编 978-7-5141-3882-5 经济科学出版社

持续成功之道: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 张向菁著 978-7-5141-3948-8 经济科学出版社

城市与区域循环经济竞争力、低碳竞争力研
究

慈福义著 978-7-5141-3966-2 经济科学出版社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财政保障机制与政策研究 肖建华著 978-7-5141-4041-5 经济科学出版社

新编简明英汉词典 《新编简明英汉词典》编写组编 978-7-5141-4072-9 经济科学出版社

全民医疗保障与医疗卫生公共投入研究 张仲芳著 978-7-5141-4098-9 经济科学出版社

社会风险与社会风险管理 袁方著 978-7-5141-4100-9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乡村社区化建设研究 黄大金著 978-7-5141-4102-3 经济科学出版社

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案例研究 沈志华等著 978-7-5141-4133-7 经济科学出版社

技术差距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 余昌龙著 978-7-5141-4172-6 经济科学出版社

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作用机理研究

何菊莲著 978-7-5141-4173-3 经济科学出版社

云南省转制科研机构改革与发展探索 陈庆云，刘妮妮，李德轩等著 978-7-5141-4186-3 经济科学出版社

皖江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现代服务业专
题.2013

丁家云，冯德连，付旭军主编 978-7-5141-4264-8 经济科学出版社

经济与管理战略研究.2013.3 吕志胜主编 978-7-5141-4273-0 经济科学出版社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 978-7-5141-4309-6 经济科学出版社

税法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 978-7-5141-4310-2 经济科学出版社

会计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编审委员会编
写

978-7-5141-4338-6 经济科学出版社

内部审计:怎样才能有所作为 袁小勇著 978-7-5141-4392-8 经济科学出版社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研
究

陈先达等著 978-7-5141-5012-4 经济科学出版社

青年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以山东省大
学生志愿服务为例

罗公利, 肖强等著 978-7-5141-5091-9 经济科学出版社

西方休闲价值观研究 陆丽琼著 978-7-5141-5374-3 经济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经典政治价值思想辑录 栾亚丽编 978-7-5141-5552-5 经济科学出版社



穿旗袍的女人:龚航宇旗袍诗集 龚航宇著 978-7-5141-5711-6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团队知识共享机制研究 姜道奎著 978-7-5141-5720-8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减贫战略研究 吴华著 978-7-5141-5751-2 经济科学出版社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吴振信著 978-7-5141-5870-0 经济科学出版社

企业员工职场欺负研究 陈伟娜，田飞著 978-7-5141-6011-6 经济科学出版社

医改中的中医药政策作用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刘维忠主编 978-7-5141-6016-1 经济科学出版社

《资本论》转型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朱云平著 978-7-5141-6108-3 经济科学出版社

医疗服务供应链系统运行效应反馈仿真研究 贾清萍著 978-7-5141-6184-7 经济科学出版社

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困境、诱
因与机制设计

吴雯雯，蒋翠珍著 978-7-5141-6343-8 经济科学出版社

我国医疗服务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研究 林相森著 978-7-5141-6533-3 经济科学出版社

古代汉语语法 杨启国编著 978-7-5141-6591-3 经济科学出版社

张广志论学杂著选辑 张广志著 978-7-5141-6826-6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卫生和人口公共政策研究 王海燕，张勰，罗中华著 978-7-5141-6876-1 经济科学出版社

燕园体悟 未名渝音 冯支越主编 978-7-5141-6909-6 经济科学出版社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血液保障优化关键问题
研究

周愉峰著 978-7-5141-6975-1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现代经济学大典,经济学方法论分册 洪银兴总主编 978-7-5141-7108-2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现代经济学大典,经济统计学分册 洪银兴总主编 978-7-5141-7110-5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现代经济学大典,制度经济学分册 洪银兴总主编 978-7-5141-7111-2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现代经济学大典,区域经济学分册 洪银兴总主编 978-7-5141-7115-0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现代经济学大典,转型经济学分册 洪银兴总主编 978-7-5141-7116-7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现代经济学大典,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分册 洪银兴总主编 978-7-5141-7118-1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现代经济学大典,计量经济学分册 洪银兴总主编 978-7-5141-7119-8 经济科学出版社

现代经济学大典,产业经济学分册 洪银兴总主编 978-7-5141-7120-4 经济科学出版社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 孟庆跃等著 978-7-5141-7132-7 经济科学出版社

体育与健康 主编张传宝 978-7-5141-7161-7 经济科学出版社

抱老板大腿? 南希言著 978-7-5142-0228-1 印刷工业出版社

自控力: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心理学课程 (美) 凯利·麦格尼格尔著 978-7-5142-0503-9 印刷工业出版社

剥洋葱心理学 (韩)李南锡著 978-7-5142-0899-3 印刷工业出版社

超专注力:只需5分钟，让你做什么都能全心
投入，效率倍增！

洪启嵩，龚玲慧著 978-7-5142-0900-6 印刷工业出版社

这孤独世界，幸好有你 孙子涵[著] 978-7-5142-1083-5 印刷工业出版社

世界间谍人物传略:谍海弄影 李梅军, 王克楠, 王领霞编著 978-7-5142-1102-3 印刷工业出版社



当众讲话:让掌声响起 黄久凌著 978-7-5142-1157-3 文化发展出版社

品真:黄花梨/紫檀/金丝楠,三大贡木 曹荻明著 978-7-5142-1163-4 印刷工业出版社

品真:沉香/檀香/崖柏,木中之香 曹荻明著 978-7-5142-1164-1 印刷工业出版社

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 王臣著 978-7-5142-1170-2 印刷工业出版社

强蚁 (日)松本清张著 978-7-5142-1195-5 印刷工业出版社

色彩理论与实务实验指导书 王晓红，徐敏编著 978-7-5142-1276-1 印刷工业出版社

收藏的门道 西风著 978-7-5142-1292-1 印刷工业出版社

手串收藏与搭配 王立军主编 978-7-5142-1293-8 印刷工业出版社

紫砂壶鉴定与选购从新手到行家 沈泓著 978-7-5142-1306-5 印刷工业出版社

沉香鉴定与选购从新手到行家 刘岩, 冯林英著 978-7-5142-1316-4 印刷工业出版社

红楼梦的真故事 周汝昌著 978-7-5142-1322-5 文化发展出版社

赤壁 刘醒龙著 978-7-5142-1345-4 印刷工业出版社

父亲进城 石钟山著 978-7-5142-1346-1 印刷工业出版社

芳草地去来 鲍十著 978-7-5142-1347-8 印刷工业出版社

金手镯 刘益善著 978-7-5142-1348-5 印刷工业出版社

寻死无门 王祥夫著 978-7-5142-1349-2 印刷工业出版社

滚钩 陈应松著 978-7-5142-1350-8 印刷工业出版社

绝士 谈歌著 978-7-5142-1351-5 印刷工业出版社

陈州笔记 孙方友著 978-7-5142-1352-2 印刷工业出版社

天津少爷 肖克凡著 978-7-5142-1353-9 印刷工业出版社

婢女春红 林希著 978-7-5142-1354-6 印刷工业出版社

光荣院 墨白著 978-7-5142-1355-3 印刷工业出版社

蟋蟀 聂鑫森著 978-7-5142-1356-0 印刷工业出版社

少年与鼠 野莽著 978-7-5142-1357-7 印刷工业出版社

偷渡者 阿成著 978-7-5142-1358-4 印刷工业出版社

晚雨 贾平凹著 978-7-5142-1359-1 印刷工业出版社

手上的星光 邱华栋著 978-7-5142-1360-7 印刷工业出版社

神木 刘庆邦著 978-7-5142-1361-4 印刷工业出版社

表弟 梁晓声著 978-7-5142-1362-1 印刷工业出版社

受戒 汪曾祺著 978-7-5142-1363-8 印刷工业出版社

向孔子学做人 跟曹操学做事 陈墨著 978-7-5142-1370-6 印刷工业出版社

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 (英) 安妮-玛丽·斯劳特著 978-7-5142-1445-1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5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报告文
学卷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978-7-5142-1454-3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5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短篇小
说卷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978-7-5142-1455-0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5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中篇小
说卷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978-7-5142-1457-4 印刷工业出版社

天地大美而不言:何新品《夏小正》 何新著 978-7-5142-1470-3 文化发展出版社

路漫漫其修远兮:何新品《天问》 何新著 978-7-5142-1474-1 文化发展出版社

命如蒿草 赵殷著 978-7-5142-1493-2 文化发展出版社

韩国人的手, 韩国人的心:你最想知道的韩国
人的思考方式

(韩) 李御宁著 978-7-5143-0186-1 现代出版社

疾风回旋曲 (日)东野圭吾著 978-7-5143-0653-8 现代出版社

我路过了你的曾经 米奇诺娃著 978-7-5143-0759-7 现代出版社

瞬间来电:即学即会的魔力搭讪学 郑匡宇著 978-7-5143-1096-2 现代出版社

坚果:栗子号 阿丁主编 978-7-5143-1106-8 现代出版社

等一个人咖啡 九把刀作品 978-7-5143-1186-0 现代出版社

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 (美)葛浩文著 978-7-5143-1209-6 现代出版社

我就是季洁 王茜著 978-7-5143-1358-1 现代出版社

一见司徒误终生 铭澜著 978-7-5143-1493-9 现代出版社

盛世光阴:红尘有幸应识你 张国荣艺术研究会编著 978-7-5143-1524-0 现代出版社

暖冬夜微澜.2 柳晨枫著 978-7-5143-1564-6 现代出版社

光棍窝的故事 张子堂著 978-7-5143-1727-5 现代出版社

帝国魅影 (美)艾达·哈特莫-希金斯著 978-7-5143-1897-5 现代出版社

黄昏之城:北方的风笛与诅咒的面具 人修罗著 978-7-5143-1927-9 现代出版社

寻找母亲的情人——悟史先生 (英)乔纳森·李著 978-7-5143-1936-1 现代出版社

他创造了《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早年生活

(美)依兰·斯塔文斯著 978-7-5143-1938-5 现代出版社

爱情很远，婚姻很险.上册 玉面小七郎著 978-7-5143-2016-9 现代出版社

爱情很远，婚姻很险.下册 玉面小七郎著 978-7-5143-2016-9 现代出版社

你是我不能说的秘密.上 文安初心忆故人著 978-7-5143-2031-2 现代出版社

你是我不能说的秘密.下 文安初心忆故人著 978-7-5143-2031-2 现代出版社

极品萌卫 籽月著 978-7-5143-2259-0 现代出版社

感悟屈原 孙更俊著 978-7-5143-2265-1 现代出版社

望一望田野 望一望天空:叶赛宁经典诗歌插
图珍藏本

(俄)叶赛宁著 978-7-5143-2289-7 现代出版社

王府胜景:北京著名王府的景致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294-1 现代出版社

经典民居:精华浓缩的最美民居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299-6 现代出版社



祭祀庙宇:香火旺盛的各地神庙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09-2 现代出版社

园林精粹:苏州园林特色与名园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20-7 现代出版社

三山美名:三山美景与历史文化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44-3 现代出版社

原始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59-7 现代出版社

王朝遗韵:历代都城与王城遗址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60-3 现代出版社

考古遗珍:中国的十大考古发现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61-0 现代出版社

陵墓遗存:古代陵墓与出土文物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62-7 现代出版社

古朴秦川:三秦文化特色与形态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68-9 现代出版社

巴山风情:巴渝文化特色与形态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71-9 现代出版社

天府之国:蜀文化的特色与形态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72-6 现代出版社

燕赵悲歌:燕赵文化特色与形态 袁凤东编著 978-7-5143-2378-8 现代出版社

齐鲁儒风:齐鲁文化特色与形态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79-5 现代出版社

两淮之风:两淮文化特色与形态 文杰林编著 978-7-5143-2381-8 现代出版社

八闽魅力:福建文化特色与形态 罗洁编著 978-7-5143-2382-5 现代出版社

潮汕之根:潮州文化特色与形态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85-6 现代出版社

滨海风光:琼州文化特色与形态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386-3 现代出版社

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 凉酱[著] 978-7-5143-2414-3 现代出版社

三晋大地:三晋文化特色与形态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423-5 现代出版社

神秘湘西:湘西文化特色与形态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429-7 现代出版社

瑰丽楚地:荆楚文化特色与形态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430-3 现代出版社

冰雪关东:关东文化特色与形态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432-7 现代出版社

百姓聚欢:庙会活动与赶集习俗.上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441-9 现代出版社

百姓聚欢:庙会活动与赶集习俗.下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441-9 现代出版社

柴荣是个好皇帝:被湮没的后周和五代十国往
事

姜狼[著] 978-7-5143-2477-8 现代出版社

竹雕把玩艺术 把玩艺术工作室编著 978-7-5143-2486-0 现代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小小说 杨晓敏, 秦俑主编 978-7-5143-2487-7 现代出版社

离总统只差一步:斯特劳斯-卡恩传 (法) 米歇尔·多波曼著 978-7-5143-2491-4 现代出版社

麋鹿行.上册 丁理著 978-7-5143-2497-6 现代出版社

麋鹿行.下册 丁理著 978-7-5143-2497-6 现代出版社

血缘脉系:家族家谱与家庭文化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514-0 现代出版社

万姓之根:姓氏与名字号及称谓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516-4 现代出版社

祭祀庆典:传统祭典与祭祀礼俗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518-8 现代出版社

京城宝刹:北京内外八刹与三山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519-5 现代出版社



龙兴之地:汉水文化特色与形态 袁凤东编著 978-7-5143-2521-8 现代出版社

生之由来:生庚生肖与寿诞礼俗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523-2 现代出版社

幽灵同好会 赤川次郎著 978-7-5143-2536-2 现代出版社

幽灵心理学 赤川次郎著 978-7-5143-2537-9 现代出版社

民族盛典:少数民族节日与内涵.上 刘文英编著 978-7-5143-2560-7 现代出版社

民族盛典:少数民族节日与内涵.下 刘文英编著 978-7-5143-2560-7 现代出版社

心灵是一个幽谧的花园 赵丽宏著 978-7-5143-2571-3 现代出版社

我在哪里，我是谁 赵丽宏著 978-7-5143-2574-4 现代出版社

红楼梦时序推演 步应华著 978-7-5143-2591-1 现代出版社

你在野外可能遇到的动物 (美)艾米·罗斯特编著 978-7-5143-2606-2 现代出版社

专注的力量 (美) 西伦·Q·杜蒙著 978-7-5143-2698-7 现代出版社

未曾抵达的忘却:叠年 阳光已至著 978-7-5143-2720-5 现代出版社

爱在世界尽头:迁徙日 宇华著 978-7-5143-2722-9 现代出版社

猎命师传奇.卷六 九把刀著 978-7-5143-2747-2 现代出版社

战神栗裕 关河五十州著 978-7-5143-2807-3 现代出版社

如花:风华绝代梅艳芳 朱云乔著 978-7-5143-2818-9 现代出版社

一场盛世的狂欢:从顾城到海子 陈春秋水著 978-7-5143-2827-1 现代出版社

不能再做老好人:从学会说“不”开始改变人
生

(日)潮凪洋介著 978-7-5143-2829-5 现代出版社

大遣返 徐广顺，丛培申著 978-7-5143-2836-3 现代出版社

海豹突击队体能训练手册 美国海军特战司令部著 978-7-5143-2839-4 现代出版社

赣江好戏:江西戏曲种类与艺术.上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860-8 现代出版社

赣江好戏:江西戏曲种类与艺术.下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860-8 现代出版社

黑色护身符 (德)马格努斯·米斯特著 978-7-5143-2862-2 现代出版社

接吻简史 (丹) 克里斯托弗·尼罗普著 978-7-5143-2948-3 现代出版社

理解男人的苦，婚姻就好了 (韩)金鹤中著 978-7-5143-2954-4 现代出版社

爱无能 橘子[著] 978-7-5143-2959-9 现代出版社

你的爱情，我在对面 橘子 978-7-5143-2960-5 现代出版社

偷你的心情，写情歌:藏在音符背后的故事 林秋离著 978-7-5143-2962-9 现代出版社

统御之道:政论专著与文化内涵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968-1 现代出版社

神话魅力:神话传说与文化内涵 钱佳欣编著 978-7-5143-2974-2 现代出版社

民间相传:民间传说与文化内涵 石静编著 978-7-5143-2975-9 现代出版社

诗的国度:诗的历史与艺术特色 罗洁编著 978-7-5143-2978-0 现代出版社

文武科举:科举历史与选拔制度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2995-7 现代出版社



玉石之国:玉器文化与艺术特色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15-1 现代出版社

陶器寻古:陶器文化与艺术特色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16-8 现代出版社

瓷器故乡:瓷器文化与艺术特色 李俊勇编著 978-7-5143-3017-5 现代出版社

金银生辉:金银文化与艺术特色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18-2 现代出版社

琉璃古风:琉璃器与文化之特色 李丽红编著 978-7-5143-3020-5 现代出版社

天然大漆:漆器文化与艺术特色 李文静编著 978-7-5143-3021-2 现代出版社

创业号动车:分享经济的中国式样本 《新周刊》主编 978-7-5143-3026-7 现代出版社

幸福有方 亲爱有术 (韩) 金鹤中著 978-7-5143-3032-8 现代出版社

烟火生活 诗画清歌 邢小燕诗/文 978-7-5143-3043-4 现代出版社

吴山点点幽 杜国玲文/图 978-7-5143-3044-1 现代出版社

酒香千年:酿酒遗址与传统名酒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52-6 现代出版社

茶道风雅:茶历史茶文化的特色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53-3 现代出版社

儒学根源:儒学历史与文化内涵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57-1 现代出版社

文化主体: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58-8 现代出版社

处世之道:传统儒家的修行法宝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59-5 现代出版社

吉祥如意:吉祥物品与文化内涵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62-5 现代出版社

花中四君:梅兰竹菊与文化内涵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63-2 现代出版社

草木有情:草木美誉与文化象征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64-9 现代出版社

壁画遗韵:古代壁画与古墓丹青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66-3 现代出版社

百年老号:百年企业与文化传统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68-7 现代出版社

特色之乡:文化之乡与文化内涵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69-4 现代出版社

天下一统:历代统一与行动韬略.上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71-7 现代出版社

天下一统:历代统一与行动韬略.下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71-7 现代出版社

诗神巨星:天才诗人与妙笔华篇 肖东发主编 978-7-5143-3091-5 现代出版社

时间带不走的天真 辛晓琪著 978-7-5143-3109-7 现代出版社

好莱坞爱情.3,疯狂青春 (美)杰姬·柯林斯(Jackie Collins)著 978-7-5143-3112-7 现代出版社

慧乔的时间 (韩)宋慧乔著 978-7-5143-3113-4 现代出版社

好莱坞爱情.1,闺蜜情事 (美)杰姬·柯林斯(Jackie Collins)著 978-7-5143-3115-8 现代出版社

不要紧:星云大师妙谈人生 星云大师著 978-7-5143-3117-2 现代出版社

待人好 星云大师著 978-7-5143-3118-9 现代出版社

耳际的沙丘 周睿智著 978-7-5143-3121-9 现代出版社

只是不想辜负了相遇 米炎凉 978-7-5143-3129-5 现代出版社

予君倾城恋 宁丞书著 978-7-5143-3130-1 现代出版社



陪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青春美文》编辑部编 978-7-5143-3134-9 现代出版社

岁月 宋传杰著 978-7-5143-3137-0 现代出版社

卿须怜我我怜卿 典心著 978-7-5143-3151-6 现代出版社

一遇公子误终身 典心著 978-7-5143-3152-3 现代出版社

在故事的结尾不说对不起 杨杨主编 978-7-5143-3160-8 现代出版社

时光不老，你我不散 杨杨主编 978-7-5143-3161-5 现代出版社

不只是朋友 橘子[著] 978-7-5143-3162-2 现代出版社

中国好诗歌,最美的白话诗 李少君，张德明主编 978-7-5143-3164-6 现代出版社

独静加 (日)誉田哲也著 978-7-5143-3166-0 现代出版社

成功者的格局 (美)奥里森·S·马登著 978-7-5143-3204-9 现代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微型小说 冰峰主编 978-7-5143-3217-9 现代出版社

谁拿红尘淡了相思 郭逸萍著 978-7-5143-3228-5 现代出版社

唯有时间能证明伟大:极客之王特斯拉传 (美)约翰·奥尼尔著 978-7-5143-3240-7 现代出版社

一身孤注掷温柔.上 春衫冷[著] 978-7-5143-3241-4 现代出版社

一身孤注掷温柔.下 春衫冷[著] 978-7-5143-3241-4 现代出版社

犹记隔花初相见 倾蓝紫著 978-7-5143-3266-7 现代出版社

宋美龄的美丽与哀愁 王丰著 978-7-5143-3270-4 现代出版社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 薛晓路，焦华静著 978-7-5143-3272-8 现代出版社

谋帅刘伯承 关河五十州 978-7-5143-3281-0 现代出版社

大明秘宝 异域龙珠:尼提南卡 谭国瑞著 978-7-5143-3284-1 现代出版社

西海通天塔之地眼天坑 北岭鬼盗著 978-7-5143-3286-5 现代出版社

不遗憾 你离开:张幼仪传 夏墨著 978-7-5143-3296-4 现代出版社

后发先至的美利坚 杨白劳作品 978-7-5143-3300-8 现代出版社

火烧岩
(美)安妮·莱弗·西顿(Anne Rivers 

Siddons)著
978-7-5143-3312-1 现代出版社

你还在故事发生的那天不肯走 万诗语主编 978-7-5143-3315-2 现代出版社

说了再见以后, 再也没见 万诗语主编 978-7-5143-3316-9 现代出版社

最美的不是雨天，而是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万诗语主编 978-7-5143-3317-6 现代出版社

我不说再见，你别说永远 万诗语主编 978-7-5143-3318-3 现代出版社

一身孤注掷温柔.上,终章 春衫冷[著] 978-7-5143-3336-7 现代出版社

一身孤注掷温柔.下,终章 春衫冷[著] 978-7-5143-3336-7 现代出版社

蘸着月光写封信给你 庄剑著 978-7-5143-3337-4 现代出版社

一晃十年:中短篇小说集 刘金国著 978-7-5143-3340-4 现代出版社



宋徽宗之谜 丁牧著 978-7-5143-3376-3 现代出版社

黄雀 在后 朱晓翔著 978-7-5143-3382-4 现代出版社

我有一支枪:劳马短篇小说集 劳马[著] 978-7-5143-3394-7 现代出版社

实习生 蓝小汐 978-7-5143-3418-0 现代出版社

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全面增订版 关河五十州著 978-7-5143-3446-3 现代出版社

密室 最推理杂志编 978-7-5143-3447-0 现代出版社

空房子 最推理杂志编 978-7-5143-3448-7 现代出版社

夜行列车 最推理杂志编 978-7-5143-3449-4 现代出版社

元曲三百首译注评 毕宝魁，尹博著 978-7-5143-3450-0 现代出版社

女人的抗战 陈玉福，宏波著 978-7-5143-3466-1 现代出版社

绝世名伶玛丽莲·梦露传 (英) 基斯·巴德曼著 978-7-5143-3474-6 现代出版社

你真的要和他共度一生吗？ 吴若权著 978-7-5143-3475-3 现代出版社

北大精神 吴丕，刘镇杰编著 978-7-5143-3481-4 现代出版社

自恋总比自卑好 吴淡如[著] 978-7-5143-3489-0 现代出版社

再见，少年 秋微著 978-7-5143-3490-6 现代出版社

莲娜日记 (苏)莲娜·穆希娜著 978-7-5143-3559-0 现代出版社

把每一个泥泞的日子，都活出最干净的时光 云水禅心著 978-7-5143-3593-4 现代出版社

只道此生应不悔 杨千紫, 张秋寒 978-7-5143-3594-1 现代出版社

情似故人来.下册 文安初心忆故人[著] 978-7-5143-3596-5 现代出版社

全世界暂停 看我的爱情 小丑鱼[著] 978-7-5143-3602-3 现代出版社

搜影者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978-7-5143-3609-2 现代出版社

癫狂的医学:从野蛮到文明的另类医学进化史 苏上豪著 978-7-5143-3642-9 现代出版社

初见:柒祭行 王菡著 978-7-5143-3665-8 现代出版社

月亮之眼 (英)无名氏著 978-7-5143-3669-6 现代出版社

热爱命运 程海著 978-7-5143-3670-2 现代出版社

我的夏娃 程海著 978-7-5143-3671-9 现代出版社

若无相欠,怎会遇见 云水禅心著 978-7-5143-3675-7 现代出版社

幽灵候补生 (日)赤川次郎著 978-7-5143-3678-8 现代出版社

幽灵同好会 (日)赤川次郎著 978-7-5143-3679-5 现代出版社

你的音乐潜能:释放音乐天分的技巧 (美)巴里·格林，(美)W·提摩西·加尔韦著 978-7-5143-3720-4 现代出版社

中国影视流行金曲 孙鹏主编 978-7-5143-3722-8 现代出版社

野花 野花 吴友财著 978-7-5143-3727-3 现代出版社

一生一梦一相知 时晴著 978-7-5143-3732-7 现代出版社



暗如黑檀 (芬兰)萨拉·斯姆卡著 978-7-5143-3740-2 现代出版社

孤独的幸存者.2,纯如白雪 (芬兰)萨拉·斯姆卡著 978-7-5143-3741-9 现代出版社

曲折的爱情 李来明著 978-7-5143-3760-0 现代出版社

邓小平岁月 宋毅军著 978-7-5143-3768-6 现代出版社

拆迁人 李黎著 978-7-5143-3775-4 现代出版社

户外生存手册 哈廷著 978-7-5143-3780-8 现代出版社

被低估的圣王:杨坚大传 云淡心远著 978-7-5143-3795-2 现代出版社

张望原野 张海城著 978-7-5143-3804-1 现代出版社

夜色苍凉 赵政坤著 978-7-5143-3806-5 现代出版社

通往古拉格:弗拉基米尔路的苦难记忆 (英)杰里米·普尔曼著 978-7-5143-3810-2 现代出版社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王兆骞著 978-7-5143-3812-6 现代出版社

温莎夫人传:改变了英国历史的美国女人 (美)格雷格·金著 978-7-5143-3833-1 现代出版社

世界那么大 你要去看看:70个关键词解读台
湾80后

蓝白拖著 978-7-5143-3844-7 现代出版社

圣山的祭祀 (英)迈克尔·怀特(Michel White)著 978-7-5143-3847-8 现代出版社

下一站, 总统:希拉里传 朱吉儿著 978-7-5143-3849-2 现代出版社

搜影者.1,王子的冒险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978-7-5143-3851-5 现代出版社

帝国的衰亡:十六个古代帝国的崛起、称霸和
沉没

(美)科马克·奥·勃里恩著 978-7-5143-3862-1 现代出版社

错过你为遇见谁 月褪[著] 978-7-5143-3869-0 现代出版社

最漫长的那一夜 蔡骏[著] 978-7-5143-3871-3 现代出版社

晨色苍琅.上 赵政坤著 978-7-5143-3874-4 现代出版社

晨色苍琅.下 赵政坤著 978-7-5143-3874-4 现代出版社

曙色苍茫 赵政坤著 978-7-5143-3875-1 现代出版社

我在美国航母当大兵 罗雪著 978-7-5143-3883-6 现代出版社

每一种成长都曾与寒冷为邻 一路开花著 978-7-5143-3887-4 现代出版社

只能故作从容地忽视你 一路开花[著] 978-7-5143-3888-1 现代出版社

亚伯拉罕的献祭 (美)威廉·赫弗南(William Heffernan)著 978-7-5143-3889-8 现代出版社

对谈白先勇:从台北人到纽约客 符立中著 978-7-5143-3917-8 现代出版社

魔山 (美)安妮·莱弗·西顿著 978-7-5143-3918-5 现代出版社

此生，遇见你已很美 仲利民著 978-7-5143-3920-8 现代出版社

哈佛校长毕业演说辞 (美) 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著 978-7-5143-3921-5 现代出版社

云溪 朱相谌著 978-7-5143-3923-9 现代出版社

良缘因你而定 典心著 978-7-5143-3925-3 现代出版社



宠你千万年 典心著 978-7-5143-3926-0 现代出版社

你是我今生的甜 典心著 978-7-5143-3928-4 现代出版社

旧春归.上 尤四姐著 978-7-5143-3929-1 现代出版社

旧春归.下 尤四姐著 978-7-5143-3929-1 现代出版社

那湖 那情 罗鸣著 978-7-5143-3934-5 现代出版社

大刀大刀 潮吧[著] 978-7-5143-3947-5 现代出版社

熊猫来了:比黑白配更重要的决定 范范与飞
哥祥弟的幸福日记

范玮琪 978-7-5143-3950-5 现代出版社

谁与争锋之复燃的心 余虹[著] 978-7-5143-3954-3 现代出版社

千万人中,遇见你 苏格兰折耳猫[著] 978-7-5143-3967-3 现代出版社

谁会把你喜欢得这么好 顾南安著 978-7-5143-3968-0 现代出版社

薛定谔的猫 荣彧著 978-7-5143-3970-3 现代出版社

莱登庭神秘事件 (英) 安东尼·伯克莱著 978-7-5143-3972-7 现代出版社

毒巧克力杀人事件 (英) 安东尼·伯克莱著 978-7-5143-3973-4 现代出版社

内在的贵族 过承祁著 978-7-5143-4004-4 现代出版社

沈郎多病不胜衣:翁新华自选集 978-7-5143-4005-1 现代出版社

潮起潮落.二 李红著 978-7-5143-4006-8 现代出版社

愿你和这个世界握手言和 夏林溪著 978-7-5143-4011-2 现代出版社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宁待著 978-7-5143-4012-9 现代出版社

你是我不能说的秘密.上册 文安初心忆故人著 978-7-5143-4013-6 现代出版社

你是我不能说的秘密.下册 文安初心忆故人著 978-7-5143-4013-6 现代出版社

淘金杀手 (加) 帕特里克·德威特著 978-7-5143-4014-3 现代出版社

最好不相见，最好不相念:闲品历代爱情往事 王臣著 978-7-5143-4020-4 现代出版社

与君初相识, 犹如故人归 王臣著 978-7-5143-4021-1 现代出版社

老头儿们:书画大师们的性灵人生 王鲁湘主编 978-7-5143-4044-0 现代出版社

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 关捷[著] 978-7-5143-4048-8 现代出版社

民国总理段祺瑞 关河五十州著 978-7-5143-4050-1 现代出版社

李鸿章大传.上册 王晓秦著 978-7-5143-4051-8 现代出版社

李鸿章大传.下册 王晓秦著 978-7-5143-4051-8 现代出版社

风月江南:你是我此生最美的眷恋 似水如烟，白衣萧郎著 978-7-5143-4058-7 现代出版社

因为爱 所以痛 镜湖仙子著 978-7-5143-4070-9 现代出版社

岁月无悔 张毓书著 978-7-5143-4071-6 现代出版社

重组 文茜[著] 978-7-5143-4073-0 现代出版社



历史的回音:一八0师实战录 《历史的回音》编审委员会编 978-7-5143-4074-7 现代出版社

月亮也厌弃的墓地 (美) 维克托·洛达托著 978-7-5143-4080-8 现代出版社

别让他醒来 (美) 罗伯特·珀比著 978-7-5143-4085-3 现代出版社

你是我白天黑夜不落的星:莱蒙托夫经典诗歌
插图珍藏本

(俄)莱蒙托夫著 978-7-5143-4089-1 现代出版社

怪物 叶莫著 978-7-5143-4121-8 现代出版社

梦二画集,春之卷 (日)竹久梦二著 978-7-5143-4125-6 现代出版社

苦难祈祷 程海著 978-7-5143-4137-9 现代出版社

中国古典诗词鉴赏与写作 毕宝魁 978-7-5143-4140-9 现代出版社

幽灵恋人.上册 叶莫著 978-7-5143-4143-0 现代出版社

幽灵恋人.下册 叶莫著 978-7-5143-4143-0 现代出版社

陶潜和樱子 刘争争[著] 978-7-5143-4160-7 现代出版社

我在巴黎天气晴 水格主编 978-7-5143-4170-6 现代出版社

翅膀记得，我们一起飞 水格主编 978-7-5143-4171-3 现代出版社

夜奔，在南方 吴诗娴[著] 978-7-5143-4180-5 现代出版社

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上 陈漱渝主编 978-7-5143-4184-3 现代出版社

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下 陈漱渝主编 978-7-5143-4184-3 现代出版社

君子如玉:季羡林谈文化大师 季羡林著 978-7-5143-4185-0 现代出版社

人生十讲:季羡林谈人生 季羡林著 978-7-5143-4186-7 现代出版社

花雨满天:季羡林谈佛 季羡林著 978-7-5143-4195-9 现代出版社

宇航鸟:长篇小说 吴赞恩著 978-7-5143-4224-6 现代出版社

最冷和最热的俄罗斯 杨白劳[著] 978-7-5143-4231-4 现代出版社

贝尔的追捕 (美)克莱夫·卡斯勒著 978-7-5143-4232-1 现代出版社

念·荣 韩乔著 978-7-5143-4233-8 现代出版社

命运 (美)阿曼达·霍金著 978-7-5143-4234-5 现代出版社

血族之爱,血誓 (美)阿曼达·霍金著 978-7-5143-4235-2 现代出版社

血族之爱,惊魂 (美)阿曼达·霍金著 978-7-5143-4236-9 现代出版社

血族之爱,救赎 (美)阿曼达·霍金著 978-7-5143-4237-6 现代出版社

喜欢你，是一场漫长的单恋 食冻面[著] 978-7-5143-4238-3 现代出版社

闻香法兰西 杨白劳 978-7-5143-4245-1 现代出版社

老大的英帝国 杨白劳[著] 978-7-5143-4246-8 现代出版社

罗马帝国睡着了 杨白劳[著] 978-7-5143-4247-5 现代出版社

德意志是铁打的 杨白劳 978-7-5143-4248-2 现代出版社



维特和罗拉:一段从傻瓜到天才的旅程 (美)乔辛·迪·波沙达著 978-7-5143-4252-9 现代出版社

我想和你看一看永远 程沙柳编 978-7-5143-4260-4 现代出版社

人和吞食者 刘慈欣著 978-7-5143-4271-0 现代出版社

有待破译的典藏 高文祥著 978-7-5143-4275-8 现代出版社

幻霙 (日)斉木香津著 978-7-5143-4278-9 现代出版社

戴望舒作品集 戴望舒著 978-7-5143-4288-8 现代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付秀莹主编 978-7-5143-4293-2 现代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上 付秀莹主编 978-7-5143-4295-6 现代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下 付秀莹主编 978-7-5143-4295-6 现代出版社

制霸好莱坞:星光初现.上 御井烹香[著] 978-7-5143-4308-3 现代出版社

制霸好莱坞:星光初现.下 御井烹香[著] 978-7-5143-4308-3 现代出版社

失踪的妻子 叶严奴著 978-7-5143-4322-9 现代出版社

人生就该这样 刘毅新著 978-7-5143-4325-0 现代出版社

重新发现近代:一百年前的中日韩.2 (日) 金文学著 978-7-5143-4326-7 现代出版社

非常杀手 (美) 帕特里克·德威特著 978-7-5143-4339-7 现代出版社

论中国文学 (美) 葛浩文著 978-7-5143-4343-4 现代出版社

为什么是法国女人:她们的爱和性，她们的所
思所想

(美) 黛布拉·奥利瓦著 978-7-5143-4357-1 现代出版社

国家救援:一切为了人民 李海洋主编 978-7-5143-4359-5 现代出版社

锐词 《新周刊》主编 978-7-5143-4361-8 现代出版社

托尔斯泰大传:一个俄国人的一生 (英)罗莎蒙德·巴特利特著 978-7-5143-4364-9 现代出版社

许地山作品集 许地山著 978-7-5143-4365-6 现代出版社

民国清流.贰,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汪兆骞著 978-7-5143-4373-1 现代出版社

2015红高梁诗歌奖获奖作品集 《诗探索》编辑部编 978-7-5143-4374-8 现代出版社

中国好文章:你不能错过的白话文 祝勇主编 978-7-5143-4376-2 现代出版社

中国好文章:你不能错过的文言文.上 王充闾选评 978-7-5143-4378-6 现代出版社

中国好文章:你不能错过的文言文.下 王充闾选评 978-7-5143-4378-6 现代出版社

中国好诗歌,你不能错过的白话诗 李少君, 张德明主编 978-7-5143-4379-3 现代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诗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诗歌委员会选编 978-7-5143-4382-3 现代出版社

无论爱与不爱，下辈子，都不会再见 杨扬主编 978-7-5143-4386-1 现代出版社

这一世，若不珍惜，谁能许你未来 杨杨主编 978-7-5143-4387-8 现代出版社

萧然独立，清雅千秋 周小蕾[著] 978-7-5143-4389-2 现代出版社

全都因为你吻了我一个晚安 宁待著 978-7-5143-4391-5 现代出版社



小碎步也可以光芒万丈 沈诺夕主编 978-7-5143-4394-6 现代出版社

我害怕，你说 你也 喜欢我 夏林溪著 978-7-5143-4396-0 现代出版社

军装下的绕指柔 折纸蚂蚁著 978-7-5143-4413-4 现代出版社

施施传 邓永瑞著 978-7-5143-4431-8 现代出版社

做最擅长的事:沈南鹏传 张笑恒著 978-7-5143-4432-5 现代出版社

深夜病房 最推理杂志编 978-7-5143-4444-8 现代出版社

第十三个人 最推理杂志编 978-7-5143-4446-2 现代出版社

再见，吾爱 (美) 雷蒙德·钱德勒著 978-7-5143-4448-6 现代出版社

湖底女人 (美)雷蒙德·钱德勒著 978-7-5143-4449-3 现代出版社

长眠不醒 (美)雷蒙德·钱德勒著 978-7-5143-4450-9 现代出版社

漫长的告别 (美)雷蒙德·钱德勒著 978-7-5143-4451-6 现代出版社

拉牢和他的废品站 张立著 978-7-5143-4454-7 现代出版社

单恋，是在机场等一艘船 明开夜合 978-7-5143-4461-5 现代出版社

说服 罗杰著 978-7-5143-4462-2 现代出版社

苏州河畔 韩天航著 978-7-5143-4487-5 现代出版社

聚德里36号 韩天航著 978-7-5143-4489-9 现代出版社

犯罪侧写师.2 王寞著 978-7-5143-4491-2 现代出版社

爱的告别式 (日)乾胡桃著 978-7-5143-4527-8 现代出版社

帝国衰亡史 (美)科马克·奥·勃里恩著 978-7-5143-4545-2 现代出版社

男人的八种人格:你的人格决定你的人生 (德)苏珊娜·克莱因汉茨著 978-7-5143-4576-6 现代出版社

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环球人物》杂志社编 978-7-5143-4590-2 现代出版社

北大国学课 季风著 978-7-5143-4629-9 现代出版社

文学书简 王充闾著 978-7-5143-4642-8 现代出版社

青灯有味忆儿时 王充闾著 978-7-5143-4643-5 现代出版社

谢谢你赠我空欢喜 梁晨著 978-7-5143-4670-1 现代出版社

诗歌与溪水的缠绵 林新荣著 978-7-5143-4674-9 现代出版社

脑洞大开的神奇知识 李妍编著 978-7-5143-4675-6 现代出版社

清泉一缕 潘玉光著 978-7-5143-4678-7 现代出版社

山那边是海 甘茂华著 978-7-5143-4679-4 现代出版社

行家这样寻宝 曾肃良著 978-7-5143-4698-5 现代出版社

吴淡如新说红楼梦 吴淡如著 978-7-5143-4716-6 现代出版社

豪门绝恋:半路新娘.上册 古默著 978-7-5143-4737-1 现代出版社

豪门绝恋:半路新娘.下册 古默著 978-7-5143-4737-1 现代出版社



经卷中的灯火 品墨著 978-7-5143-4750-0 现代出版社

脚踩云天:散文集 高立著 978-7-5143-4751-7 现代出版社

山风点火 李文贵著 978-7-5143-4753-1 现代出版社

驭灵女盗.上册 翦羽著 978-7-5143-4766-1 现代出版社

驭灵女盗.下册 翦羽著 978-7-5143-4766-1 现代出版社

中国佛教方便谈 张子军著 978-7-5143-4781-4 现代出版社

书法菩提 张晓林著 978-7-5143-4802-6 现代出版社

为什么要出发, 因为远方在那里 姚璐著 978-7-5143-4808-8 现代出版社

只缘身在哀牢山 尹绍敏著 978-7-5143-4813-2 现代出版社

怪诞行为心理学 刘兆编著 978-7-5143-4817-0 现代出版社

静是一种方向 徐文伟著 978-7-5143-4850-7 现代出版社

东都风景:历史 风景 故事 张克著 978-7-5143-4856-9 现代出版社

一只虫子的旅行 活石著 978-7-5143-4860-6 现代出版社

爱从那个初夏开始 徐丽娇著 978-7-5143-4861-3 现代出版社

龙缸 骨董时光著 978-7-5143-4886-6 现代出版社

一个人，从心活 心探索[著] 978-7-5143-4890-3 现代出版社

差生守则 小姬著 978-7-5143-4900-9 现代出版社

郁达夫·小说 黄乔生编著 978-7-5143-4913-9 现代出版社

五朝宰相 姜狼著 978-7-5143-4925-2 现代出版社

对垒：解放战争著名战役 李鹰，张林著 978-7-5143-4956-6 现代出版社

爱人，有多久没见你 吴诗娴[著] 978-7-5143-4982-5 现代出版社

摇晃的时光 张茂著 978-7-5143-5004-3 现代出版社

在纸上的诗意游走 高军著 978-7-5143-5007-4 现代出版社

心中需有爱 (日)黑柳彻子著 978-7-5143-5049-4 现代出版社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易小宛著 978-7-5143-5069-2 现代出版社

夏商周原来是这样 醉罢君山[著] 978-7-5143-5095-1 现代出版社

爱有多深 罗鸣著 978-7-5143-5120-0 现代出版社

比很美再美一点 符之欣著 978-7-5143-5130-9 现代出版社

幽灵候补生 赤川次郎著 978-7-5143-5166-8 现代出版社

幽灵同好会 赤川次郎著 978-7-5143-5167-5 现代出版社

如果生活把你欺骗:普希金经典诗歌插图珍藏
本

(俄)普希金著 978-7-5143-5171-2 现代出版社

北大精神 吴丕, 刘镇杰编著 978-7-5143-5175-0 现代出版社

独静加 (日) 誉田哲也著 978-7-5143-5176-7 现代出版社



脑洞大开的冷门知识 刘怡帆[著] 978-7-5143-5184-2 现代出版社

暗黑医疗史 苏上豪著 978-7-5143-5254-2 现代出版社

半水闲话 程秉洲著 978-7-5143-5259-7 现代出版社

向生与求死:晚清政坛的另类观察 王学斌著 978-7-5143-5282-5 现代出版社

阁楼里的女孩 (美)弗吉尼亚·安德鲁斯(V.C. Andrews)著 978-7-5143-5315-0 现代出版社

他们都有病:中国历史大人物的身体隐情 谭健锹著 978-7-5143-5352-5 现代出版社

世家的天下:魏晋豪门与皇帝的争权之路.1,
饕餮

潘彦明著 978-7-5143-5359-4 现代出版社

世家的天下:魏晋豪门与皇帝的争权之路.2,
盛宴

潘彦明著 978-7-5143-5359-4 现代出版社

世家的天下:魏晋豪门与皇帝的争权之路.3,
重生

潘彦明著 978-7-5143-5359-4 现代出版社

太平洋战争.Ⅰ,山雨欲来 青梅煮酒著 978-7-5143-5360-0 现代出版社

癫狂的医学 苏上豪著 978-7-5143-5366-2 现代出版社

极简力 小野著 978-7-5143-5400-3 现代出版社

民国先生:尊贵的中国人 张笑恒著 978-7-5143-5405-8 现代出版社

全世界暂停 看我的爱情 小丑鱼[著] 978-7-5143-5589-5 现代出版社

风雪追击 (日)东野圭吾[著] 978-7-5143-5704-2 现代出版社

拆迁人 李黎著 978-7-5143-5710-3 现代出版社

为什么要自杀 (美) 托马斯·乔伊纳著 978-7-5145-0782-9 中国致公出版社

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日语小说卷 付建舟著 978-7-5145-0813-0 中国致公出版社

云荒.叁,天华界 丽端著 978-7-5145-0889-5 中国致公出版社

西游原旨 (清)刘一明著 978-7-5145-0944-1 中国致公出版社

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 车凤，王树兴著 978-7-5145-0984-7 中国致公出版社

销售与口才:把话说到客户心里去 吴翰林著 978-7-5145-1007-2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中国通史:精装插图本 吕思勉著 978-7-5146-0376-7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人脉术 张立辉编著 978-7-5146-0391-0 中国画报出版社

网游之剑侠情缘 北落师门著 978-7-5146-0630-0 中国画报出版社

网游之小叶花开也倾城 妖殿下著 978-7-5146-0686-7 中国画报出版社

捞尸笔记:中越边界“捞尸人”的真实打捞日
记

金万藏[著] 978-7-5146-0707-9 中国画报出版社

再生实验室:军工厂绝密灵异事件大曝光.Ⅱ 赵九八著 978-7-5146-0734-5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一个丧乐手亲历的诡异事件.3 易安年著 978-7-5146-0735-2 中国画报出版社

最美最美的古典诗词 玲珑心编著 978-7-5146-0771-0 中国画报出版社

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管理课:上完这堂课, 
一切你都可以管理

于晓燕编著 978-7-5146-0782-6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 吕思勉著 978-7-5146-0803-8 中国画报出版社



半寸日光，一夕天堂 莫离著 978-7-5146-0890-8 中国画报出版社

永远没有的真相 (美)威廉·蓝迪著 978-7-5146-0914-1 中国画报出版社

南极的眼泪:像帝企鹅般生活 宋仁赫拍摄 978-7-5146-0930-1 中国画报出版社

外国文学的历程 李哲编著 978-7-5146-0962-2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文学的历程 李哲编著 978-7-5146-0963-9 中国画报出版社

麻省理工大学爱情课:开启爱情之门的11把心
灵钥匙

墨羽编著 978-7-5146-1012-3 中国画报出版社

人生要逆转 幸福需看见:寻找幸福人生的九
堂课

潘平中著 978-7-5146-1084-0 中国画报出版社

敬听:首尔市长教你沟通的艺术 (韩) 朴元淳著 978-7-5146-1090-1 中国画报出版社

我为什么总是看别人眼色 (韩) 朴槿颖著 978-7-5146-1121-2 中国画报出版社

象牙戒指 庐隐著 978-7-5146-1137-3 中国画报出版社

人类的故事 (美)房龙著 978-7-5146-1147-2 中国画报出版社

麦克白:莎士比亚戏剧精选 (英)莎士比亚著 978-7-5146-1152-6 中国画报出版社

飞鸟集 (印)泰戈尔著 978-7-5146-1154-0 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心游记 (法)儒勒·凡尔纳著 978-7-5146-1178-6 中国画报出版社

红字 (美)纳撒尼尔·霍桑著 978-7-5146-1179-3 中国画报出版社

培根随笔集 (英)培根著 978-7-5146-1186-1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一恋倾城，一世忧伤:张爱玲传 苏尹著 978-7-5146-1193-9 中国画报出版社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欧·亨利著 978-7-5146-1196-0 中国画报出版社

威尼斯商人 (英)莎士比亚著 978-7-5146-1202-8 中国画报出版社

仲夏夜之梦 (英)莎士比亚著 978-7-5146-1203-5 中国画报出版社

哈姆莱特 (英)莎士比亚著 978-7-5146-1204-2 中国画报出版社

最后一课 (法)都德著 978-7-5146-1206-6 中国画报出版社

骆驼祥子:何大齐插图本 老舍 978-7-5146-1210-3 中国画报出版社

呼兰河传 萧红著 978-7-5146-1235-6 中国画报出版社

夜色温柔 (美) 菲茨杰拉德著 978-7-5146-1241-7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法) 缪塞著 978-7-5146-1242-4 中国画报出版社

茶花女 (法) 小仲马著 978-7-5146-1243-1 中国画报出版社

时令如花:七十二候，花信风 (日)巨势小石绘 978-7-5146-1248-6 中国画报出版社

古都的秋 郁达夫著 978-7-5146-1251-6 中国画报出版社

死魂灵.上 (俄) 果戈理著 978-7-5146-1254-7 中国画报出版社

死魂灵.下 (俄) 果戈理著 978-7-5146-1254-7 中国画报出版社

沙乡年鉴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著 978-7-5146-1258-5 中国画报出版社



素书 黄石公著 978-7-5146-1265-3 中国画报出版社

莎士比亚四大喜剧 (英)莎士比亚著 978-7-5146-1289-9 中国画报出版社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英)莎士比亚著 978-7-5146-1290-5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四十自述 胡适著 978-7-5146-1312-4 中国画报出版社

普希金诗选 (俄)普希金著 978-7-5146-1314-8 中国画报出版社

变形记 (奥) 卡夫卡著 978-7-5146-1332-2 中国画报出版社

培根随笔集 (英)培根著 978-7-5146-1333-9 中国画报出版社

人生的枷锁 (英)毛姆著 978-7-5146-1336-0 中国画报出版社

局外人 (法)阿尔贝·加缪著 978-7-5146-1350-6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国粹图典,色彩 鸿洋编著 978-7-5146-1362-9 中国画报出版社

传习录 (明)王阳明著 978-7-5146-1389-6 中国画报出版社

科技评价方法基本理论研究:多属性评价面面
观

俞立平著 978-7-5147-0039-8 学习出版社

电视数字内容资产的价值评估研究 吴丰军著 978-7-5147-0044-2 学习出版社

论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978-7-5147-0047-3 学习出版社

衣俊卿自选集 衣俊卿著 978-7-5147-0052-7 学习出版社

韩震自选集 韩震著 978-7-5147-0070-1 学习出版社

资本主义怎么了: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西方制度
困境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47-0086-2 学习出版社

中国梦 我的梦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978-7-5147-0097-8 学习出版社

章传家自选集 章传家著 978-7-5147-0139-5 学习出版社

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
思想与实践

李爱华著 978-7-5147-0155-5 学习出版社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研究 黄传新[等]著 978-7-5147-0159-3 学习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 田子渝[等]著 978-7-5147-0162-3 学习出版社

广告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廖秉宜，付丹著 978-7-5147-0163-0 学习出版社

回顾辉煌历程喜迎党的十八大:党的历次全国
代表大会知识读本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 978-7-5147-0237-8 学习出版社

杨耕自选集 978-7-5147-0258-3 学习出版社

沙健孙自选集 沙健孙著 978-7-5147-0259-0 学习出版社

张宇自选集 张宇著 978-7-5147-0260-6 学习出版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 张岂之主编 978-7-5147-0261-3 学习出版社

张海鹏自选集 张海鹏著 978-7-5147-0268-2 学习出版社

辉煌十年,经验篇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47-0298-9 学习出版社

辉煌十年,社会篇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47-0300-9 学习出版社



辉煌十年,政治篇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47-0301-6 学习出版社

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147-0305-4 学习出版社

郑杭生自选集 郑杭生著 978-7-5147-0310-8 学习出版社

中国县级以上政区地名史考.上册 高俊良，梅锋编著 978-7-5147-0318-4 学习出版社

中国县级以上政区地名史考.下册 高俊良，梅锋编著 978-7-5147-0318-4 学习出版社

创新型国家的信息服务与保障研究 胡昌平[等]著 978-7-5147-0320-7 学习出版社

全球化视域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
度关系发展规律研究

陈海燕[等]著 978-7-5147-0322-1 学习出版社

中国梦:阐释“中国梦”文章选编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978-7-5147-0326-9 学习出版社

统一思想和推进工作的科学指南: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选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978-7-5147-0342-9 学习出版社

黄宏自选集 黄宏著 978-7-5147-0346-7 学习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 中共中央宣传部 978-7-5147-0348-1 学习出版社

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978-7-5147-0352-8 学习出版社

奋力谱写共筑中国梦的新篇章: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选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978-7-5147-0370-2 学习出版社

陈晋自选集 陈晋著 978-7-5147-0398-6 学习出版社

指导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章选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978-7-5147-0399-3 学习出版社

欧阳淞自选集 欧阳淞著 978-7-5147-0404-4 学习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渊源
和历史条件研究

刘建武著 978-7-5147-0412-9 学习出版社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978-7-5147-0416-7 学习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978-7-5147-0419-8 学习出版社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中共中央宣传部 978-7-5147-0478-5 学习出版社

“行进中国·精彩故事”优秀新闻作品集.上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三项学习教育”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978-7-5147-0559-1 学习出版社

“行进中国·精彩故事”优秀新闻作品集.下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三项学习教育”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978-7-5147-0559-1 学习出版社

胜利与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要文献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编 978-7-5147-0580-5 学习出版社

治国理政新实践优秀新闻作品集.第二辑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编 978-7-5147-0654-3 学习出版社

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马克思 韩毓海著 978-7-5148-2222-9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杂项十大冷门投资与收藏 李彦君主编 978-7-5149-0570-0 中国书店



古玺印收藏与鉴赏 邓京著 978-7-5149-0578-6 中国书店

昆仑玉玩家必备手册 李永广著 978-7-5149-0990-6 中国书店

大道同行:我和我的新闻七七级 沈北海，李湛军撰 978-7-5149-0995-1 中国书店

西清砚谱.一 (清)于敏中等编 978-7-5149-1019-3 中国书店

西清砚谱.三 (清)于敏中等编 978-7-5149-1019-3 中国书店

西清砚谱.二 (清)于敏中等编 978-7-5149-1019-3 中国书店

西清砚谱.五 (清)于敏中等编 978-7-5149-1019-3 中国书店

西清砚谱.四 (清)于敏中等编 978-7-5149-1019-3 中国书店

大观场景照片 孔祥涛主编 978-7-5149-1058-2 中国书店

绝杀二十五 马爝著 978-7-5149-1242-5 中国书店

四库章句集注.一 (宋)朱熹撰 978-7-5149-1279-1 中国书店

四库章句集注.二 (宋)朱熹撰 978-7-5149-1279-1 中国书店

原本周易本义 (宋)朱熹撰 978-7-5149-1280-7 中国书店

诗经集传.一 (宋)朱熹撰 978-7-5149-1281-4 中国书店

诗经集传.二 (宋)朱熹撰 978-7-5149-1281-4 中国书店

孝經刊誤 (宋) 朱熹撰 978-7-5149-1283-8 中國書店

经典头像照片 杨建飞主编 978-7-5149-1340-8 中国书店

大河鉴宝精品鉴定录 大河鉴宝专家委员会编著 978-7-5149-1415-3 中国书店

教师专业标准下的师德建设 王丽荣，刘昌兴主编 978-7-5150-0796-0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魅力三字经 张宏健著 978-7-5150-0849-3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史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研究 杜学霞著 978-7-5150-0927-8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论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修养 李君如主编 978-7-5150-1134-9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监狱服刑人员心理健康读本 欧阳旭辉主编 978-7-5150-1271-1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中欧公共治理的新挑战与行政改革 时和兴,董青主编 978-7-5150-1282-7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新语今译:上献刘邦的治国之书 (汉) 陆贾著 978-7-5150-1379-4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党的基本知识简明读本 张荣臣, 谢英芬著 978-7-5150-1384-8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思维 侯书生编著 978-7-5150-1397-8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钝感的力量:领导干部钝感力研修手册 张海燕著 978-7-5150-1413-5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文化哲学与文化建设 江华著 978-7-5150-1437-1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党员发展对象培训教材:图文案例版 夏勇，韩雪峰主编 978-7-5150-1470-8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荒原问道:T. S.艾略特诗歌的创伤主题研究 郭磊著 978-7-5150-1501-9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信息资源管理与应用 李宇著 978-7-5150-1555-2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程:2015年秋季版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50-1571-2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国学大师谈国学 梁启超等著 978-7-5150-1577-4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闽西革命简史 来永宝，林振东主编 978-7-5150-1606-1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行动纲领:学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

张建国，吕国泉主编 978-7-5150-1644-3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名家会评传习录 (明)王阳明著 978-7-5150-1670-2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领导干部用典 李颂华编著 978-7-5150-1702-0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拔掉心里的钉子 夏汐编著 978-7-5150-1707-5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百炼成钢 钢子:中国民间慈善变革的探索者 杨阿里著 978-7-5150-1860-7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位子 杨新城著 978-7-5151-0178-1 西苑出版社

毛泽东中南海往事 姚博, 萧雪编著 978-7-5151-0289-4 西苑出版社

盛女时代 王晶著 978-7-5151-0503-1 西苑出版社

何以青衫薄 墨苏黎著 978-7-5151-0506-2 西苑出版社

丘吉尔:一个政治领袖的文学与思想资源 (美) 乔纳森·罗斯著 978-7-5151-0524-6 西苑出版社

民国杀手:民国十大杀手的神秘传奇 吉力著 978-7-5151-0529-1 西苑出版社

培根随笔 (英)道尔著 978-7-5151-0534-5 西苑出版社

背影:朱自清散文 朱自清著 978-7-5151-0540-6 西苑出版社

追杀切·格瓦拉 (美) 米奇·维斯, (美) 凯文·莫勒著 978-7-5151-0542-0 西苑出版社

我在中国75年:二战日本遗孤自述 王林超著 978-7-5151-0545-1 西苑出版社

大收藏之无常寻 凤青钗著 978-7-5151-0567-3 西苑出版社

新文明简史 苏三著 978-7-5151-0584-0 西苑出版社

游敬伦医师的极简运动疗法 游敬伦著 978-7-5152-0032-3 中医古籍出版社

名方类证医书大全 (明)熊宗立辑 978-7-5152-0121-4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华养生经籍集成 鄢良主编 978-7-5152-0183-2 中医古籍出版社

神农本草经彩色图鉴.上卷 路军章，魏锋主编 978-7-5152-047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神农本草经彩色图鉴.下卷 路军章，魏锋主编 978-7-5152-047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唐)王冰注 978-7-5152-0699-8 中医古籍出版社

红墙健康卫士之元气足百病除 张扬主编 978-7-5152-0812-1 中医古籍出版社

《本草纲目》中的女人养颜经 董广民主编 978-7-5152-0844-2 中医古籍出版社

医灯续焰 (明) 王绍隆传 978-7-5152-0923-4 中医古籍出版社

盛增秀医论选 盛增秀著 978-7-5152-0927-2 中医古籍出版社

生态养生 王祥义主编 978-7-5152-0930-2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不生病的智慧 刘向阳编著 978-7-5152-0949-4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医人陈宝贵 主编高元勃 978-7-5152-0967-8 中医古籍出版社



女人28天身体日历 骆小丽编著 978-7-5152-0974-6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医怡悦情志论 杨献智，姜海英编著 978-7-5152-0994-4 中医古籍出版社

观手知健康 孟爱华编著 978-7-5152-1008-7 中医古籍出版社

很老很老的老偏方:女人烦恼一扫光 张秀良编著 978-7-5152-1011-7 中医古籍出版社

偏方治大病大全 张景编著 978-7-5152-1020-9 中医古籍出版社

人体经络大全 孙健编著 978-7-5152-1022-3 中医古籍出版社

五谷杂粮养生一本全 陶崇华编著 978-7-5152-1040-7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一用就灵:经络通养生全书 刘永杰编著 978-7-5152-1051-3 中医古籍出版社

瑜伽大全 孟爱华编著 978-7-5152-1053-7 中医古籍出版社

黄元御医书全集.上 (清)黄元御撰 978-7-5152-1092-6 中医古籍出版社

黄元御医书全集.下 (清)黄元御撰 978-7-5152-1092-6 中医古籍出版社

黄元御医书全集.中 (清)黄元御撰 978-7-5152-1092-6 中医古籍出版社

仁斋直指 (宋)杨士瀛撰 978-7-5152-1149-7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解美食这样吃最营养 刘从明编著 978-7-5152-1150-3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解大小时令养生经 朱定华编著 978-7-5152-1152-7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解育儿知识一本通 朱定华编著 978-7-5152-1177-0 中医古籍出版社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中草药妙用 韦桂宁,胡炳义主编 978-7-5152-1194-7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医单方妙方实用大全 刘永新主编 978-7-5152-1203-6 中医古籍出版社

类经.上 (明)张介宾撰 978-7-5152-1251-7 中医古籍出版社

类经.下 (明)张介宾撰 978-7-5152-1251-7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解百草良方.上卷 李葆莉编著 978-7-5152-1257-9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解百草良方.下卷 李葆莉编著 978-7-5152-1257-9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解百草良方.中卷 李葆莉编著 978-7-5152-1257-9 中医古籍出版社

实用中草药彩色图鉴.上卷 李葆莉编著 978-7-5152-1260-9 中医古籍出版社

实用中草药彩色图鉴.下卷 李葆莉编著 978-7-5152-1260-9 中医古籍出版社

实用中草药彩色图鉴.中卷 李葆莉编著 978-7-5152-1260-9 中医古籍出版社

医学衷中参西录.上 张锡纯著 978-7-5152-1303-3 中医古籍出版社

医学衷中参西录.下 张锡纯著 978-7-5152-1303-3 中医古籍出版社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 张锡纯著 978-7-5152-1303-3 中医古籍出版社

刮痧拔罐针灸指南 陶崇华编著 978-7-5152-1356-9 中医古籍出版社

电脑炒股从新手到高手 Z·Z科普联盟编著 978-7-5153-0026-9 中国青年出版社

彼得·林奇点评版《股票作手回忆录》 杰西·利弗莫尔著 978-7-5153-0362-8 中国青年出版社

轮椅上的梦 张海迪著 9.78752E+12 中国青年出版社



淘宝网开店、装修、管理、推广一本通:为什
么我的网店更挣钱？

何本军，徐悬，李庆怀编著 978-7-5153-0604-9 中国青年出版社

老舍先生 舒乙著 978-7-5153-0658-2 中国青年出版社

提升人像摄影功力的200个关键技巧 陈睿编著 978-7-5153-1256-9 中国青年出版社

提升风光摄影功力的200个关键技巧 王靖云，任文营，黑瞳编著 978-7-5153-1315-3 中国青年出版社

Flash CS6动画制作与特效设计200例 吴一珉 ... [等] 编著 978-7-5153-1327-6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少女核 神小风著 978-7-5153-1376-4 中国青年出版社

蛋壳里的北京人 王春元著 978-7-5153-1387-0 中国青年出版社

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 (美) 列纳德·蒙洛迪诺著 978-7-5153-1492-1 中国青年出版社

菩提树下太阳雨:印度心之旅 尹岩著 978-7-5153-2002-1 中国青年出版社

Excel 2013公式与函数辞典 王国胜编著 978-7-5153-2021-2 中国青年出版社

红色家庭一门三烈 宋振镛著 978-7-5153-2171-4 中国青年出版社

PPT办公秘技360招:2013超值全彩版 王倩编著 978-7-5153-2209-4 中国青年出版社

PPT炼成记:高效能PPT达人的10堂必修课 曹将编著 978-7-5153-2211-7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秧歌 郭靖宇, 夏仁胜著 978-7-5153-2335-0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成为所有地方的所有人 李钊平主编 978-7-5153-2433-3 中国青年出版社

年轻总免不了一场颠沛流离 李钊平主编 978-7-5153-2434-0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心没有方向，去哪儿都是逃离 李钊平主编 978-7-5153-2435-7 中国青年出版社

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人 李钊平主编 978-7-5153-2436-4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亲爱的玛嘉烈 李钊平主编 978-7-5153-2437-1 中国青年出版社

别在能吃苦的时候选择安逸 李钊平主编 978-7-5153-2438-8 中国青年出版社

每个人都有泪流满面的秘密 李钊平主编 978-7-5153-2439-5 中国青年出版社

Excel 2013实战技巧精粹辞典:超值双色版 王国胜编著 978-7-5153-2473-9 中国青年出版社

创意摄影.2,Lightroom+Photoshop拯救大片
魔法书

孙晓岭编著 978-7-5153-2498-2 中国青年出版社

3分钟搞定,PPT高效办公秘技200招 赵静，刘娜，张照渊编著 978-7-5153-2525-5 中国青年出版社

零极限
(美)乔·维泰利(Joe Vitale)，(美)伊贺列
卡拉·修·蓝(Ihaleakala Hew Len)著

978-7-5153-2619-1 中国青年出版社

3分钟搞定,Excel高效办公秘技200招 杨格编著 978-7-5153-2633-7 中国青年出版社

3分钟搞定,Word/Excel/PPT高效办公秘技250
招

裴秋红，赵鲲，孙丽编著 978-7-5153-2636-8 中国青年出版社

Office 2010图解应用大全 (美)史蒂夫·约翰逊编著 978-7-5153-2645-0 中国青年出版社

此景可待:绝美风景摄影心经 日本Motor Magazine出版社编 978-7-5153-2654-2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的风光摄影手札:好摄达人教你拍 焦天宇编著 978-7-5153-2656-6 中国青年出版社



师德教育培训手册 (美) 马修·桑格, 理查德·奥斯古索普 978-7-5153-2662-7 中国青年出版社

ZBrush 3.1超级模型案例教程 聚光翰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编著 978-7-5153-2758-7 中国青年出版社

任新民传 谭邦治著 978-7-5153-2787-7 中国青年出版社

新·零极限:透过未完成的清理，再度脱胎换
骨的秘密

(美)乔·维泰利(Joe Vitale)著 978-7-5153-2810-2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梁晓声著 978-7-5153-2820-1 中国青年出版社

601个人们深信不疑的谎言 (比)赫尔曼·伯尔(Herman Boel)著 978-7-5153-2833-1 中国青年出版社

全球顶尖数码艺术大师技法宝典 (英)3D Total.com编著 978-7-5153-2861-4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说美国历史源头 周长志，徐汝淙编著 978-7-5153-2879-9 中国青年出版社

悟道,设计色彩之道 吕伟忠编著 978-7-5153-2893-5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春当远行 毕淑敏[著] 978-7-5153-2897-3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发和遇见 毕淑敏[著] 978-7-5153-2899-7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春当远行 毕淑敏 978-7-5153-2950-5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发和遇见 毕淑敏 978-7-5153-2951-2 中国青年出版社

男生，我大声对你说 毕淑敏著 978-7-5153-2989-5 中国青年出版社

女生, 我悄悄对你说 毕淑敏著 978-7-5153-2990-1 中国青年出版社

FLASH动画制作 于志恒, 赵成丽主编 978-7-5153-3052-5 中国青年出版社

释放:过上无压力生活的7个原则 (美) 迈克尔·奥尔平, 萨姆·布兰肯 978-7-5153-3079-2 中国青年出版社

Excel图表、公式、函数、数据分析从新手到
高手:畅销实用版

罗晓琳，魏艳编著 978-7-5153-3105-8 中国青年出版社

PPT实战技巧精粹辞典:2010超值实用版 王国胜主编 978-7-5153-3117-1 中国青年出版社

Office 2010实战技巧精粹辞典:超值实用版 王国胜主编 978-7-5153-3121-8 中国青年出版社

Premiere Pro CS5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魏敏, 高峰编著 978-7-5153-3124-9 中国青年出版社

随你踏遍万水千山:中缅油气管道纪行 中国青年报社编著 978-7-5153-3129-4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笔尖下的伦敦 (美)珀西·H·波恩顿著 978-7-5153-3138-6 中国青年出版社

优秀员工的与众不同之处
(美)威廉·西德曼(William Seidman)，(美)
理查德·戈巴维克(Richard Grbavac)[著]

978-7-5153-3139-3 中国青年出版社

繁星 春水 冰心著 978-7-5153-3150-8 中国青年出版社

爸爸丰子恺 丰一吟著 978-7-5153-3160-7 中国青年出版社

改写一生的迷你课程
(美)杰拉尔德·G.扬波尔斯基博士, 石黛安

博士著
978-7-5153-3196-6 中国青年出版社

激发个人效能的五个选择 (美) 科丽·科歌昂, 亚当·美林, 莱娜·林
内

978-7-5153-3222-2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词典 李行健主编 978-7-5153-3226-0 中国青年出版社

骆驼祥子 老舍著 978-7-5153-3229-1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王今天很高兴 东子绘·著 978-7-5153-3244-4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困境赐予我的 梁晓声著 978-7-5153-3331-1 中国青年出版社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 梁晓声著 978-7-5153-3333-5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切的改变,从心开始 (韩)闵轸熙著 978-7-5153-3346-5 中国青年出版社

暴风骤雨 周立波著 978-7-5153-3405-9 中国青年出版社

沉香山 凡一平著 978-7-5153-3451-6 中国青年出版社

山中信札 路也著 978-7-5153-3477-6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只燕子不成春:盖尔曼·萨都拉耶夫作品集 (俄罗斯)盖尔曼·萨都拉耶夫著 978-7-5153-3499-8 中国青年出版社

硬汉耿鼎发 滕叙兖著 978-7-5153-3709-8 中国青年出版社

无上光荣:战！东北 张正隆 978-7-5153-3750-0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园艺花卉图谱 (英)爱德华·斯特普(Edward Step)著 978-7-5153-3771-5 中国青年出版社

通用博物学图典
(法)夏尔·亨利·德萨利纳·奥尔比尼

(Charles Henry Dessalines d`Orbigny)著
978-7-5153-3772-2 中国青年出版社

托梅教授的植物图谱.上 (德)奥托·威廉·托梅(Otto Wihelm Thome)
著

978-7-5153-3776-0 中国青年出版社

托梅教授的植物图谱.下 (德)奥托·威廉·托梅(Otto Wihelm Thome)
著

978-7-5153-3776-0 中国青年出版社

光芒 张大诺著 978-7-5153-3798-2 中国青年出版社

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汪朗, 汪明, 汪朝著 978-7-5153-3800-2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成长是一件孤独的事 周国平著 978-7-5153-3817-0 中国青年出版社

在无趣的时代活得有趣 周国平著 978-7-5153-3820-0 中国青年出版社

龙骧:蔡国庆的收藏主义 蔡国庆著 978-7-5153-3839-2 中国青年出版社

城根儿的落霞.2,依然灿烂 岳晓平著 978-7-5153-3876-7 中国青年出版社

想北平 侯长春著 978-7-5153-3892-7 中国青年出版社

陈芳允传 马京生著 978-7-5153-3897-2 中国青年出版社

罗沛霖传 冉淮舟著 978-7-5153-3898-9 中国青年出版社

彭士禄传 杨新英著 978-7-5153-3899-6 中国青年出版社

历史褶皱里的罪与罚 叶紫莹编著 978-7-5153-3918-4 中国青年出版社

河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主编武玮 978-7-5153-3920-7 中国青年出版社

绝望一刻卖个萌 娄晓晶著 978-7-5153-3925-2 中国青年出版社

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 胡松涛著 978-7-5153-3928-3 中国青年出版社

水的情史 桑子著 978-7-5153-3938-2 中国青年出版社

Photoshop CC/Flash CC/Dreamweaver CC网
页设计从入门到精通:全彩中文版

宋可[等]主编 978-7-5153-3948-1 中国青年出版社

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陈平著 978-7-5153-3952-8 中国青年出版社



王逊年谱 王涵著 978-7-5153-3953-5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08, 漫行巴尔干 (美) 弗兰西丝·金斯利·哈钦森著 978-7-5153-3957-3 中国青年出版社

博物馆里的活色生香 姜松著 978-7-5153-3958-0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四季芳草 范学宜著 978-7-5153-3959-7 中国青年出版社

解密胶片与数码唯美人像摄影 吴俊辰著 978-7-5153-3961-0 中国青年出版社

今年，我们买学区房.1,宝贝战争 夏商周著 978-7-5153-3963-4 中国青年出版社

今夜有暴风雪 梁晓声著 978-7-5153-3995-5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返城年代.上 梁晓声著 978-7-5153-3997-9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返城年代.下 梁晓声著 978-7-5153-3997-9 中国青年出版社

雪城.上 梁晓声著 978-7-5153-3998-6 中国青年出版社

雪城.下 梁晓声著 978-7-5153-3998-6 中国青年出版社

年轮 梁晓声著 978-7-5153-3999-3 中国青年出版社

知青.上 梁晓声著 978-7-5153-4000-5 中国青年出版社

知青.下 梁晓声著 978-7-5153-4000-5 中国青年出版社

法兰克福的中国酷爸 徐徐著 978-7-5153-4001-2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万水千山行遍 梁衡著 978-7-5153-4012-8 中国青年出版社

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 高振普著 978-7-5153-4042-5 中国青年出版社

康康的世界 邹文著 978-7-5153-4105-7 中国青年出版社

风从西边来 周海滨著 978-7-5153-4164-4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外美术简史 贺西林 ... [等] 编著 978-7-5153-4168-2 中国青年出版社

索尼微单摄影从新手到高手:全新畅销升级版 曹照编著 978-7-5153-4238-2 中国青年出版社

缘·缘:丰子恺我思我画 丰子恺著 978-7-5153-4252-8 中国青年出版社

宋词小札 刘逸生著 978-7-5153-4299-3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在 (印) 室利·尼萨伽达达·马哈拉吉著 978-7-5153-4322-8 中国青年出版社

爱的十字架 巴金著 978-7-5153-4401-0 中国青年出版社

憩园 巴金著 978-7-5153-4402-7 中国青年出版社

百年前的中国:19世纪大英皇家建筑师Thomas 
Allom笔下的中国画卷

(英)托马斯·阿罗姆著 978-7-5153-4404-1 中国青年出版社

Excel图表·公式·函数·数据分析从新手到
高手:2016全彩畅销升级版

德胜书坊编著 978-7-5153-4424-9 中国青年出版社

零极限疗愈日记 (美)玛贝尔·卡茨著 978-7-5153-4426-3 中国青年出版社

墨尔本回忆录 (英)罗夫·博尔德伍德著 978-7-5153-4505-5 中国青年出版社

PPT设计·制作·演示从新手到高手:超值全
彩版

德胜书坊编著 978-7-5153-4525-3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天追 伍旭升著 978-7-5154-0223-9 当代中国出版社

文言浅说 瞿蜕园，周紫宜著 978-7-5154-0232-1 当代中国出版社

人类学 (美)梅里尔·温·戴维斯著 978-7-5154-0241-3 当代中国出版社

商战野路子 冯晓强著 978-7-5154-0307-6 当代中国出版社

共生关系:成功的本土商人要有成熟的本土智
慧

邓荣栋著 978-7-5154-0374-8 当代中国出版社

跨越时空的对话 李华平著 978-7-5154-0394-6 当代中国出版社

传奇大将陈赓 尹家民著 978-7-5154-0397-7 当代中国出版社

春季里那个百花香 侯波著 978-7-5154-0439-4 当代中国出版社

德情映青庐:名家故居逸事 海飞主编 978-7-5154-0440-0 当代中国出版社

总统的是是非非:草根总统杜鲁门 曹德谦编译 978-7-5154-0449-3 当代中国出版社

猛将陶勇 尹家民著 978-7-5154-0466-0 当代中国出版社

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 孔见著 978-7-5154-0468-4 当代中国出版社

贵阳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报
告:2014版.[No.1]

连玉明主编 978-7-5154-0479-0 当代中国出版社

毛泽东读古典名著:记录和解读毛泽东读中国
古典名著的智慧

完颜亮著 978-7-5154-0485-1 当代中国出版社

心理学经典读本 (美) 保罗·克雷曼著 978-7-5154-0494-3 当代中国出版社

文化丽江之梦:打造“文化硅谷”建设世界名
市

杨国清主编 978-7-5154-0520-9 当代中国出版社

坐公交车的人 魏微著 978-7-5154-0524-7 当代中国出版社

心理学家的预测术 (美) 马修·赫滕斯坦著 978-7-5154-0526-1 当代中国出版社

胡乔木传.上 胡乔木传编写组著 978-7-5154-0530-8 人民出版社

胡乔木传.下 胡乔木传编写组著 978-7-5154-0530-8 人民出版社

中华源流:《三皇五帝时代》最新修订图文
版.上册

王大有著 978-7-5154-0536-0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华源流:《三皇五帝时代》最新修订图文
版.下册

王大有著 978-7-5154-0536-0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国健康服务产业发展报告.201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健康服

务产业办公室[等]主编
978-7-5154-0547-6 当代中国出版社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季羡林著 978-7-5154-0553-7 当代中国出版社

季羡林谈翻译 季羡林著 978-7-5154-0555-1 当代中国出版社

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 季羡林著 978-7-5154-0556-8 当代中国出版社

季羡林谈写作:典藏本 季羡林著 978-7-5154-0557-5 当代中国出版社

季羡林谈佛:典藏本 季羡林著 978-7-5154-0562-9 当代中国出版社

海战:海上帝国的争霸.I (英)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著 978-7-5154-0571-1 当代中国出版社



海战:海上帝国的争霸.II (英)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著 978-7-5154-0571-1 当代中国出版社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共赢之路 连玉明主编 978-7-5154-0574-2 当代中国出版社

民族个性与民族兴衰:宗教改变的国家走向 于歌著 978-7-5154-0580-3 当代中国出版社

新形势下文艺评论的理论与实践:第八届全国
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论文集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编

978-7-5154-0581-0 当代中国出版社

甲申三百年祭70周年展览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局，郭沫若纪念馆[编] 978-7-5154-0584-1 当代中国出版社

天主教研究论辑.第十一辑·二〇一四 赵建敏主编 978-7-5154-0586-5 当代中国出版社

新形势下文艺评论的责任与作为:第七届当代
文艺论坛文集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编

978-7-5154-0588-9 当代中国出版社

伍修权传 《伍修权传》编写组著 978-7-5154-0594-0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不积:一种知止的人生态度 培莲净乐著 978-7-5154-0595-7 当代中国出版社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著 978-7-5154-0603-9 当代中国出版社

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获奖论文集.上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编
978-7-5154-0604-6 当代中国出版社

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获奖论文集.下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编
978-7-5154-0604-6 当代中国出版社

文艺评论文选.2014年度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编
978-7-5154-0610-7 当代中国出版社

汉语发音的模拟表意功能 严星晗著 978-7-5154-0612-1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青年文艺评论文选.2014年度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编
978-7-5154-0615-2 当代中国出版社

春潮如歌:走在回归慧命的路上 唐岚著 978-7-5154-0618-3 当代中国出版社

诗与远方:来自未名湖的灵感 郭梓林著 978-7-5154-0622-0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第十四届国
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张星星主编 978-7-5154-0625-1 当代中国出版社

此情可待:1956-2005年的情书 孔见，王雁翎主编 978-7-5154-0631-2 当代中国出版社

平静的坏心情 孔见，王雁翎主编 978-7-5154-0632-9 当代中国出版社

蝴蝶发笑 孔见，王雁翎主编 978-7-5154-0633-6 当代中国出版社

绝版的抒情 孔见，王雁翎主编 978-7-5154-0634-3 当代中国出版社

生为女人:性别、身体、欲望、情爱与权力 孔见，王雁翎主编 978-7-5154-0635-0 当代中国出版社

修行笔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 庞坤著 978-7-5154-0636-7 当代中国出版社

赤贫的精神 孔见著 978-7-5154-0637-4 当代中国出版社

我们经验里的时代 孔见，王雁翎主编 978-7-5154-0638-1 当代中国出版社

直言:1978-2012中国话语 刘青松编著 978-7-5154-0645-9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回忆萧华:纪念开国上将萧华诞辰100周年 萧华传记组编 978-7-5154-0646-6 当代中国出版社

博古和他的时代:秦邦宪 (博古) 研究论集.
上册

邹贤敏, 秦红主编 978-7-5154-0647-3 当代中国出版社

博古和他的时代:秦邦宪 (博古) 研究论集.
下册

邹贤敏, 秦红主编 978-7-5154-0647-3 当代中国出版社

来自陌生人的美意 张莉著 978-7-5154-0649-7 当代中国出版社

见证共和国往事 余玮, 吴志菲著 978-7-5154-0651-0 当代中国出版社

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 王海晨著 978-7-5154-0653-4 当代中国出版社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邓力群著 978-7-5154-0658-9 当代中国出版社

繁星点点:拥抱更好的自己 郭梓林主编 978-7-5154-0663-3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国学概论讲话 谭正璧著 978-7-5154-0674-9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国人文小史 叶鋆生著 978-7-5154-0676-3 当代中国出版社

季羡林散文精选 季羡林著 978-7-5154-0686-2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与思想家交谈 (美)寒哲(L. James Hammond)著 978-7-5154-0700-5 当代中国出版社

徒步入藏:1951年随军进藏纪实 高平著 978-7-5154-0776-0 当代中国出版社

红处方 毕淑敏著 978-7-5155-0368-4 金城出版社

人类的故事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978-7-5155-0558-9 金城出版社

宽容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978-7-5155-0559-6 金城出版社

许泗的梦幻人生 相裕亭著 978-7-5155-0676-0 金城出版社

从一万到一亿:证券期货之老鬼真言 刘海亮, 买敬江著 978-7-5155-0693-7 金城出版社

至尊无上 肖仁福著 978-7-5155-0781-1 金城出版社

衰亡的美国:大国如何应对末日危局 (加) 马克·斯坦恩著 978-7-5155-0901-3 金城出版社

玉虫 唐大伟著 978-7-5155-0914-3 金城出版社

约瑟夫的阶级成分:符号杂文自选集 符号著 978-7-5155-0982-2 金城出版社

请教马克·吐温先生:叶延滨杂文自选集 叶延滨著 978-7-5155-0985-3 金城出版社

发妻不好惹.上册 梨花颜著 978-7-5155-1017-0 金城出版社

发妻不好惹.下册 梨花颜著 978-7-5155-1017-0 金城出版社

发妻不好惹.中册 梨花颜著 978-7-5155-1017-0 金城出版社

是90后就要有间隔年 樊畅著 978-7-5155-1027-9 金城出版社

东莞丽人 王家有著 978-7-5155-1032-3 金城出版社

风口浪尖:你有阴谋，我有阳谋 越陵居士著 978-7-5155-1042-2 金城出版社

民调局异闻录.1,苗乡巫祖 耳东水寿著 978-7-5155-1053-8 金城出版社

民调局异闻录.2,清河鬼戏 耳东水寿著 978-7-5155-1054-5 金城出版社

民调局异闻录.3,血海鬼船 耳东水寿著 978-7-5155-1055-2 金城出版社



民调局异闻录.4,亡灵列车 耳东水寿著 978-7-5155-1056-9 金城出版社

女侠谁知寇白门——寇白门 张晓立著 978-7-5155-1080-4 金城出版社

盈盈秋水自横波——顾横波 婆娑著 978-7-5155-1082-8 金城出版社

秦淮十里扬媚香——李香君 赵梓伊著 978-7-5155-1084-2 金城出版社

读一首诗，念一个人，恋一座城 杭小婧著 978-7-5155-1093-4 金城出版社

民调局异闻录.5,赌城妖灵 耳东水寿著 978-7-5155-1141-2 金城出版社

民调局异闻录.6,无边冥界 耳东水寿著 978-7-5155-1142-9 金城出版社

上海巨头 天歌著 978-7-5155-1147-4 金城出版社

别样人生:中国银屑病患者生存实录.下卷 银屑病病友互助网编 978-7-5155-1153-5 金城出版社

醉如烟华，不为他嫁.叁 盛世清歌著 978-7-5155-1156-6 金城出版社

醉如烟华，不为他嫁.壹 盛世清歌著 978-7-5155-1156-6 金城出版社

醉如烟华，不为他嫁.贰 盛世清歌著 978-7-5155-1156-6 金城出版社

沙岸之谜 (爱) 厄斯金·柴德斯著 978-7-5155-1253-2 金城出版社

领导力的政治智商:成功的领导者如何做到与
众不同

(美) 格里·雷福, 瓦莱丽·沃克著 978-7-5155-1269-3 金城出版社

反恐原理:恐怖主义、反恐与国家安全战略 (美) 布丽奇特·L·娜克丝著 978-7-5155-1274-7 金城出版社

蒙古族公众的蒙医文化:一项关于公众理解医
学的研究

包红梅著 978-7-5155-1275-4 金城出版社

迷枭 肖建军著 978-7-5155-1297-6 金城出版社

秘密特工 (英) 约瑟夫·康拉德著 978-7-5155-1303-4 金城出版社

西方战地记者镜头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科利尔出版公司编 978-7-5155-1304-1 金城出版社

疾病图文史:影响世界历史的7000年 (英) 玛丽·道布森著 978-7-5155-1305-8 金城出版社

医学图文史:改变人类历史的7000年 (英) 玛丽·道布森著 978-7-5155-1306-5 金城出版社

间谍 (美) 詹姆斯·库柏著 978-7-5155-1309-6 金城出版社

她能左右希特勒 (英) 吉姆·威尔逊著 978-7-5155-1310-2 金城出版社

人性的瘟疫:日本细菌战秘史 (美) 丹尼尔·巴伦布莱特著 978-7-5155-1311-9 金城出版社

潇然梦:续.上 小佚著 978-7-5155-1312-6 金城出版社

潇然梦:续.下 小佚著 978-7-5155-1312-6 金城出版社

你有蔓草，我有木瓜:在《诗经》里相逢 丁立梅著 978-7-5155-1314-0 金城出版社

无限乡愁到高原 马国福著 978-7-5155-1315-7 金城出版社

沙漠的狼与公主 周敬之著 978-7-5155-1319-5 金城出版社

铁血战将王近山:抗战烽火中的拐点之战 978-7-5155-1322-5 金城出版社

锁定真相:美国国家安全与情报战略 (美) 约书亚·瑞夫纳著 978-7-5155-1335-5 金城出版社



战舰图文史:从1850年到1950年.第3册 (英)山姆·威利斯(Sam Willis)著 978-7-5155-1348-5 金城出版社

战舰图文史:从古代到1750年.第1册 (英)山姆·威利斯(Sam Willis)著 978-7-5155-1350-8 金城出版社

微行为 温暖著 978-7-5155-1362-1 金城出版社

心如莲花，便是优雅 章岳编著 978-7-5155-1378-2 金城出版社

情报分析案例选 季正明，马晓娟等著 978-7-5155-1381-2 金城出版社

别让不好意思害了你 刘瑞军编著 978-7-5157-0359-6 海潮出版社

女人·未央 潇潇著 978-7-5157-0373-2 海潮出版社

机关领导讲话类文字材料写作要领与范本 胡占国主编 978-7-5157-0445-6 海潮出版社

机关经验做法类文字材料写作要领与范本 胡占国主编 978-7-5157-0446-3 海潮出版社

机关计划规划类文字材料写作要领与范本 胡占国主编 978-7-5157-0455-5 海潮出版社

新编公文写作宝典 张浩主编 978-7-5157-0556-9 海潮出版社

全景二战系列之大洋烽火 丛书编委会主编 978-7-5157-0565-1 海潮出版社

全景二战系列之二战恩仇纪实 丛书编委会主编 978-7-5157-0566-8 海潮出版社

全景二战系列之大漠狼烟 丛书编委会主编 978-7-5157-0567-5 海潮出版社

全景二战系列之战略举兵 丛书编委会主编 978-7-5157-0568-2 海潮出版社

全景二战系列之海上争雄 丛书编委会主编 978-7-5157-0569-9 海潮出版社

全景二战系列之二战决胜战局 丛书编委会主编 978-7-5157-0570-5 海潮出版社

全景二战系列之夺岛之战 丛书编委会主编 978-7-5157-0571-2 海潮出版社

全景二战系列之海战惊魂 丛书编委会主编 978-7-5157-0572-9 海潮出版社

全景二战系列之太平洋大海战 丛书编委会主编 978-7-5157-0573-6 海潮出版社

全景二战系列之二战秘闻 丛书编委会主编 978-7-5157-0574-3 海潮出版社

跟康熙学经营 跟雍正学管理 冯知行编著 978-7-5157-0579-8 海潮出版社

即学即用的办公室话语沟通艺术 孙向军编著 978-7-5157-0586-6 海潮出版社

机关庆祝纪念类文字材料写作要领与范本 胡占国主编 978-7-5157-0601-6 海潮出版社

机关政务信息类文字材料写作要领与范本 胡占国主编 978-7-5157-0606-1 海潮出版社

机关致辞演讲类文字材料写作要领与范本 胡占国主编 978-7-5157-0609-2 海潮出版社

机关述职述廉类文字材料写作要领与范本 胡占国主编 978-7-5157-0612-2 海潮出版社

人生三度修炼:气度 尺度 态度 冯知行编著 978-7-5157-0670-2 海潮出版社

打赤脚的风 张绍民著 978-7-5157-0680-1 海潮出版社

醉爱:爱情诗的浅斟低唱 张绍民著 978-7-5157-0687-0 海潮出版社

三十六计全编 蔡践编著 978-7-5157-0697-9 海潮出版社

传习录全编 蔡践编著 978-7-5157-0699-3 海潮出版社

西沙魂 王恺著 978-7-5157-0713-6 海潮出版社



投资之神巴菲特 单欣著 978-7-5157-0722-8 海潮出版社

与时代同行:杜邦家族 孙戈著 978-7-5157-0723-5 海潮出版社

与美国一起发展:摩根财团 孙戈著 978-7-5157-0724-2 海潮出版社

欧洲金融的统治者:罗斯柴尔德家族 孙戈著 978-7-5157-0728-0 海潮出版社

清华北大修心课 马银春编著 978-7-5157-0810-2 海潮出版社

社交礼仪与口才 马银春编著 978-7-5157-0871-3 海潮出版社

规划最好的自己:全球职业规划咨询师教你成
为职场最受欢迎的人

周丹著 978-7-5158-0095-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卡耐基正能量 (美)戴尔·卡内基(D. Carnegie)原著 978-7-5158-0357-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一路东去:我用微博游中国 路东著 978-7-5158-0387-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三十花开 (韩)南仁淑著 978-7-5158-0438-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圣人说: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道理 冯志国著 978-7-5158-0492-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任志强：因为我从不装 任志强著 978-7-5158-0500-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50种食材营养安全搭配大揭秘 (澳) 曼弗雷德·乌尔斯·科赫著 978-7-5158-0566-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张照富改编 978-7-5158-0590-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战上海 张照富改编 978-7-5158-0591-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万家灯火 张照富改编 978-7-5158-0592-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红灯记 张照富改编 978-7-5158-0593-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渔光曲 王春雷编著 978-7-5158-0596-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红色娘子军 张照富改编 978-7-5158-0598-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野火春风斗古城 张照富改编 978-7-5158-0601-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打击侵略者 张照富改编 978-7-5158-0602-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梅兰芳 韩会凡改编 978-7-5158-0604-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小城之春 韩会凡编著 978-7-5158-0605-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普通一兵 韩裕平改编 978-7-5158-0607-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地道战 韩裕平编著 978-7-5158-0608-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龙江颂 张照富改编 978-7-5158-0610-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杜鹃山 张照富改编 978-7-5158-0617-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南海长城 张照富改编 978-7-5158-0618-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海港 张照富改编 978-7-5158-0620-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海霞 张照富改编 978-7-5158-0621-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坐标:中国的光荣与梦想 陈举著 978-7-5158-0634-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罗塞尔，请带我回家
(美)迈克尔·辛森(Michael Hingson)，(美)

苏西·弗洛里(Susy Flory)著
978-7-5158-0711-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我非等“娴”:18岁女特警当上女总裁 田雲娴著 978-7-5158-0809-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销售圣经 (美) 杰弗里·吉特默著 978-7-5158-0817-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传奇玫瑰 吴燕，韩谨鸽著 978-7-5158-0826-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此生拼却红颜醉:纳兰容若的情与词 宋墨著 978-7-5158-0830-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什么是资本主义 本册作者于元 978-7-5158-0848-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本册作者孟繁琨 978-7-5158-0849-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解读《共产党宣言》 本册作者于元 978-7-5158-0860-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世界上最大的推销员:羊皮卷启示录 (美) 拉塞尔·H. 康威尔原著 978-7-5158-0871-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淡定:做个心平气和的女人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5158-0872-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跟弘一法师学放下 罗金著 978-7-5158-0888-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企鹅帝王马化腾的8堂人生创富课 章岩著 978-7-5158-0891-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爱国 金涛, 刘佳怡编著 978-7-5158-0940-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敬业 王玉玊, 叶栩乔编著 978-7-5158-0941-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诚信 拓璐, 陈红编著 978-7-5158-0942-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友善 薛静, 李亚祺编著 978-7-5158-0943-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问学孔子家语 杨朝明，李文文著 978-7-5158-0985-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交谈的艺术:别因为不懂说话技巧吃闷亏 张平著 978-7-5158-0990-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瞬间印象:很快很快的读心法则 (美) 帕蒂·伍德著 978-7-5158-0994-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肩担道义:李大钊励志文选 李大钊著 978-7-5158-1046-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要活，要活着奋斗:郁达夫励志文选 郁达夫著 978-7-5158-1049-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打造高效能员工 彭建辉，肖洪广著 978-7-5158-1053-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中国大儒传 周月亮主编 978-7-5158-1075-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在组织中绽放自我:从专业化到职业化 朱仁健, 王祥伍著 978-7-5158-1087-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一本书读完人类文学的历史 崔佳编著 978-7-5158-1129-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美国常青藤盟校的录取标准:卓越, 从这里开
始

章岩著 978-7-5158-1154-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格力女王董明珠:从南下打工到登顶格力集团
的成功启示录

文茜编著 978-7-5158-1163-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办公室工作实用手册 《办公室工作实用手册》编辑部编著 978-7-5158-1170-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互联网在踢门:传统行业转型指南 俞杰著 978-7-5158-1183-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720°全景沟通
(美) 马修·麦肯, 玛莎·戴维斯, 派瑞克·

范宁著
978-7-5158-1209-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跟谁都能搭上话:3分钟让你的世界不再有“
陌生人”

苏岩编著 978-7-5158-1223-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不较真:每天都是好日子 项前著 978-7-5158-1234-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七宗罪 (美)詹姆斯·博汀著 978-7-5158-1243-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提问的艺术:如何问出你想要的答案 李劲著 978-7-5158-1250-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美国精神:美国历史文献中的励志精品 (美) 查尔斯·W. 爱略特主编 978-7-5158-1256-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时光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 辛未著 978-7-5158-1261-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孤舟的舵手:但丁
(意)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意)

布鲁尼(Leonardo Bruni)著
978-7-5158-1273-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豁达的人生不烦恼 席禅子著 978-7-5158-1289-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少有人走的路:释然的修行 李鑫著 978-7-5158-1321-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生当常怀四海心:顾炎武励志文选 顾炎武著 978-7-5158-1322-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儒雅的泰斗——蔡元培 刘然编著 978-7-5158-1360-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自由的奠基人——卢梭 (法)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著 978-7-5158-1362-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演说家是这样炼成的 项前著 978-7-5158-1382-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四季小品 朱伟著 978-7-5158-1399-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宽容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
978-7-5158-1420-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人生这堂课:李嘉诚生命哲思录 余波编著 978-7-5158-1425-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翡翠收藏与鉴赏.上 徐玉芹，沈泓著 978-7-5158-1454-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翡翠收藏与鉴赏.下 徐玉芹，沈泓著 978-7-5158-1454-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紫檀家具收藏与鉴赏.上 吴晋著 978-7-5158-1455-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紫檀家具收藏与鉴赏.下 吴晋著 978-7-5158-1455-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 虞和平著 978-7-5158-1525-1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特朗普传:激情创造梦想 (美) 唐纳德·特朗普, 比尔·赞克著 978-7-5158-1543-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60秒神奇口才训练.2 冯志国著 978-7-5158-1561-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ISO14001:2015新版环境管理体系详解与案例
汇编

谭洪华著 978-7-5158-1617-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犹太人成功励志书 范宸著 978-7-5158-1642-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听南怀瑾讲人生哲理 徐海洋著 978-7-5158-1700-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舍与得的人生智慧课 杨翊峥著 978-7-5158-1702-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秒懂逻辑 李伟希著 978-7-5158-1726-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你所求的安稳，给不了你想要的人生 张学伟著 978-7-5158-1729-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希望你在另一个地方幸福:我与导盲犬罗塞尔

的故事
(美)迈克尔·辛森(Michael Hingson)，(美)

苏西·弗洛里(Susy Flory)著
978-7-5158-1774-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八个女人闯南极 (英)费利西蒂·艾斯顿(Filicity Aston)著 978-7-5158-1780-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当你努力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被世界遗弃的孤

独
罗金著 978-7-5158-1788-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法国人只需十件衣 韦甜甜著 978-7-5158-1789-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国富论 (英)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 978-7-5158-1809-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放下:人学会了放下，便能得大智慧。 范宸著 978-7-5158-1817-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士兵精神 和力著 978-7-5158-1818-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新生代农民工的炫示性消费:城市新移民视角

的调查研究
王天新编著 978-7-5158-1865-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哈佛凌晨四点半:哈佛大学送给青少年的成功
励志课

文启智编著 978-7-5158-1906-8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菲茨杰拉德著 978-7-5159-0493-1 中国宇航出版社

梁思礼院士传记 《中国航天院士传记丛书》总编委会组织编
写

978-7-5159-0554-9 中国宇航出版社

杨嘉墀院士传记 杨照德, 熊延岭著 978-7-5159-0764-2 中国宇航出版社

崔国良院士传记 宋瑶著 978-7-5159-0808-3 中国宇航出版社

实用语篇翻译:英汉双向 彭萍主编 978-7-5159-0834-2 中国宇航出版社

每天读点英文经典英文诗歌全集 马钟元, 陈丽敏主编 978-7-5159-0845-8 中国宇航出版社

谢光选院士传记 史颜莉著 978-7-5159-0852-6 中国宇航出版社

张贵田院士传记 《张贵田院士传记》创作组著 978-7-5159-0901-1 中国宇航出版社

屠守锷院士传记 贺青著 978-7-5159-0902-8 中国宇航出版社

黄纬禄先生传记 黄道群著 978-7-5159-0903-5 中国宇航出版社

每天读点英文精彩晨读佳作全集 主编刘昕蓉 978-7-5159-0917-2 中国宇航出版社

微信小店，这么玩才赚钱 薛梅著 978-7-5159-0918-9 中国宇航出版社



老人与海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978-7-5159-0925-7 中国宇航出版社

中日外交文化比较 张永涛著 978-7-5159-0927-1 中国宇航出版社

飞鸟与夏花:泰戈尔作品集 (印)泰戈尔著 978-7-5159-0935-6 中国宇航出版社

心理咨询师执业手记 贾海泉著 978-7-5159-0943-1 中国宇航出版社

钟山院士传记 周武 ... [等] 著 978-7-5159-0961-5 中国宇航出版社

邢球痕院士传记 滕叙兖著 978-7-5159-0984-4 中国宇航出版社

梁晋才院士传记 张慧燕著 978-7-5159-0991-2 中国宇航出版社

美海军未来能力提升对太空的需求 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著 978-7-5159-1090-1 中国宇航出版社

移动支付:开启“互联网+”商务之门 坚鹏著 978-7-5159-1097-0 中国宇航出版社

第十二夜 (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978-7-5159-1130-4 中国宇航出版社

第十二夜(英文版) (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978-7-5159-1130-4 中国宇航出版社

太空资源 齐国生主编 978-7-5159-1138-0 中国宇航出版社

园林绿化工程 苗峰主编 978-7-5160-0496-8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怎样当好公路工程造价员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60-0580-4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氮氧化物减排 毛志伟，程群编著 978-7-5160-0893-5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环境工程学 梁吉艳，崔丽，王新主编 978-7-5160-0968-0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主编刘立忠 978-7-5160-0969-7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城市污水处理技术 主编肖羽堂 978-7-5160-1174-4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 主编何德文 978-7-5160-1257-4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 刘跃进著 978-7-5161-0514-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体制化的生成与现代文学的转型:延安《解放
日报》副刊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韩晓芹著 978-7-5161-0789-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世纪新故事文体的衍变及其特征研究 侯姝慧著 978-7-5161-0796-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充实的惆怅:我的时评札记 孙津著 978-7-5161-0899-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不一样的常青藤:一个中国学生的高考与留学
之旅

王肇宁著 978-7-5161-1074-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史诗学读本 韩戈金, 冯文开主编 978-7-5161-1470-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49-2009 梅新林, 曾礼军, 慈波等著 978-7-5161-1633-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2009 邵宁宁, 郭国昌, 孙强著 978-7-5161-176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卜日石记一 卓勇良著 978-7-5161-1788-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革命前辈们的读书生活 于俊道主编 978-7-5161-186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正道 沙民著 978-7-5161-2042-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南海里的战友情深 于俊道主编 978-7-5161-2099-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南海里的乡情悠悠 于俊道主编 978-7-5161-2102-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隐形的壁垒:大众传媒语境下儿童文学传播障
碍归因研究

王倩著 978-7-5161-2139-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南海里的肝胆相照 于俊道主编 978-7-5161-2143-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家务与星空文学与性别研究 降红燕著 978-7-5161-2160-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这样读更有趣 李宏编著 978-7-5161-2340-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刘大先著 978-7-5161-2354-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非凡洲游.上 李新烽著 978-7-5161-251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非凡洲游.下 李新烽著 978-7-5161-251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怨恨理论视界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王明科著 978-7-5161-2736-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村落故事讲述活动研究:以辽宁省辽中县徐家
屯村为个案

祝秀丽著 978-7-5161-2763-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 (美) 宇文所安著 978-7-5161-2766-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俄罗斯小说研究 侯玮红著 978-7-5161-2842-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百年家国 唐浩著 978-7-5161-288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俄罗斯现代文学史 汪介之著 978-7-5161-2884-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子夜》的艺术世界及周边问题 李城希著 978-7-5161-2953-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中国三千年诗学
文论发展历程的别样解读

杜书瀛著 978-7-5161-3003-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阅读时节:与阅读有关的趣味、经历和感悟 陈蓉, 陈云昭编著 978-7-5161-3125-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九州十二枝 童音著 978-7-5161-322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 王长顺著 978-7-5161-3242-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读与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与图像 刘巍著 978-7-5161-324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自由”派文学的流变 陈国恩, 张森, 王俊著 978-7-5161-337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蒙古英雄史诗发展史 仁钦道尔吉著 978-7-5161-340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思敬论新诗 吴思敬著 978-7-5161-3423-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星在旅途:环球时报·环球旅游周刊集萃 蔡玉民主编 978-7-5161-3488-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钢琴 (瑞士) 艾蒂安·巴里利耶著 978-7-5161-3532-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海沦陷区女作家服饰书写研究 翟兴娥著 978-7-5161-3535-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核铸强国梦:见证中国“两弹一艇”的研制 孙勤主编 978-7-5161-3540-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构建中国:跨文化视野下的现当代英国旅行文
学研究

黄丽娟著 978-7-5161-3563-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与其修辞学:20世纪文学性中的庸常性 (法) 让·贝西埃著 978-7-5161-3571-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重振中华诗魂 孙景超主编 978-7-5161-3608-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赏读 主编周海波 978-7-5161-3618-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知识转型与新文学发生 火源著 978-7-5161-3641-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香花”与“毒草”:1955-1957年中国杂文
档案

王岩森著 978-7-5161-3652-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亲历与见证:黄廷鑫口述记录 黄山松著 978-7-5161-3697-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莫班小姐 (法) 泰奥菲尔·戈蒂耶著 978-7-5161-3740-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醒世姻缘传》方言词历史演变研究 晁瑞著 978-7-5161-3742-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世纪回族文学价值研究 王继霞著 978-7-5161-3869-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地域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论辑 刘洁主编 978-7-5161-3949-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七十年代小说研究 程光伟编 978-7-5161-3966-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国文学经典的建构与修正:1979-2003《诺
顿美国文学选集》研究

季峥著 978-7-5161-398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诗创作十五讲 殷鉴著 978-7-5161-4056-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宗教文学史 马焯荣著 978-7-5161-4058-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晚清小说低潮研究: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 谢仁敏著 978-7-5161-4063-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研究 权雅宁著 978-7-5161-4081-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回顾与反思:社会变迁语境下的凯瑟研究 孙宏著 978-7-5161-4102-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乡村/革命与现代想象:40年代解放区小说研
究

郭文元著 978-7-5161-4126-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明代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审美诉求 李天道, 李玉芝著 978-7-5161-4140-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小说视域中的城乡问题研
究:1978-2012

詹玲著 978-7-5161-417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命记忆的进述:日本现代女作家大庭美奈子
小说叙事研究

田鸣著 978-7-5161-4177-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新解 韩华著 978-7-5161-4185-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小说观念研究 吴泽泉著 978-7-5161-4193-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歌谣中女性形象的认同构
建

曾静著 978-7-5161-4194-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自然和文学的对话:都市·田园·野生 (日) 山里胜已 ... [等] 编 978-7-5161-4203-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化嬗变中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涂鸿著 978-7-5161-4218-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骆蹄梦痕 郝苏民著 978-7-5161-4255-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越境之地:环境文学论序说 (日) 野田研一, (日) 结城正美编 978-7-5161-4272-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后现代政治化写作:当代美国少数族裔女作家
研究

胡俊著 978-7-5161-4287-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钱钟书隐喻理论研究 郭振伟著 978-7-5161-4288-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维吾尔族民间口承达斯坦研究 阿布都外力·克热木著 978-7-5161-4296-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诗的“懂”与“不懂”:新时期以来新诗理
论研究

邓程著 978-7-5161-4303-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的追踪与阐释 房福贤著 978-7-5161-4350-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心雕龙这本书:文论及其时代 邵耀成著 978-7-5161-437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追寻中国的“现代”:“多元变革时代”中国
小说研究1937-1949

王晓平著 978-7-5161-4407-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代文学习用批评范式研究 赵树功著 978-7-5161-4408-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与文坛的边上 邢小利著 978-7-5161-4434-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比较视域下的湖湘女性文学研究 罗婷等著 978-7-5161-4510-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野径与禅道:生态美学视域下美国诗人斯奈德
的禅学因缘

毛明著 978-7-5161-452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吳承恩集 蔡鐵鷹箋校 978-7-5161-4550-0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身体政治研究 刘传霞著 978-7-5161-4579-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型 颜水生著 978-7-5161-4599-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 王金胜著 978-7-5161-4604-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多维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魏韶华, 李霞著 978-7-5161-4611-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徐鹏绪等著 978-7-5161-4615-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长征诗典 伍景玉编著 978-7-5161-4623-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宋江西散文研究 扶平凡著 978-7-5161-4627-9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现代性视域中的“没有个性的人”:以反讽为
线索

徐畅著 978-7-5161-4629-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时期小说文体形态研究 郭宝亮著 978-7-5161-4632-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自中世纪至当代 (波多黎各) 路丝·巴拉尔特著 978-7-5161-4633-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现代到当代:新文学的历史场域和命名 王元忠, 王建斌著 978-7-5161-4637-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多民族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 杨树喆, 海力波主编 978-7-5161-4640-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代小说中异类姻缘故事的文化阐释 唐瑛著 978-7-5161-4644-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代校书郎与文学 黎文丽著 978-7-5161-4650-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韬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党月异著 978-7-5161-4655-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地域文学研究:中国文学西北论坛文集 主编高人雄 978-7-5161-4658-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巴蜀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彭超著 978-7-5161-4695-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禅解杜诗 张轶男著 978-7-5161-470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间四大传说研究 刘红著 978-7-5161-4718-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场·历史·批评: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 李志孝著 978-7-5161-4744-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瓦尔登湖畔的自由之帆:梭罗散文诗学研究 孙霄著 978-7-5161-4788-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俄苏文学及文论研究 吴元迈著 978-7-5161-4807-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智慧与创意:小小说解惑 刘海涛著 978-7-5161-483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外文论与批评研究 张利群主编 978-7-5161-4841-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占领日本 (美) 约翰·托兰著 978-7-5161-4852-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诗与历史之间: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研
究

王霞著 978-7-5161-4863-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行行重行行:东汉行旅文化与文学 杨颖著 978-7-5161-490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 曹金合著 978-7-5161-4905-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宁静的喜悦 宗周嘉措编著 978-7-5161-4942-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网络小说的生态性文学图景 李盛涛著 978-7-5161-4968-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昨日楼台:老建筑的文学追忆 马力著 978-7-5161-4988-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天路回程:对基督教、理性和浪漫主义的寓意
辩护

(英) 路易斯著 978-7-5161-5078-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党员干部必知的行为心理学 许罡编著 978-7-5161-5093-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启蒙、革命与后革命转移:20世纪资源与新世
纪“底层文学”

张继红著 978-7-5161-5119-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世纪俄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形象新探 惠继东著 978-7-5161-5180-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體: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解诠 李建中著 978-7-5161-520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新笔记小说研究 张舟子著 978-7-5161-5215-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鲁迅翻译思想研究 冯玉文著 978-7-5161-5218-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制度如何制造不平等:一个北方城市贫困女性
社会排斥的制度分析

李敏著 978-7-5161-5304-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研究 马大康著 978-7-5161-5313-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玛莎·诺曼戏剧中的过去和记忆 王莉著 978-7-5161-534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神话 颜翔林著 978-7-5161-5366-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社诗人群体研究 邱睿著 978-7-5161-5401-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盛唐名家诗论 魏耕原著 978-7-5161-5402-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性别视域下的中国本土职场小说批评 闫寒英著 978-7-5161-5435-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冼夫人.中册 崔伟栋著 978-7-5161-5467-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听与说:社会学电邮集 吕炳强 ... [等] 著 978-7-5161-555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马文辉, 陈理主编 978-7-5161-558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跨区域华文诗歌的中国想象 赵小琪, 张晶, 蒋金运著 978-7-5161-558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流派论争:明代文学的生存根基与演化场域 冯小禄, 张欢著 978-7-5161-5588-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化生态与文学发展:1920-1928 周海波等著 978-7-5161-5619-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樊星著 978-7-5161-562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三国演义》的现代误读 鲁小俊著 978-7-5161-5630-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佛事文学研究:以汉至宋为中心 鲁立智著 978-7-5161-566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转型阐释与
话语建构

陈力著 978-7-5161-5675-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文学整体化历史编撰研究 张军著 978-7-5161-568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 胡亚敏主编 978-7-5161-5694-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美比较文学.第一期 主编张华 978-7-5161-5699-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国年鉴.2014 袁征主编 978-7-5161-572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研究 徐承著 978-7-5161-5730-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个人·社会·和谐:政治思想视野下的社会主
义和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陈华森著 978-7-5161-5764-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对话·思维·体道:悠悠的阅读心程 张兆勇著 978-7-5161-5773-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第4辑·2014 张顺洪, 卜宪群, 王建朗主编 978-7-5161-5845-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代文学评论.第一辑,新著平仪专辑 马东瑶, 周剑之主编 978-7-5161-5848-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世纪文学群落与诗性前沿 喻子涵著 978-7-5161-5849-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透视学:文学理论体系新探 张炯著 978-7-5161-5856-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典今读.第二辑,《论语》 杜祖贻，姚新中，樊浩主编 978-7-5161-5871-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典今读.第一辑,《道德经》 杜祖贻，姚新中，樊浩主编 978-7-5161-5872-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黑土文学的人性风姿 汪树东著 978-7-5161-5883-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现代到当代:刘川鄂自选集 刘川鄂著 978-7-5161-5916-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原生态”的幻象: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剑川石宝山歌会研究

田素庆著 978-7-5161-5925-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诗经讲演录:灵魂的诗与诗的灵魂 姜广辉，邱梦艳著 978-7-5161-596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镜观物色:彼得·凯里小说中的认同问题研究 张计连著 978-7-5161-5964-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孰言吾非满族:一项历史人类学研究 刘正爱著 978-7-5161-5965-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国新华侨华人与中国发展 姬虹[等]著 978-7-5161-596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疾病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研究:以鲁迅
、孙犁、史铁生为例

程桂婷著 978-7-5161-5985-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风俗文化视阈下的先秦两汉文学 昝风华著 978-7-5161-599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话语·语境·文本:中国现代诗学探微 薛世昌著 978-7-5161-603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异度时空下的身份书写:香港女性小说研究 王艳芳著 978-7-5161-6053-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架构研究 赵志勇著 978-7-5161-6061-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象征到魔幻:西方现代派文学主流 曹卫军著 978-7-5161-6066-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比较文学 (爱尔兰) 哈钦森·麦考莱·波斯奈特著 978-7-5161-6070-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卓新平著 978-7-5161-6120-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 李扬著 978-7-5161-6137-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象雄珍珠宗 姜佐鸿整理 978-7-5161-615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风景的重新发现:内地语境中的台港澳暨海外
华文文学研究

颜敏著 978-7-5161-6157-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代阳羡联姻家族文学活动研究 邢蕊杰著 978-7-5161-6180-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隐士的深度：陶渊明新探 钟书林著 978-7-5161-6186-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启蒙主义到古典主义:苏雪林文学思想论 刘旭东著 978-7-5161-6195-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评论集 康林著 978-7-5161-6232-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心之教:西游成长智慧十六讲 孟亚, 李慧玲著 978-7-5161-6261-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政治、权力与美学:民国以来的新诗教育研究 黄晓东著 978-7-5161-6262-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视域下公共道德及其基础的研究 廖加林著 978-7-5161-6274-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道德与艺术的双重变奏:徐复观文艺美学思想
研究

马林刚著 978-7-5161-6322-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党员干部纪律学习读本 《党员干部纪律学习读本》编写组编著 978-7-5161-6334-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多元化视域中的新时期文学研究 杨彬著 978-7-5161-634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红深几许:《红楼梦》面面观 贺信民著 978-7-5161-6359-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存在主义美学智慧与文学精神 李天英著 978-7-5161-6363-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形式的表象与深意:20世纪末中国小说艺术形
式研究

俞敏华著 978-7-5161-6369-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满族书面文学流变 关纪新著 978-7-5161-6370-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自然的智慧 严春友著 978-7-5161-6372-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适应与构建:田野中的官坝苗族历史移民 谭志满，雷翔著 978-7-5161-639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批评视域中的思情与识见 蔚蓝著 978-7-5161-6394-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建水紫陶古陶斗美术 孔明著 978-7-5161-643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精神的高原:当代西部文学中的民间文化书写 徐兆寿著 978-7-5161-6445-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今文学”与晚清诗学的演变:以晚清“今文
学”家诗学理论为中心

王成著 978-7-5161-6446-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审美”之变:新时期文化语镜中的审美问题
研究

周强著 978-7-5161-6448-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代“大手笔”作家研究 曲景毅著 978-7-5161-645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 汪介之著 978-7-5161-6496-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萨满的精神奥秘 高长江著 978-7-5161-6497-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代俗体诗研究 梁海燕著 978-7-5161-653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典雅与游戏之间:17世纪欧洲巴洛克文学审
美张力研究

金琼著 978-7-5161-6542-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身体对心灵的诉说:现代文学“情色”书写研
究

张晓东著 978-7-5161-6543-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蘖 胡峰著 978-7-5161-6545-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平等化的影响研究 罗爱武著 978-7-5161-6572-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守望、传承、复兴:潍坊民间传统老手艺漫谈 鲁春晓著 978-7-5161-6593-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多维视野下的宋代文学 诸葛忆兵著 978-7-5161-6630-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流动的共同体:农民工与一个村庄的变迁 张领著 978-7-5161-6636-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黄伟林, 刘铁群主编 978-7-5161-6638-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未完成的审美现代性:新时期文论审美问题研
究

徐向昱著 978-7-5161-6654-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他拼之灵:越南北部边境瑶族社会的形构与型
质阅释

谷家荣，马燕坤著 978-7-5161-6655-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叙事诗研究 李亚峰著 978-7-5161-666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传承与创新:科马克·麦卡锡小说旅程叙事研
究

陈爱华著 978-7-5161-6676-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劳动保险到社会保险: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模
式转型及其逻辑

邓智平著 978-7-5161-6724-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本明治中期的国粹主义思想研究 王俊英著 978-7-5161-6893-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象牙塔内的喧哗与骚动:英美学院派小说研究 张荣升, 丁威, 王春艳著 978-7-5161-6897-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控诉: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 朱清如著 978-7-5161-6922-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灵魂之魅与中和之美:铁凝小说论 王志华著 978-7-5161-6941-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他者到自我:波伏瓦他者理论研究 成红舞著 978-7-5161-6942-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典的回响 杨匡汉著 978-7-5161-695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乡土的浪漫书写 杨姿著 978-7-5161-6975-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走向人人享有保障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保障
的制度变迁

周弘，张浚著 978-7-5161-6977-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基督宗教观 郭晓霞著 978-7-5161-701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战略新布局 辛鸣著 978-7-5161-702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解冻与复苏:1978-1982年中国杂文档案 王岩森著 978-7-5161-7024-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道教与唐代科技 刘芳著 978-7-5161-7045-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佛家怀抱 俱味禅悦:佛禅与王安石诗歌研究 宫波著 978-7-5161-704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迈向均衡型社会:2020年北京社会结构趋势研
究

李晓壮著 978-7-5161-7050-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 王培友著 978-7-5161-707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 毛海莹著 978-7-5161-7080-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现代狭邪小说演变的转型意义研究 丁峰山著 978-7-5161-7123-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青年创业与大众传媒 韩雅丽著 978-7-5161-7142-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漫游寻美:梁艳萍自选集 梁艳萍著 978-7-5161-7151-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气派社会学理论的建构:社会运行学派“
五论”研究

王力平著 978-7-5161-725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史略 罗顺元著 978-7-5161-7356-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居民膳食营
养素推荐摄入量视角

梁姝娜著 978-7-5161-7364-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走向交融共生的民族文化张力:当代汉族作家
的民族叙事研究

蔺春华著 978-7-5161-7437-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运行困境与机制优化:西部新农合持续发展研
究

孟宏斌著 978-7-5161-7500-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探底反弹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2015—2016 刘元春，闫衍，刘晓光著 978-7-5161-7507-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薪酬水平与薪酬差距效应研究 刘敏，董青著 978-7-5161-7536-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事实和价值之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当代中
国言说图景与学理批评

胡友笋著 978-7-5161-7549-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回到文学现场: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 杨光祖著 978-7-5161-7598-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本内外——文化诗学实验报告 林继中著 978-7-5161-7627-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化诗学之文本解读 沈金耀著 978-7-5161-7628-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化诗学:理论建构与实践策略 祖国颂著 978-7-5161-7629-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与宗教学研究 吕大吉著 978-7-5161-777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 刘一欧著 978-7-5161-7793-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泛传播时代的媒介想象 杨华著 978-7-5161-7839-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远距离阅读视野下的文类、空间和文学史:弗
兰克·莫莱蒂文论思想研究

高树博著 978-7-5161-7872-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影响中的创造:贾平凹小说的独异生成 樊娟著 978-7-5161-7914-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的图书馆数字信息
资源建设模式研究

刘磊等著 978-7-5161-795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韩国民俗生活的记忆与叙述 钟俊昆著 978-7-5161-7960-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典的再生:论尼采的艺术形而上学 何兰芳著 978-7-5161-797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族文化与多元传承:黄土文明的人类学考察 徐新建等著 978-7-5161-7996-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结构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变迁与创新 薛力著 978-7-5161-8102-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类学、现代世界与文化转型:21世纪人类学
讲坛第二届年会论文集

包智明，赵旭东主编 978-7-5161-8139-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公共卫生伦理学 翟晓梅, 邱仁宗编著 978-7-5161-8190-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
外交战略

李志永著 978-7-5161-8224-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视角:当代经验和古典观念之间 韩德民著 978-7-5161-8237-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文化词研究 赵明著 978-7-5161-8292-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国欠发达地区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绩效与其
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哈梅芳，哈春芳著 978-7-5161-8334-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卫生保健的分配正义研究 李红文著 978-7-5161-8407-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代诗学视域下的桃花源主题 杨宏著 978-7-5161-8443-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研究 崔建利著 978-7-5161-8479-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医疗社会史研究.第一辑,国际组织和医疗卫
生史

张勇安主编 978-7-5161-8482-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伊斯兰文明的反思与重构:当代伊斯兰中间主
义思潮研究

丁俊著 978-7-5161-8516-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 尹昌龙主编 978-7-5161-8582-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珍研究 曾秀芳著 978-7-5161-872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休闲文化与中国闲适散文,奠基篇 李漫天著 978-7-5161-8737-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温厚平和 含蓄深沉——曾巩诗歌论 喻进芳著 978-7-5161-874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2辑 董劭伟主编 978-7-5161-8761-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莫怀戚小说文化论 张育仁著 978-7-5161-8790-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身体美学导论 王晓华著 978-7-5161-8808-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佛性 夏坝·降央克珠，魏德东主编 978-7-5161-8825-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评论.第17辑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编 978-7-5161-8844-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克拉考尔的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以魏玛
写作为中心

林雅华著 978-7-5161-886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诗史释 曾祥波著 978-7-5161-887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史研究新进展:河南大学世界史系论文集 史晓红，李恒主编 978-7-5161-8888-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批评的三维透视 吴艳著 978-7-5161-8905-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瓶梅》语言研究文集 张惠英，宗守云编 978-7-5161-894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诗经》郑、卫诗歌研究 杨洁著 978-7-5161-8946-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代小说与小说家 傅承洲著 978-7-5161-8975-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漱玉词全璧.上册 刘瑜，徐洪佩辑著 978-7-5161-904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漱玉词全璧.下册 刘瑜，徐洪佩辑著 978-7-5161-904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基本健康制度的构建:北京案例 朱恒鹏,梁杰主编 978-7-5161-9078-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经济社会影响分
析

韩晓芳，朱恒鹏主编 978-7-5161-9079-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心事 (加)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rl)著 978-7-5162-0274-6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辉煌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编 978-7-5162-0791-8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汇编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62-0908-0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道教 谢路军, 陈胜著 978-7-5162-0973-8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常宏著 978-7-5162-0978-3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 宝贵贞著 978-7-5162-0979-0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我的红军母亲蒲文清 何丽著 978-7-5162-1009-3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传统医德思想研究 主编张艳清 978-7-5162-1035-2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决战2020:拒绝贫困 王家华著 978-7-5162-1125-0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选举法适用问答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
写

978-7-5162-1188-5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华法史三千年:法律思想简史 李贵连，李启成著 978-7-5162-1210-3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83项护理技术操作流程及评分标准 于丽娜, 伍世珍主编 978-7-5163-0015-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医药卫生科技查新咨询理论与实践 主编吴东, 马慧, 吴曙霞 978-7-5163-0018-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2013执业护士资格考试历年考题纵览与考点
评析

张利岩，刘万芳主编 978-7-5163-0024-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2013执业护士资格考试历年考点串讲与例题
精选

张利岩，刘万芳主编 978-7-5163-0025-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2013执业护士资格考试全真模拟与解析 黄叶莉主编 978-7-5163-0026-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护士分层管理与绩效考核 黄晶主编 978-7-5163-0048-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传染病防治技术临床培训教案 赵敏,王传礼,李进主编 978-7-5163-0055-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工作手册 白继庚，何淑贞主编 978-7-5163-0057-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儿科护理工作手册 白继庚，何淑贞主编 978-7-5163-0058-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最新临床检验项目应用速查 王惠萱，石泉贵主编 978-7-5163-0067-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医护理工作手册 张杰，刘丽红，张尉主编 978-7-5163-0080-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内科护理基础与实践 石兰萍主编 978-7-5163-0087-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实习医师手册 单保恩主编 978-7-5163-0099-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实验结核病学 胡忠义主编 978-7-5163-0104-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2013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临考押题试卷及
解析

陈鹊汀主编 978-7-5163-0111-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影像读片指南系列图谱,头颈部分册 陈自谦，杨熙章，钟群总主编 978-7-5163-0117-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人体形态结构图谱 徐国成，韩秋生，颜玲主编 978-7-5163-0128-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运行现状和对策研究 程景民著 978-7-5163-0130-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最新护士必读 郭庆玲，靳启琴，杨靓主编 978-7-5163-0136-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护理操作考核细则及标准 赵青，赵娟珍，郑秀峰主编 978-7-5163-0137-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科研路径入门指导 王芳，朱华云主编 978-7-5163-0138-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护士入行指导 于丽娜，伍世珍主编 978-7-5163-0149-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常见护理技术操作流程与评分标准 谷俊霞，刘月梅，刘建霞主编 978-7-5163-0239-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现代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工作指南 吴佳伟，张鹏，周染云主编 978-7-5163-0244-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颈椎手术并发症 徐宏光主编 978-7-5163-0246-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影像读片指南系列图谱,神经系统分
册

陈自谦，杨熙章，钟群总主编 978-7-5163-0248-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影像读片指南系列图谱,胸部分册 陈自谦，杨熙章，钟群总主编 978-7-5163-0249-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儿科感染性疾病的循证证据 万朝敏，母得志主编 978-7-5163-0265-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药调剂员应试指南 王玮瑛，白冰，刘颖主编 978-7-5163-0268-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西药药剂员应试指南 王玮瑛，杨阳主编 978-7-5163-0269-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张彩萍主编 978-7-5163-0274-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膝关节运动损伤康复学 徐建武，闫汝蕴主编 978-7-5163-0276-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心脑血管疾病预警与干预:CWPAS健康管理系
统概论

马文领，刘伟，李铁岭主编 978-7-5163-0277-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新编创伤外科急救学 尹文[等]主编 978-7-5163-0281-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处方分析与合理用药 林永忠，冯加纯主编 978-7-5163-0282-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绿激光与前列腺增生 陈立军主编 978-7-5163-0283-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消化内科处方分析与合理用药 李荣宽，陈骏，王迎春主编 978-7-5163-0291-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医学影像数据库掌中宝 王骏，陈占勋，吴虹桥主编 978-7-5163-0292-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护士长工作手册 周宏珍，宋慧娟主编 978-7-5163-0294-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最新经络穴位彩色图谱 程凯主编 978-7-5163-0295-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血液科临床护理 赵凤军，胡晓铃，田瑞芳主编 978-7-5163-0307-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军队辐射防护与管理 唐木涛，高伟主编 978-7-5163-0319-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消化内科临床护理 张爱霞，王瑞春，赵华主编 978-7-5163-0334-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手册 马建中，陆海霞，李风光主编 978-7-5163-0335-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毒理病理学基础
Wanda M. Haschek，Colin G. Rousseaux，

Matthew A. Wallig
978-7-5163-0348-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膳食营养与健康保健 徐洪涛，张宝和，田光主编 978-7-5163-0350-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康复医学科临床速查掌中宝 刘宏亮，武继祥主编 978-7-5163-0360-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西医治疗疑难杂症兼验方精选 侯德永编著 978-7-5163-0364-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急诊科护理手册 姜秀霞，张秀菊，谭颜华主编 978-7-5163-0372-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风湿科临床速查掌中宝 王勇，方勇飞，张荣华主编 978-7-5163-0375-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儿科临床速查掌中宝 何念海，桂芹主编 978-7-5163-0376-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疾病诊疗路径 李学文，任洁，高宇平主编 978-7-5163-0378-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寿命学理论基础:健康长寿理论研究与实践 赵军平，李文彬主编 978-7-5163-0380-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肾内科疾病诊疗路径 于为民主编 978-7-5163-0384-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肺结核中西医诊断治疗学 林小田主编 978-7-5163-0387-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乳腺癌与导管内增生及癌前病变诊断与鉴别
诊断

王刚平[等]主编 978-7-5163-0388-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课题设计与数据分析:关键技术与标准模板 胡良平主编 978-7-5163-0398-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造血干细胞移植健康教育 薛凤珠，韩艳飞，翟红岩主编 978-7-5163-0403-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儿科临床护理 刘月利，葛延瑱，王晓霞主编 978-7-5163-0404-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法精神分析培训实务教程.Ⅱ,性·分裂
卡尔-雷欧·熹微岭(Karl-Leo Schwering)，
香塔尔-乐荷·戴维斯(Chantal Lheureux-

Davides)，姚洁主讲

978-7-5163-0405-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自体脂肪移植技术 李青峰主编 978-7-5163-0408-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护士实践指导手册 张雅丽，何文忠主编 978-7-5163-0409-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专科护理技术操作流程及评分标准 马美丽，高晓燕，王景梅主编 978-7-5163-0411-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内分泌科临床速查掌中宝 魏平，谭明红主编 978-7-5163-0428-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临床速查掌中宝 陈康宁，桂莉，史树贵主编 978-7-5163-0429-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人体经络穴位使用速查 孙娜，王洪彬，崔建美主编 978-7-5163-0430-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感染科临床速查掌中宝 毛青，蒋业贵主编 978-7-5163-0441-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医学临床“三基”手册,医师分册 杨晓燕主编 978-7-5163-0457-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军队疾病监测方法 刘元东，高伟，赵勇主编 978-7-5163-0460-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消毒供应中心全过程质量控制手册 杨鸣春，杨民慧，蒋立虹主编 978-7-5163-0466-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军事作业中有毒有害动植物的防治 郑颖，范泉水主编 978-7-5163-0467-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诊断准确性试验Meta分析软件一本通 曾宪涛，何明武主编 978-7-5163-0468-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影像读片指南系列图谱,腹部分册 陈自谦，杨熙章，钟群总主编 978-7-5163-0469-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放射诊断中的医疗照射防护 刘长安，陈肖华主编 978-7-5163-0483-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常见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预防和控制 陈万青，彭侠彪主编 978-7-5163-0484-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乳腺癌内科综合治疗策略与临床实践 王晓稼，杜向慧主编 978-7-5163-0485-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应急预案与程序 池金凤，周爱霞，刘云主编 978-7-5163-0492-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全国医用设备使用人员(CDFI医师/技师)业务
能力考评全真模拟及解析

王莎莎，朱贤胜主编 978-7-5163-0496-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心内科临床护理 赵爱萍，吴冬洁，张凤芹主编 978-7-5163-0514-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实用护理 杨海新，郝伟伟，赵素婷主编 978-7-5163-0520-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肿瘤微创治疗健康指导 盖绿华，杨武威主编 978-7-5163-0523-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护理质量标准与持续改进手册 侯桂英，高俊茹，孟兰华主编 978-7-5163-0525-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脑卒中健康管理 周宏珍，周君桂主编 978-7-5163-0530-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边境地区反暴恐医学救援 赵东海[等]主编 978-7-5163-0532-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基层医师实用抗感染手册 张延方，李建华，李建辉主编 978-7-5163-0533-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潜水医学保障技术手册 方以群，吴生康，王世锋主编 978-7-5163-0539-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IgG4相关性疾病 董凌莉主编 978-7-5163-0547-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北京市创建无烟机关、无烟单位工作手册
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北京市控制吸

烟协会[主编]

978-7-5163-0552-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急诊科护士工作手册 刘玉峰，李玉兰，陈秀莉主编 978-7-5163-0553-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舰载航空医学.上册 李鸣皋主编 978-7-5163-0562-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舰载航空医学.下册 李鸣皋主编 978-7-5163-0562-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肺癌临床多学科综合诊断与鉴别诊断 高禹舜，陈骏主编 978-7-5163-0579-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 徐德忠，李锋主编 978-7-5163-0587-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糖尿病病证结合诊疗方案:基于住院病历大数
据

倪青，王祥生著 978-7-5163-0605-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神经介入治疗护理学基础 潘文龙，张强，赵晓辉主编 978-7-5163-0659-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家庭饮食宜忌大全1888例 主编焦明耀 978-7-5163-0665-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过敏性疾病及复发感染疾病的免疫治疗 吴合编著 978-7-5163-0676-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部队官兵热射病防治常识手册 刘元东，高伟主编 978-7-5163-0696-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营养圣经 主编焦明耀 978-7-5163-0728-1 军事医学出版社

诗家之绝唱·屈原 无眠编著 978-7-5164-0131-6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一生不可不知道的中国瓷器 唐译编著 978-7-5164-0309-9 企业管理出版社

心理学是本故事书 鲁芳著 978-7-5164-0411-9 企业管理出版社

善意地说谎 余少阳著 978-7-5164-0439-3 企业管理出版社

收复新疆第一人左宗棠传 靳会永编著 978-7-5164-0786-8 企业管理出版社

商务宴请行为规范 李世化编著 978-7-5164-0965-7 企业管理出版社

商务宴请礼仪规范 李世化编著 978-7-5164-0980-0 企业管理出版社

微商:微电商,大趋势 李宗泽著 978-7-5164-1016-5 企业管理出版社

医院会计管理 主编徐元元 ... [等] 978-7-5164-1106-3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一个人最后的清单: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美)大卫·蒙纳许(David Menasche)著 978-7-5164-1119-3 企业管理出版社

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工作的自己 学习型员工·素质工程教研中心编著 978-7-5164-1123-0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经商心理学 王拥军著 978-7-5164-1200-8 企业管理出版社

随和是一种能力，淡泊而明志 王漫兮著 978-7-5164-1204-6 企业管理出版社

生活里，总有一种花为你飘香 王漫兮著 978-7-5164-1205-3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不一样的你我 不一样的烟火 王漫兮编著 978-7-5164-1211-4 企业管理出版社

学会表达 懂得沟通 丁艳丽编著 978-7-5164-1233-6 企业管理出版社

员工心理危机的紧急干预与防范 赵秀娟编著 978-7-5164-1278-7 企业管理出版社

现代员工的压力管理与心理调适 李秋菊编著 978-7-5164-1338-8 企业管理出版社

砥砺名行二十五载:鉴证中国腹腔镜外科 郑民华主编 978-7-5164-1367-8 企业管理出版社



本科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撰写指南 主编徐运保 978-7-5165-0057-6 航空工业出版社

中国航空工业人物传.1,英模篇 中国航空工业史编修办公室编 978-7-5165-0260-0 航空工业出版社

魅力爱飞客 (美)威廉·斯德蒂姆(William Stadiem)著 978-7-5165-0371-3 航空工业出版社

反恐处突新思维:美军非致命性武器运用和体
系建设研究

汪川编著 978-7-5165-0558-8 航空工业出版社

中东之鹰:一位以色列著名飞行员的作战经历 (以色列) 然·罗南著 978-7-5165-0612-7 航空工业出版社

明仔玩画画之世界著名坦克 瀚鼎文化工作室编著 978-7-5165-0621-9 航空工业出版社

料敌从宽:兰德战略评估系统的演变 李健, 王伟编 978-7-5165-0631-8 航空工业出版社

王永志传 姚昆仑著 978-7-5165-0645-5 航空工业出版社

军魂铸剑:打造中国企业家精神 谭卫东著 978-7-5165-0661-5 航空工业出版社

林宗虎自传 林宗虎著 978-7-5165-0690-5 航空工业出版社

最后的疯狂:阿登反击战的第一个24小时 (英)戴维·乔丹(David Jordan)著 978-7-5165-0717-9 航空工业出版社

中文版3ds Max 2011基础与应用高级案例教
程

高传雨, 满昌勇, 李奇主编 978-7-5165-0792-6 航空工业出版社

校园安全教育读本 主编张付丽, 谭寿全, 胡立波 978-7-5165-0835-0 航空工业出版社

酒泉百珍 秦国顺编著 978-7-5165-0886-2 航空工业出版社

遥控模型直升机入门 戴琛编著 978-7-5165-1036-0 航空工业出版社

八一三淞沪会战 马振犊，陆军编著 978-7-5165-1052-0 航空工业出版社

百科图解小心！身边的生物杀手 瀚鼎文化工作室编著 978-7-5165-1058-2 航空工业出版社

百科图解各国特种部队 瀚鼎文化工作室编著 978-7-5165-1104-6 航空工业出版社

“山西王”阎锡山秘事 罗学蓬著 978-7-5166-0434-2 新华出版社

HOLD住战略机遇期 未名著 978-7-5166-0523-3 新华出版社

地球绿飘带:走近三北工程 张百新主编 978-7-5166-0674-2 新华出版社

“三北”造林记 张百新主编 978-7-5166-0675-9 新华出版社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中央文献研究室, 新华通讯社编 978-7-5166-0679-7 新华出版社

毛泽东新闻作品集 中央文献研究室, 新华通讯社编 978-7-5166-0680-3 新华出版社

新绘图聊斋志异:全图本.上卷 (清)蒲松龄著 978-7-5166-0700-8 新华出版社

每天来点正能量 高连兴编著 978-7-5166-0710-7 新华出版社

欧债危机启示录 丁一凡著 978-7-5166-0837-1 新华出版社

赶考 李从军著 978-7-5166-0952-1 新华出版社

说话是门技术活:与上级沟通的9种技巧 郑一群著 978-7-5166-1026-8 新华出版社

见证:南水北调丹江口大移民纪实 陈华平著 978-7-5166-1044-2 新华出版社

战略家邓小平 李洪峰著 978-7-5166-1048-0 新华出版社

底层民意:中国社会心态调查 李松著 978-7-5166-1049-7 新华出版社



马克思自述传略 刘乃勇著 978-7-5166-1087-9 新华出版社

阅读故土 李旭著 978-7-5166-1098-5 新华出版社

宣传力:政治与商业中的心理操纵 (美) 安东尼·普拉卡尼斯, 埃利奥特·阿伦
森著

978-7-5166-1125-8 新华出版社

超限帝国:美国实力揭秘 拓正阳著 978-7-5166-1131-9 新华出版社

傲慢与偏差:66个有趣的社会问题 乔晞华, 张程著 978-7-5166-1132-6 新华出版社

汪曾祺小说自选集 汪曾祺著 978-7-5166-1139-5 新华出版社

谁掌控日本:自民党、暴力团与CIA勾结内幕 谷川岳著 978-7-5166-1142-5 新华出版社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美) 赫伯特·比克斯著 978-7-5166-1158-6 新华出版社

蓝衫国度:英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 (英) 阿绮波德·立德著 978-7-5166-1182-1 新华出版社

哈佛:名校是怎样炼成的 利安著 978-7-5166-1192-0 新华出版社

我在人大这五年:一位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
国民主政治进程.上册

朱永新著 978-7-5166-1207-1 新华出版社

我在人大这五年:一位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
国民主政治进程.下册

朱永新著 978-7-5166-1207-1 新华出版社

老兵长存: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 (美)E.B.斯莱奇(E.B.Sledge)著 978-7-5166-1220-0 新华出版社

用文学重现圣殿的荣耀: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阿格农研究

许相全著 978-7-5166-1246-0 新华出版社

断剑:解密乌克兰变局中的军事力量 《舰载武器》杂志社编著 978-7-5166-1251-4 新华出版社

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 田炳信著 978-7-5166-1273-6 新华出版社

邓小平的改革岁月 武国友著 978-7-5166-1304-7 新华出版社

交通海权 李文华主编 978-7-5166-1339-9 新华出版社

顺序的问题 (韩)都振棋著 978-7-5166-1342-9 新华出版社

妈妈,别哭 (韩)博尔精著 978-7-5166-1344-3 新华出版社

双面人 (韩)郑海莲著 978-7-5166-1345-0 新华出版社

生来彷徨:寻找人生意义的11堂哲学课 (美) 朱利安·巴吉尼著 978-7-5166-1365-8 新华出版社

谢谢你，盛装莅临我的成长 要力石，何芸产主编 978-7-5166-1372-6 新华出版社

如果上帝送你一只柠檬果 要力石，何芸主编 978-7-5166-1373-3 新华出版社

你又回到我心上 要力石，何芸主编 978-7-5166-1374-0 新华出版社

悦读政策.第1辑 中国政府网编 978-7-5166-1383-2 新华出版社

乡党 赵军锋著 978-7-5166-1386-3 新华出版社

落樱.II 可儿著 978-7-5166-1389-4 新华出版社

青春在路上:汪国真新诗精选 汪国真著 978-7-5166-1403-7 新华出版社

明史通俗演义.上 蔡东藩著 978-7-5166-1441-9 新华出版社



明史通俗演义.下 蔡东藩著 978-7-5166-1441-9 新华出版社

命脉 李冉著 978-7-5166-1456-3 新华出版社

悦读政策.第2辑 中国政府网编 978-7-5166-1486-0 新华出版社

悦读政策.第3辑 中国政府网编 978-7-5166-1487-7 新华出版社

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 (美) 沈大伟主编 978-7-5166-1511-9 新华出版社

员工礼仪手册 嘉辰编著 978-7-5166-1512-6 新华出版社

悦读政策.第4辑 中国政府网编 978-7-5166-1532-4 新华出版社

悦读政策.第5辑 中国政府网编 978-7-5166-1533-1 新华出版社

悦读政策.第6辑 中国政府网编 978-7-5166-1534-8 新华出版社

印第安纳速写 肖复兴著 978-7-5166-1548-5 新华出版社

骚动的小城 王志强著 978-7-5166-1573-7 新华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社会篇 刘玉瑛丛书主编 978-7-5166-1578-2 新华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国家篇 刘玉瑛主编 978-7-5166-1579-9 新华出版社

中国报纸副刊史 魏剑美, 骆一歌著 978-7-5166-1603-1 新华出版社

绝世英雄:多尔衮传奇 墨尔根觉罗·永宁著 978-7-5166-1632-1 新华出版社

黑牡丹白玫瑰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著
978-7-5166-1644-4 新华出版社

天堂的小鸟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h著 978-7-5166-1657-4 新华出版社

翟杰话说财神爷 翟杰著 978-7-5166-1675-8 新华出版社

大唐贡瓷梦 苗庭宽著 978-7-5166-1676-5 新华出版社

困惑 殷商著 978-7-5166-1677-2 新华出版社

关东第一枪 张艳荣著 978-7-5166-1708-3 新华出版社

课外新知 王荣泰, 王琳涵主编 978-7-5166-1720-5 新华出版社

悦读政策.2015年第1辑 中国政府网编 978-7-5166-1728-1 新华出版社

走向五大洲:江亚平国际新闻作品选 978-7-5166-1754-0 新华出版社

心灵之旅 王荣泰，王琳涵主编 978-7-5166-1755-7 新华出版社

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 (美)爱伦·坡著 978-7-5166-1783-0 新华出版社

我不是你认识的人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978-7-5166-1784-7 新华出版社

逍遥郡马过孟玉 过云婷著 978-7-5166-1786-1 新华出版社

汪曾祺精短散文 汪曾祺著 978-7-5166-1831-8 新华出版社

诸葛亮治国策: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今译读
本

(三国)诸葛亮著 978-7-5166-1873-8 新华出版社

新语通俗读本:刘邦命名的治国之书 (西汉)陆贾原著 978-7-5166-1875-2 新华出版社

保定抗战史话 董耀奎著 978-7-5166-1881-3 新华出版社



抗日名将范子侠 王了著 978-7-5166-1952-0 新华出版社

公字寨.第二部 李应该著 978-7-5166-1985-8 新华出版社

龙啸绝地 伍禄香著 978-7-5166-2059-5 新华出版社

形迹可疑的人:恰佩克哲理侦探小说集 (捷克)卡雷尔·恰佩克著 978-7-5166-2068-7 新华出版社

论人的本性 (美) 爱德华·O·威尔逊著 978-7-5166-2070-0 新华出版社

怡亲王允祥与《红楼梦》和白家疃 赤飞著 978-7-5166-2073-1 新华出版社

胜利:荒岛上的爱情 (英)约瑟夫·康拉德著 978-7-5166-2076-2 新华出版社

才乡 才子 才情 朱昌勤著 978-7-5166-2109-7 新华出版社

中国新闻奖作品选.2014年度·第二十五届 中国新闻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编 978-7-5166-2110-3 新华出版社

最后的战役:鲜为人知的二战欧洲战场谢幕之
战

(美)斯蒂芬·哈丁(Stephen Harding)著 978-7-5166-2113-4 新华出版社

绝望者日记: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德) 弗里德里希·莱克著 978-7-5166-2114-1 新华出版社

芸斋琐谈 耿犁著 978-7-5166-2134-9 新华出版社

中国发展新理念: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精神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66-2136-3 新华出版社

此间生息 阿零著 978-7-5166-2155-4 新华出版社

生命的味道:新华社记者亲历灾难手记 新闻研究所编 978-7-5166-2189-9 新华出版社

职责与真相:汤计新闻从业感悟 汤计著 978-7-5166-2218-6 新华出版社

被诅咒的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978-7-5166-2232-2 新华出版社

半生戎马半生歌:人民艺术家阎肃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66-2233-9 新华出版社

悠悠我心:中国经典诗人传奇 程天保著 978-7-5166-2241-4 新华出版社

盖世项羽 卫道存著 978-7-5166-2244-5 新华出版社

燃泪天堂:新华社记者直击中东真相 陈聪著 978-7-5166-2281-0 新华出版社

血战大武汉 张军著 978-7-5166-2310-7 新华出版社

廉政新规速览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66-2369-5 新华出版社

绿斗篷 (英) 约翰·巴肯著 978-7-5166-2491-3 新华出版社

阅读与成长 詹嘉会著 978-7-5166-2509-5 新华出版社

黑桃J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978-7-5166-2530-9 新华出版社

邪恶的眼睛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978-7-5166-2533-0 新华出版社

乡村医生手记 (俄罗斯)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著 978-7-5166-2535-4 新华出版社

失踪的专列:柯南·道尔悬疑恐怖小说集 (英) 亚瑟·柯南·道尔著 978-7-5166-2536-1 新华出版社

草色·天韵:叶延滨精短美文100篇 叶延滨著 978-7-5166-2545-3 新华出版社

围城之外 蠡湖吹雪著 978-7-5166-2546-0 新华出版社

高犯罪区域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978-7-5166-2548-4 新华出版社



天空多么希腊:徐志摩与邵洵美 陶方宣著 978-7-5166-2600-9 新华出版社

最后的士大夫:沈从文与汪曾祺 陶方宣著 978-7-5166-2610-8 新华出版社

工匠精神:企业制胜的真谛 宋犀堃编著 978-7-5166-2612-2 新华出版社

仇炎之.上册 巨国青著 978-7-5166-2615-3 新华出版社

仇炎之.下册 巨国青著 978-7-5166-2615-3 新华出版社

徽州物语 阮文生著 978-7-5166-2616-0 新华出版社

视唱钢琴伴奏法 谢世超著 978-7-5166-2654-2 新华出版社

成就你一生的处事智慧 李伟编著 978-7-5166-2684-9 新华出版社

身边的李保国 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编著 978-7-5166-2708-2 新华出版社

太行新愚公李保国 王洪峰, 王昆编著 978-7-5166-2709-9 新华出版社

危世图存:中国历史上的15次中兴 冯敏飞著 978-7-5166-2761-7 新华出版社

1493:从哥伦布大航海到全球化时代 (美)查尔斯·C.曼恩(Charles C.Mann)著 978-7-5166-2801-0 新华出版社

战争的逻辑:从普鲁土崛起到两次世界大战 苏肄海著 978-7-5166-2821-8 新华出版社

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
录

(法)盖伊·萨杰著 978-7-5166-2826-3 新华出版社

新华社烈士传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 978-7-5166-2885-0 新华出版社

善步者长 赵涛主编 978-7-5166-3056-3 新华出版社

公共营养师:基础知识 主编葛可佑 978-7-5167-0037-2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公共营养师:基础知识 主编葛可佑 978-7-5167-0037-2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管理论文写作 沈纯道著 978-7-5167-0067-9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员工面试与录用精细化实操手册 王胜会编著 978-7-5167-0224-6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人力资源管理精细化实操手册 刘仙梅编著 978-7-5167-0483-7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完善中国特色医疗保障体系研究报告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组织编写 978-7-5167-1159-0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职场不说谎 (美)Carol Kinsey Goman著 978-7-5167-1773-8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做个会谈话的好上司 Beverly Kaye, Julie Winkle Giulioni著 978-7-5167-1819-3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城市管理工作者国学素养读本 艾丽辉主笔 978-7-5167-2021-9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这样的激励才有效 (美)Susan Fowler著 978-7-5167-2128-5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职业病危害预防 安博士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卡通画丛书编写组 978-7-5167-2388-3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安全生产事故应急与救护 安博士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卡通画丛书编写组 978-7-5167-2434-7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PM2.5防护手册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编 978-7-5167-2466-8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历史中的人性密码:兽性人格 曹给非著 978-7-5168-0114-7 台海出版社

空城 魏剑美著 978-7-5168-0169-7 台海出版社

世界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开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37-3 台海出版社

战场对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38-0 台海出版社



胜利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39-7 台海出版社

保卫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 胡元斌, 严锴主编 978-7-5168-0240-3 台海出版社

怒海翻腾: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西洋战事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41-0 台海出版社

决战远东: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事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42-7 台海出版社

海上鏖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海战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46-5 台海出版社

血染尘埃: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陆战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47-2 台海出版社

风云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人物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48-9 台海出版社

元帅韬略: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元帅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49-6 台海出版社

将星纵横: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将领 胡元斌, 严锴主编 978-7-5168-0250-2 台海出版社

英雄赞歌: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英雄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51-9 台海出版社

恶魔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元凶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52-6 台海出版社

豺狼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悍将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53-3 台海出版社

暴徒血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枭雄 胡元斌, 严锴主编 978-7-5168-0254-0 台海出版社

奴才媚相: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傀儡 胡元斌, 严锴主编 978-7-5168-0255-7 台海出版社

绝密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秘密行动 胡元斌，严锴主编 978-7-5168-0257-1 台海出版社

罪恶迷雾: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真相 胡元斌主编 978-7-5168-0258-8 台海出版社

管事先管人 管人要管心:成功管理者的领导
智慧

王剑著 978-7-5168-0271-7 台海出版社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统计学:再精简下去, 就不
是统计学了

(日) 小岛宽之著 978-7-5168-0451-3 台海出版社

我一开口，就能说服所有人:马云说话之道 吴帝聪著 978-7-5168-0498-8 台海出版社

最漂亮的回答:回话艺术比说话艺术更重要 (日) 铃木锐智著 978-7-5168-0530-5 台海出版社

微反应 微表情 郭志亮著 978-7-5168-0593-0 台海出版社

普京:为俄罗斯而生的万人迷 黄超著 978-7-5168-0609-8 台海出版社

褚时健:每一处都是人生巅峰 冷湖著 978-7-5168-0613-5 台海出版社

国学十二道 谢寒梅著 978-7-5168-0615-9 台海出版社

职场“卓越力”从何而来:职场卓越之道：方
案制胜

云天著 978-7-5168-0625-8 台海出版社

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2 梁华著 978-7-5168-0631-9 台海出版社

道中的道 闵龄著 978-7-5168-0642-5 台海出版社

家和万事兴 谢寒梅著 978-7-5168-0644-9 台海出版社

一生家国——李光耀传奇 李克，郭江妮著 978-7-5168-0650-0 台海出版社

冯仑:看得见未来才有未来 韩啸著 978-7-5168-0684-5 台海出版社

一生的挑战:李光耀给中国青年的10堂人生课 马骏著 978-7-5168-0687-6 台海出版社



女孩养气质 男孩养志气 陈靖昕著 978-7-5168-0690-6 台海出版社

刘备的枷锁 包司南著 978-7-5168-0705-7 台海出版社

我在青春里等你 宛沐清著 978-7-5168-0716-3 台海出版社

背景 肖仁福著 978-7-5168-0718-7 台海出版社

骇档案:绝命整形师 阿丑著 978-7-5168-0721-7 台海出版社

快乐心理学 查斯特罗著 978-7-5168-0725-5 台海出版社

陪你捡起青涩时光 张凡著 978-7-5168-0726-2 台海出版社

最美的年华最美的你 清荷诗语著 978-7-5168-0727-9 台海出版社

你一定爱读的宇宙未解之谜 美狄亚著 978-7-5168-0745-3 台海出版社

你一定爱读的地球未解之谜 美狄亚著 978-7-5168-0746-0 台海出版社

人生三要:拿得起放得下 看得透想得开 立得
正行得稳

文捷编著 978-7-5168-0752-1 台海出版社

那些你不解的行为，心理学家都有答案 韦秀英著 978-7-5168-0756-9 台海出版社

随遇而安，自在洒脱 罗金编著 978-7-5168-0764-4 台海出版社

脱稿讲话的艺术:最佳口头表达能力速成秘诀 华阳编著 978-7-5168-0765-1 台海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菲茨杰拉德著 978-7-5168-0766-8 台海出版社

王健林:万达广场的背后 周璇著 978-7-5168-0794-1 台海出版社

人生三看:看透·看开·看淡 文捷编著 978-7-5168-0799-6 台海出版社

北大24堂国学课 文捷编著 978-7-5168-0805-4 台海出版社

人生十修 罗金著 978-7-5168-0852-8 台海出版社

表达极简:一句顶一万句 韦甜甜著 978-7-5168-0865-8 台海出版社

美好人生诊断书:现代人各种各样的心理症结
对号入座

雷铭著 978-7-5168-0870-2 台海出版社

掌故.1,靠谱的历史八卦 时拾史事著 978-7-5168-0872-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有幸遇到你:我的从军岁月 杨柯著 978-7-5168-0877-1 台海出版社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辅导百问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辅导百问》编写组编著 978-7-5168-0889-4 台海出版社

北大24堂心理课 赵文彤编著 978-7-5168-0901-3 台海出版社

通往柏林之路.上卷 (英)约翰·埃里克森著 978-7-5168-0915-0 台海出版社

通往柏林之路.下卷 (英)约翰·埃里克森著 978-7-5168-0915-0 台海出版社

二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单兵装备:全面系统的二
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单兵装备全纪录

赫英斌编著 978-7-5168-0918-1 台海出版社

沟通的分寸:不同情境下说出特别奏效的一句
话

刘飒著 978-7-5168-0921-1 台海出版社

外星人档案 王国章著 978-7-5168-0922-8 台海出版社



医院骑士团全史 马千著 978-7-5168-0928-0 台海出版社

你为什么勤劳而不幸福 金圣荣著 978-7-5168-0930-3 台海出版社

不爱我，别伤我 童童著 978-7-5168-0933-4 台海出版社

扭转人生的40个哲学提问 徐帆著 978-7-5168-0940-2 台海出版社

想你的时候，抬头微笑 雷智华著 978-7-5168-0942-6 台海出版社

女人:愿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黎溪淳著 978-7-5168-0944-0 台海出版社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韩寒三十年立了什
么？

文正著 978-7-5168-0946-4 台海出版社

摸金传人.3,活葬古墓 罗晓著 978-7-5168-0960-0 台海出版社

繁 玄星著 978-7-5168-0962-4 台海出版社

曼陀罗的秘密:都市身心灵疗愈之旅 心印麦田著 978-7-5168-0976-1 台海出版社

那些让你痛苦的，终有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来 晏凌羊著 978-7-5168-0988-4 台海出版社

好姑娘，先谋生再谋爱 夏诺著 978-7-5168-0994-5 台海出版社

不抱怨的世界,拥抱生命中的不完美 徐晓峰著 978-7-5168-0996-9 台海出版社

不忍细看的大唐史 谢国计著 978-7-5168-1016-3 台海出版社

读懂自己，读懂你身边的人 牧原著 978-7-5168-1018-7 台海出版社

别辜负了你曾经受的苦 牧原著 978-7-5168-1019-4 台海出版社

我是温侯吕布 南门太守著 978-7-5168-1020-0 台海出版社

青谷子.上 焦彦章著 978-7-5168-1026-2 台海出版社

青谷子.下 焦彦章著 978-7-5168-1026-2 台海出版社

永远的纯真年代 董江波著 978-7-5168-1027-9 台海出版社

讲原则 守规矩:细品曾国藩 慢读胡雪岩 欧阳彦之著 978-7-5168-1031-6 台海出版社

从零开始的魔法书.1 (日)虎走翔著 978-7-5168-1035-4 台海出版社

不会倾听你就输定了 陈南著 978-7-5168-1044-6 台海出版社

丛林绿面人:美国海豹突击队丛林作战实录.
上册,战史及人物

骆艺，赵继南编著 978-7-5168-1055-2 台海出版社

丛林绿面人:美国海豹突击队丛林作战实录.
下册,水面及空中支援力量

骆艺，赵继南编著 978-7-5168-1055-2 台海出版社

丛林绿面人:美国海豹突击队丛林作战实录.
中册,制服装具及轻武器

骆艺，赵继南编著 978-7-5168-1055-2 台海出版社

道德情操论 (英)亚当·斯密著 978-7-5168-1058-3 台海出版社

第一哲学沉思集 (法)勒内·笛卡尔著 978-7-5168-1062-0 台海出版社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法)让-雅克·卢梭著 978-7-5168-1066-8 台海出版社

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978-7-5168-1068-2 台海出版社



我们内心的冲突 (美)卡伦·霍妮著 978-7-5168-1070-5 台海出版社

性学三论与爱情心理学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978-7-5168-1078-1 台海出版社

追击者 王小枪著 978-7-5168-1081-1 台海出版社

明朝历史的教训 吴晗著 978-7-5168-1086-6 台海出版社

与世界温柔相处 悠洋著 978-7-5168-1093-4 台海出版社

精神分析引论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978-7-5168-1097-2 台海出版社

培根论人生 (英)弗朗西斯·培根著 978-7-5168-1100-9 台海出版社

自我与本我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978-7-5168-1107-8 台海出版社

毛泽东的情感世界 王敏玉著 978-7-5168-1127-6 台海出版社

没伞的孩子要努力奔跑 (美)B.C.福布斯著 978-7-5168-1129-0 台海出版社

万万没想到这就是心理学 心灵花园著 978-7-5168-1131-3 台海出版社

心理学入门 心灵花园著 978-7-5168-1133-7 台海出版社

心理学与人生 心灵花园著 978-7-5168-1135-1 台海出版社

心理学知道答案 心灵花园著 978-7-5168-1142-9 台海出版社

心理学与九型人格 心灵花园著 978-7-5168-1143-6 台海出版社

基辅1941:史上最大合围战 张向明著 978-7-5168-1145-0 台海出版社

哈佛情商课 张小宁著 978-7-5168-1146-7 台海出版社

马云:演讲与口才 上官凤著 978-7-5168-1148-1 台海出版社

为你，我敢与全世界为敌 陈保才著 978-7-5168-1150-4 台海出版社

斯大林格勒三部曲:苏德战争1942.4-1942.8.
第一部,兵临城下

(美)戴维·M. 格兰茨，(美)乔纳森·M. 豪
斯著

978-7-5168-1151-1 台海出版社

斯大林格勒三部曲:苏德战争1942.4-1942.8.
第一部,兵临城下

(美)戴维·M. 格兰茨，(美)乔纳森·M. 豪
斯著

978-7-5168-1151-1 台海出版社

不忍细看的大汉史 墨竹著 978-7-5168-1167-2 台海出版社

马云传 上官凤著 978-7-5168-1177-1 台海出版社

破碎帝国.卷2,荆棘国王 (美)马克·劳伦斯著 978-7-5168-1181-8 台海出版社

片蓝的海 王殿南著 978-7-5168-1187-0 台海出版社

李嘉诚的资本 包一冰著 978-7-5168-1211-2 台海出版社

直升机 (英) 蒂姆·柯克编著 978-7-5169-0367-4 华龄出版社

轰炸机 (英) 蒂姆·柯克编著 978-7-5169-0369-8 华龄出版社

临床输血管理与知识培训手册 主编朱长太 978-7-5169-0540-1 华龄出版社

四为存目子平匯刊.5,穷通宝鉴评注 (清)余春台辑 978-7-5169-0548-7 华龄出版社

谁在夏天等你 浅浅de开 978-7-5169-0619-4 华龄出版社



盘龙.IV,龙魄震天 我吃西红柿[著] 978-7-5169-0621-7 华龄出版社

四库存目子平汇刊.7,新校命理探原 (清)袁树珊撰 978-7-5169-0630-9 华龄出版社

独木桥 王晓方著 978-7-5169-0636-1 华龄出版社

四库存目子平汇刊.8,重校绘图袁氏命谱 (清)袁树珊撰 978-7-5169-0637-8 华龄出版社

读享世界:花甲背包客眼中的各国文化性格 张广柱, 王钟津著 978-7-5169-0655-2 华龄出版社

四库存目纳甲汇刊.一,校正全本增删卜易 (清)野鹤老人撰 978-7-5169-0725-2 华龄出版社

老龄政策理论研究.2015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 978-7-5169-0746-7 华龄出版社

水法学案例教程 主编杨绍平, 何云 978-7-5170-1058-6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砚海精波:中华历代名砚选粹 火来胜著 978-7-5170-1369-3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雅思词汇释义联想记忆法 刘燕等编著 978-7-5170-1530-7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教育之光 水利泰斗:张光斗纪念文集 中国工程院, 清华大学编 978-7-5170-2077-6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食品生产及保藏技术研究 肖付刚, 王德国, 陈佳晰编著 978-7-5170-2259-6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浮生:2013清华大学“水上环境”论坛话语实
录

涂山，聂影主编 978-7-5170-2562-7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环境微生物作用与技术研究 姜华著 978-7-5170-2565-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中国河湖大典,西北诸河卷 《中国河湖大典》编纂委员会编著 978-7-5170-2566-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民间反腐与防腐:国情调研的系统化思维 董英豪著 978-7-5170-2589-4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看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蹲点实录 侯纯辉主编 978-7-5170-2642-6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单词整理术:生活、学习360°鲜活词汇全收
纳

彭园珍, 刘婉儿编著 978-7-5170-2693-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环境分析化学的方法及应用研究 唐杰, 曾亮, 陈秋颖编著 978-7-5170-2734-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工程环境化学原理及应用 刁春燕编著 978-7-5170-2833-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水污染治理及资源化工程技术探究 乔鹏帅著 978-7-5170-2863-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循环城市:北京环境危机与城市新陈代谢系统
构建

黄海涛著 978-7-5170-2911-3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础理论构建 李金锴著 978-7-5170-2916-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我爱美国味:地道美语发音速学指南 谭莉编著 978-7-5170-2976-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我爱英伦腔:标准英语发音速学指南 武迪编著 978-7-5170-2977-9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我爱国际音标:快速拼读张口就标准 懒人星球编著 978-7-5170-2978-6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我爱自然拼读法:10大黄金规则一学就会 懒人星球编著 978-7-5170-2979-3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绝对男人的九大健身训练计划 (韩) 男性生活频道XTM栏目编著 978-7-5170-3013-3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长河印记:南水北调新闻摄影集 卢胜芳主编 978-7-5170-3051-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英美小说与诗歌的创作发展历程透视 杨友玉, 马菡, 郑玲主编 978-7-5170-3141-3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现代医学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探究 姜燕著 978-7-5170-3169-7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食品化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李彦萍, 许彬, 李斌编著 978-7-5170-3170-3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体育教学改革创新与发展研究 宋海圣,赵庆彬,冯海涛著 978-7-5170-3225-0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细胞生物学理论及发展研究 张辉，黄循吟，程爽编著 978-7-5170-3228-1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其当代发展 严春红, 孟琦, 高永霞主编 978-7-5170-3265-6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英汉文化与翻译探究 张青, 张敏著 978-7-5170-3269-4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新进展研究 胡绍红, 刘晓茹, 杨敏主编 978-7-5170-3272-4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珠三角城镇水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实践 陈文龙 ... [等] 编著 978-7-5170-3275-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美国风:那些影响世界的魅力名人 创想外语编著 978-7-5170-3303-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研究 张培勇著 978-7-5170-3309-7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石板岩聚落的解读 高长征著 978-7-5170-3318-9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有机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及应用技术研究 董永胜著 978-7-5170-3320-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与中国化实践探索 车华著 978-7-5170-3397-4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现代英语教学的理论、实践与改革研究 主编张静, 杨佩聪, 胡瑞娟 978-7-5170-3401-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语法密码:巧借图表学语法 何芳芝编著 978-7-5170-3402-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我的爆笑英文书,快乐美语萌萌哒 乐之声编著 978-7-5170-3473-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我的爆笑英文书,幽默生活么么哒 乐之声外语编著 978-7-5170-3474-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教学改革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李雯著 978-7-5170-3497-1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孟子》的文化阐释 李晶，周云芳，冯瑀著 978-7-5170-3562-6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办公自动化实用案例教程 丁亚明，何永太主编 978-7-5170-3571-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词汇陷阱:生活中你一直用错的英文 主编张元婧, 韩娇 978-7-5170-3606-7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环境模拟: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英) Keith Beven著 978-7-5170-3631-9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传统文化研究 舒坤尧著 978-7-5170-3710-1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语法精髓十五讲 袁毅著 978-7-5170-3726-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环境科学理论及其发展研究 刘兆民, 杨一鸣, 田华编著 978-7-5170-3734-7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环境科学原理及保护技术探究 李家兵, 赵捷, 余海龙编著 978-7-5170-3776-7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遥感技术在水环境评价中的应用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漳河上游管理局, 河

北工程大学编著
978-7-5170-3790-3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中国水利与环境评论 姜文来著 978-7-5170-3831-3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水利血防理论与技术 卢金友，王家生等著 978-7-5170-3896-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人生不设限,高效能人士的时间管理 陈晨，安妮主编 978-7-5170-3940-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典型湖泊水环境污染与水文模拟研究 李卫平著 978-7-5170-3970-9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水利人的精神家园:水利系统第四届全国文明
单位风采录.二

水利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 978-7-5170-3982-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山区河流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 北京市林业碳汇
工作办公室,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编

978-7-5170-4046-0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世界未解之谜大全集 赵凯强编著 978-7-5170-4138-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村镇饮用水源保护和污染防控技术 李仰斌[等]著 978-7-5170-4158-0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植被过滤带的净化效果研究及数学模拟 邓娜, 李怀恩, 李家科著 978-7-5170-4198-6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弘扬与典型项目教学指
导

陈晓梅著 978-7-5170-4336-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及驱动力分析研究 董增川等著 978-7-5170-4340-9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淮河流域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综合卷
中国工程院淮河流域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项

目组编著
978-7-5170-4343-0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动物学原理与进化研究 高庆华等著 978-7-5170-4386-7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翻译理论的多视角研究 孙黎明，阮军著 978-7-5170-4409-3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中国村镇饮水安全科技新进展 张亚雷，杨继富主编 978-7-5170-4412-3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城市河湖生态治理与环境设计 孙景亮主编 978-7-5170-4447-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运动生理生化及相关理论分析与应用 李芳成著 978-7-5170-4507-6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素描入门实战一本通 陈奕骁，飞乐鸟工作室著 978-7-5170-4522-9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水利部分) 项目建设
与管理文件汇编

水利部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项目建设办公室
编

978-7-5170-4573-1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体育教学工作的科学组织与管理 李红霞著 978-7-5170-4601-1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味之旅行:文艺范儿的美食简笔画 飞乐鸟工作室著 978-7-5170-4641-7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休闲体育理论与实务及其产业化运作研究 郭振芳著 978-7-5170-4662-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网球运动的发展与科学化训练研究 王兴通著 978-7-5170-4664-6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全民健身理念解读与运动方法研究 王冬梅著 978-7-5170-4711-7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看图学素描 飞乐鸟工作室著 978-7-5170-4798-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写给新手看的素描书 飞乐鸟工作室著 978-7-5170-4799-5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让素描变简单 飞乐鸟工作室著 978-7-5170-4802-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演说创造奇迹 王志康著 978-7-5171-0254-0 中国言实出版社

巴音郭楞蒙古族史:东归土尔扈特、和硕特历
史文化研究

吐娜，潘美玲，巴特尔著 978-7-5171-0262-5 中国言实出版社

我的中国梦 刘平著 978-7-5171-0275-5 中国言实出版社

弟子规中的职业素养 田一可著 978-7-5171-0291-5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人生不过几十年 袁丽萍编著 978-7-5171-0314-1 中国言实出版社

那点儿真相谁知晓 青衫霞客编著 978-7-5171-0316-5 中国言实出版社

始爱不渝 赢春衣著 978-7-5171-0318-9 中国言实出版社

日本居民自治意识研究 李春光著 978-7-5171-0322-6 中国言实出版社

名门公子 清秋月儿著 978-7-5171-0323-3 中国言实出版社



静心 马银春编著 978-7-5171-0331-8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云雀 金仁顺著 978-7-5171-0340-0 中国言实出版社

月牙泉 乔叶著 978-7-5171-0341-7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一、二、一 戴来著 978-7-5171-0342-4 中国言实出版社

星空下跳舞的女人 滕肖澜著 978-7-5171-0343-1 中国言实出版社

桃花渡 叶弥著 978-7-5171-0345-5 中国言实出版社

花好月圆 付秀莹著 978-7-5171-0349-3 中国言实出版社

梨园记 阿袁著 978-7-5171-0350-9 中国言实出版社

暖与凉 魏微著 978-7-5171-0351-6 中国言实出版社

挺经 (清)曾国藩原著 978-7-5171-0354-7 中国言实出版社

阮次山对话世界政要 阮次山著 978-7-5171-0358-5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一诺为千金 立誓成妖著 978-7-5171-0361-5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京西胭脂铺 黄晓阳，冷海著 978-7-5171-0365-3 中国言实出版社

随州文化探源 王文虎著 978-7-5171-0383-7 中国言实出版社

就爱心欢 苏万万著 978-7-5171-0391-2 中国言实出版社

曲爱同径 嬴春衣著 978-7-5171-0407-0 中国言实出版社

良仙难求 月落紫珊著 978-7-5171-0427-8 中国言实出版社

墓与冢 杨英著 978-7-5171-0458-2 中国言实出版社

对不起，我已婚 云上著 978-7-5171-0461-2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下交通站 岩波著 978-7-5171-0462-9 中国言实出版社

爱卿太妖娆 大鱼儿著 978-7-5171-0463-6 中国言实出版社

宠你成瘾 978-7-5171-0472-8 中国言实出版社

善男信女 步微澜著 978-7-5171-0473-5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国家形象:中国外交官访谈 王玉君著 978-7-5171-0477-3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国师倾城 敏敏郡主著 978-7-5171-0544-2 中国言实出版社

这都不叫事儿 王玉民著 978-7-5171-0571-8 中国言实出版社

鲁班的奇书 天涯蝴蝶浪子著 978-7-5171-0581-7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一代名相狄仁杰 覃仕勇著 978-7-5171-0625-8 中国言实出版社

文苑奇葩:历史文人那些事儿 刘琛琛著 978-7-5171-0682-1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理论·改革·实践 《中国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课题组 978-7-5171-0691-3 中国言实出版社

虞水之情 鼠盗盗著 978-7-5171-0710-1 中国言实出版社

俏夫临门 金漏子著 978-7-5171-0714-9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国家治理方式的双重维度研究 马振清著 978-7-5171-0740-8 中国言实出版社



董明珠:倔强营销的背后 郭宏文著 978-7-5171-0742-2 中国言实出版社

谁的红颜,谁的江山 马文戈著 978-7-5171-0771-2 中国言实出版社

别让焦虑害了你 任晓英著 978-7-5171-0790-3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丞相大人惊呆了 花知否著 978-7-5171-0799-6 中国言实出版社

爱眉小札:致我亲爱的小曼 徐志摩著 978-7-5171-0828-3 中国言实出版社

大秦谋略 月下灯客著 978-7-5171-0830-6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关于宇宙:互联网时代的世界观 叶舟, 胡均亮著 978-7-5171-0851-1 中国言实出版社

突破局限的智慧:互联网时代的开显大智慧的
方法

叶舟, 胡均亮著 978-7-5171-0854-2 中国言实出版社

平衡人生:职业人精细化管理 衡虹, 韩威, 何丽峰著 978-7-5171-0859-7 中国言实出版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程恩富主编 978-7-5171-0863-4 中国言实出版社

卢沟桥抗战 刘俊杰著 978-7-5171-0867-2 中国言实出版社

爆发力 杨晓升主编 978-7-5171-0894-8 中国言实出版社

请把美献给这个世界的荒凉 朱科著 978-7-5171-0899-3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克林顿演说:繁荣时代中的温和 任宪宝编著 978-7-5171-0914-3 中国言实出版社

乱世枭雄:民国那些军阀 欧阳悟道编著 978-7-5171-0917-4 中国言实出版社

曾经笑话，如今神话: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们
有多煎熬

王晓坤著 978-7-5171-0922-8 中国言实出版社

脑控手机 黄韦达著 978-7-5171-0939-6 中国言实出版社

章炳麟传 许寿裳著 978-7-5171-0942-6 中国言实出版社

科学家眼中的可怕未来 杜礼青著 978-7-5171-0962-4 中国言实出版社

盲谷 惠潮著 978-7-5171-0965-5 中国言实出版社

晚清政商笔记.1,胭脂扣 张永久著 978-7-5171-0968-6 中国言实出版社

反过来想就对了 张笑颜著 978-7-5171-0969-3 中国言实出版社

清河水蓝蓝 杨英著 978-7-5171-0978-5 中国言实出版社

最美流年遇见最美古诗词 柳七公子著 978-7-5171-1004-0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一万年太久，爱我，现在 路明，李荷西等著 978-7-5171-1033-0 中国言实出版社

杨沫文集.上,自白-我的日记 杨沫著 978-7-5171-1042-2 中国言实出版社

轴心:酉阳桃源·华夏天窗 田景和著 978-7-5171-1075-0 中国言实出版社

大工程:以从严治党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

鲍世斌著 978-7-5171-1085-9 中国言实出版社

新银行行长 龚文宣著 978-7-5171-1102-3 中国言实出版社

祖国啊，祖国:中国梦朗诵诗选 肖彭主编 978-7-5171-1127-6 中国言实出版社

现任 李季彬著 978-7-5171-1131-3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世界500强优秀员工的十种品质 张勇著 978-7-5171-1137-5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国际反恐实务 戴艳梅等著 978-7-5171-1142-9 中国言实出版社

宽容的力量.II 胡婕著 978-7-5171-1158-0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不能错过 嬴春衣著 978-7-5171-1164-1 中国言实出版社

宽容的力量.III 胡婕著 978-7-5171-1165-8 中国言实出版社

晚清政商笔记.2,黄金套 张永久著 978-7-5171-1183-2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人生论美学与中华美学传统:“人生论美学与
中华美学传统”全国高层论坛论文选集

金雅, 聂振斌主编 978-7-5171-1186-3 中国言实出版社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齐欣著 978-7-5171-1223-5 中国言实出版社

永远超出老板的期望 齐欣著 978-7-5171-1236-5 中国言实出版社

选择的力量 胡婕著 978-7-5171-1238-9 中国言实出版社

凤御天下 万万著 978-7-5171-1239-6 中国言实出版社

成皇之路 枫影六六著 978-7-5171-1248-8 中国言实出版社

嘘，月亮睡着了 枫影六六著 978-7-5171-1259-4 中国言实出版社

天亮就逆袭.一 蓝泽著 978-7-5171-1264-8 中国言实出版社

眷属 沈绿衣著 978-7-5171-1276-1 中国言实出版社

网:向天舒传.上 沈飞飞著 978-7-5171-1296-9 中国言实出版社

网:向天舒传.下 沈飞飞著 978-7-5171-1296-9 中国言实出版社

网:向天舒传.中 沈飞飞著 978-7-5171-1296-9 中国言实出版社

李彦宏:百度与智能时代的畅想 韩啸著 978-7-5171-1297-6 中国言实出版社

打造成功的人生 汪中森著 978-7-5171-1302-7 中国言实出版社

打造强者团队 李健著 978-7-5171-1303-4 中国言实出版社

民国风度:一种精神 一个时代 齐明月选编 978-7-5171-1311-9 中国言实出版社

民国印象:唯有时间 懂得爱 齐明月选编 978-7-5171-1312-6 中国言实出版社

黄河故道人家 董尧，赵杰著 978-7-5171-1325-6 中国言实出版社

花开岁月 肖彭著 978-7-5171-1331-7 中国言实出版社

锦绣良辰 唐小蓝著 978-7-5171-1338-6 中国言实出版社

王爷，恕难从命 奶香琉璃酒著 978-7-5171-1339-3 中国言实出版社

沫沫花开 尧木著 978-7-5171-1343-0 中国言实出版社

红缨路160号 王振强著 978-7-5171-1350-8 中国言实出版社

工作与幸福 李伟著 978-7-5171-1365-2 中国言实出版社

拷贝成功 乔桐著 978-7-5171-1368-3 中国言实出版社

广告风云会 翟之悦著 978-7-5171-1379-9 中国言实出版社



科学恶作剧:来自哈佛的搞笑诺贝尔奖.2001-
2011

李耀俊著 978-7-5171-1410-9 中国言实出版社

暖暖星光 叶紫著 978-7-5171-1417-8 中国言实出版社

汉字的国学理据 王艾录, 李二占著 978-7-5171-1421-5 中国言实出版社

有心插柳 马传景著 978-7-5171-1429-1 中国言实出版社

念念情深 翩若行云[著] 978-7-5171-1444-4 中国言实出版社

文明形态理论研究 邵鹏著 978-7-5171-1455-0 中国言实出版社

语言沟通技巧 赵凡著 978-7-5171-1461-1 中国言实出版社

心甘情愿 空空如气著 978-7-5171-1476-5 中国言实出版社

被雨淋湿的城 吴文庆著 978-7-5171-1477-2 中国言实出版社

健康论 何琦著 978-7-5171-1479-6 中国言实出版社

罪证:从东京审判看日本侵华鸦片战争 韩华著 978-7-5171-1493-2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全民相对论.1 凤凰视频原创部编著 978-7-5171-1543-4 中国言实出版社

孽缘之破镜重圆 梁运超著 978-7-5171-1547-2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全民相对论.2 凤凰视频原创部编著 978-7-5171-1553-3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册 赵宏著 978-7-5171-1606-6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陶瓷文化史.下册 赵宏著 978-7-5171-1606-6 中国言实出版社

飘动的白幡 朱信灵著 978-7-5171-1620-2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园中秋韵 陈昌才著 978-7-5171-1637-0 中国言实出版社

初心默许的日子 孟琪斌著 978-7-5171-1650-9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五道口贴吧故事 贺奕著 978-7-5171-1667-7 中国言实出版社

呵呵, 你开心就好 钱兜兜编选 978-7-5171-1678-3 中国言实出版社

如何做一名好护士 迟冰媛, 张琰编著 978-7-5171-1689-9 中国言实出版社

江南梅雨天:张廷竹中篇小说选 张廷竹著 978-7-5171-1695-0 中国言实出版社

金角庄园:海桀中篇小说选 海桀著 978-7-5171-1696-7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一路划拳:孙春平中篇小说选 孙春平著 978-7-5171-1697-4 中国言实出版社

香树街:宗利华中篇小说选 宗利华著 978-7-5171-1698-1 中国言实出版社

眼缘:郑局廷中篇小说选 郑局廷著 978-7-5171-1700-1 中国言实出版社

午夜蝴蝶:胡学文中短篇小说选 胡学文著 978-7-5171-1701-8 中国言实出版社

泄密 杨晓升主编 978-7-5171-1707-0 中国言实出版社

蝴蝶效应 杨晓升主编 978-7-5171-1709-4 中国言实出版社

清风徐徐:当代廉政诗歌选 肖彭主编 978-7-5171-1721-6 中国言实出版社

股东:丁力中短篇小说选 丁力著 978-7-5171-1725-4 中国言实出版社



金山寺:尤凤伟中短篇小说选 尤凤伟著 978-7-5171-1726-1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人罪:王十月中短篇小说选 王十月著 978-7-5171-1727-8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在时间那边:荆永鸣中篇小说选 荆永鸣著 978-7-5171-1728-5 中国言实出版社

信念的力量:从0到忆 王艳红, 申志民著 978-7-5171-1746-9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上上下下 薛友津著 978-7-5171-1787-2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公务员国学经典必修课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71-1817-6 中国言实出版社

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71-1838-1 中国言实出版社

桃花落:温亚军中短篇小说选 温亚军著 978-7-5171-1842-8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八道门:周李立短篇小说选 周李立著 978-7-5171-1864-0 中国言实出版社

界碑:西元中篇小说选 西元著 978-7-5171-1866-4 中国言实出版社

莫塔:吕魁中短篇小说选 吕魁著 978-7-5171-1868-8 中国言实出版社

时间飞鸟:邱华栋中篇小说选 邱华栋著 978-7-5171-1869-5 中国言实出版社

营救麦克黄:石一枫中短篇小说选 石一枫著 978-7-5171-1872-5 中国言实出版社

戏法:杨洪军中短篇小说选 杨洪军著 978-7-5171-1873-2 中国言实出版社

弑夫 曾维浩著 978-7-5171-1918-0 中国言实出版社

战火 骆烨著 978-7-5171-1975-3 中国言实出版社

同一条河流 阿宁著 978-7-5171-2016-2 中国言实出版社

我的经济适用女 人海中[著] 978-7-5172-0141-0 大众文艺出版社

韵墨集 赵德伟著 978-7-5172-0227-1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74-0107-0 中国方正出版社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学习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174-0144-5 中国方正出版社

党的纪律图解 本书编写组编写 978-7-5174-0190-2 中国方正出版社

党章中的纪律 高英伟主编 978-7-5174-0209-1 中国方正出版社

做合格党员 本书编写组编写 978-7-5174-0233-6 中国方正出版社

从政德为先:漫话古代官德教育 扬州廉文化创作研究院主编 978-7-5174-0260-2 中国方正出版社

歇后语小辞典 张喜燕主编 978-7-5176-0023-7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汉语成语词典:双色本 孙梦梅主编 978-7-5176-0099-2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艽野尘梦:“湘西王”陈渠珍西藏回忆录 陈渠珍著 978-7-5176-0148-7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谚语小辞典 徐志诚主编 978-7-5176-0169-2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妈妈的擂茶 王惠明著 978-7-5176-0184-5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这就是英国 (英)保罗·诺布利著 978-7-5176-0185-2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这就是美国 (美)吉娜·蒂格，(英)艾伦·比奇著 978-7-5176-0187-6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这就是法国 (英)巴里·托马林著 978-7-5176-0188-3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这就是日本 (英)保罗·诺布利著 978-7-5176-0189-0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万条成语词典:双色插图本 刘凤云主编 978-7-5176-0212-5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悲情诗圣杜子美 程韬光著 978-7-5176-0279-8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仗剑放歌李太白 程韬光著 978-7-5176-0285-9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探底:调查特稿卷.下卷 曹保印主编 978-7-5177-0027-2 中国发展出版社

探底:调查特稿卷.上卷 曹保印主编 978-7-5177-0028-9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978-7-5177-0121-7 中国发展出版社

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 冉云飞著 978-7-5177-0279-5 中国发展出版社

情诗林:网友最美情诗集 刘川郁，游晗主编 978-7-5177-0322-8 中国发展出版社

我从陇上走来:一个科技记者笔下的甘肃科技
变迁

郭姜宁著 978-7-5177-0350-1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 张友南, 肖居孝, 罗庆宏著 978-7-5177-0424-9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医院绩效变革:工作量效能积分法绩效管理模
式实操

秦永方著 978-7-5177-0474-4 中国发展出版社

雅思听力真题词汇 怀宁宁编著 978-7-5178-0097-2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雅思口语真题词汇 李一萌编著 978-7-5178-0098-9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拓荒与耕耘: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学教育论文集 范家进，高万隆主编 978-7-5178-0589-2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新医改下市级公立医院财会协作 李乐波著 978-7-5178-0778-0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义乌文化十讲 王翔编著 978-7-5178-0931-9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药事法概论 田侃, 喻小勇主编 978-7-5178-1008-7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金华民俗文化读本 高燕编著 978-7-5178-1025-4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海霞文化口述史 徐彬，陈海鸥等编著 978-7-5178-1118-3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世界风云人物励志演说精粹 陈亚轩编著 978-7-5178-1142-8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创意漫谈 方雄伟编著 978-7-5178-1145-9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跨民族视域中的性别书写与身份建构:新时期
以来少数民族女性创作研究

王冰冰著 978-7-5178-1155-8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英语教学与翻译研究 高越, 张秀英著 978-7-5178-1299-9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吾乡吾土 叶艳莉著 978-7-5178-1345-3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双林禅寺与佛堂古镇 贾沧斌著 978-7-5178-1346-0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健康战士 徐彩琴, 唐思思著 978-7-5178-1351-4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案例:来自
浙江实践的100个报道

主编王来法 978-7-5178-1355-2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故土 潘正文, 张明辉, 徐晨著 978-7-5178-1356-9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时光的背影 李呆著 978-7-5178-1357-6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指间碎影 徐晓军著 978-7-5178-1358-3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暗香 戈丹著 978-7-5178-1359-0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年年芦花开白 若水著 978-7-5178-1360-6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晨风吹过故乡 陈巨中著 978-7-5178-1361-3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遇见 戴升平著 978-7-5178-1362-0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我心安静 陈远明著 978-7-5178-1363-7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在月光下奔跑 范蓓丽著 978-7-5178-1505-1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往事镌心 黄笑娇著 978-7-5178-1520-4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卡通老妈 郑春霞著 978-7-5178-1599-0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国学当代启示录 蒋青林著 978-7-5178-1600-3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朝圣的足迹:外国文学论文集 刘新民著 978-7-5178-1611-9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师魂在我心中 梁伯琦著 978-7-5178-1742-0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法律英语翻译一致性原则研究 龚茁著 978-7-5178-1802-1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复仇主题探究 杨德煜著 978-7-5178-1823-6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今夕何隙·文三街188号 杨蓟浙等著 978-7-5178-1873-1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国家记忆:共和国难忘瞬间 赵迎新主编 978-7-5179-0311-6 中国摄影出版社

摄影与探险 (英)詹姆斯·R. 瑞安著 978-7-5179-0474-8 中国摄影出版社

摄影与科学 (英) 凯利·怀尔德著 978-7-5179-0477-9 中国摄影出版社

摄影与文学 (英) 弗朗索瓦·布鲁纳著 978-7-5179-0481-6 中国摄影出版社

商务礼仪标准培训 徐克茹编著 978-7-5180-0023-4 中国纺织出版社

蔬果美食养全家 耿学英主编 978-7-5180-0113-2 中国纺织出版社

豆蛋奶品养全家 耿学英主编 978-7-5180-0114-9 中国纺织出版社

地道英语脱口而出 创想外语研发团队编著 978-7-5180-1033-2 中国纺织出版社

弟子规全鉴 (清)李毓秀，(清)贾存仁著 978-7-5180-1060-8 中国纺织出版社

女人要读点婚恋心理学 兰晓华编著 978-7-5180-1349-4 中国纺织出版社

女人要读点心理学 郑沄编著 978-7-5180-1368-5 中国纺织出版社

幼学琼林 弟子规:双色插图版 (明)程允升等著 978-7-5180-1426-2 中国纺织出版社

第一桶金,大学生创业篇 张利编著 978-7-5180-1591-7 中国纺织出版社

药物分析中的共性问题及分析方法探究 李淑贤著 978-7-5180-1633-4 中国纺织出版社

这样吃全谷就对了 董俊杰主编 978-7-5180-1703-4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三十六计精译:诵读版 卢桢译 978-7-5180-1787-4 中国纺织出版社

诗经精译:诵读版 卢桢译 978-7-5180-1789-8 中国纺织出版社

药物学理论及新进展 主编邹宇, 马晓星, 丛欢 978-7-5180-1794-2 中国纺织出版社



昆虫记:美绘版.上 (法)亨利·法布尔著 978-7-5180-1854-3 中国纺织出版社

昆虫记:美绘版.下 (法)亨利·法布尔著 978-7-5180-1854-3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中华谚语大全:双色插图版 墨香斋编著 978-7-5180-1899-4 中国纺织出版社

老子精译:诵读版 任增霞译 978-7-5180-1935-9 中国纺织出版社

实用职场口才与技巧:与领导沟通的艺术 郑一编著 978-7-5180-2035-5 中国纺织出版社

飘.上 (美) 米切尔著 978-7-5180-2112-3 中国纺织出版社

飘.下 (美) 米切尔著 978-7-5180-2112-3 中国纺织出版社

实用口才技巧训练 武利莉编著 978-7-5180-2214-4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三国的人生智慧课 李文庠, 马宁编著 978-7-5180-2218-2 中国纺织出版社

纳兰词全鉴 (清) 纳兰性德著 978-7-5180-2230-4 中国纺织出版社

随园诗话全鉴 (清) 袁枚著 978-7-5180-2232-8 中国纺织出版社

人间词话全鉴 (清) 王国维著 978-7-5180-2235-9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世说新语全鉴 (南朝宋) 刘义庆著 978-7-5180-2237-3 中国纺织出版社

阅微草堂笔记全鉴 (清) 纪昀著 978-7-5180-2238-0 中国纺织出版社

楚辞全鉴 (战国) 屈原著 978-7-5180-2239-7 中国纺织出版社

容斋随笔全鉴 (宋)洪迈著 978-7-5180-2242-7 中国纺织出版社

聊斋志异全鉴 (清) 蒲松龄著 978-7-5180-2245-8 中国纺织出版社

新民间故事 李民许编著 978-7-5180-2259-5 中国纺织出版社

新岁时歌:古诗词中的二十四节气 李颜垒著 978-7-5180-2260-1 中国纺织出版社

纳兰性德.上册 池舒涵著 978-7-5180-2292-2 中国纺织出版社

纳兰性德.下册 池舒涵著 978-7-5180-2292-2 中国纺织出版社

日常英语万用句型 创想外语研发团队编著 978-7-5180-2315-8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中老年对症调理老偏方 徐峰编著 978-7-5180-2399-8 中国纺织出版社

小题大“作”英语写作入门 李建芳编著 978-7-5180-2401-8 中国纺织出版社

诗词曲赋常识十五讲 于海洲，于雪棠编著 978-7-5180-2416-2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三毛：上天独宠追梦人 白芷寒著 978-7-5180-2480-3 中国纺织出版社

张爱玲：她比烟花寂寞 从茜著 978-7-5180-2527-5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临床眼外伤手册 秦波，莫劲松主编 978-7-5180-2550-3 中国纺织出版社

古典诗词名句今用1400例 于海洲，于雪棠编著 978-7-5180-2599-2 中国纺织出版社

情念李煜 心系纳兰 周小蕾著 978-7-5180-2614-2 中国纺织出版社

常见病特效穴对症按摩速查 刘清国主编 978-7-5180-2635-7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全鉴:珍藏版 (宋)王应麟等著 978-7-5180-2649-4 中国纺织出版社

眩晕与耳鸣:图解眩晕与耳鸣的诊治实战处方 (韩)韩炳仁[等]著 978-7-5180-2661-6 中国纺织出版社



做赫本一样的女人 郑苹著 978-7-5180-2710-1 中国纺织出版社

心理学与谈判策略 吴寒斌, 高虹编著 978-7-5180-2731-6 中国纺织出版社

时尚中国:我为模特写诗 海风著 978-7-5180-2738-5 中国纺织出版社

1分钟快速上手生活应急英语口语 乐之声外语编著 978-7-5180-2741-5 中国纺织出版社

女士编织物全集:披肩、围巾、帽子、手套、
鞋袜、包包

张翠主编 978-7-5180-2747-7 中国纺织出版社

泡菜薯条遇见炸酱面:洋博士中国留学记 (韩) 凌波微步, (澳) 史凯特著 978-7-5180-2767-5 中国纺织出版社

人间惆怅客 此生不负卿:纳兰词传 吴玲著 978-7-5180-2780-4 中国纺织出版社

摄影基础 蒲鹏举主编 978-7-5180-2887-0 中国纺织出版社

诗经:插图版 牧归荑，徐洪译评 978-7-5180-2903-7 中国纺织出版社

红楼梦诗词全鉴 (清)曹雪芹著 978-7-5180-2969-3 中国纺织出版社

梦溪笔谈全鉴 (北宋)沈括著 978-7-5180-2983-9 中国纺织出版社

增广贤文全鉴 道纪居士解译 978-7-5180-2985-3 中国纺织出版社

后汉书全鉴 (南朝宋)范晔撰 978-7-5180-2986-0 中国纺织出版社

幼学琼林全鉴 (明)程登吉著 978-7-5180-2987-7 中国纺织出版社

现代大众健身发展分析与科学开展研究 杨继星著 978-7-5180-3244-0 中国纺织出版社

观大势 谋大局 出大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经济研究所获奖成果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编著 978-7-5182-0222-5 中国计划出版社

回忆录 (英)柯南·道尔著 978-7-5183-0069-3 石油工业出版社

别输在老祖宗的忠告上 张超编著 978-7-5183-0326-7 石油工业出版社

石油圆梦人:大庆新铁人李新民的故事 李秀恩主编 978-7-5183-0371-7 石油工业出版社

演讲比赛与活动指南 谢伦浩, 张小倩主编 978-7-5183-0450-9 石油工业出版社

朗诵比赛与活动指南 谢伦浩, 陈杰主编 978-7-5183-0453-0 石油工业出版社

管子杂家智慧一本通:插图注释眉批版 江澜芝注译 978-7-5183-0503-2 石油工业出版社

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陈若著 978-7-5183-0514-8 石油工业出版社

中国人，读国学:这个国学知识最靠谱儿 吕思勉著 978-7-5183-0522-3 石油工业出版社

美丽的修行 杨丽丽著 978-7-5183-0667-1 石油工业出版社

我的世界 春暖花开:海子诗传 夏墨著 978-7-5183-0675-6 石油工业出版社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顾城诗传 李清秋著 978-7-5183-0681-7 石油工业出版社

你若寻她，她在岁月最浓处:灵魂有香气的民
国暖女子

赵东凌著 978-7-5183-0810-1 石油工业出版社

我颠倒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 陈若著 978-7-5183-0812-5 石油工业出版社

道德情操论 (英) 斯密 (Smith, A.) 著 978-7-5183-0815-6 石油工业出版社



歌尽桃花扇底风 杨晓影著 978-7-5183-0899-6 石油工业出版社

野百合 高安侠著 978-7-5183-0953-5 石油工业出版社

你是我微小而盛大的怀念 陈若著 978-7-5183-1083-8 石油工业出版社

海豹突击队兵法:世界上最精锐部队的领导能
力课

(美)罗伯·罗伊，(美)克里斯·劳森著 978-7-5183-1096-8 石油工业出版社

土地革命战争大参考 陈伯江编著 978-7-5183-1176-7 石油工业出版社

下午四点，不见不散 朱成玉著 978-7-5183-1318-1 石油工业出版社

雅思写作题库全攻略 蒋晓刚编著 978-7-5183-1386-0 石油工业出版社

心理动力学个案概念化 (美) Deborah L. Cabaniss ... [等] 著 978-7-5184-0033-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强迫症的正念治疗手册 (美) Jon Hershfield, Tom Corboy著 978-7-5184-0058-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琥珀解码 浅草著 978-7-5184-0153-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骑游在美国，一个人:单身“女汉子”的美利
坚“骑”遇

刘彦孜著 978-7-5184-0168-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掩埋 悟澹著 978-7-5184-0178-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行为矫正:原理与方法 (美) Raymond G.Miltenberger著 978-7-5184-0215-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体验催眠:催眠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
(美) Milton H. Erickson, Ernest L. 

Rossi著
978-7-5184-0219-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沙游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 (瑞士) Dora M. Kalff著 978-7-5184-0220-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给新一代治疗师及其病
人的公开信

(美) Irvin D. Yalom著 978-7-5184-0224-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催眠疗法:探索性案例集锦
(美) Milton H. Erickson, Ernest L. 

Rossi著
978-7-5184-0227-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母婴互动及成人心理治疗中的主体间形式 (美) Beatrice Beebe ... [等] 著 978-7-5184-0235-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主要食物过敏原致敏机理的研究 丛艳君, 薛文通著 978-7-5184-0237-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我们的老北京:古稀土著的京华琐忆 李维基著 978-7-5184-0356-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最美伊朗:发现丝路另一端的风景 赵熠著 978-7-5184-0360-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皮革环保工程概论 李闻欣编著 978-7-5184-0370-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催眠实务:催眠诱导和间接暗示
(美) Milton H. Erickson, Ernest L. 

Rossi, Sheila I. Rossi著
978-7-5184-0372-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常用基础护理操作教程及考核标准 黄谨耘主编 978-7-5184-0486-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谷胱甘肽生产技术 董永胜著 978-7-5184-0496-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美丽是心底的明媚 毕淑敏著 978-7-5184-0517-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细菌分子遗传学 (美)拉瑞·斯尼德,(美)温蒂·查姆普尼斯著 978-7-5184-0553-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回家:郝堂村新农村建设纪实 孙晓阳，王佛全著 978-7-5184-0575-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胡大一医生浅谈心脏健康:保护心脏健康 构
筑心血管疾病的全面防线

胡大一主编 978-7-5184-0626-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医务工作者动机访谈:促进健康行为的改变
(英)Stephen Rollnick，(美)William R. 
Miller，(英)Christopher C. Butler著

978-7-5184-0642-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四川+重庆旅行全攻略 鲍威编著 978-7-5184-0648-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沙盘游戏疗法手册 (美) Barbara A. Turner著 978-7-5184-0662-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应用语言学理论在英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
究

訾韦力编著 978-7-5184-0710-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氟神经毒性研究 牛瑞燕著 978-7-5184-0747-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畅游德国 陈美琪，邵杨编著 978-7-5184-0777-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医患沟通实训指导 (美) Carol M. Davis著 978-7-5184-0789-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聚焦:在心理治疗中的运用 (美) Ann Weiser Cornell著 978-7-5184-0795-8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体育与训练心理学
(美) Robert S. Weinberg, (美) Daniel 

Gould著
978-7-5184-0875-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01个心理治疗难题 (美) Jerome S.Blackman著 978-7-5184-0911-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机理及其相关生物活性物
质研究

姜招峰主编 978-7-5184-0914-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惠山泥人 吕航, 窦巍编著 978-7-5184-0920-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苗族银饰 戴荭, 杨光宾编著 978-7-5184-0931-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芜湖铁画 庞磊编著 978-7-5184-0932-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美国中西部见闻 徐贵琴著 978-7-5184-0940-2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聂家庄泥塑 唐芸莉, 谭坤编著 978-7-5184-0944-0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景泰蓝 段岩涛, 钟连盛, 孟曦编著 978-7-5184-0952-5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龙泉宝剑与张小泉剪刀 张峻, 石头, 殷锐编著 978-7-5184-0955-6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所有精彩都是心灵的盛开 丁立梅著 978-7-5184-0961-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天轮:献给唐山抗震40周年 姚建国著 978-7-5184-0987-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愿你每天春暖花开 丁立梅著 978-7-5184-1005-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民族刀具文化:保安族腰刀与阿昌族撒刀 李友友, 陈金梅编著 978-7-5184-1018-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人生脚本:说完“你好”，说什么？ (美)Eric Berne著 978-7-5184-1021-7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食品中的硝酸盐与亚硝酸盐 王树庆，范维江，潘洪民编著 978-7-5184-1052-1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一路厮杀:战争的历史 刘丙海编著 978-7-5186-0073-1 金盾出版社

谍海风云:世界著名谍战与间谍 刘丙海，黄学爵编著 978-7-5186-0074-8 金盾出版社

魔幻幽灵:世界电子战的发展步履 刘丙海, 赵荣斌编著 978-7-5186-0075-5 金盾出版社

现代装饰画技法 郭夏茹编著 978-7-5186-0086-1 金盾出版社

食物寒凉温热属性功效速查全书 魏倩编著 978-7-5186-0194-3 金盾出版社



国医大师谈慢性病治疗 付仁杰，刘永军主编 978-7-5186-0257-5 金盾出版社

骨质疏松能防能治 周作新，王浩，崔永红编著 978-7-5186-0371-8 金盾出版社

免疫力与健康 陈华新，孙景泰主编 978-7-5186-0405-0 金盾出版社

月经病偏验方与食疗 王春华，侯天印编著 978-7-5186-0435-7 金盾出版社

血祭沧海:世界经典海战实录 刘丙海，黄学爵编著 978-7-5186-0449-4 金盾出版社

雄狮突起:陆军的历史 刘丙海，黄学爵编著 978-7-5186-0452-4 金盾出版社

击溃尘封:世界军事秘闻录 刘丙海，黄学爵编著 978-7-5186-0455-5 金盾出版社

诡道角逐:世界经典战争骗局 刘丙海，黄学爵编著 978-7-5186-0464-7 金盾出版社

喋血蓝天:世界经典空战实录 刘丙海，黄学爵编著 978-7-5186-0470-8 金盾出版社

雄鹰展翅:空军的历史 刘丙海，黄学爵编著 978-7-5186-0471-5 金盾出版社

老人幽默笑话 刘树功著 978-7-5186-0515-6 金盾出版社

弟子规新解 安子琴主编 978-7-5186-0525-5 金盾出版社

中国著名医药家成才故事 郑国柱编著 978-7-5186-0535-4 金盾出版社

新生儿常见病防治与脐带血应用 田晖，杜秀，赵云雁主编 978-7-5186-0652-8 金盾出版社

揭秘白癜风 王家怀, 雷安萍主编 978-7-5186-0666-5 金盾出版社

手风琴歌曲伴奏独奏重奏曲集:简谱版.上册 任士荣主编 978-7-5186-0698-6 金盾出版社

手风琴歌曲伴奏独奏重奏曲集:简谱版.下册 任士荣主编 978-7-5186-0698-6 金盾出版社

内科危重症急救手册 孟靓靓，朱玉环主编 978-7-5186-0721-1 金盾出版社

临床用药指南与评价 苑振亭，高培平，刘成刚主编 978-7-5186-0742-6 金盾出版社

基层医师处方治疗手册 王承明主编 978-7-5186-0774-7 金盾出版社

肝病合理用药与饮食调养 尹国有主编 978-7-5186-0785-3 金盾出版社

疑难杂病一病一议 余孟学编著 978-7-5186-0821-8 金盾出版社

高血压患者怎样稳定血压 王强虎编著 978-7-5186-0831-7 金盾出版社

全科医师急症处理手册 张会明，曹春蕾，璋轶主编 978-7-5186-0891-1 金盾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故事 刘斌，邱胜编著 978-7-5186-0918-5 金盾出版社

消化性溃疡合理用药与饮食调养 尹国有主编 978-7-5186-0922-2 金盾出版社

朱子《易》注考源 赵文源著 978-7-5187-0114-8 语文出版社

医治血液病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冯小可, 陆培华 978-7-5189-0002-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治肾脏病的大医之法 主编魏睦新, 王霞, 李倩 978-7-5189-0003-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糖尿病中医循证治疗学 主编倪青 978-7-5189-0015-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临床检验学 李欣[等]主编 978-7-5189-0037-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临床用药规程 王风秀，张廷明，张玉武主编 978-7-5189-0038-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临床药物学概论 康虹[等]主编 978-7-5189-0070-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名老中医王治强临床经验荟萃 王昃睿, 付烊, 王晓伟主编 978-7-5189-0101-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血脂异常诊治指南.上册 胡大一主编 978-7-5189-0104-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血脂异常诊治指南.下册 胡大一主编 978-7-5189-0104-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卒中:中西医临床实践 郭晋斌主编 978-7-5189-0178-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实用技术 张晓, 薛义主编 978-7-5189-0199-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农村常见病规范化诊疗和临床路径 李玉峰，王国春，舒丽莎主编 978-7-5189-0254-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治痹心法 车秉刚编著 978-7-5189-0340-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疗专护病房工作手册 主编汲芳 ... [等] 978-7-5189-0433-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心血管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 朱艳霞[等]主编 978-7-5189-0619-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急危重症护理查房 周文静，唐丽梅，曹晓亚主编 978-7-5189-0631-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现代临床药学新进展 魏平[等]主编 978-7-5189-0647-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脑海深处 王拥军著 978-7-5189-0650-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肠易激综合征的基础与临床 主编唐旭东, 卞兆祥 978-7-5189-0667-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乡村医生执业资格考试应试指南 主编龙开超 978-7-5189-0673-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模糊信息理论与警务智能决策 陶卫东著 978-7-5189-0675-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临床基础护理技术 陈晓霞[等]主编 978-7-5189-0707-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 主编刘翠 ... [等] 978-7-5189-0712-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优雅走过第三春:听董老师讲女人更年期那些
事儿

董艳丽著 978-7-5189-0789-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肿瘤学 主编孙长岗 ... [等] 978-7-5189-0844-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鼻腔内镜下泪道微创手术学 主编范金鲁, 郑颖洁 978-7-5189-0851-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与中医辨证论治 孙晓慧主编 978-7-5189-0903-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内科主要病种与关键诊疗技术 李相增[等]主编 978-7-5189-0916-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针药结合诊治临床常见脑病 曹利民, 张鹏, 王科军编著 978-7-5189-0921-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何廉臣著全国名医验案类编赏析 主编崔金涛 ... [等] 978-7-5189-0923-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教学查房 励秀武, 刘淑玲, 秦翠玲主编 978-7-5189-0924-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新编现代检验医学与临床 潘海平[等]主编 978-7-5189-1031-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名医药酒老方大全 蔡向红编著 978-7-5189-1042-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病中医循证治疗学 倪青, 王祥生主编 978-7-5189-1071-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糖尿病中医临床路径与PRO:构建方法与应用 倪青, 王祥生主编 978-7-5189-1072-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中医治疗学:基础与临床 倪青, 王祥生主编 978-7-5189-1073-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李莹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集 刘新瑞, 张绍轩主编 978-7-5189-1081-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牙颌面畸形功能矫形 主编赵美英, 罗颂椒, 陈扬熙 978-7-5189-1090-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炎症性肠病:王化虹2016观点 王化虹著 978-7-5189-1131-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运动性心肌肥大信号通路研究进展 李欣著 978-7-5189-1197-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幽门螺杆菌感染及相关胃病防治问答 陶可胜 ... [等] 主编 978-7-5189-1265-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整合胃肠黏膜病变任建林2016观点 任建林著 978-7-5189-1271-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先天性巨结肠:冯杰雄2016观点 冯杰雄著 978-7-5189-1272-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埃博拉病毒病:黄建荣2016观点 黄建荣著 978-7-5189-1273-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基层医疗人员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姚文山[等]主编 978-7-5189-1294-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基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手册 主编孔庆华 978-7-5189-1300-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亚麻酸植物资源 陈功锡，田向荣等编著 978-7-5189-1303-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老年痴呆预防指南 徐勇著 978-7-5189-1306-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式临床路径管理 马谢民 ... [等] 著 978-7-5189-1334-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脑干胶质瘤张力伟2016观点 张力伟著 978-7-5189-1360-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胶质瘤毛颖2016观点 毛颖著 978-7-5189-1361-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燃爆伤:张国安2016观点 张国安著 978-7-5189-1382-4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脑卒中:霍勇推荐2016观点 霍勇主编 978-7-5189-1532-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急性呼吸衰竭秦英智2016观点 秦英智，张纳新著 978-7-5189-1541-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病中成药治疗指南 倪青，闫秀峰，于春江主编 978-7-5189-1542-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分子免疫学原理与技术 李充璧主编 978-7-5189-1632-0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还你浓密头发:掉发完全可以根治 田丁，刘亚利编著 978-7-5189-1741-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心电网络系统的建设与应用 屈正，卢喜烈主编 978-7-5189-1742-6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冠脉介入球囊与导引导丝的临床应用进展 刘斌主编 978-7-5189-1826-3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瘢痕防治蔡景龙2016观点 蔡景龙著 978-7-5189-1828-7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病理学 张睿[等]主编 978-7-5189-1836-2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医探究竟：与张涓一起轻松查房:心内科常见
临床病例的系列解析

张涓编著 978-7-5189-1875-1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颅脑创伤江基尧2016观点 江基尧著 978-7-5189-1907-9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教学查房 张进，阎效红，郭锦丽主编 978-7-5189-1988-8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食香满楼 十七日猫空著 978-7-5190-0008-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凤凰于飞.上 木子玲著 978-7-5190-0025-7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凤凰于飞.下 木子玲著 978-7-5190-0025-7 中国文联出版社

林间的意绪 林坚著 978-7-5190-0029-5 中国文联出版社

江阴民间故事 王敏主编 978-7-5190-0044-8 中国文联出版社

摄影人的生存与发展:马谊东报道图片创作解
析

马谊东著 978-7-5190-0089-9 中国文联出版社

道德经当今白话意译 刘德明译 978-7-5190-0097-4 中国文联出版社



那些年，在美国 毛蕾著 978-7-5190-0098-1 中国文联出版社

绿地山鹰 苦竹著 978-7-5190-0109-4 中国文联出版社

门道 段树军著 978-7-5190-0114-8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将军嫁到.2 风漫说著 978-7-5190-0123-0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卢芹斋传 (法) 罗拉著 978-7-5190-0136-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城郭 牧一恒著 978-7-5190-0142-1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朝鲜战争的文化解读 李元江著 978-7-5190-0149-0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九届常州戏剧文学奖获奖作品选 刘兴尧主编 978-7-5190-0160-5 中国文联出版社

素颜锦华 秦岳[著] 978-7-5190-0162-9 中国文联出版社

广湖乡思 童玄德著 978-7-5190-0165-0 中国文联出版社

永远的乡愁 杨昌长著 978-7-5190-0167-4 中国文联出版社

浮城 郭忆著 978-7-5190-0168-1 中国文联出版社

梦想与文艺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部编著 978-7-5190-0174-2 中国文联出版社

季川诗选 季川著 978-7-5190-0201-5 中国文联出版社

花开陌路 童童著 978-7-5190-0212-1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无处不飞花.上 八月薇妮著 978-7-5190-0213-8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无处不飞花.下 八月薇妮著 978-7-5190-0213-8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庶女当嫁 紫轩一梦著 978-7-5190-0214-5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何必当初 王安平著 978-7-5190-0215-2 中国文联出版社

老婆大人有古怪 夏妁著 978-7-5190-0220-6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无处告别 黄宇著 978-7-5190-0232-9 中国文联出版社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马晶著 978-7-5190-0241-1 中国文联出版社

让美梦飞翔 春晓著 978-7-5190-0244-2 中国文联出版社

假如让爱多等一天 孙健著 978-7-5190-0263-3 中国文联出版社

颖川诗词:陈文玲诗词选(三) 陈文玲著 978-7-5190-0268-8 中国文联出版社

兵路 李国良著 978-7-5190-0275-6 中国文联出版社

父子 嵇子著 978-7-5190-0318-0 中国文联出版社

西施不曾远去 梅芷著 978-7-5190-0330-2 中国文联出版社

钟爱之殇 柯伊玟著 978-7-5190-0352-4 中国文联出版社

墓地樱花 黄若来著 978-7-5190-0357-9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四川抗战新诗史 段从学著 978-7-5190-0374-6 中国文联出版社

自梳女 香雪著 978-7-5190-0377-7 中国文联出版社



智慧的张力: 从哲学到风格:关于杨绛的多向
度思考

火源著 978-7-5190-0380-7 中国文联出版社

淡忘 甲子春著 978-7-5190-0395-1 中国文联出版社

琴声 于燕新著 978-7-5190-0402-6 中国文联出版社

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 朱洪海著 978-7-5190-0415-6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位置 段树军著 978-7-5190-0418-7 中国文联出版社

特种兵王.1,利剑出鞘 李建林著 978-7-5190-0428-6 中国文联出版社

特种兵王.2,光辉岁月 李建林著 978-7-5190-0429-3 中国文联出版社

特种兵王.3,尖刀部队 李建林著 978-7-5190-0430-9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岸 程墨清著 978-7-5190-0445-3 中国文联出版社

思亦诗:关于人生的哲学随笔而不是人生哲学 田薇著 978-7-5190-0452-1 中国文联出版社

总裁会变身 萱草妖花著 978-7-5190-0493-4 中国文联出版社

签约你的世界:爱情磨坊 枕石漱流著 978-7-5190-0503-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历史的回音 倪罗桥著 978-7-5190-0513-9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反派”伤不起 墨衣清绝著 978-7-5190-0571-9 中国文联出版社

陈, 你心可有我姓名 盛世爱 978-7-5190-0573-3 中国文联出版社

玲珑 王婷华著 978-7-5190-0636-5 中国文联出版社

飞翔吧，青春 张京京著 978-7-5190-0642-6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天下最二 清风不解语著 978-7-5190-0667-9 古吴轩出版社

知叶 靳大光著 978-7-5190-0680-8 中国文联出版社

先生辛苦了 墨银著 978-7-5190-0681-5 中国文联出版社

吾天吾地:张建新作品集 张建新著 978-7-5190-0686-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吕雉皇后·独后制汉 无车著 978-7-5190-0694-5 中国文联出版社

静等花开 徐林芬著 978-7-5190-0695-2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尼采诗歌选 孙更俊译著 978-7-5190-0700-3 中国文联出版社

城市风 邓玉明著 978-7-5190-0729-4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双女峰 张天福著 978-7-5190-0732-4 中国文联出版社

会计的修炼 张德君著 978-7-5190-0733-1 中国文联出版社

华夏魂 程万军著 978-7-5190-0748-5 中国文联出版社

当即宙：鹭岛放飞梦想:大厦科幻社传说 黄鸣奋著 978-7-5190-0756-0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西方社会及其文化差异 李家宏著 978-7-5190-0762-1 中国文联出版社

妩娘 王金石著 978-7-5190-0784-3 中国文联出版社

故园深深情满怀 阮兆菁, 阮以敏, 阮周华主编 978-7-5190-0789-8 中国文联出版社



故乡，已是远方 蒋光成著 978-7-5190-0813-0 中国文联出版社

铁翼 雷献和著 978-7-5190-0820-8 中国文联出版社

王妃很忙 轻卿子衿著 978-7-5190-0827-7 中国文联出版社

爱入膏肓 福禄丸子 978-7-5190-0838-3 中国文联出版社

虫心雕文 陈相飞著 978-7-5190-0849-9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生四十一本书 程静倩著 978-7-5190-0866-6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有爱不觉天涯远:何新品《诗经》中的情诗 何新著 978-7-5190-0882-6 中国文联出版社

温柔敦厚雅与颂:何新品《诗经》中的史诗 何新著 978-7-5190-0888-8 中国文联出版社

霜红胜过二月花:方林诗词选集 (美) 方林著 978-7-5190-0914-4 中国文联出版社

爱在漫步云端的日子 米娜著 978-7-5190-0915-1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传记 谢美生著 978-7-5190-0921-2 中国文联出版社

奇书推演天下事:何新品《易经》 何新著 978-7-5190-0961-8 中国文联出版社

红梅韵 李殿奎著 978-7-5190-0963-2 中国文联出版社

博弈 许开祯[著] 978-7-5190-0974-8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漠追梦:军旅长篇小说 郭建忠著 978-7-5190-0982-3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新时期中国重彩艺术语言研究 尚莹辉著 978-7-5190-0984-7 中国文联出版社

伊桐的世界 孙兆泽著 978-7-5190-0994-6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只有繁星知道 肖琼著 978-7-5190-1050-8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在民间文化摇篮中 吴超著 978-7-5190-1070-6 中国文联出版社

感悟多维度的家 张栓林著 978-7-5190-1105-5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生在世 马宏著 978-7-5190-1106-2 中国文联出版社

老北风滚过黑土地.上册 赵星寒著 978-7-5190-1117-8 中国文联出版社

老北风滚过黑土地.下册 赵星寒著 978-7-5190-1117-8 中国文联出版社

桃花债 大风刮过[著] 978-7-5190-1123-9 中国文联出版社

暗斗 张和平著 978-7-5190-1129-1 中国文联出版社

资兴欧阳村落探源 欧资海著 978-7-5190-1147-5 中国文联出版社

风雨丹桂情 王桂英著 978-7-5190-1160-4 中国文联出版社

空心村乡村文化研究 韦祖庆著 978-7-5190-1176-5 中国文联出版社

如果没有我 卿英著 978-7-5190-1188-8 中国文联出版社

萍踪留影 张馨著 978-7-5190-1204-5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当代艺术管理思想研究 田川流著 978-7-5190-1206-9 中国文联出版社

沂蒙之花 付素珍著 978-7-5190-1229-8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朱有燉《诚斋录》笺注 (明)朱有燉著 978-7-5190-1236-6 中国文联出版社



所爱披靡 扬阿灵著 978-7-5190-1261-8 中国文联出版社

姑苏美男志 鹧鸪天著 978-7-5190-1266-3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裱花师 唐超著 978-7-5190-1290-8 中国文联出版社

乡间一抹云 赵廷香著 978-7-5190-1295-3 中国文联出版社

狼语 周晓阳著 978-7-5190-1298-4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文学研究与创作:大地上的歌吟 薛润梅著 978-7-5190-1312-7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艺术海外认知研究 王廷信主编 978-7-5190-1313-4 中国文联出版社

阿克拉的阳光:一个骨科主任的援非记忆 瞿东滨著 978-7-5190-1340-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忆潇湘 他山烟雨著 978-7-5190-1371-4 中国文联出版社

追赶我的回声 彭志翔著 978-7-5190-1381-3 中国文联出版社

脸贵如你 江静九著 978-7-5190-1394-3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月落彩云边 杨浩波著 978-7-5190-1396-7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太后有戏 笳禾著 978-7-5190-1397-4 中国文联出版社

忠犬夫君 十月微微凉著 978-7-5190-1410-0 中国文联出版社

骇档案,曼谷亡魂 阿丑著 978-7-5190-1431-5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冬冬 泽灵著 978-7-5190-1453-7 中国文联出版社

飞越地平线 高超著 978-7-5190-1464-3 中国文联出版社

沧海遗珠 张焊著 978-7-5190-1469-8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亿万逐爱 叶非夜 978-7-5190-1476-6 中国文联出版社

雕塑家王维力 王且力著 978-7-5190-1529-9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类的故事:全译本 (美)房龙著 978-7-5190-1554-1 中国文联出版社

情悔.1,底线 丁一鹤著 978-7-5190-1576-3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三元草堂随笔 喻学才著 978-7-5190-1578-7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弯弯没想到 L小姐著 978-7-5190-1579-4 中国文联出版社

学“生”的故事:活出自己的精彩 林明进著 978-7-5190-1581-7 中国文联出版社

阳光暗影 赵明轮著 978-7-5190-1582-4 中国文联出版社

哲理千联 沈素华著 978-7-5190-1585-5 中国文联出版社

迟迟暖一心 月北著 978-7-5190-1593-0 中国文联出版社

绝密篡位 戴君辉著 978-7-5190-1620-3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时空圣道 华根著 978-7-5190-1636-4 中国文联出版社

沧浪之道.2,绝处逢生 宋定国著 978-7-5190-1660-9 中国文联出版社

母亲父亲和儿子 苑丁著 978-7-5190-1675-3 中国文联出版社

情悔.Ⅱ,诱惑 丁一鹤 978-7-5190-1693-7 中国文联出版社



情悔.III 丁一鹤 978-7-5190-1694-4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回声 张树生著 978-7-5190-1714-9 中国文联出版社

草根80后 马超[著] 978-7-5190-1734-7 中国文联出版社

兵王之王.Ⅰ,驱逐出境 七品著 978-7-5190-1739-2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旅行即生活:工薪上班族也可以看世界 韩璟著 978-7-5190-1741-5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封神演义 (明)许仲琳编 978-7-5190-1757-6 中国文联出版社

闲读闲笔 戴兴华著 978-7-5190-1803-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太阳花:毛建一诗集 毛建一著 978-7-5190-1812-2 中国文联出版社

青涩九月 高振著 978-7-5190-1818-4 中国文联出版社

纳兰词 (清)纳兰容若著 978-7-5190-1833-7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雪无痕:陈永明文艺作品选 陈永明著 978-7-5190-1857-3 中国文联出版社

刑侦一科.上 黑羽时晴著 978-7-5190-1862-7 中国文联出版社

刑侦一科.下 黑羽时晴著 978-7-5190-1862-7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的本性 王介祥著 978-7-5190-1869-6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新时期文艺思潮概览 云德主编 978-7-5190-1889-4 中国文联出版社

离开地球表面:科幻小说合集 凌晨[著] 978-7-5190-1894-8 中国文联出版社

淡淡 乐嘉 978-7-5190-1909-9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们的钢琴时代 叶柳著 978-7-5190-1989-1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失追鸟:《飞鸟集》100周年纪念译本 (印)泰戈尔著 978-7-5190-2044-6 中国文联出版社

美丽涞源 邓玉明编著 978-7-5190-2219-8 中国文联出版社

走向风景的距离 寇宝刚著 978-7-5190-2264-8 中国文联出版社

如果你不来，我怎敢就此老去 苍芒著 978-7-5190-2458-1 中国文联出版社

老年专业照护 (美) 利平科特主编 978-7-5192-0004-6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理论的新形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 孙力著 978-7-5192-0006-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疼痛医学
(美) 萨拉哈丁·阿卜迪, (美) 普拉迪普·

乔普拉, (美) 霍华德·史密斯著
978-7-5192-0012-1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细胞穿透肽:研究方法与实验指南 (瑞典)Ulo Langel原著 978-7-5192-0093-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跨文化研究:交际能力对中国大学生学业成就

之影响
周刚著 978-7-5192-0153-1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

中国文化之魂:众说《荒原问道》 主编陈思和 978-7-5192-0154-8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中日异议表达行为对比研究 王玉明著 978-7-5192-0156-2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口译质量评估:功能语言学新途径 欧阳倩华著 978-7-5192-0180-7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中英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翻译研究 宋蕾, 杨丽君, 高黎著 978-7-5192-0214-9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



外语教学研究 梁彬, 汪兰, 史雷鹏著 978-7-5192-0216-3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支持手册 党诚学主编 978-7-5192-0243-9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不孕症诊疗手册 (英)Adam H. Balen原著 978-7-5192-0244-6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

的报告
(波兰)维托尔德·皮莱茨基著 978-7-5192-0255-2 世界图书出版社

宫腔内人工授精手册 李萍,沙艳伟主译 978-7-5192-0304-7 世界图书出版社

颌面赝复学.下卷,颜面缺损的修复 赵铱民等著 978-7-5192-0313-9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中国高校双语教学非语言结果实证研究 许宏晨等著 978-7-5192-0374-0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美丽新世界 (英) 阿道司·赫胥黎著 978-7-5192-0420-4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雨中云诗词集.四 张在其著 978-7-5192-0431-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汉语语义角色与句式的互动研究 丁加勇著 978-7-5192-0446-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沙发上的开心手术:心理师的心里事 李嘉修著 978-7-5192-0475-4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

上下肢手术路径图谱
原著 (法) Raoul Tubiana, Alain C 
Masquelet, (英) Christopher J 

978-7-5192-0484-6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

维汉空间范畴表达对比研究 薛玉萍著 978-7-5192-0487-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医临床经典语录荟萃 杨明山主编 978-7-5192-0537-9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当代麻醉手册 主编杭燕南 ... [等] 978-7-5192-0542-3 世界图书上海出版公司

临床根管治疗学 主编梁景平 978-7-5192-0558-4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天皇制与近代日本政治 周颂伦，张东著 978-7-5192-0578-2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研究 郭纯平著 978-7-5192-0580-5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子宫内膜异位症自我管理:改变你的饮食和生

活方式
(英) 亨利埃塔·诺顿著 978-7-5192-0670-3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简简单单治头晕:眩晕实用康复操 主编李晓青 ... [等] 978-7-5192-0702-1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癌症预防 (加)理查德·贝利沃，(加)丹尼斯·金格拉

斯著
978-7-5192-0824-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上海公

司先天性心脏病外科综合治疗学 主编Richard A. Jonas 978-7-5192-0825-7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脊柱外科学.1,脊柱外科总论 主编赵定麟 978-7-5192-0949-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脊柱外科学.2,脊柱脊髓损伤 主编赵定麟 978-7-5192-0949-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脊柱外科学.3,颈椎疾患 主编赵定麟 978-7-5192-0949-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脊柱外科学.4,胸、腰、骶尾椎疾患 主编赵定麟 978-7-5192-0949-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脊柱外科学.5,脊柱畸形与特发性脊柱侧
凸

主编赵定麟 978-7-5192-0949-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脊柱外科学.6,脊柱骨盆肿瘤、炎症、韧
带骨化和其他脊柱疾患

主编赵定麟 978-7-5192-0949-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生命是什么:里程碑式的科普经典 (奥)埃尔温·薛定谔著 978-7-5192-0966-7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生物教学中的生命科学史及其教育功能 魏丽芳著 978-7-5192-1156-1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



口腔外科小手术操作指南
原著 (美) Pushkar Mehra, Richard 

D`Innocenzo
978-7-5192-1284-1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

十三经入门 魏天作著 978-7-5192-1288-9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你一定要知道的无痛分娩:“中国行”现代产

房教程
主编胡灵群 978-7-5192-1309-1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麻醉学本科生临床实践规范化培训手册 邵建林，彭沛华，刘曼主编 978-7-5192-1310-7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实用中医特色护理技术操作规程与护患沟通 何菊林 ... [等] 主编 978-7-5192-1380-0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福建高山本草 汤万团主编 978-7-5192-1497-5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汤疗:汤的健康小百科 党毅，陈虎彪编著 978-7-5192-1498-2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酒疗:怎样饮酒益健康 党毅，陈虎彪编著 978-7-5192-1499-9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上海公
司粥疗:祛病延年粥为补 党毅，陈虎彪编著 978-7-5192-1500-2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追求暗示的政治:奥克肖特政治观研究 周明军著 978-7-5192-1517-0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可怕的巧合 乔达恩著 978-7-5192-1521-7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汉语问题辨察与思索 朱斌著 978-7-5192-1568-2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雷陵诊治肝胆病特色与临床经验 艾书眉，雷陵主编 978-7-5192-1571-2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
司肝胆麻醉和围术期处理 俞卫锋主编 978-7-5192-1618-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上海公
司偏头痛不是简单的头痛 (加)伊丽莎白·勒鲁著 978-7-5192-1621-4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上海公
司整合医学:理论与实践 樊代明著 978-7-5192-1670-2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老年麻醉手册 (美)希拉·瑞安·巴尼特编著 978-7-5192-1687-0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颅颌面与牙齿发育异常:诊断与治疗 (美)J. Timothy Wright主编 978-7-5192-1744-0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脊柱畸形精要 (美)Robert F. Heary，Todd J. Albert主

编
978-7-5192-1916-1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继承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念对中国
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影响

金元浦等著 978-7-5193-0000-5 群言出版社

连环罪.2,致命诱惑 墨绿青苔著 978-7-5193-0036-4 群言出版社

爱的教育 (意)亚米契斯著 978-7-5193-0055-5 群言出版社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美)海伦·凯勒著 978-7-5193-0057-9 群言出版社

少年维特之烦恼 (德)歌德著 978-7-5193-0060-9 群言出版社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著 978-7-5193-0083-8 群言出版社

牛虻 (爱尔兰)伏尼契著 978-7-5193-0085-2 群言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 (英)柯南·道尔著 978-7-5193-0088-3 群言出版社

致我们从未逝去的青春 宁顺利著 978-7-5193-0090-6 群言出版社

马化腾领跑互联网 孙向杰编著 978-7-5193-0108-8 群言出版社

任正非文化至上:管理之王的管理秘密 孙向杰编著 978-7-5193-0117-0 群言出版社



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著 978-7-5193-0118-7 群言出版社

公开的密码:换个视角看世界 欧后辉著 978-7-5193-0120-0 群言出版社

诡案罪.7 岳勇著 978-7-5193-0121-7 群言出版社

酒道 木空著 978-7-5193-0132-3 群言出版社

诡案罪.8 岳勇著 978-7-5193-0133-0 群言出版社

误解心理学:不被误解和不误解别人的高度和
方法

陈南著 978-7-5193-0136-1 群言出版社

老人与海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978-7-5193-0138-5 群言出版社

小王子 (法)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著 978-7-5193-0144-6 群言出版社

文化与文化自觉 费孝通著 978-7-5193-0153-8 群言出版社

GRE核心词汇考法精析 陈琦, 周书林主编 978-7-5193-0169-9 群言出版社

全世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米西亚著 978-7-5193-0175-0 群言出版社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俄)契诃夫著 978-7-5193-0198-9 群言出版社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莫德·蒙哥玛利著 978-7-5193-0200-9 群言出版社

瓦尔登湖 (美)亨利·戴维·梭罗著 978-7-5193-0215-3 群言出版社

高老头 (法)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著 978-7-5193-0216-0 群言出版社

道德经全评:国学典藏版 孙敬武编著 978-7-5193-0226-9 群言出版社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978-7-5193-0240-5 群言出版社

跑者日记:我在灵魂深处等你 葛鹍著 978-7-5194-0109-2 光明日报出版社

移动医疗路线图 医疗信息与管理系统学会(HIMSS)著 978-7-5194-016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理念
和战略任务

唐中明主编 978-7-5194-0196-2 光明日报出版社

校本研训教一体化实践与认知 唐西胜著 978-7-5194-0218-1 光明日报出版社

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医学教育 王灿平著 978-7-5194-0220-4 光明日报出版社

逝去的岁月 袁天兴著 978-7-5194-0414-7 光明日报出版社

基于GIS的高校学生体质状况地理空间分布特
征研究

张文英著 978-7-5194-0563-2 光明日报出版社

赢在接诊 张民著 978-7-5194-0622-6 光明日报出版社

闻一多与古今中外作家比较研究 李乐平著 978-7-5194-0637-0 光明日报出版社

顺天致性 健康和谐 陈华著 978-7-5194-0724-7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一点灵犀:陈忠教授案例录 陈忠著 978-7-5194-0741-4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嵌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

洪涛著 978-7-5194-0834-3 光明日报出版社

城市灾害与疾病防控 邱泉, 谢军著 978-7-5194-0885-5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王玉君著 978-7-5194-0894-7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缺省补偿策略研究 王大来著 978-7-5194-1019-3 光明日报出版社

银川河民俗文化 王文明著 978-7-5194-1022-3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的多角度观照:关于它的
潜逻辑过程与逻辑结构

石麟著 978-7-5194-1081-0 光明日报出版社

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承 黄桂秋编著 978-7-5194-1172-5 光明日报出版社

商德双馨 戴光中,徐琼著 978-7-5194-1211-1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媒体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龙妮娜,黄日干著 978-7-5194-1235-7 光明日报出版社

金陵梦谈 昂海松著 978-7-5194-1498-6 光明日报出版社

历代圣贤成事智慧 堂溪编著 978-7-5194-1677-5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原烛光 梁中凯编著 978-7-5194-1937-0 光明日报出版社

问道天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学生论
文集

郑力乔,陈智慧,智宇晖主编 978-7-5194-2020-8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媒体时代下的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周静著 978-7-5194-2033-8 光明日报出版社

观海听涛 马长世主编 978-7-5194-2079-6 光明日报出版社

诸暨·先生 潘丹编著 978-7-5194-2146-5 光明日报出版社

董明珠: 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张绛著 978-7-5195-0010-8 时事出版社发行部

法老的诅咒:神秘的金字塔与木乃伊之谜 探秘天下编写组编著 978-7-5195-0011-5 时事出版社

大国重器:揭秘顶尖战略武器 探秘天下编写组编著 978-7-5195-0017-7 时事出版社

海豹六队:揭秘顶尖特种部队 探秘天下编写组编著 978-7-5195-0039-9 时事出版社发行部

数字时代的公共外交对话录 陈雪飞主编 978-7-5195-0048-1 时事出版社

双联行动与精准扶贫发展研究:助力甘肃老区
全面脱贫

赵铁军，曲涛著 978-7-5196-0013-6 经济日报出版社

人类文明演变史 张以著 978-7-5196-0033-4 经济日报出版社

整体统一论 辛丑丑,辛勤著 978-7-5196-0037-2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中国民营医院发展报告.2016 薛晓林主编 978-7-5201-0104-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小牲口 丁丁著 978-7-5302-0902-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瓦尔登湖 (美) 梭罗著 978-7-5302-0907-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酒殇:一个酒业王国的兴衰 杨小凡著 978-7-5302-0924-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的宝贝 三毛[著] 978-7-5302-1104-5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雨季不再来 三毛 978-7-5302-1110-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撒哈拉的故事 三毛 978-7-5302-1111-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半生缘 张爱玲著 978-7-5302-1114-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红玫瑰与白玫瑰 张爱玲著 978-7-5302-1115-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倾城之恋 张爱玲著 978-7-5302-1116-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平凡的世界.第一卷 路遥著 978-7-5302-1200-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平凡的世界.第三卷 路遥著 978-7-5302-1200-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平凡的世界.第二卷 路遥著 978-7-5302-1200-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最遥远的距离 张小娴著 978-7-5302-1296-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解密 麦家[著] 978-7-5302-1383-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状元媒 叶广芩著 978-7-5302-1430-5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黄连厚朴 叶广芩著 978-7-5302-1439-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余华[著] 978-7-5302-1465-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莲花 安妮宝贝[著] 978-7-5302-1493-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愿生命从容 周国平著 978-7-5302-1494-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风声 麦家[著] 978-7-5302-1495-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易经 张爱玲著 978-7-5302-1500-5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们的踟蹰 戈舟著 978-7-5302-1514-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世间已无陈金芳 石一枫著 978-7-5302-1515-9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生活，如此而已 任晓雯著 978-7-5302-1516-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拥抱 张小娴著 978-7-5302-1524-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想念 张小娴著 978-7-5302-1526-5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美器 韩晓征著 978-7-5302-1531-9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永声树 戴思杰著 978-7-5302-1544-9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人生边上的智慧 季羡林著 978-7-5302-1548-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不完满才是人生 季羡林著 978-7-5302-1549-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人生何处不欢喜 季羡林著 978-7-5302-1550-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疯狂的榛子 袁劲梅著 978-7-5302-1554-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西藏一年 书云著 978-7-5302-1558-6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著 978-7-5302-1560-9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守卫者长诗 肖勤著 978-7-5302-1578-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大风 李丰群著 978-7-5302-1580-7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聋哑时代 双雪涛著 978-7-5302-1585-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暗算 麦家著 978-7-5302-1599-9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最后一个匈奴 高建群著 978-7-5302-1600-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望灯 葛水平著 978-7-5302-1601-9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老闺蜜 须一瓜著 978-7-5302-1606-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大平原 高建群著 978-7-5302-1609-5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甲骨时光 陈河著 978-7-5302-1610-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折扇: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 唐朝晖著 978-7-5302-1613-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逃离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著 978-7-5302-1622-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走向辉煌:献给中国安防行业蓬勃发展30年 靳秀凤主编 978-7-5304-4538-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系统疾病 主编崔巍, 韩冰 978-7-5304-553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 主编赵秀英, 胡云建 978-7-5304-5543-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年康复学 桑德春, 贾子善主编 978-7-5304-5544-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色觉检查图 主编吴乐正, 黄时洲 978-7-5304-5551-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无器械健身:用自身体重锻炼 (美) 马克·劳伦, 乔舒亚·克拉克著 978-7-5304-5992-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内科值班医生手册 那开宪，李延辉主编 978-7-5304-6401-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银发无恙:老年健康管理顾问 时艳琴主编 978-7-5304-6623-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难经集注:清阮元本 (明) 王九思等辑 978-7-5304-6633-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藏经:医统正脉本 (汉) 华佗撰 978-7-5304-6692-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诸病源候论:宋刊本 (隋) 巢元方撰集 978-7-5304-6708-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白内障手术筛查及护理读本 张旭东，韩宇主编 978-7-5304-674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西医防治骨质疏松千题解 李恩主编 978-7-5304-6765-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应试全书 专家编写组编著 978-7-5304-6793-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匮要略:明吴迁钞本 (汉) 张仲景撰 978-7-5304-6802-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匮玉函经:陈士杰刻本 (汉) 张仲景撰 978-7-5304-6807-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今医案按 俞震纂辑 978-7-5304-6827-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薛雪医案 薛雪原著 978-7-5304-6830-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柳选四家医案 柳宝诒选评 978-7-5304-6831-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证医案汇编 余听鸿辑 978-7-5304-6832-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丁甘仁医案 丁甘仁原著 978-7-5304-6833-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脉经:日藏影刻宋本 (晋) 王叔和撰 978-7-5304-6834-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肘后备急方:明万历刻本 (晋) 葛洪撰 978-7-5304-6836-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肘关节损伤诊断与治疗 闻善乐，闻亚非主编 978-7-5304-6846-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內經素問校證 (清) 田晉蕃著 978-7-5304-6862-3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经效产宝:凌氏刻本 (唐) 咎殷撰集 978-7-5304-6872-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刘涓子鬼遗方:宋刻本 (南齐) 龚庆宣整理 978-7-5304-6877-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说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上册 许隆祺主编 978-7-5304-6879-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说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下册 许隆祺主编 978-7-5304-6879-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醫萃 醫抄 皇帝八十一難經 (明) 蕭昂, (明) 佚名著 978-7-5304-6880-7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神农本草经:日森立之辑本 (日) 森立之辑 978-7-5304-6903-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押题宝典:2014 护士考试命题研究组主编 978-7-5304-6918-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皮肤科学史 马振友, 张建中, 郑怀林主编 978-7-5304-6920-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 主编贾玫, 王雪梅 978-7-5304-6986-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炳厚疑难怪病验案实录 张炳厚, 张盛容, 赵文景主编 978-7-5304-7015-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素問玄機原病式 診家樞要 新刊華佗先生玄
門脈決內照圖

(金) 劉完素撰 978-7-5304-7143-2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妇产科速查 刘元姣, 贺翔编著 978-7-5304-7146-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悬壶漫录:国医大师任继学医论医案集 任继学著 978-7-5304-7196-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恶性肿瘤 主编韩晓红, 石远凯, 袁慧 978-7-5304-7222-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 主编陈宝荣, 朱惠娟 978-7-5304-7226-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底病的多光谱诊断和筛查 黎晓新编著 978-7-5304-7250-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材活性成分化学结构图集 侯小涛，邓家刚主编 978-7-5304-7252-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病理学 主编 (美) Klaus J. Busam 978-7-5304-7254-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国糖尿病协会糖尿病完全指南 (美) 美国糖尿病协会著 978-7-5304-7301-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甲状腺病理活检解读
(美)Scott L. Boerner，(美)Sylvia L. 

Asa编著
978-7-5304-7305-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永生的期盼:未来人体冷冻设想 (美) 罗伯特·艾丁格著 978-7-5304-7340-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备考复习全书,消化内科

张普, 冯楠主编 978-7-5304-7370-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脾胃病卷 主编鲁兆麟 978-7-5304-7388-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心病卷 主编鲁兆麟 978-7-5304-7389-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肾病卷 主编鲁兆麟 978-7-5304-7390-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肝胆病卷 主编鲁兆麟 978-7-5304-7391-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血证卷 主编鲁兆麟 978-7-5304-7392-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痿痹杂证卷 主编鲁兆麟 978-7-5304-7393-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皮外骨科病卷 主编鲁兆麟 978-7-5304-7394-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妇科病卷 主编鲁兆麟 978-7-5304-7395-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儿科病卷 主编鲁兆麟 978-7-5304-7396-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伤寒温病卷 主编鲁兆麟 978-7-5304-7398-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士相关专业知识 张保春, 刘佳主编 978-7-5304-7490-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士专业实践能力 倪健, 蔡程科, 翟华强主编 978-7-5304-7492-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师专业知识 李向日, 蔡广知主编 978-7-5304-7495-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方医话 夏洪生主编 978-7-5304-7499-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燕山医话 陈彤云主编 978-7-5304-7500-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河医话 孙继芬主编 978-7-5304-7501-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南方医话 刘尚义主编 978-7-5304-7502-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江医话 詹文涛主编 978-7-5304-750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无器械健身:女性版 (美)马克·劳伦，(美)乔舒亚·克拉克著 978-7-5304-751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科研常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武会娟，伦永志主编 978-7-5304-7532-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桂本草.第二卷 邓家刚主编 978-7-5304-7533-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桂本草.第二卷 邓家刚主编 978-7-5304-7533-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的秘密 (美) 迈克尔·美德莫特主编 978-7-5304-7557-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足踝运动医学 主编 (美) 大卫·奥查克 ... [等] 978-7-5304-7558-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胸外科诊疗技术精要 张力建，朱彦君主编 978-7-5304-7566-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级名老中医治糖尿病看家方 主编孙鲁英 978-7-5304-7635-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级名老中医治高血压看家方 主编王亚红, 赵勇 978-7-5304-7636-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级名老中医治肿瘤看家方 主编侯丽, 董青 978-7-5304-7637-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级名老中医治不孕不育症看家方 主编汤玲, 王彬 978-7-5304-7638-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级名老中医治颈肩腰腿痛看家方 主编王建军 978-7-5304-7639-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同仁眼外伤手术治疗学 主编庞秀琴, 卢海, 王海燕 978-7-5304-767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眼黄斑病学 吴乐正, 林顺潮主编 978-7-5304-7728-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押题宝典.二,药学专
业知识

专家编写组编著 978-7-5304-7736-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帝内经·灵枢详注 张保春著 978-7-5304-7746-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事管理与法规 主编张文芯, 尹兴斌 978-7-5304-7756-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学专业知识.一 主编杨瑶珺, 张超 978-7-5304-7757-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主编张冰, 林志健 978-7-5304-7759-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学专业知识.一 主编曲昌海, 张晓燕 978-7-5304-7760-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学专业知识.二 主编闫磊, 尹兴斌 978-7-5304-7761-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主编林龙飞, 倪博然 978-7-5304-7762-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八要 主编周德安 978-7-5304-7788-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指导手册 张晓琨, 吉萍主编 978-7-5304-7796-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治疗药物成瘾研究与临床应用 宋小鸽主编 978-7-5304-7797-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斜视诊疗图谱 卢炜主编 978-7-5304-7800-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泪道手术图谱 R. K. Weber ... [等] 主编 978-7-5304-7808-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救荒本草图谱 阎玉凝主编 978-7-5304-7828-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LWW解剖学精要图谱.卷1,背部、上肢和下肢 (美) Ben Pansky, (美) Thomas Gest主编 978-7-5304-7835-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陈可冀学术思想与医疗经验选辑 陈可冀编著 978-7-5304-7842-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连达中药研究探索与实践 李连达, 李贻奎主编 978-7-5304-7843-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春生治疗急危重病及难治性疾病经验 李春生主编 978-7-5304-7844-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安效先儿科临床经验集萃 安效先, 潘璐, 冀晓华主编 978-7-5304-7845-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邓成珊血液病诊疗传真 胡晓梅, 王彤主编 978-7-5304-7846-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霭祥血液病临证集萃 胡晓梅, 胡乃平, 全日城主编 978-7-5304-7847-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房定亚风湿病专方专药要略 房定亚 ... [等] 主编 978-7-5304-7848-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淑良耳鼻喉科临证经验集 刘静主编 978-7-5304-7849-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许建中呼吸病诊治精要 许建中, 苗青, 张文江主编 978-7-5304-7850-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绍华神经系统疾病临征心得 鲁喦, 郭春莉主编 978-7-5304-7851-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魏子孝辨治内分泌代谢疾病精要 魏子孝, 张广德主编 978-7-5304-7852-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麻柔血液病带教实录 唐旭东, 胡晓梅主编 978-7-5304-7853-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聂莉芳治疗肾病经验辑要 聂莉芳, 余仁欢主编 978-7-5304-7854-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普老年病临证经验集 高普, 刘征堂, 宋芊主编 978-7-5304-7855-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书臣治疗肺病学术经验集萃 王书臣, 崔云, 苗青主编 978-7-5304-7856-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文泉老年病临床治验 周文泉, 张晋主编 978-7-5304-7857-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宝宝辅食添加与营养配餐 李璞著 978-7-5304-7864-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歌诀白话解 主编郭霞珍, 王彤, 许筱颖 978-7-5304-7884-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四诊歌诀白话解 主编李峰, 关静, 马捷 978-7-5304-7885-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辨证论治歌诀白话解 主编李峰, 宋月晗 978-7-5304-7886-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学歌诀白话解 主编胡素敏 978-7-5304-7887-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方剂学歌诀白话解 主编高琳 978-7-5304-7888-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刘渡舟:伤寒临证带教笔记 侯泽民, 张蕴馥, 张鲜编著 978-7-5304-7889-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沛肿瘤治验 何秀兰, 胡凯文主编 978-7-5304-7890-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房定亚治疗风湿病传真 周彩云主编 978-7-5304-7891-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偏方:1600首极简偏方全彩图解 主编贾玉梅 978-7-5304-7897-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护士临床“三基”实践指南 主编李秀华 978-7-5304-7908-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护士临床“三基”实践指南测试题集 主编李秀华 978-7-5304-7909-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历代名医医案全库.上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7916-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历代名医医案全库.下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7916-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历代名医医案全库.中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7916-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翁维良临证实录 李秋艳, 高蕊主编 978-7-5304-7932-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副主任护师 主任护师职称考试习
题集

于晓梅编著 978-7-5304-7933-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副主任护师 主任护师职称考试习
题集

于晓梅编著 978-7-5304-7934-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浆膜腔积液和脑脊液细胞病理学图谱 编著 (美) 赛叶·阿里, (美) 艾德蒙·赛巴
斯

978-7-5304-7962-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冰冻切片病理活检解读
主编 (美) Jerome B. Taxy, (美) Aliya 
N. Husain, (美) Anthony G. Montag

978-7-5304-7999-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品不良反应救治与防范 张石革, 朱建明主编 978-7-5304-8012-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綱目拾遺.伍 (清) 趙學敏輯 978-7-5304-8018-2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本草綱目拾遺.叁 (清) 趙學敏輯 978-7-5304-8018-2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本草綱目拾遺.壹 (清) 趙學敏輯 978-7-5304-8018-2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本草綱目拾遺.肆 (清) 趙學敏輯 978-7-5304-8018-2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本草綱目拾遺.贰 (清) 趙學敏輯 978-7-5304-8018-2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实用眼科知识大全 张旭东主编 978-7-5304-8032-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妊娠滋养细胞疾病:诊断与分子病理学 (美) 惠培编著 978-7-5304-8053-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蘇沈內翰良方 (宋) 蘇軾, 沈括撰 978-7-5304-8068-7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校正素問精要宣明論方 聖散子方 (金) 劉完素撰 978-7-5304-8069-4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醫學鉤玄 (明) 杜大章著 978-7-5304-8070-0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醫家赤幟益辨全書.壹 (明) 吳文炳輯 978-7-5304-8071-7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醫家赤幟益辨全書.贰 (明) 吳文炳輯 978-7-5304-8071-7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循經考穴編 (清) 嚴振編 978-7-5304-8072-4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全幼心鑒要刪 秘傳活幼全書 (明) 錢大用著 978-7-5304-8073-1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秘傳離婁經 註解胎產大通論 (明) 佚名撰 978-7-5304-8074-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醫經類篡.壹 (清) 田晉蕃著 978-7-5304-8075-5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醫經類篡.贰 (清) 田晉蕃著 978-7-5304-8075-5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要藥分劑補正.壹 (清) 沈金鰲著 978-7-5304-8076-2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要藥分劑補正.贰 (清) 沈金鰲著 978-7-5304-8076-2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国心血管疾病康复/二级预防指南.2015 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 978-7-5304-8083-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蔡连香妇科临证经验 蔡连香主编 978-7-5304-8087-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LWW解剖学精要图谱.卷2,胸部、腹部和盆部 (美) Ben Pansky, (美) Thomas Gest主编 978-7-5304-8096-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道黏膜病理活检解读
主编 (美) Elizabeth A. Montgomery, 

Lysandra Voltaggio
978-7-5304-8097-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卫生大事记:1991-2010 《北京卫生志》编委会编著 978-7-5304-8140-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表病诊疗策略与技术 朱志忠编著 978-7-5304-8142-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健康素养促进优秀实践 主编李英华 978-7-5304-8144-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病理医师实用组织学 (美)Stacey E. Mills主编 978-7-5304-8149-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肿瘤内科治疗 周际昌主编 978-7-5304-8153-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及其应用 桑华春, 王覃, 王文珺主编 978-7-5304-8161-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射频治疗技术 刘洪强主编 978-7-5304-8164-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Grant解剖学操作指南 (美) Patrick W. Tank主编 978-7-5304-8180-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董子亮临证捷钥 董子亮主编 978-7-5304-8199-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其实验室诊断,免疫荧光分
册

欧盟学院主编 978-7-5304-8214-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德安针灸六治 周德安主编 978-7-5304-8220-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孙伯扬眩晕治验 孙伯扬, 寇焰, 张海滨主编 978-7-5304-8221-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中医医院学术源流传承谱 刘清泉, 信彬编 978-7-5304-8230-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中医医院发展历程 信彬, 刘清泉主编 978-7-5304-8231-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中医医院明医传 徐春军主编 978-7-5304-8232-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禹堂治肿瘤方药心悟 王禹堂, 王笑民主编 978-7-5304-8233-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关幼波医论医案医方辑 徐春军主编 978-7-5304-8241-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乾构十三法治脾胃病 李乾构主编 978-7-5304-8252-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饶燮卿中医肿瘤临证精要 饶燮卿主编 978-7-5304-8253-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中医医院传统外用制剂 毛克臣, 李洋主编 978-7-5304-8254-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鸿士肝病函诊思路解析 王国玮, 戚团结主编 978-7-5304-8255-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肖淑琴儿科临证治验 肖淑琴主编 978-7-5304-8256-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名老中医经验集 王洪主编 978-7-5304-8257-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嘉麟肛肠病治验 荣文舟主编 978-7-5304-8260-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陈彤云损美性皮肤病治验 陈彤云, 曲剑华, 刘清主编 978-7-5304-8261-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吉良晨临证经验集 金玫, 常彪主编 978-7-5304-8262-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丽娟心血管病临证经验集 黄丽娟, 尚菊菊, 安海英主编 978-7-5304-8263-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巫君玉瓣杏医谈 巫君玉, 巫熙南, 巫浣宜主编 978-7-5304-8264-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赵荣莱脾胃病医论医案 赵荣莱, 翟兴红主编 978-7-5304-8265-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柯微君血液病治疗经验 柯微君, 侯雅军, 陈嘉兴主编 978-7-5304-8266-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莒生难治性皮肤病经验集萃 周冬梅, 吴义春主编 978-7-5304-8267-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许公岩口述临证精要 许公岩, 胡馨主编 978-7-5304-8268-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赵炳南验方十一讲 周冬梅, 张苍, 李伯华主编 978-7-5304-8269-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麟鹏针灸治头痛 王麟鹏主编 978-7-5304-8270-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宋祚明中医儿科临证精要 宋祚民, 李建主编 978-7-5304-8271-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贺普仁火针疗法 王桂玲主编 978-7-5304-8272-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郁仁存肿瘤临证带教实录 王笑民主编 978-7-5304-8273-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危北海脾胃病辨治思路 刘汶, 戚团结, 范圣凯主编 978-7-5304-8274-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玉章皮外科及肿瘤证治精粹 吕培文主编 978-7-5304-8275-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应麟家传儿科治验 王应麟, 樊惠兰, 孙明霞主编 978-7-5304-8276-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温振英儿科诊疗传真 温振英, 李敏主编 978-7-5304-8277-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志真白塞病临证心得 张海滨, 张洁著 978-7-5304-8278-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柴松岩治闭经 柴松岩, 滕秀香主编 978-7-5304-8286-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乃玉风湿病临证精要 周乃玉, 谢幼红主编 978-7-5304-8287-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许心如心血管病诊疗经验 许心如, 佟彤, 陈嘉兴主编 978-7-5304-8288-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魏执真心血管病医论医案 魏执真, 戴梅, 韩垚主编 978-7-5304-8289-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滕宣光幼儿临证经验 滕宣光著 978-7-5304-8290-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志礼皮肤病临证笔谈 娄卫海, 周垒, 刘矗主编 978-7-5304-8291-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超级辅导书,药学
综合知识与技能

聂筱妍编著 978-7-5304-8303-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超级辅导书,药事
管理与法规

陈敬编著 978-7-5304-8304-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超级辅导书.一,
中药学专业知识

李敏, 王建, 曾南主编 978-7-5304-8305-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超级辅导书.二,
药学专业知识

王建主编 978-7-5304-8306-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超级辅导书,中药
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马维骐主编 978-7-5304-8307-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摄影基础与图像语言 (德)科拉·巴尼克，(德)格奥尔格·巴尼克
著

978-7-5304-8325-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物过敏诊疗与病例分析 王学艳主编 978-7-5304-8326-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髋臼骨折 王满宜，吴新宝主编 978-7-5304-8327-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神经病学:神经定位诊断指南
(美) Stanley Hoppenfeld, Richard 

Hutton著
978-7-5304-8348-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居家养老之饮食营养 张贵闵主编 978-7-5304-8373-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居家养老之健康管理 张贵闵主编 978-7-5304-8375-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非妇科脱落细胞学 赵澄泉[等]主编 978-7-5304-8379-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重训练全书:系统打造人类身体的力量和技
能

(英)阿什利·卡利姆著 978-7-5304-8383-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德国足球训练全书 (德) 弗兰克·托梅斯著 978-7-5304-8385-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力量训练基础:用5种杠铃动作极速发展身体
实力

(美)马克·瑞比托(Mark Rippetoe)著 978-7-5304-8388-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铁杆中医彭坚汤方实战录:疗效才是道理.第
一辑

彭坚著 978-7-5304-8418-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名中医教你开药方.2 张智龙编著 978-7-5304-8421-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中医四十年悬壶手记:一位基层郎中的中医
人生

杨承岐著 978-7-5304-8422-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中医四十年悬壶手记:济世良方 杨承岐口述 978-7-5304-8423-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膜片钳技术 刘振伟编著 978-7-5304-8425-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子宫颈和子宫体病理活检解读
(美)Anais Malpica，(美)Elizabeth 

D.Euscher编著
978-7-5304-8471-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明明白白我的性 明白学堂著 978-7-5304-8510-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走进《黄帝内经》 牛淑平著 978-7-5304-8511-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基础护理技术:实训视频App+光盘版 赫玲玲主编 978-7-5304-8521-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急救护理技术:实训视频App+光盘版 王玉莉主编 978-7-5304-8522-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护理技术:实训视频App+光盘版 叶青芳主编 978-7-5304-8523-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和儿科护理技术:实训视频App+光盘版 贺永杰, 林海丽, 党兆清主编 978-7-5304-8524-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水:生命之“境” 陈小野著 978-7-5304-8527-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家百病百案,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肺
病卷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8542-2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家百病百案,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脾
胃病卷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8543-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家百病百案,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心
病卷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8544-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家百病百案,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肾
病卷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8545-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家百病百案,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肝
胆病卷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8546-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家百病百案,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血
证卷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8547-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家百病百案,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痿
痹杂证卷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8548-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家百病百案,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皮
外骨科病卷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8549-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家百病百案,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妇
科病卷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8550-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家百病百案,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儿
科病卷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8551-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家百病百案,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眼
耳鼻喉病卷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8552-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家百病百案,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伤
寒温病卷

鲁兆麟主编 978-7-5304-8553-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净化学 王质刚主编 978-7-5304-8554-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毒理学报告撰写指南 (法)Gerhard J. Nohynek主编 978-7-5304-8557-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北京卫生和计划生育年鉴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卫生

和计划生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978-7-5304-8567-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颜亦鲁诊余集 颜乾麟主编 978-7-5304-8572-9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解剖列车:徒手与动作治疗的肌筋膜经线 (美)Thomas W. Myers原著 978-7-5304-8607-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奈特解剖涂色书 (美)John T. Hansen编著 978-7-5304-8608-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梅奥拯救乳房全书:乳腺癌抗癌权威指南 (美)林恩·哈 特曼，(美)查尔斯·洛普利主
编

978-7-5304-8622-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民间祖传秘方大全 吴静，陈宇飞主编 978-7-5304-8661-0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方入门 王伟鹏，杨红娣，狄文玲编著 978-7-5304-8665-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检人教您识中药.二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著 978-7-5304-8666-5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农本草经图考 王德群主编 978-7-5304-8672-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元文配方颗粒治疗皮肤病经验 张丰川，付蓉主编 978-7-5304-8698-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毒理病理学图谱
(英)Chirukandath Gopinath，

(英)Vasanthi Mowat原著
978-7-5304-8700-6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脾脏病理学图谱 (美)Dennis P.O``Malley编著 978-7-5304-8717-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运动解剖书.2,运动者受益一生的身体技能训
练书

(法)布朗蒂娜·卡莱-热尔曼，(法)安德烈·
拉莫特著

978-7-5304-8718-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精准医疗与药物治疗个体化实操手册 王拥军，赵志刚主编 978-7-5304-8722-8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学专业知识.一 李颖寰编著 978-7-5304-8756-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超级辅导书,药学
综合知识与技能

聂筱妍编著 978-7-5304-8758-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学专业知识.一 李敏，王建，曾南主编 978-7-5304-8759-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马维骐主编 978-7-5304-8761-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系统与呼吸系统物理治疗:证据到实践
(美)Donna Frownfelter, (美)Elizabeth 

Dean编著
978-7-5304-8772-3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用植物学采药实习,北京分册 刘春生主编 978-7-5304-8774-7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诡屋 (美) 弗兰克·佩雷蒂, 特德·德克尔著 978-7-5306-4725-7 百花文艺出版社

老北平的故古典儿 白铁铮著 978-7-5306-5124-7 百花文艺出版社

谚语灯谜 瑞全主编 978-7-5306-5290-9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大道无疆:林鸣岗巴黎谈艺录 林鸣岗著 978-7-5306-5784-3 百花文艺出版社

欢乐 杨小凡著 978-7-5306-6056-0 百花文艺出版社

雪城 龚钴尔著 978-7-5306-6096-6 百花文艺出版社

病态与悲情:弱势的世界文学巨人 杨开显著 978-7-5306-6116-1 百花文艺出版社



君临天下的女主 朱子彦著 978-7-5306-6133-8 百花文艺出版社

风般飘过 赵若凡著 978-7-5306-6165-9 百花文艺出版社

海角也有四月天:2011-2012《散文海外版》
精选集

散文海外版编辑部编 978-7-5306-6207-6 百花文艺出版社

安德的流亡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978-7-5306-6271-7 百花文艺出版社

寻路 王朝柱著 978-7-5306-6281-6 百花文艺出版社

落叶也很美 赖德斌著 978-7-5306-6338-7 百花文艺出版社

虫虫 韩开春著 978-7-5306-6357-8 百花文艺出版社

旋律的奥秘 谢大光主编 978-7-5306-6395-0 百花文艺出版社

建筑空间与人体表现 魏泽松著 978-7-5306-6420-9 百花文艺出版社

海的味道 邓刚著 978-7-5306-6475-9 百花文艺出版社

面朝大海 李绵星著 978-7-5306-6478-0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大学是座城 韩梦泽著 978-7-5306-6490-2 百花文艺出版社

黑骏马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978-7-5306-6503-9 百花文艺出版社

人类的攀升 (英) 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著 978-7-5306-6505-3 百花文艺出版社

同意报销:文联三部曲 红日著 978-7-5306-6561-9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大古楼.上 吉小牛著 978-7-5306-6573-2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大古楼.下 吉小牛著 978-7-5306-6573-2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大古楼.中 吉小牛著 978-7-5306-6573-2 百花文艺出版社

你往哪里去 闫文盛[著] 978-7-5306-6584-8 百花文艺出版社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散文海外版2013-2014精
品集

散文海外版编辑部编 978-7-5306-6591-6 百花文艺出版社

卯城卯时 黄尧著 978-7-5306-6621-0 百花文艺出版社

莫奈的池塘 赵玫著 978-7-5306-6689-0 百花文艺出版社

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著
978-7-5306-6696-8 百花文艺出版社

燃烧的月亮 王松著 978-7-5306-6703-3 百花文艺出版社

矮墙上的艳阳 赵玫著 978-7-5306-6735-4 百花文艺出版社

铜雀春深 赵玫著 978-7-5306-6740-8 百花文艺出版社

书鱼繁昌录 谢其章[著] 978-7-5306-6754-5 百花文艺出版社

美食小说家 龙一著 978-7-5306-6756-9 百花文艺出版社

代号 龙一著 978-7-5306-6757-6 百花文艺出版社

只要一分钟 原田舞叶著 978-7-5306-6827-6 百花文艺出版社

放生羊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978-7-5306-6831-3 百花文艺出版社



锁茜香 追月逐花著 978-7-5306-6851-1 百花文艺出版社

塞上奇缘 两世千年 林笛儿著 978-7-5306-6856-6 百花文艺出版社

被绑架的青春 午夜清风著 978-7-5306-6859-7 百花文艺出版社

梁思成传 窦忠如著 978-7-5306-6889-4 百花文艺出版社

第二次邂逅 萌晞晞著 978-7-5306-6902-0 百花文艺出版社

散文2015精选集 978-7-5306-6911-2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年精品集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978-7-5306-6916-7 百花文艺出版社

良工匠意:中国古代家具沿革考述 聂菲, 张曦著 978-7-5306-6917-4 百花文艺出版社

李鸿章传 梁启超著 978-7-5306-6932-7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月报2015年实力作家精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978-7-5306-6934-1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月报2015年活力作家精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978-7-5306-6935-8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王安石传 梁启超著 978-7-5306-6936-5 百花文艺出版社

科幻:原力觉醒 郑军主编 978-7-5306-6937-2 百花文艺出版社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百唱不厌草原热歌 孙鹏编 978-7-5306-6950-1 百花文艺出版社

平原上的摩西 双雪涛著 978-7-5306-6962-4 百花文艺出版社

你家有龙多少回 孙一圣著 978-7-5306-6963-1 百花文艺出版社

知道 吴克敬著 978-7-5306-6975-4 百花文艺出版社

无影人 赵志明著 978-7-5306-6993-8 百花文艺出版社

火不是我点的 于一爽著 978-7-5306-6997-6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不过是岁月变成了生活 周晓枫等著 978-7-5306-6999-0 百花文艺出版社

投捕情缘 何堪著 978-7-5306-7006-4 百花文艺出版社

我用我的明媚等你，原名，法医攻略 何堪著 978-7-5306-7041-5 百花文艺出版社

虚拟战争 薛西斯著 978-7-5306-7048-4 百花文艺出版社

邹惟山十四行诗选 邹惟山著 978-7-5306-7248-8 百花文艺出版社

陇中吃:丝绸之路上吃味道 徐允诚编著 978-7-5308-5091-6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陕中吃:秦始皇也曾觉得爽 徐允诚编著 978-7-5308-5091-6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快乐女人要做的38件事 悠悠著 978-7-5308-5404-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腺癌临床分子医学 张积仁编著 978-7-5308-7883-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公是个老中医.2,日常小病不用慌的经典老
偏方

朱惠东编著 978-7-5308-8622-9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CT诊断与护理技术 丁承宗等主编 978-7-5308-9447-7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神农本草经 宋敬东编著 978-7-5308-9492-7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大国学课 文章编著 978-7-5308-9505-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临床诊疗精粹 刘秀香等编著 978-7-5308-9890-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心胸外科诊疗新进展 李斌等编著 978-7-5308-9891-8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本草纲目》 矫浩然编著 978-7-5308-9911-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女人最想读的子宫保养书 王芳编著 978-7-5308-9923-6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影像诊断基础与临床应用 孙钢等编著 978-7-5308-9942-7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科的那些人那些事 张建中主编 978-7-5308-9962-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以你之名召唤我 (美)黛安·约瑟普(Diane Jessup)著 978-7-5309-5824-7 天津教育出版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木溪著 978-7-5309-7021-8 天津教育出版社

醒来的森林 (美)约翰·巴勒斯著 978-7-5309-7911-2 天津教育出版社

林中水滴 (俄罗斯)普里什文著 978-7-5309-7916-7 天津教育出版社

沙乡年鉴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著 978-7-5309-7917-4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大自然的日历 (俄罗斯) 普里什文著 978-7-5309-7918-1 天津教育出版社

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文化研究 毅松等著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草原文化区域分布研究 呼日勒沙主编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黄史 格日乐 译注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清代蒙古文出版史研究 宝山 著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蒙古族古诗译萃与散论 赵永铣 著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汉、蒙 宝石力高编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成吉思汗:一位统帅及其遗产 (俄罗斯)额邻真•哈拉——达旺著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蒙古民族形成史 (苏)维克托罗娃著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乐奇主编 978-7-5311-6973-4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土谢图汗——奥巴评传 乌云毕力格等主编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札萨克图民歌与民间艺人:汉蒙对照 王旺盛等编著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札萨克图民歌与民间艺人:汉蒙对照 王旺盛等编著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札萨克图郡王旗满族那拉 乌日图巴雅尔等编著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科尔沁右翼前旗地名文化:汉蒙对照 王旺盛等编著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科尔沁右翼前旗370年 王旺盛等编著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土默特史 晓克著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土默特历史档案选民国时期（上册） 呼和浩特 塞北文化研究会 土默特左旗档案
局 编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土默特历史档案选民国时期（下册） 呼和浩特 塞北文化研究会 土默特左旗档案
局 编

9.78753E+1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乐奇主编 978-7-5311-8197-2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 乐奇主编 978-7-5311-8611-3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小情歌 徐璐著 978-7-5313-4029-4 春风文艺出版社

孕期 刘小备著 978-7-5313-4050-8 春风文艺出版社



槐南一梦:最美的年华留给自己 蓝蓝似水著 978-7-5313-4722-4 春风文艺出版社

《道德经》是这样写成的 樊琦著 978-7-5313-4738-5 春风文艺出版社

心象澄怀:当代艺术评论文集 马喆著 978-7-5313-4777-4 春风文艺出版社

当时间变得很慢 辛兴著 978-7-5313-4936-5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案设计基础 吴青林等编著 978-7-5314-5302-4 辽宁美术出版社

视觉传达设计与实训 王猛等编著 978-7-5314-5318-5 辽宁美术出版社

视觉传达设计 张军编著 978-7-5314-5341-3 辽宁美术出版社

摄影艺术导论:数码摄影史论与创意研究 978-7-5314-5377-2 辽宁美术出版社

中国美术·设计分类全集,设计基础卷 978-7-5314-5404-5 辽宁美术出版社

素描·速写 刘汉民等编著 978-7-5314-5437-3 辽宁美术出版社

风景写生.2 王丹，王进等编著 978-7-5314-5714-5 辽宁美术出版社

设计基础+图案设计基础 吴青林编著 978-7-5314-6526-3 辽宁美术出版社

中国画写意大课堂,蔬果 孙静茹，鞠秀梅著 978-7-5314-7168-4 辽宁美术出版社

素描的样子:传统规范与范式再造 于艾君著 978-7-5314-7245-2 辽宁美术出版社

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 吕一燃主编 978-7-5316-6780-3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 陈春华编译 978-7-5316-6805-3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 吕一燃编 978-7-5316-6811-4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1759-1884 王东平著 978-7-5316-6813-8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 杨铭著 978-7-5316-6814-5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研究 杨茂盛著 978-7-5316-6818-3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奉使俄罗斯日记:外八种 忒莫勒，乌云格日勒主编 978-7-5316-6849-7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乌里雅苏台志略 忒莫勒，乌云格日勒主编 978-7-5316-7485-6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 综合.第4卷 于逢春，厉声主编 978-7-5316-7493-1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新疆志略 许崇灏著 978-7-5316-7503-7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歌德与拿破仑: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德)古斯塔夫·塞普特(Gustav Seibt)著 978-7-5316-8445-9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新西兰有多远:换个角度看中国 谢宏著 978-7-5316-8465-7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白·夜 三石主编 978-7-5316-8466-4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吸血鬼家族:拜伦的激情、嫉妒与诅咒 (美) 安德鲁·麦康奈尔·斯托特著 978-7-5316-8513-5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威廉·福克纳：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 (美) 丹尼尔·J. 辛格著 978-7-5316-8551-7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黑夜炉火:剑桥大学本森教授的生命告白
(英)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著
978-7-5316-8988-1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寂寞的撒旦 沐童著 978-7-5317-2196-3 北方文艺出版社

有钱人为何用长钱包 (日) 龟田润一郎著 978-7-5317-2730-9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盗墓世家 梅老八著 978-7-5317-2813-9 北方文艺出版社

禅学教你无悔的活法 (日)西村惠信著 978-7-5317-2835-1 北方文艺出版社

底线 美良著 978-7-5317-2848-1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生的自行车计划 (美) 罗伊·沃雷克, 比尔·科多夫斯基著 978-7-5317-2905-1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五伙伴历险记 (英)安迪·布莱顿著 978-7-5317-2920-4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天才相师.1,天眼神童 打眼著 978-7-5317-3020-0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东北往事.5,黑道风云20年（1986年至今） 孔二狗著 978-7-5317-3021-7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相见恨晚.4 糯米团子著 978-7-5317-3230-3 北方文艺出版社

文学回忆录 萧乾著 978-7-5317-3258-7 北方文艺出版社

谁的爱情不迷茫 王思渔著 978-7-5317-3259-4 北方文艺出版社

怀斯曼生存手册:终极指南 (英) 约翰·怀斯曼著 978-7-5317-3295-2 北方文艺出版社

首席错爱:结局篇 五枂著 978-7-5317-3349-2 北方文艺出版社

文心世相:何满子怀旧琐忆 叶君主编 978-7-5317-3361-4 北方文艺出版社

日本人与日本论 蒋百里, 戴季陶, 刘文典著 978-7-5317-3384-3 北方文艺出版社

日本与日本人 (日) 小泉八云著 978-7-5317-3385-0 北方文艺出版社

女官.2 小狐濡尾著 978-7-5317-3442-0 北方文艺出版社

殿下不是那种人.Ⅱ 袖无雪著 978-7-5317-3445-1 北方文艺出版社

欢喜胭脂铺 枝上月著 978-7-5317-3455-0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亦吻初情 赢春衣著 978-7-5317-3460-4 北方文艺出版社

离爱不远的地方 尹梅著 978-7-5317-3465-9 北方文艺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978-7-5317-3516-8 北方文艺出版社

点燃心灵之灯 宁宗一著 978-7-5317-3531-1 北方文艺出版社

老土豆·纸头 蒋悦著 978-7-5317-3532-8 北方文艺出版社

戎马书生 柔情慈父:大师光环下的真实鲁迅 成健著 978-7-5317-3533-5 北方文艺出版社

曾经有过的好时光 陆蔚青著 978-7-5317-3539-7 北方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谁还忧伤:李辉访谈录 李辉著 978-7-5317-3541-0 北方文艺出版社

寻灯的歌者 田恩铭著 978-7-5317-3542-7 北方文艺出版社

流年碎影.上 张中行著 978-7-5317-3544-1 北方文艺出版社

流年碎影.下 张中行著 978-7-5317-3544-1 北方文艺出版社

尔乔·天国 韦尔乔等著 978-7-5317-3546-5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上海: 灯红酒绿下的沪上风情 孙晔编 978-7-5317-3575-5 北方文艺出版社

迷失的军刺 火狼著 978-7-5317-3604-2 北方文艺出版社

流走的少年时光，我最喜欢你 沈嘉柯著 978-7-5317-3606-6 北方文艺出版社



岛屿和远航:当代爱尔兰四诗人选 (爱)保罗·默顿[等]著 978-7-5317-3632-5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生太平凡:鲁迅自述 鲁迅著 978-7-5317-3634-9 北方文艺出版社

自得其乐 汪曾祺著 978-7-5317-3645-5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大淖记事 汪曾祺著 978-7-5317-3646-2 北方文艺出版社

鸡鸭名家 汪曾祺著 978-7-5317-3648-6 北方文艺出版社

淡淡秋光 汪曾祺著 978-7-5317-3649-3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说人语 郑逸梅著 978-7-5317-3665-3 北方文艺出版社

前尘旧梦 郑逸梅著 978-7-5317-3666-0 北方文艺出版社

艺林旧事 郑逸梅著 978-7-5317-3667-7 北方文艺出版社

芸编指痕 郑逸梅著 978-7-5317-3668-4 北方文艺出版社

八月之光 (美)威廉·福克纳著 978-7-5317-3695-0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不过是向死而生 徐文著 978-7-5317-3696-7 北方文艺出版社

我弥留之际 (美)威廉·福克纳著 978-7-5317-3697-4 北方文艺出版社

喧哗与骚动 (美)威廉·福克纳著 978-7-5317-3698-1 北方文艺出版社

明清小说补论 刘敬圻著 978-7-5317-3713-1 北方文艺出版社

辽河传 范震威著 978-7-5318-4448-8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人物速写.第三辑 赵龙主编 978-7-5318-4677-2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乌苏里江绥芬河传 范震威著 978-7-5318-6938-2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三宝太监西洋记.上 (明)罗懋登著 978-7-5318-7626-7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三宝太监西洋记.下 (明)罗懋登著 978-7-5318-7626-7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八仙得道传.上 (清)无垢道人著 978-7-5318-7627-4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八仙得道传.下 (清)无垢道人著 978-7-5318-7627-4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女仙外史.上 (清)吕熊著 978-7-5318-7628-1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女仙外史.下 (清)吕熊著 978-7-5318-7628-1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东度记.上 (明)清溪道人著 978-7-5318-7629-8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东度记.下 (明)清溪道人著 978-7-5318-7629-8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文明小史 李伯元著 978-7-5318-8579-5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梼杌萃编 诞叟著 978-7-5318-8581-8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品人录 易中天著 978-7-5321-2019-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品三国.下 易中天著 978-7-5321-3162-4 上海文艺出版社

牛鬼蛇神 马原著 978-7-5321-3505-9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云图 (英)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著 978-7-5321-3692-6 上海文艺出版社

羊道·春牧场 李娟 978-7-5321-3957-6 上海文艺出版社



乡韵 师承瑞著 978-7-5321-4057-2 上海文艺出版社

九州全民幻想,无人区 潘海天主编 978-7-5321-4197-5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丰乳肥臀 莫言著 978-7-5321-4275-0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如晨曦 王萌萌著 978-7-5321-4427-3 上海文艺出版社

黑天使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 978-7-5321-4429-7 上海文艺出版社

缘起于恶 姬鸿霞著 978-7-5321-4430-3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最后期限 (美) 克里斯·克拉彻著 978-7-5321-4435-8 上海文艺出版社

黑夜的终止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 978-7-5321-4440-2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明的海洋史观 (日) 川胜平太著 978-7-5321-4441-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卑微的套套:安全套进化史 (美) 安妮·科利尔著 978-7-5321-4467-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欲望的旗帜 格非著 978-7-5321-4472-3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敌人 格非著 978-7-5321-4477-8 上海文艺出版社

赶马的老三 韩少功著 978-7-5321-4484-6 上海文艺出版社

羊道·前山夏牧场 李娟 978-7-5321-4487-7 上海文艺出版社

暗示 韩少功著 978-7-5321-4501-0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进步的回退 韩少功著 978-7-5321-4502-7 上海文艺出版社

漫长的假期 韩少功著 978-7-5321-4505-8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成为和平饭店 陈丹燕 978-7-5321-4565-2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的荒漠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 978-7-5321-4568-3 上海文艺出版社

给麻风病人的吻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 978-7-5321-4574-4 上海文艺出版社

蛇结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 978-7-5321-4576-8 上海文艺出版社

蛙 莫言著 978-7-5321-4635-2 上海文艺出版社

红高梁家族 莫言著 978-7-5321-4637-6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唐明月.壹,风起长安 蓝云舒著 978-7-5321-4662-8 上海文艺出版社

春梦 (日) 宫本辉著 978-7-5321-4663-5 上海文艺出版社

祝君波谈收藏 祝君波著 978-7-5321-4669-7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故事 蒋一谈著 978-7-5321-4676-5 上海文艺出版社

边缘 格非著 978-7-5321-4677-2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流动的房间 薛忆沩著 978-7-5321-4689-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唐明月.贰,谋断恩仇 蓝云舒著 978-7-5321-4696-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唐明月.叁,西域烽烟 蓝云舒著 978-7-5321-4698-7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唐明月.肆,碧血黄沙 蓝云舒著 978-7-5321-4699-4 上海文艺出版社

众声喧哗 王安忆 978-7-5321-4715-1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东岸纪事.上卷 夏商著 978-7-5321-4717-5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东岸纪事.下卷 夏商著 978-7-5321-4717-5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情，限量版 刘若英著 978-7-5321-4739-7 上海文艺出版社

此时众生 蒋勋著 978-7-5321-4758-8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美人 叶开著 978-7-5321-4764-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悲恸之地 王安忆[著] 978-7-5321-4794-6 上海文艺出版社

繁花 金宇澄著 978-7-5321-4800-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历史盲肠 南帆著 978-7-5321-4801-1 上海文艺出版社

披头士 (挪) 拉什·索比耶·克里斯滕森著 978-7-5321-4803-5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日夜书 韩少功[著] 978-7-5321-4804-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西：未来之国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 978-7-5321-4842-4 上海文艺出版社

颤抖 李凤群著 978-7-5321-4872-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暗夜中欢笑 陈河著 978-7-5321-4903-2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亚洲：城市微表情 江迅著 978-7-5321-4904-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半农半X的生活 (日) 盐见直纪著 978-7-5321-4912-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枪侠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5321-4917-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巫师与玻璃球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5321-4919-3 上海文艺出版社

荒原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5321-4920-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植物妻子 (韩) 韩江著 978-7-5321-4925-4 上海文艺出版社

礼貌史 (法) 弗雷德里克·鲁维洛瓦著 978-7-5321-4930-8 上海文艺出版社

黑暗塔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5321-4932-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卡拉之狼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5321-4935-3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三张牌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5321-4940-7 上海文艺出版社

书香门第 周矢著 978-7-5321-4947-6 上海文艺出版社

花街往事 路内著 978-7-5321-4948-3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我我 (日) 星野智幸著 978-7-5321-4956-8 上海文艺出版社

舞在敖德萨 (美) 伊利亚·卡明斯基著 978-7-5321-4957-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假面吟 王小鹰著 978-7-5321-4964-3 上海文艺出版社

鲤·旅馆 张悦然主编 978-7-5321-4967-4 上海文艺出版社

九号梦 (英) 大卫·米切尔著 978-7-5321-4969-8 上海文艺出版社

火车梦 (美) 丹尼斯·约翰逊著 978-7-5321-4988-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杀手保健 (比利时)阿梅丽·诺冬(Amelie Nothomb)著 978-7-5321-4989-6 上海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套娃 (阿根廷) 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著 978-7-5321-5008-3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最后的居所 (日) 矶崎宪一郎著 978-7-5321-5011-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幻之光 (日) 宫本辉著 978-7-5321-5015-1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座桥的诞生 (法) 梅丽丝·德·盖兰嘉尔著 978-7-5321-5017-5 上海文艺出版社

星辰时刻 (巴西)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978-7-5321-5036-6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夜航西飞 (英)柏瑞尔·马卡姆(Beryl Markham)著 978-7-5321-5039-7 上海文艺出版社

灰烬之城 (美)卡桑德拉·克莱尔(Cassandra Clare)著 978-7-5321-5051-9 上海文艺出版社

炸裂志 阎连科 978-7-5321-5052-6 上海文艺出版社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以色列) 埃特加·凯雷特著 978-7-5321-5069-4 上海文艺出版社

苏菲的选择 (美) 威廉·斯泰隆著 978-7-5321-5090-8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日常激情 (法)大卫·勒布雷东著 978-7-5321-5098-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最弱音，最弱音 (日) 辻仁成著 978-7-5321-5127-1 上海文艺出版社

齐如山论京剧艺术 梁燕编选 978-7-5321-5132-5 上海文艺出版社

雨季的感觉 格非著 978-7-5321-5135-6 上海文艺出版社

西野的恋爱与冒险 (日) 川上弘美著 978-7-5321-5143-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太阳车轮 梁元著 978-7-5321-5146-2 上海文艺出版社

齐如山回忆录 齐如山著 978-7-5321-5152-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弥天 刘醒龙著 978-7-5321-5154-7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薇拉 (法) 维罗尼卡·奥瓦尔德著 978-7-5321-5155-4 上海文艺出版社

独唱者 韩松著 978-7-5321-5157-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 (巴基) 达尼亚尔·穆伊努丁著 978-7-5321-5166-0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 (瑞典) 约纳斯·约纳松著 978-7-5321-5174-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像你我一样的男孩和女孩 (美) 艾琳·凯尔 (Aryn Kyle) 著 978-7-5321-5179-0 上海文艺出版社

破竹 (英) 蒂姆·默加特罗伊德著 978-7-5321-5183-7 上海文艺出版社

噙满口水 金爱烂著 978-7-5321-5184-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的忐忑人生 (韩) 金爱烂著 978-7-5321-5189-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是恶人 李约热著 978-7-5321-5202-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姆妈，看这片繁花！ 奚淞 978-7-5321-5212-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公家花园的迷宫 陈丹燕 978-7-5321-5216-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唐明月.陆,谁家天下 蓝云舒著 978-7-5321-5217-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女红 程小莹著 978-7-5321-5222-3 上海文艺出版社

林文月精选集 林文月著 978-7-5321-5225-4 上海文艺出版社

蟠虺 刘醒龙著 978-7-5321-5229-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品中国帝师 一退著 978-7-5321-5231-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卡卡伊大街 (波)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著 978-7-5321-5235-3 上海文艺出版社

缥缈的峰 孙颙著 978-7-5321-5261-2 上海文艺出版社

珠峰史诗 (英) 弗朗西斯·荣赫鹏著 978-7-5321-5262-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海上朝香客 (瑞) 佩尔·拉格奎斯特著 978-7-5321-5264-3 上海文艺出版社

问世间情 叶辛著 978-7-5321-5266-7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沉陷过往的愚者 野村美月文 978-7-5321-5268-1 上海文艺出版社

背负污名的天使 野村美月文 978-7-5321-5272-8 上海文艺出版社

绝望恸哭的信徒 野村美月文 978-7-5321-5273-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墨西哥湾千里徒步行 (美) 约翰·缪尔著 978-7-5321-5284-1 上海文艺出版社

面包与运动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著 978-7-5321-5287-2 上海文艺出版社

灯塔船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著 978-7-5321-5288-9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玻璃之城 (美) 卡桑德拉·克莱尔著 978-7-5321-5291-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永恒之民无所畏惧 (以) 莎妮·布瓦安茹著 978-7-5321-5294-0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个鲍米涅人 (法) 让·吉奥诺著 978-7-5321-5297-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再生草 (法) 让·吉奥诺著 978-7-5321-5298-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山冈 (法) 让·吉奥诺著 978-7-5321-5299-5 上海文艺出版社

援疆日记 闵师林著 978-7-5321-5300-8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们是动物 (美) 贾斯廷·托雷斯著 978-7-5321-5301-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化物语.下 西尾维新[著] 978-7-5321-5312-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化物语.上 西尾维新[著] 978-7-5321-5314-5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时间之战
(古巴) 阿莱霍·卡彭铁尔 (Alejo 

Carpentier) 著
978-7-5321-5316-9 上海文艺出版社

伤物语 (日)西尾维新[著] 978-7-5321-5317-6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一口啤酒 (法) 菲利普·德莱姆著 978-7-5321-5323-7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没有地图的旅行 (英) 格雷厄姆·格林著 978-7-5321-5324-4 上海文艺出版社

罗德里格斯岛之旅 (法) 勒克莱齐奥著 978-7-5321-5325-1 上海文艺出版社

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法) 阿尔贝·加缪著 978-7-5321-5326-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宛如一部小说 (法) 达尼埃尔·佩纳克著 978-7-5321-5327-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小鱼的幸福 (比利时) 李克曼著 978-7-5321-5333-6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 (比) 莉迪亚·弗莱姆著 978-7-5321-5334-3 上海文艺出版社

情书遗产 (比利时) 莉迪亚·弗莱姆著 978-7-5321-5335-0 上海文艺出版社

陈查理传奇:一个华人侦探在美国 黄运特著 978-7-5321-5342-8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因斯坦的梦 (美) 阿兰·莱特曼著 978-7-5321-5358-9 上海文艺出版社



猫物语,黑 西尾维新[著] 978-7-5321-5364-0 上海文艺出版社

黑暗的另一半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5321-5365-7 上海文艺出版社

倾物语 西尾维新 978-7-5321-5370-1 上海文艺出版社

替身S 绫辻行人 978-7-5321-5375-6 上海文艺出版社

墨水死 (德) 柯奈莉亚·芳珂著 978-7-5321-5383-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墨水心 (德) 柯奈莉亚·芳珂著 978-7-5321-5386-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墨水血 (德) 柯奈莉亚·芳珂著 978-7-5321-5390-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少女的告密 (日) 赤染晶子著 978-7-5321-5393-0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十三个理由 (美) 杰·埃舍著 978-7-5321-5398-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外滩：影像与传奇 陈丹燕 978-7-5321-5406-7 上海文艺出版社

点绛唇 王小鹰著 978-7-5321-5408-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奇山飘香 (美)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著 978-7-5321-5410-4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的重量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978-7-5321-5413-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带你远走高飞 (意)尼克洛·阿曼尼提(Niccolo Ammaniti)
著

978-7-5321-5417-3 上海文艺出版社

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 (日) 群阳子著 978-7-5321-5418-0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直捣蜂窝的女孩 (瑞典) 斯蒂格·拉森著 978-7-5321-5426-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如此苍白的心 (西) 哈维尔·马里亚斯著 978-7-5321-5431-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母亲的女儿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978-7-5321-5432-6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朱尘引 宋唯唯著 978-7-5321-5437-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可园长物百品 张大根著 978-7-5321-5438-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幽灵 (美)阿兰·莱特曼(Alan Lightman)著 978-7-5321-5444-9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是一座岛 (法)克洛蒂·嘉蕾著 978-7-5321-5449-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拉格泰姆时代 (美)E.L.多克托罗著 978-7-5321-5454-8 上海文艺出版社

遥远的温泉 阿来 978-7-5321-5456-2 上海文艺出版社

踏着月光的行板 迟子建 978-7-5321-5457-9 上海文艺出版社

神木 刘庆邦著 978-7-5321-5459-3 上海文艺出版社

艳歌 叶兆言著 978-7-5321-5460-9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士还乡 阎连科著 978-7-5321-5461-6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最高权力 (英)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著 978-7-5321-5471-5 上海文艺出版社

伊斯坦布尔孤儿 (土) 埃利芙·沙夫阿卡著 978-7-5321-5475-3 上海文艺出版社

龙文身的女孩 (瑞典) 斯蒂格·拉森著 978-7-5321-5478-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师 科尔姆·托宾 (Colm Toibin) 978-7-5321-5480-7 上海文艺出版社

死屋手记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978-7-5321-5483-8 上海文艺出版社



魔山.上册 (德)托马斯·曼著 978-7-5321-5484-5 上海文艺出版社

魔山.下册 (德)托马斯·曼著 978-7-5321-5484-5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韩青年作家短篇小说选 姚鄂梅[等]著 978-7-5321-5487-6 上海文艺出版社

品中国隐士 一退著 978-7-5321-5488-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品中国名臣 一退著 978-7-5321-5489-0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圣殿 (美) 福克纳著 978-7-5321-5491-3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 (英) 乔治·奥威尔著 978-7-5321-5496-8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末日之战 (秘鲁)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 978-7-5321-5499-9 上海文艺出版社

身着狮皮 (加) 迈克尔·翁达杰著 978-7-5321-5500-2 上海文艺出版社

洪堡的礼物 (美)索尔·贝娄(Saul Bellow)著 978-7-5321-5503-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忍川 (日) 三浦哲郎著 978-7-5321-5506-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凤仙花 (日)中上健次著 978-7-5321-5508-8 上海文艺出版社

离婚指南 苏童著 978-7-5321-5511-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叙事 毕飞宇 978-7-5321-5512-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原罪·宿命 史铁生 978-7-5321-5513-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四季流光 宗璞著 978-7-5321-5515-6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丽赛的故事 (美) 斯蒂芬·金著 978-7-5321-5516-3 上海文艺出版社

荒野丛林 (意) 科林·梅洛伊著 978-7-5321-5517-0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单身社会 (美)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著 978-7-5321-5522-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哈尔的移动城堡 (英) 戴安娜·韦恩·琼斯著 978-7-5321-5527-9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迷宫
(俄)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Людм

ила Петрушевская)著
978-7-5321-5528-6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小子 (日)木内一裕著 978-7-5321-5529-3 上海文艺出版社

长白云之国 (德)莎拉·拉克(Sarah Lark)著 978-7-5321-5530-9 上海文艺出版社

空中城堡 (英) 戴安娜·韦恩·琼斯著 978-7-5321-5531-6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迷宫之屋 (英) 黛安娜·韦恩·琼斯著 978-7-5321-5532-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岬 (日)中上健次著 978-7-5321-5535-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暗店街 (法)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 978-7-5321-5537-8 上海文艺出版社

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 978-7-5321-5545-3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尔兰之旅 (德)海因里希·伯尔著 978-7-5321-5551-4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迷惘 (英) 埃利亚斯·卡内蒂著 978-7-5321-5552-1 上海文艺出版社

银色之星 (美)珍妮特·沃尔斯(Jeannette Walls)著 978-7-5321-5553-8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不中用的狗 (德) 海因里希·伯尔著 978-7-5321-5561-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失物 (英)凯瑟琳·欧弗林著 978-7-5321-5575-0 上海文艺出版社

后上塘书 孙惠芬 978-7-5321-5576-7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的历史 (美)妮可·克劳斯著 978-7-5321-5577-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德) 马丁·瓦尔泽 (Martin Walser) 著 978-7-5321-5585-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怀念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978-7-5321-5588-0 上海文艺出版社

耳证人 (英)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著 978-7-5321-5589-7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的光辉岁月:一只捣蛋狗的回忆 (英)西尔·阿尔丁著 978-7-5321-5590-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半农半X的幸福之路:88种实践的方式 (日)盐见直纪著 978-7-5321-5593-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幽灵救命急先锋 (日) 高野和明著 978-7-5321-5608-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理学家的藏书室 (美) 乔恩·法斯曼 (Jon Fasman) 著 978-7-5321-5609-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历史与我的瞬间 梁鸿著 978-7-5321-5610-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坏女孩的恶作剧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 978-7-5321-5611-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失落的南方 (智利)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著 978-7-5321-5615-3 上海文艺出版社

莫言神髓 (日) 吉田富夫编著 978-7-5321-5619-1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诊断 (美) 阿兰·莱特曼著 978-7-5321-5621-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无花果森林 (日)小池真理子著 978-7-5321-5623-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轨 (爱尔兰) 威廉·特雷弗著 978-7-5321-5624-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布莱泽 (美) 斯蒂芬·金 978-7-5321-5643-6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帝吹飘的羽毛 (美)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著 978-7-5321-5645-0 上海文艺出版社

3096天 (奥)娜塔莎·坎普希(Natascha Kampusch)著 978-7-5321-5652-8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的帐篷里有平安 叶舟著 978-7-5321-5655-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囮物语 西尾维新著 978-7-5321-5656-6 上海文艺出版社

鬼物语 西尾维新著 978-7-5321-5657-3 上海文艺出版社

花物语 西尾维新[著] 978-7-5321-5658-0 上海文艺出版社

死亡特雷布林卡:1942-1943 (波兰)奇尔·拉什曼著 978-7-5321-5659-7 上海文艺出版社

恋物语 西尾维新 978-7-5321-5661-0 上海文艺出版社

老桥 张承志著 978-7-5321-5663-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北方的河 张承志著 978-7-5321-5664-1 上海文艺出版社

金牧场 张承志著 978-7-5321-5665-8 上海文艺出版社

绿风土 张承志著 978-7-5321-5666-5 上海文艺出版社

荒芜英雄路 张承志著 978-7-5321-5667-2 上海文艺出版社

牧人笔记 张承志著 978-7-5321-5668-9 上海文艺出版社

以笔为旗 张承志著 978-7-5321-5669-6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册山河 张承志著 978-7-5321-5670-2 上海文艺出版社

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 张承志著 978-7-5321-5671-9 上海文艺出版社

聋子的耳朵 张承志著 978-7-5321-5672-6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 张承志著 978-7-5321-5673-3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你的微笑 张承志著 978-7-5321-5674-0 上海文艺出版社

格兰塔.3,巴西最佳青年小说家 彭伦主编 978-7-5321-5676-4 上海文艺出版社

美好的事物无法久存 (美) 罗恩·拉什 (Ron Rash) 著 978-7-5321-5678-8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二十一个故事 (英) 格雷厄姆·格林著 978-7-5321-5681-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幻相收藏家 何怡著 978-7-5321-5697-9 上海文艺出版社

磷火 温燕霞著 978-7-5321-5698-6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多瑙河之旅 (意) 克劳迪欧·玛格里斯著 978-7-5321-5699-3 上海文艺出版社

飘.上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
著

978-7-5321-5702-0 上海文艺出版社

飘.下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
著

978-7-5321-5702-0 上海文艺出版社

静人日记 (日) 天童荒太著 978-7-5321-5704-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奥吉·马奇历险记 (美)索尔·贝娄(Saul Bellow)著 978-7-5321-5708-2 上海文艺出版社

飘.上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
著

978-7-5321-5712-9 上海文艺出版社

飘.下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
著

978-7-5321-5712-9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著
978-7-5321-5714-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奥吉·马奇历险记 (美)索尔·贝娄(Saul Bellow)著 978-7-5321-5715-0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诗人的生活 (美)E.L. 多克托罗(E.L. Doctorow)著 978-7-5321-5721-1 上海文艺出版社

拳头 (意) 彼得罗·格罗西著 978-7-5321-5722-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布尔津光谱 张好好著 978-7-5321-5731-0 上海文艺出版社

把世界分成两半 朱山坡 978-7-5321-5735-8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的红颜遗事 陈丹燕 978-7-5321-5739-6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的金枝玉叶 陈丹燕 978-7-5321-5741-9 上海文艺出版社

风之影 (西班牙)卡洛斯·鲁依斯·萨丰著 978-7-5321-5744-0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朱可夫:打败希特勒的人
(法) 让·洛佩兹, (格鲁吉亚) 拉沙·奥特

赫梅祖里著
978-7-5321-5745-7 上海文艺出版社

耳中火炬 (英)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著 978-7-5321-5746-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反思科学:江晓原自选集 江晓原著 978-7-5321-5749-5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玩命手术刀:外科史上的黑色幽默 刘育志, 白映俞著 978-7-5321-5750-1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往何处去 卞润华著 978-7-5321-5751-8 上海文艺出版社



买办的女儿 赵柏田著 978-7-5321-5753-2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海军:1949-1955 黄传会著 978-7-5321-5755-6 上海文艺出版社

送魂婆 (意) 米凯拉·穆尔嘉著 978-7-5321-5758-7 上海文艺出版社

那一天 (美) 盖尔·福尔曼著 978-7-5321-5759-4 上海文艺出版社

那一年 (美) 盖尔·福尔曼著 978-7-5321-5760-0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杜马岛 (美)斯蒂芬·金著(Stephen King) 978-7-5321-5762-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品中国侠客 一退著 978-7-5321-5763-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品中国名医 一退著 978-7-5321-5764-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如果我留下 (美) 盖尔·福尔曼著 978-7-5321-5765-5 上海文艺出版社

绝处逢生:催眠治疗实录 胡娟著 978-7-5321-5766-2 上海文艺出版社

狐步杀 张欣著 978-7-5321-5767-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河两岸 (肯尼亚) 恩古吉·瓦·提安哥著 978-7-5321-5768-6 上海文艺出版社

空之境界.上 (日)奈须蘑菇著 978-7-5321-5770-9 上海文艺出版社

空之境界.中 (日)奈须蘑菇著 978-7-5321-5771-6 上海文艺出版社

空之境界.下 (日)奈须蘑菇著 978-7-5321-5772-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心 (日) 夏目漱石著 978-7-5321-5773-0 上海文艺出版社

黑暗中的绽放 (英) 西蒙·范·布伊著 978-7-5321-5778-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狱:插图珍藏版 (美)丹·布朗(Dan Brown)[著] 978-7-5321-5779-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威尼斯是一条鱼 (意) 提齐安诺·斯卡帕著 978-7-5321-5781-5 上海文艺出版社

白马山庄杀人事件 东野圭吾著 978-7-5321-5784-6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没有凶手的杀人夜 (日)东野圭吾著 978-7-5321-5785-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奇迹 (美) R.J. 帕拉西奥著 978-7-5321-5786-0 上海文艺出版社

怪人们 东野圭吾著 978-7-5321-5787-7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教养蜂人识字的男孩 (英) 苏珊·希尔著 978-7-5321-5791-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们的命是这么土 袁凌著 978-7-5321-5792-1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 (奥)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著 978-7-5321-5801-0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你好，忧愁 (法) 萨冈著 978-7-5321-5803-4 上海文艺出版社

虹 (英)D.H. 罗伦斯著 978-7-5321-5810-2 上海文艺出版社

莎士比亚悲剧选 (英)莎士比亚著 978-7-5321-5811-9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 (奥)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著 978-7-5321-5812-6 上海文艺出版社

虹 (英)D.H. 劳伦斯著 978-7-5321-5813-3 上海文艺出版社

洋葱汤里的流水岁月:14个味觉故事 梅思繁著 978-7-5321-5814-0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失语 奥娅·巴依达尔 (Oya Baydar) 978-7-5321-5816-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学.2015,春夏卷 陈思和，王德威主编 978-7-5321-5817-1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最险恶之旅.II (英)阿普斯利`谢里-加勒德著 978-7-5321-5820-1 重庆出版社

视觉人类学新编 王海龙著 978-7-5321-5822-5 上海文艺出版社

玛利亚的自白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Colm Toibin)著 978-7-5321-5824-9 上海文艺出版社

他们自在别处 (日)小川洋子著 978-7-5321-5825-6 上海文艺出版社

眼睛游戏 (英) 埃利亚斯·卡内蒂 (Elias Canetti) 
著

978-7-5321-5826-3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最险恶之旅.I (英)阿普斯利`谢里-加勒德著 978-7-5321-5828-7 重庆出版社

篡改的命 东西著 978-7-5321-5829-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情谜莫斯科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著
978-7-5321-5837-9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盲歌女阿凛 (日) 水上勉著 978-7-5321-5839-3 上海文艺出版社

魔法生活
(英)戴安娜·韦恩·琼斯(Diana Wynne 

Jones)著
978-7-5321-5840-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卡普罗纳的魔法师们
(英)戴安娜·韦恩·琼斯(Diana Wynne 

Jones)著
978-7-5321-5841-6 上海文艺出版社

巫师周
(英)戴安娜·韦恩·琼斯(Diana Wynne 

Jones)著
978-7-5321-5842-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克里斯托弗的童年时代
(英)戴安娜·韦恩·琼斯(Diana Wynne 

Jones)著
978-7-5321-5844-7 上海文艺出版社

黄雨 (西) 胡里奥·亚马萨雷斯著 978-7-5321-5847-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去见那个男人 (美) 詹姆斯·鲍德温著 978-7-5321-5851-5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机器人启示录 (美)丹尼尔·威尔森(Daniel H. Wilson)著 978-7-5321-5852-2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德) 海因里希·伯尔著 978-7-5321-5854-6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海姆立克急救 铁凝等著 978-7-5321-5855-3 上海文艺出版社

飞行酿酒师 须一瓜等著 978-7-5321-5856-0 上海文艺出版社

平荷伊之蛋
(英)戴安娜·韦恩·琼斯(Diana Wynne 

Jones)著
978-7-5321-5859-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康瑞德的命运
(英)戴安娜·韦恩·琼斯(Diana Wynne 

Jones)著
978-7-5321-5860-7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她去哪儿了 (美)盖尔·福尔曼(Gayle Forman)著 978-7-5321-5861-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们飞 (瑞士) 彼得·施塔姆著 978-7-5321-5863-8 上海文艺出版社

梦幻快递 范小青等著 978-7-5321-5865-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吻瘾者 纳兰妙殊等著 978-7-5321-5866-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六耳猕猴 徐则臣等著 978-7-5321-5867-6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海姆素岛居民 (瑞典)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著 978-7-5321-5868-3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人鼠之间 (美)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著 978-7-5321-5869-0 上海文艺出版社

红沙发:秒针 (法)米歇尔·莱斯博著 978-7-5321-5873-7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千夜之夜 (埃及) 纳吉布·马哈福兹著 978-7-5321-5874-4 上海文艺出版社

风中的玛丽娜
(西)卡洛斯·鲁依斯·萨丰(Carlos Ruiz 

Zafon)著
978-7-5321-5879-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天仙配 王安忆著 978-7-5321-5882-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发廊情话 王安忆著 978-7-5321-5883-6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与猫头鹰一起检查糖尿病 (美)戴维·塞达里斯(David Sedaris)著 978-7-5321-5886-7 上海文艺出版社

伴你同行 王安忆著 978-7-5321-5889-8 上海文艺出版社

老康回来 王安忆[著] 978-7-5321-5892-8 上海文艺出版社

黑水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978-7-5321-5895-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奥尔特校园手记 (美)科蒂斯·希登费尔德著 978-7-5321-5897-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她的镜像幽灵 (美)奥德丽·尼芬格(Audrey Niffenegger)
著

978-7-5321-5898-0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日落之后 (美) 斯蒂芬·金 978-7-5321-5899-7 上海文艺出版社

布鲁克林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著 978-7-5321-5909-3 上海文艺出版社

神圣的夜晚
(摩洛哥)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elloun)著
978-7-5321-5911-6 上海文艺出版社

越过死海:2011-2015 张承志著 978-7-5321-5914-7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诺拉·韦伯斯特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Colm Toibin)著 978-7-5321-5918-5 上海文艺出版社

母与子 (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著 978-7-5321-5919-2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等就来唱山歌 钟永丰著 978-7-5321-5921-5 上海文艺出版社

犯罪小说家 (美)哈里·多兰(Harry Dolan)著 978-7-5321-5924-6 上海文艺出版社

猜疑 (比利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著 978-7-5321-5940-6 上海文艺出版社

侮辱 (比)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著 978-7-5321-5941-3 上海文艺出版社

自杀 (比利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著 978-7-5321-5942-0 上海文艺出版社

毒药 (比利时) 乔治·西默农著 978-7-5321-5943-7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家庭 (比)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著 978-7-5321-5944-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婚外情 (比)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著 978-7-5321-5945-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夫妻地狱 (比)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著 978-7-5321-5946-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复仇 (比)乔治·西默农著 978-7-5321-5948-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弑父 (比) 阿梅丽·诺冬著 978-7-5321-5956-7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成为日料达人 (日)辻芳树著 978-7-5321-5958-1 上海文艺出版社



牛津迷案 (阿根廷)吉列尔莫·马丁内斯著 978-7-5321-5960-4 上海文艺出版社

修配工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著 978-7-5321-5962-8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费丽西娅的旅行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著 978-7-5321-5964-2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说吧，叙利亚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978-7-5321-5981-9 上海文艺出版社

银头 (意) 路易吉·马莱巴著 978-7-5321-5982-6 上海文艺出版社

僵尸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著
978-7-5321-5984-0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外星人在巴塞罗那 (西班牙)爱德华多·门多萨著 978-7-5321-5985-7 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如此 葛钟琦著 978-7-5321-5987-1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海上书画人物年表汇编.一 乐震文主编 978-7-5321-6001-3 上海文艺出版社

隐秘的幸福
(巴西)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著
978-7-5321-6005-1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年快乐 (巴西) 鲁本·丰塞卡著 978-7-5321-6006-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动力上海 上海公共外交协会, 联合时报社编著 978-7-5321-6008-2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佣兵队长 (法) 乔治·佩雷克著 978-7-5321-6010-5 上海文艺出版社

舞男 严歌苓著 978-7-5321-6017-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们正青春.第一季 陆洋主编 978-7-5321-6024-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千百种罪 (美)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著 978-7-5321-6027-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年轻就开始环游世界 褚士莹著 978-7-5321-6028-0 上海文艺出版社

百分之五十七世界的记忆 孙恬著 978-7-5321-6030-3 上海文艺出版社

陌生地带 张品成著 978-7-5321-6035-8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公羊的节日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 978-7-5321-6041-9 上海文艺出版社

医院 韩松著 978-7-5321-6044-0 上海文艺出版社

特别响,非常近
(美)乔纳森·萨福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著
978-7-5321-6047-1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二次呼吸
(法)菲利普·波佐·迪·博尔戈(Philippe 

Pozzo di Borgo)著
978-7-5321-6048-8 上海文艺出版社

罗马爱经 (古罗马)奥维德(Ovide)著 978-7-5321-6080-8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新动力:中国职业经理人成长二十年 俞嘉骏，肖建安，朱丹著 978-7-5321-6085-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利图马在安第斯山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 978-7-5321-6092-1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天等山 凡一平著 978-7-5321-6114-0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人类的演化 (美) 罗宾·邓巴著 978-7-5321-6129-4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古典文学 (英)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yns)著 978-7-5321-6130-0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不惑屐痕 上海市黄浦区工人文化宫编 978-7-5321-6162-1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十三天 (德)梁柯著 978-7-5321-6171-3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迟歌 苏小城著 978-7-5322-7967-8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更大的信息:戴维·霍克尼谈艺录 (英) 马丁·盖福特著 978-7-5322-9930-0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金玉王朝.3,砺金 风弄著 978-7-5322-9944-7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药大辞典.上册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 978-7-5323-8271-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大辞典.下册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 978-7-5323-8271-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大辞典,附篇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 978-7-5323-902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上册 钱超尘 ... [等] 校 978-7-5323-9080-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下册 钱超尘 ... [等] 校 978-7-5323-9080-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神经生物学 主编孙凤艳 978-7-5323-9217-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中医内科学 主编王永炎, 严世芸 978-7-5323-9303-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汉医学辞典 陈维益主编 978-7-5323-9488-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灵台肝病论治经验集 主编王灵台 978-7-5323-9607-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系统影像学 主编陈星荣, 陈九如 978-7-5323-9815-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护士职业防护 主编徐筱萍 978-7-5323-988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部影像解剖图谱 华佳主编 978-7-5323-9921-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海洋本草,海洋药源微生物 管华诗, 王曙光主编 978-7-5323-9973-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内分泌学 主编陈家伦 978-7-5323-9993-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代艺术三百题 本社编 978-7-5325-0671-2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敦煌古藏文文献论文集（上册） 金雅声等 主编 9.78753E+12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敦煌古藏文文献论文集（下册） 金雅声等 主编 9.78753E+12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19辑 刘迎胜主编 9.78753E+12 上海古籍出版社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 屈文军著 9.78753E+12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通史 吕思勉著 978-7-5325-5279-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韩非子:帝王的法术 张觉著 978-7-5325-5399-0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元金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 高桥弘臣 著 9.78753E+12 上海国籍出版社

读古文入门 鲍善淳著 978-7-5325-5524-6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史记.一 (汉) 司马迁撰 978-7-5325-5814-8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史记.三 (汉) 司马迁撰 978-7-5325-5814-8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史记.二 (汉) 司马迁撰 978-7-5325-5814-8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史记.四 (汉) 司马迁撰 978-7-5325-5814-8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傅斯年 978-7-5325-6252-7 上海古籍出版社

范伯子诗文集.上 范当世著 978-7-5325-6498-9 上海古籍出版社



范伯子诗文集.下 范当世著 978-7-5325-6498-9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二○一○年度 《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刊行会编 978-7-5325-6686-0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诸子学刊.第八辑 方勇主编 978-7-5325-6791-1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 蔡尚思 978-7-5325-6801-7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家航海.第四辑 年继业主编 978-7-5325-6819-2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 胡适著 978-7-5325-7340-0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红楼梦研究 俞平伯著 978-7-5325-7448-3 上海古籍出版社

走向世界的明清陶瓷 袁泉, 秦大树著 978-7-5325-7460-5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长吉集.册一 (唐) 李贺著 978-7-5325-7464-3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长吉集.册二 (唐) 李贺著 978-7-5325-7464-3 上海古籍出版社

袁凯集编年校注 (明)袁凯著 978-7-5325-7520-6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纪年铜镜:两汉至六朝 王纲怀编著 978-7-5325-7537-4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万法唯识:唯识论的哲学与教理分析 (美) 托马斯·伍德著 978-7-5325-7558-9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 陈安仁著 978-7-5325-7594-7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佛经选 王财贵主编 978-7-5325-7619-7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易经 王财贵主编 978-7-5325-7620-3 上海古籍出版社

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 (蒙) 沙·比拉著 978-7-5325-7630-2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济慈走进了纳兰的朋友圈 夷则编著 978-7-5325-7693-7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但丁走进了屈原的朋友圈 蕤宾编著 978-7-5325-7705-7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道山房詩鈔 張炳森編 978-7-5325-7709-5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學苑效芹:施議對演講集錄 施議對著 978-7-5325-7717-0 上海古籍出版社

濠上縱譚:施議對講堂實錄 施議對著 978-7-5325-7738-5 上海古籍出版社

濠上偶語:施議對學術隨筆 施議對著 978-7-5325-7739-2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曹雪芹走进了巴尔扎克的朋友圈 闵捷编著 978-7-5325-7740-8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白和拜伦走进了朋友圈 唐珂编著 978-7-5325-7741-5 上海古籍出版社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走进了朋友圈 张溦编著 978-7-5325-7742-2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先秦秦漢思想史研究 (日) 谷中信一著 978-7-5325-7758-3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学必读.上 钱基博著 978-7-5325-7769-9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学必读.下 钱基博著 978-7-5325-7769-9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回鹘文诗体注疏和新发现敦煌本韵文研究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著 978-7-5325-7778-1 上海古籍出版社

藝海修真:施議對詩學論集 施議對著 978-7-5325-7781-1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 杜建录著 978-7-5325-7800-9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代维吾尔语诗体故事、忏悔文及碑铭研究 张铁山著 978-7-5325-7802-3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天工开物译注 (明)宋应星著 978-7-5325-7805-4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无锡艺文志长编 辛幹撰 978-7-5325-7812-2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诩集 (明)张诩撰 978-7-5325-7815-3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困学纪闻 (宋)王应麟撰 978-7-5325-7836-8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容斋随笔.上 (宋)洪迈撰 978-7-5325-7838-2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容斋随笔.下 (宋)洪迈撰 978-7-5325-7838-2 上海古籍出版社

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国近
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

马来平著 978-7-5325-7841-2 上海古籍出版社

劉辰翁詞校注 劉辰翁著 978-7-5325-7844-3 上海古籍出版社

马一浮六艺论新诠 刘乐恒著 978-7-5325-7866-5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水乡聚落:太湖以东家园生态史研究 吴俊范著 978-7-5325-7878-8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追迹:考古学人访谈录.Ⅱ 王巍主编 978-7-5325-7879-5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先秦文学与文化.第四辑 赵逵夫主编 978-7-5325-7890-0 上海古籍出版社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委员会编 978-7-5325-7916-7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中国历代涉海碑
刻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第三十辑

刘迎胜主编 978-7-5325-7933-4 上海古籍出版社

柳宗元选集 高文，屈光选注 978-7-5325-7973-0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杜牧选集 朱碧莲选注 978-7-5325-7974-7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 978-7-5325-7984-6 上海古籍出版社

补五代史艺文志辑考 张兴武著 978-7-5325-7992-1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 陈乐平著 978-7-5325-8086-6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金匮要略译注 (汉)张仲景著 978-7-5325-8092-7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敦煌吐鲁番研究:创刊二十周年纪念专号.第
十六卷

饶宗颐主编 978-7-5325-8175-7 上海古籍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三辑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 978-7-5325-8201-3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名家配画宋词鉴赏精品集.上 上海辞书出版社艺术辞典编纂中心编 978-7-5326-4028-7 上海辞书出版社

名家配画宋词鉴赏精品集.下 上海辞书出版社艺术辞典编纂中心编 978-7-5326-4028-7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五百种武侠小说博览 张兵主编 978-7-5326-4101-7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国哲学大辞典 张岱年主编 978-7-5326-4104-8 上海辞书出版社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张书岩主编 978-7-5326-4265-6 上海辞书出版社

大辞海,经济卷 夏征农主编 978-7-5326-4288-5 上海辞书出版社

聊斋志异鉴赏辞典 李桂奎，冀运鲁编著 978-7-5326-4340-0 上海辞书出版社

大辞海,交通卷 夏征农主编 978-7-5326-4343-1 上海辞书出版社



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
工业的初期

(德) 史通文著 978-7-5326-4348-6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国历史悬疑系列,先秦卷 俞钢, 范荧主编 978-7-5326-4353-0 上海辞书出版社

大辞海,法学卷 夏征农主编 978-7-5326-4357-8 上海辞书出版社

毛泽东用过的典故 毕桂发主编 978-7-5326-4367-7 上海辞书出版社

新世纪新词语大词典:2000年-2015年 亢世勇，刘海润主编 978-7-5326-4368-4 上海辞书出版社

无知:它怎样驱动科学 (美)斯图尔特·法尔斯坦著 978-7-5326-4398-1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回忆中的师友群像 钱伯城[著] 978-7-5326-4416-2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开卷闲话九编 子聪 978-7-5326-4417-9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三言两拍鉴赏辞典 张兵编著 978-7-5326-4440-7 上海辞书出版社

细说刘秉璋家族 宋路霞著 978-7-5326-4452-0 上海辞书出版社

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 吴小如 ... 等撰写 978-7-5326-4454-4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人间处处有真情:《新民晚报·市井故事》精
选

王瑜明主编 978-7-5326-4467-4 上海辞书出版社

大辞海,信息科学卷 夏征农主编 978-7-5326-4468-1 上海辞书出版社

新编同义词词林 亢世勇主编 978-7-5326-4471-1 上海辞书出版社

柳永词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 978-7-5326-4472-8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古希腊戏剧家作品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 978-7-5326-4473-5 上海辞书出版社

泰戈尔诗文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 978-7-5326-4486-5 上海辞书出版社

休息时断想 秦绿枝著 978-7-5326-4491-9 上海辞书出版社

珍重悠悠岁月 秦绿枝著 978-7-5326-4492-6 上海辞书出版社

太平世事 秦绿枝著 978-7-5326-4495-7 上海辞书出版社

姜夔诗词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 978-7-5326-4496-4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国歇后语大辞典:辞海版 温端政, 上海辞书出版社语文辞书编纂中心
主编

978-7-5326-4497-1 上海辞书出版社

周邦彦词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 978-7-5326-4498-8 上海辞书出版社

大辞海,军事卷 夏征农主编 978-7-5326-4505-3 上海辞书出版社

托尔斯泰作品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 978-7-5326-4507-7 上海辞书出版社

李清照诗词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 978-7-5326-4516-9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反义词大词典:辞海版
张庆会，张志毅，上海辞书出版社语文辞书

编纂中心主编
978-7-5326-4517-6 上海辞书出版社

狄更斯作品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 978-7-5326-4519-0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晏词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 978-7-5326-4524-4 上海辞书出版社

巴尔扎克作品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 978-7-5326-4550-3 上海辞书出版社

大辞海,管理学卷 夏征农主编 978-7-5326-4554-1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年鉴.2015,学术卷 《中国中医药年鉴》（学术卷）编辑委员会
编审

978-7-5326-4557-2 上海辞书出版社

哲学的起源和演化:自然律和道德律 赵鑫珊著 978-7-5326-4677-7 上海辞书出版社

灯火——鲁迅与文艺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978-7-5326-4714-9 上海辞书出版社

鲁迅与《新青年》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978-7-5326-4715-6 上海辞书出版社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Hemingwy, E.)著 978-7-5327-3498-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寂静的春天 (美) 蕾切尔·卡森著 978-7-5327-4218-9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四 (英) 乔治·奥威尔著 978-7-5327-4923-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曼斯菲尔德庄园 项星耀译 978-7-5327-5088-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卍 谷崎润一郎 978-7-5327-5092-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牛虻 (英) 埃塞尔·莉莲·伏尼契著 978-7-5327-5103-7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爵士时代的故事 (美) F·S·菲茨杰拉德著 978-7-5327-5141-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动物农场 (英) 乔治·奥威尔著 978-7-5327-5145-7 上海译文出版社

都柏林人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著 978-7-5327-5146-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局外人 (法) 阿贝尔·加缪著 978-7-5327-5147-1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978-7-5327-5165-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列车上的陌生人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著 978-7-5327-5184-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战争在海对岸开始 (日) 村上龙著 978-7-5327-5190-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少将滋干之母 谷崎润一郎著 978-7-5327-5203-4 上海译文出版社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美)F.S. 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著
978-7-5327-5216-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红字 (美) 霍桑著 978-7-5327-5253-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摩托日记:拉丁美洲游记 切·格瓦拉 978-7-5327-5279-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撒冷镇 (美) 斯蒂芬·金著 978-7-5327-5281-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玩笑 米兰·昆德拉著 978-7-5327-5286-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好笑的爱 米兰·昆德拉著 978-7-5327-5287-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笑忘 米兰·昆德拉录 978-7-5327-5290-4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不朽 米兰·昆德拉 978-7-5327-5291-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慢 米兰·昆德拉著 978-7-5327-5294-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帷幕 米兰·昆德拉著 978-7-5327-5297-3 上海译文出版社

马尔特手记 (奥地利) 里尔克著 978-7-5327-5321-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嘉莉妹妹 (美) 德莱塞著 978-7-5327-5373-4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月亮和六便士 (英) 毛姆著 978-7-5327-5374-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欲望教授 (美) 菲利普·罗斯著 978-7-5327-5386-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英) E·M·福斯特著 978-7-5327-5405-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平家物语 (日) 佚名著 978-7-5327-5407-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冷血悍将 汤姆·克兰西 978-7-5327-5413-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恋爱中的骗子 (美) 理查德·耶茨著 978-7-5327-5416-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孤寂深渊 (英) 拉德克利夫·霍尔 978-7-5327-5430-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轻的心在哭泣 (美) 理查德·耶茨著 978-7-5327-5433-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假面自白 (日) 三岛由纪夫 978-7-5327-5436-6 上海译文出版社

银河系搭车客指南 (英) 道格拉斯·亚当斯著 978-7-5327-5468-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潮骚 (日) 三岛由纪夫 978-7-5327-5474-8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七日永恒 (法) 马克·莱维著 978-7-5327-5487-8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无情 (日) 吉本芭娜娜著 978-7-5327-5496-0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末代大亨的情缘 (美) F·S·菲茨杰拉德著 978-7-5327-5498-4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各有异 贾辉丰译 978-7-5327-5506-6 上海译文出版社

魂断阿寒 (日) 渡边淳一著 978-7-5327-5508-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变形的陶醉 (奥地利) 斯台芬·茨威格著 978-7-5327-5522-6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与孽 (美) F·S·菲茨杰拉德著 978-7-5327-5529-5 上海译文出版社

棉被:蒲団 (日) 田山花袋著 978-7-5327-5531-8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黑暗的另一半 (美) 斯蒂芬·金著 978-7-5327-5535-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偶遇 (法) 让-马·居·勒克莱齐奥著 978-7-5327-5549-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华盛顿广场 (美) 亨利·詹姆斯著 978-7-5327-5555-4 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斯彭文稿 (美) 亨利·詹姆斯著 978-7-5327-5556-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哲学的艺术 夏尔·波德莱尔著 978-7-5327-5569-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对几位同代人的思考 夏尔·波德莱尔著 978-7-5327-5572-1 上海译文出版社

老无所依 科马克·麦卡锡著 978-7-5327-5594-3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丽的女俘 阿兰·罗伯-格里耶著 978-7-5327-5596-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欧洲快车 阿兰·罗伯-格里耶著 978-7-5327-5597-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圣洁百合 (美) 约翰·厄普代克著 978-7-5327-5610-0 上海译文出版社

火山情人:一个传奇 Susan Sontag 978-7-5327-5611-7 上海译文出版社

背之眼 道尾秀介 978-7-5327-5612-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多情客游记 (英) 劳伦斯·斯特恩著 978-7-5327-5615-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白河夜船 (日) 吉本芭娜娜著 978-7-5327-5618-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凉宫春日的动摇 (日) 谷川 流著 978-7-5327-5636-0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乔治·奥威尔著 978-7-5327-5674-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著 978-7-5327-5679-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切瑟尔海滩上 (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978-7-5327-5689-6 上海译文出版社

鸫 (日) 吉本芭娜娜 978-7-5327-5690-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凯旋门 (德) 雷马克著 978-7-5327-5704-6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丽失败者 (加) 莱昂纳德·科恩著 978-7-5327-5718-3 上海译文出版社

签名收藏家 (英) 扎迪·史密斯著 978-7-5327-5720-6 上海译文出版社

祖母 (英) 多丽丝·莱辛著 978-7-5327-5721-3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性 Jeffrey Eugenides 978-7-5327-5722-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只爱陌生人 (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978-7-5327-5743-5 上海译文出版社

那些我们没谈过的事 (法) 马克·莱维著 978-7-5327-5751-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哀愁的预感 (日) 吉本芭娜娜著 978-7-5327-5753-4 上海译文出版社

长不胖的相扑手 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著 978-7-5327-5754-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情劫 (英) 约瑟芬·哈特 978-7-5327-5757-2 上海译文出版社

骰子人生 (美) 卢克·莱恩哈特著 978-7-5327-5758-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权力与荣耀 (英) 格雷厄姆·格林著 978-7-5327-5761-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尼克·亚当斯故事集 (美) 海明威著 978-7-5327-5794-7 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姆斯特丹 (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978-7-5327-5805-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地下雷普利 (美)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著 978-7-5327-5809-8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诞生的苦恼 (日) 有岛武郎著 978-7-5327-5822-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文学趣谈 (英) 约翰·萨瑟兰 978-7-5327-5825-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喂喂下北泽 (日) 吉本芭娜娜著 978-7-5327-5834-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哈姆雷特:双语插图珍藏本 (英) 威廉·莎士比亚著 978-7-5327-5845-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李尔王:双语插图珍藏本 (英) 威廉·莎士比亚著 978-7-5327-5847-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圣母悼歌 (意) 蒂齐亚诺·斯卡尔帕著 978-7-5327-5854-8 上海译文出版社

魔女卡丽 (美) 斯蒂芬·金著 978-7-5327-5861-6 上海译文出版社

狗狗一直在脚边 (日) 大森兄弟著 978-7-5327-5870-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天才雷普利 (美)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著 978-7-5327-5872-2 上海译文出版社

雷普利游戏 (美)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著 978-7-5327-5873-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刀锋 (英) 毛姆著 978-7-5327-5879-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水泥花园 (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978-7-5327-5889-0 上海译文出版社

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 (英) 伊莱因·范斯坦著 978-7-5327-5900-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意大利风光 (英)狄更斯著 978-7-5327-5909-5 上海译文出版社

游美札记 (英) 狄更斯著 978-7-5327-5912-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博兹特写集 (英) 狄更斯著 978-7-5327-5923-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四十朵玫瑰 托马斯·霍利曼著 978-7-5327-5924-8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战地行纪 (美) W.H. 奥登, 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著 978-7-5327-5927-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 (美) 杜鲁门·卡波蒂著 978-7-5327-5928-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携驴旅行记 (英) 斯蒂文森著 978-7-5327-5933-0 上海译文出版社

魔法师 (美) 莱夫·格罗斯曼著 978-7-5327-5934-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吉本自传 (英) 爱德华·吉本著 978-7-5327-5935-4 上海译文出版社

马拉松大盗 (奥) 马丁·普林茨著 978-7-5327-5937-8 上海译文出版社

草竖琴 (美) 杜鲁门·卡波蒂著 978-7-5327-5947-7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三个女人 (美) 格特鲁德·斯泰因著 978-7-5327-5951-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禁色 三岛由纪夫 978-7-5327-5954-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维莱特 (英) 夏·勃朗特著 978-7-5327-5958-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女房客 (英) 安·勃朗特著 978-7-5327-5959-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天使学 丹妮尔·特拉索尼 (Danielle Trussoni)著 978-7-5327-5964-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生命，宇宙以及一切 (英) 道格拉斯·亚当斯著 978-7-5327-5967-5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下妻物语,飞车女、萝莉与杀人事件 (日) 岳本野蔷薇著 978-7-5327-5969-9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猿星球 (法) 皮埃尔·布尔著 978-7-5327-5971-2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一部悲剧性的
历史

(英) 利顿·斯特雷奇著 978-7-5327-5973-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傅科摆 (意) 翁贝托·埃科著 978-7-5327-5994-1 上海译文出版社

蒲宁中短篇小说选 (俄) 蒲宁著 978-7-5327-5995-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天象馆 (法) 萨洛特著 978-7-5327-5997-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变貌记 (法)埃梅著 978-7-5327-5998-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女人们 (法) 索莱尔斯著 978-7-5327-6000-8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伊维萨 (日) 村上龙著 978-7-5327-6001-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一夜 第二夜 最后一夜 (日) 村上龙著 978-7-5327-6004-6 上海译文出版社

难产 (奥) 克莱门斯·贝格尔著 978-7-5327-6010-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死胡同里的男人 (日) 丝山秋子著 978-7-5327-6012-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失落的大陆:美国小镇之旅 (美) 比尔·布莱森著 978-7-5327-6013-8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在故乡为异客:二十年后返乡手记 (美) 比尔·布莱森著 978-7-5327-6014-5 上海译文出版社

质数的孤独 保罗·乔尔达诺著 978-7-5327-6017-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屋顶上的轻骑兵 (法) 让·吉奥诺著 978-7-5327-6019-0 上海译文出版社

梅开二度 (美) 劳伦斯·布洛克著 978-7-5327-6022-0 上海译文出版社

青年艺术家画像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著 978-7-5327-6028-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守夜 (美) 斯蒂芬·金著 978-7-5327-6030-5 上海译文出版社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
和韦伯著作的分析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 978-7-5327-6036-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深夜特急:黄金宫殿.I,亚洲篇 泽木耕太郎 978-7-5327-6039-8 上海译文出版社

深夜特急:波斯之风.II,中东篇 泽木耕太郎 978-7-5327-6040-4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知半解:伊夫林·沃自传 (英) 伊夫林·沃著 978-7-5327-6044-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简单的故事 (德) 英果·舒尔策著 978-7-5327-6045-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小不列颠”札记:英国环岛告别之旅 (美) 比尔·布莱森著 978-7-5327-6050-3 上海译文出版社

郁金香迷情 (美) 劳伦斯·布洛克著 978-7-5327-6053-4 上海译文出版社

魔法神刀 (英) 菲利普·普尔曼著 978-7-5327-6055-8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无可慰藉 石黑一雄 978-7-5327-6057-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白夜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978-7-5327-6059-6 上海译文出版社

灰色的灵魂 (法) 菲利普·克洛代尔著 978-7-5327-6060-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怕飞 Erica Jong著 978-7-5327-6061-9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俗的圣歌 鲁文·达里奥著 978-7-5327-6063-3 上海译文出版社

衰落与瓦解 (英) 伊夫林·沃著 978-7-5327-6064-0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白蝶谜影 (美) 沃尔特·莫斯里著 978-7-5327-6065-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圣经的故事 (美) 房龙著 978-7-5327-6068-8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识骨寻踪 凯西·赖克斯著 978-7-5327-6069-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宽容 (美) 房龙著 978-7-5327-6073-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秒速五厘米 新海诚 978-7-5327-6080-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名字之歌 (英) 诺曼·莱布雷希特著 978-7-5327-6083-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拿破仑狂 (日) 阿刀田高著 978-7-5327-6088-6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情谎言 沈锡良译 978-7-5327-6089-3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伊甸园 (美) 海明威著 978-7-5327-6092-3 上海译文出版社

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美) 张彤禾著 978-7-5327-6100-5 上海译文出版社

西格玛协议 (美) 罗伯特·陆德伦著 978-7-5327-6101-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再会，谢谢所有的鱼 (英) 道格拉斯·亚当斯著 978-7-5327-6102-9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不单靠面包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 (俄罗斯)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978-7-5327-6103-6 上海译文出版社

被释放的祖克曼 菲利普·罗斯 978-7-5327-6114-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深夜特急:飞光啊！飞光！.Ⅲ,欧洲篇 泽木耕太郎 978-7-5327-6116-6 上海译文出版社

C (英) 汤姆·麦卡锡著 978-7-5327-6117-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尼古拉·果戈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978-7-5327-6118-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再会, 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
的老街生活

(美) 迈克尔·麦尔著 978-7-5327-6119-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中国屏风上 (英) 毛姆著 978-7-5327-6121-0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体 保罗·乔尔达诺著 978-7-5327-6123-4 上海译文出版社

汉德科技词典 翟永庚主编 978-7-5327-6126-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厨子 江山译 978-7-5327-6159-3 上海译文出版社

悉达多 (德) 赫尔曼·黑塞著 978-7-5327-6160-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客厅里的绅士 (英) 毛姆著 978-7-5327-6162-3 上海译文出版社

乔伊斯文论政论集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著 978-7-5327-6163-0 上海译文出版社

解剖课 (美) 菲利普·罗斯 978-7-5327-6169-2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使者 (日) 夏目漱石著 978-7-5327-6170-8 上海译文出版社

穿越时空的少女 简井康隆著 978-7-5327-6172-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978-7-5327-6174-6 上海译文出版社

鼠疫 加缪 978-7-5327-6175-3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流亡与独立王国 丁世中译 978-7-5327-6178-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一个人 加缪 978-7-5327-6179-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卡利古拉:四幕剧 加缪 978-7-5327-6180-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反与正 加缪 978-7-5327-6182-1 上海译文出版社

西西弗神话 加缪著 978-7-5327-6183-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完美朋友 郭力译 978-7-5327-6187-6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纳塔丽·格朗热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978-7-5327-6192-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巨匠与杰作 (英) 毛姆著 978-7-5327-6204-0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和阅读谈恋爱 (日) 新井一二三著 978-7-5327-6206-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啖血记 (美) 劳伦斯·布洛克著 978-7-5327-6210-1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不伦与南美 (日) 吉本芭娜娜著 978-7-5327-6211-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彩虹 (日) 吉本芭娜娜著 978-7-5327-6212-5 上海译文出版社

梦之书 (美) 杰克·凯鲁亚克著 978-7-5327-6233-0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泰忒斯独行 (英) 马尔文·皮克著 978-7-5327-6235-4 上海译文出版社

总统先生 米盖·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著 978-7-5327-6238-5 上海译文出版社

情迷佛罗伦萨 (英) 毛姆著 978-7-5327-6239-2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黑暗中的笑声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978-7-5327-6241-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玛丽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978-7-5327-6245-3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说吧，记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978-7-5327-6249-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微暗的火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978-7-5327-6251-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悲剧 (美) 德莱塞著 978-7-5327-6269-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 斯陀夫人著 978-7-5327-6270-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娜娜 (法) 左拉著 978-7-5327-6271-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笑面人 (法) 雨果著 978-7-5327-6272-9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黑郁金香 (法) 大仲马著 978-7-5327-6273-6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伪币制造者 (法) 纪德著 978-7-5327-6274-3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斯巴达克思 (意) 乔万尼奥里著 978-7-5327-6277-4 上海译文出版社

蝇王 (英) 戈尔丁著 978-7-5327-6280-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去吧，摩西 (美) 福克纳著 978-7-5327-6285-9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三毛钱小说 (德)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著 978-7-5327-6287-3 上海译文出版社

恶棍列传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978-7-5327-6288-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布罗迪报告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978-7-5327-6291-0 上海译文出版社

沙之书 (阿根廷) 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978-7-5327-6292-7 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莱夫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978-7-5327-6293-4 上海译文出版社

论《恶之花》 郭宏安著 978-7-5327-6295-8 上海译文出版社

邻镇战争 (日) 三崎亚记著 978-7-5327-6299-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无聊的魅力 陈广兴译 978-7-5327-6300-9 上海译文出版社

乔伊斯书信集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著 978-7-5327-6301-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时光守护者 (美) 米奇·阿尔博姆著 978-7-5327-6304-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心笛神韵:泰戈尔诗集 (印) 泰戈尔著 978-7-5327-6315-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小世界 陈巍译 978-7-5327-6320-7 上海译文出版社

象厂喜剧 村上春树著 978-7-5327-6324-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瘟疫年纪事 (英) 丹尼尔·笛福著 978-7-5327-6326-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歌门鬼城 (英) 马尔文·皮克著 978-7-5327-6327-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泰忒斯觉醒 (英) 马尔文·皮克, 梅芙·吉尔摩著 978-7-5327-6328-3 上海译文出版社

逃避之路 黄勇民译 978-7-5327-6332-0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二性:合卷本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 著
978-7-5327-6339-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商业生态学 (美) 保罗·霍肯著 978-7-5327-6352-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名士风流.Ⅰ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978-7-5327-6353-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名士风流.Ⅱ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978-7-5327-6354-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混血布鲁斯 (加) 艾斯·伊多格彦著 978-7-5327-6355-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哥儿 (日) 夏目漱石著 978-7-5327-6358-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少年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978-7-5327-6367-2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国特工 (英) 毛姆著 978-7-5327-6373-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凯文怎么了 (美) 莱昂内尔·施赖弗著 978-7-5327-6377-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浪漫派的艺术 (法) 夏尔·波德莱尔 978-7-5327-6379-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吉拉德的幻象 杰克·凯鲁亚克著 978-7-5327-6380-1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无可忍 (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978-7-5327-6381-8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黑犬 (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978-7-5327-6382-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盲目物语 谷崎润一郎著 978-7-5327-6383-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学珍玩 (法) 夏尔·波德莱尔 978-7-5327-6384-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来自新世界.上册 贵志祐介著 978-7-5327-6386-3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来自新世界.下册 贵志祐介著 978-7-5327-6386-3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 (日)野岛刚著 978-7-5327-6388-7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黑色恶作剧 (英) 伊夫林·沃著 978-7-5327-6393-1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陶狗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著 978-7-5327-6394-8 上海译文出版社

调查 (法) 菲利普·克洛代尔著 978-7-5327-6396-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女宾 (法) 西蒙娜·波伏瓦著 978-7-5327-6407-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好学校 (美) 理查德·耶茨著 978-7-5327-6409-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寻找莎士比亚:探访莎剧中的意大利 (美) 理查德·保罗·罗著 978-7-5327-6410-5 上海译文出版社

邪恶的肉身 (英) 伊夫林·沃著 978-7-5327-6414-3 上海译文出版社

芬克勒问题 (英) 霍华德·雅各布森著 978-7-5327-6415-0 上海译文出版社

革命之路 (美) 理查德·耶茨著 978-7-5327-6416-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想见 看见 听见 阮义忠著 978-7-5327-6417-4 上海译文出版社

虚像小丑 (日) 东野圭吾著 978-7-5327-6422-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夏日走过山间 约翰·缪尔著 978-7-5327-6430-3 上海译文出版社

禁忌魔术 (日) 东野圭吾著 978-7-5327-6431-0 上海译文出版社

没有旋律的年代 彼得·韦伯著 978-7-5327-6434-1 上海译文出版社

街拍时尚.II (美)司各特 ·舒曼(Scott Schuman)著 978-7-5327-6442-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地球走破！ (日) 坂本达著 978-7-5327-6454-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死屋手记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978-7-5327-6461-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春雪 三岛由纪夫 978-7-5327-6475-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天人五衰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327-6476-1 上海译文出版社

仲夏之死:自选短篇集 三岛由纪夫 978-7-5327-6477-8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诗思 国木田独步, 德富芦花著 978-7-5327-6485-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初恋 国木田独步著 978-7-5327-6486-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单恋 (日) 角田光代著 978-7-5327-6491-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奇石 (美) 彼得·海斯勒著 978-7-5327-6495-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光芒渐逝的年代 (德) 欧根·鲁格著 978-7-5327-6501-0 上海译文出版社

绿色教会 (法) 巴赞著 978-7-5327-6502-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夜航·人类的大地 (法) 圣埃克絮佩里著 978-7-5327-6506-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小鼓女 (英) 约翰·勒卡雷著 978-7-5327-6509-6 上海译文出版社

银椅 (英) C.S. 刘易斯著 978-7-5327-6517-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最后一战 (英) C.S. 刘易斯著 978-7-5327-6518-8 上海译文出版社

魔法师的外甥 (英) C.S. 刘易斯著 978-7-5327-6519-5 上海译文出版社

草枕 (日) 夏目漱石著 978-7-5327-6523-2 上海译文出版社

至爱 (英) 伊夫林·沃著 978-7-5327-6525-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应许的祈祷 (美) 杜鲁门·卡波蒂著 978-7-5327-6526-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如果种子不死 (法) 纪德著 978-7-5327-6528-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总有一天会长大 (挪) 托摩脱·蒿根著 978-7-5327-6536-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海边的卡夫卡 村上春树著 978-7-5327-6545-4 上海译文出版社

舞！舞！舞！ 村上春树著 978-7-5327-6546-1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村上春树著 978-7-5327-6547-8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3年的弹子球 村上春树著 978-7-5327-6552-2 上海译文出版社

辛德勒名单 (澳) 托马斯·基尼利著 978-7-5327-6555-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少林很忙 (英) 马修·波利著 978-7-5327-6566-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广岛之恋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978-7-5327-6569-0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直布罗陀水手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978-7-5327-6571-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广场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978-7-5327-6573-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夏夜十点半钟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978-7-5327-6574-4 上海译文出版社

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978-7-5327-6575-1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978-7-5327-6580-5 上海译文出版社

怪谈 奇谭:典藏插图版 (日) 小泉八云著 978-7-5327-6602-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科迪的幻象 杰克·凯鲁亚克著 978-7-5327-6607-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入夜 (美) 康奈尔·伍尔里奇, 劳伦斯·布洛克著 978-7-5327-6608-6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黑色大丽花 (美) 詹姆斯·艾尔罗伊著 978-7-5327-6611-6 上海译文出版社

香港文学散步 小思编著 978-7-5327-6614-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消失的城镇 (日) 三崎亚记著 978-7-5327-6615-4 上海译文出版社

金钱:绝命书 (英) 马丁·艾米斯著 978-7-5327-6616-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波多里诺 翁贝托·埃科 978-7-5327-6628-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密涅瓦火柴盒 (意) 翁贝托·埃科著 978-7-5327-6629-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 (美) 劳伦斯·赖特著 978-7-5327-6637-6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诗艺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978-7-5327-6638-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小说的艺术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978-7-5327-6641-3 上海译文出版社

生活在别处 米兰·昆德拉 978-7-5327-6642-0 上海译文出版社

被背叛的遗嘱 米兰·昆德拉 978-7-5327-6645-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好笑的爱 米兰·昆德拉 978-7-5327-6647-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古道 (英) 罗伯特·麦克法伦著 978-7-5327-6650-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玫瑰送终 (法) 皮耶尔·德·芒迪亚格著 978-7-5327-6652-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无际荒原 (美) 詹姆斯·艾尔罗伊著 978-7-5327-6653-6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黑色摩托 (法) 皮耶尔·德·芒迪亚格著 978-7-5327-6657-4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978-7-5327-6663-5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万尼亚舅舅 三姊妹 樱桃园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978-7-5327-6664-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国王的人马 (美) 罗伯特·佩恩·沃伦著 978-7-5327-6669-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比零还少 (美) B·E·埃利斯著 978-7-5327-6677-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明日的记忆 (日) 荻原浩著 978-7-5327-6688-8 上海译文出版社

扯平 伍迪·艾伦著 978-7-5327-6693-2 上海译文出版社

金字塔 (英) 威廉·戈尔丁著 978-7-5327-6695-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没有父亲的人 林妖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著 978-7-5327-6699-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契诃夫独幕剧集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著 978-7-5327-6700-7 上海译文出版社

皇家卧室 (美) B·E·埃利斯著 978-7-5327-6701-4 上海译文出版社

乔伊斯评论集:名家论乔伊斯 王逢振编 978-7-5327-6702-1 上海译文出版社

猫与庄造与两个女人 (日)谷崎润一郎著 978-7-5327-6703-8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法) 纪德著 978-7-5327-6704-5 上海译文出版社

西北 (英) 扎迪·史密斯著 978-7-5327-6706-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沉潜的瀑布 三岛由纪夫 978-7-5327-6707-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心事如山:峦山史 (英) 罗伯特·麦克法伦著 978-7-5327-6709-0 上海译文出版社

雅克和他的主人:一出向狄多罗致敬的三幕剧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 978-7-5327-6717-5 上海译文出版社

洛城机密 (美) 詹姆斯·艾尔罗伊著 978-7-5327-6718-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无法企及 (爱尔兰) 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著 978-7-5327-6719-9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纪德日记 (法) 纪德著 978-7-5327-6720-5 上海译文出版社

至爱游戏 (加) 莱昂纳德·科恩著 978-7-5327-6721-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狼的孩子雨和雪 细田守 978-7-5327-6722-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夏洛的网》故事:E.B.怀特传奇 (美) 迈克尔·西姆斯著 978-7-5327-6734-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安全保护证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著 978-7-5327-6740-3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与事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著 978-7-5327-6741-0 上海译文出版社

温柔的杀戮 (美) 乔治·希金斯著 978-7-5327-6744-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孤独 旅者 杰克·凯鲁亚克著 978-7-5327-6746-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福克纳书信 威廉·福克纳著 978-7-5327-6747-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特辖军的一天 (俄罗斯) 弗拉基米尔·索罗金著 978-7-5327-6748-9 上海译文出版社

窄门 (法)安德烈·纪德著 978-7-5327-6753-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地下人·皮克 杰克·凯鲁亚克著 978-7-5327-6754-0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死亡的时代 (法) 加斯卡尔著 978-7-5327-6755-7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白色爵士 (美)詹姆斯·艾尔罗伊(Jame Ellroy)著 978-7-5327-6756-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福克纳演说词 威廉·福克纳著 978-7-5327-6758-8 上海译文出版社

福克纳随笔 (美)威廉·福克纳著 978-7-5327-6759-5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但丁九篇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978-7-5327-6760-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博尔赫斯, 口述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978-7-5327-6761-8 上海译文出版社

私人藏书:序言集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978-7-5327-6762-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小熊 角田光代著 978-7-5327-6763-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和他们说说战争、国王和大象 (法) 马迪亚斯·埃纳尔著 978-7-5327-6764-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 (日) 村上龙著 978-7-5327-6767-0 上海译文出版社

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 (日) 村上龙著 978-7-5327-6768-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杀人广告
(英)多萝西·L. 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著
978-7-5327-6769-4 上海译文出版社

俗丽之夜 (英)多萝西·L·塞耶斯著 978-7-5327-6770-0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丧钟九鸣 (英) 多萝西·L·塞耶斯著 978-7-5327-6771-7 上海译文出版社

聂鲁达的情人 (智利) 罗伯特·安布埃罗著 978-7-5327-6772-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生为女人 川端康成[著] 978-7-5327-6776-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性爱大师 (美) 托马斯·梅尔著 978-7-5327-6779-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好人 (美)迪恩·孔茨(Dean Koontz)著 978-7-5327-6781-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心为身役: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 (1964-
1980)

(美) 戴维·里夫编 978-7-5327-6785-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绑架游戏 东野圭吾著 978-7-5327-6786-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濒死之眼 (日) 东野圭吾著 978-7-5327-6787-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十一字杀人 (日) 东野圭吾著 978-7-5327-6788-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的人们 (日) 川端康成 978-7-5327-6790-8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来自神的一句话 (日) 荻原浩著 978-7-5327-6795-3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978-7-5327-6798-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寻欢作乐者的历史 (英) 理查德·梅森著 978-7-5327-6799-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 瞿世镜著 978-7-5327-6800-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著 978-7-5327-6801-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死者简史 凯文·布罗克迈耶著 978-7-5327-6804-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千里眼 松冈圭祐 978-7-5327-6805-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选
(美)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著
978-7-5327-6810-3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伦敦场地 (英) 马丁·艾米斯著 978-7-5327-6811-0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纪德游记 (法)纪德著 978-7-5327-6812-7 上海译文出版社

穷忙 (美) 戴维·希普勒著 978-7-5327-6815-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埃瓦里斯托·卡列戈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978-7-5327-6818-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永恒史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978-7-5327-6819-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仁不让 (美) 约翰·F·肯尼迪著 978-7-5327-6822-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梦想家彼得 (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978-7-5327-6825-7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药 (美) 路易丝·厄德里克著 978-7-5327-6826-4 上海译文出版社

鸽羽 (美) 约翰·厄普代克著 978-7-5327-6827-1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盗梦侦探 (日) 简井康隆著 978-7-5327-6828-8 上海译文出版社

讨论集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978-7-5327-6829-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甜牙 (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978-7-5327-6831-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大瑟尔 杰克·凯鲁亚克著 978-7-5327-6832-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小城 (德) 亨利希·曼著 978-7-5327-6833-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悲伤与理智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著 978-7-5327-6834-9 上海译文出版社

翻译家村上春树 田建国著 978-7-5327-6838-7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七夜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 978-7-5327-6839-4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与荒原同行 (美) 约翰·麦克菲 (John McPhee) 著 978-7-5327-6855-4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最后的熊猫 (美) 乔治·夏勒著 978-7-5327-6856-1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伪币制造者 (法) 纪德著 978-7-5327-6857-8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浪子回家集 (法) 纪德著 978-7-5327-6858-5 上海译文出版社

背德者 (法) 纪德著 978-7-5327-6859-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田园交响曲 (法)纪德(Andre Gide)著 978-7-5327-6860-8 上海译文出版社

梵蒂冈地窖 (法) 纪德著 978-7-5327-6861-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国黑啤与百慕大洋葱 (美) 约翰·契弗著 978-7-5327-6862-2 上海译文出版社

莱昂内尔·阿斯博:英格兰现状 (英) 马丁·艾米斯 (Martin Amis) 著 978-7-5327-6863-9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伊利亚随笔选 (英) 查尔斯·兰姆著 978-7-5327-6869-1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情笔记 (英) 阿兰·德波顿著 978-7-5327-6870-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们这种叛徒 (英) 约翰·勒卡雷著 978-7-5327-6872-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头号罪犯 (英) 约翰·勒卡雷著 978-7-5327-6873-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少女魔术师 松冈圭祐 978-7-5327-6874-5 上海译文出版社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日) 村上春树著 978-7-5327-6877-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旅行的力量 (日) 泽木耕太郎 978-7-5327-6883-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失恋排行榜 (英) 尼克·霍恩比 978-7-5327-6884-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少年绿皮书:我们的岛屿旅行 刘克襄著 978-7-5327-6885-1 上海译文出版社

里台湾 刘克襄著 978-7-5327-6886-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天亮前寻找一只猫 (日)丹下健太著 978-7-5327-6887-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后，杰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978-7-5327-6888-2 上海译文出版社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 (美) 大卫·哈维著 978-7-5327-6897-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巴西蝴蝶之谜 (日) 有栖川有栖著 978-7-5327-6902-5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波斯猫之谜 (日) 有栖川有栖著 978-7-5327-6903-2 上海译文出版社

俄罗斯红茶之谜 (日) 有栖川有栖著 978-7-5327-6904-9 上海译文出版社

马来铁道之谜 (日) 有栖川有栖著 978-7-5327-6905-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摩洛哥水晶之谜 (日) 有栖川有栖著 978-7-5327-6906-3 上海译文出版社

瑞典馆之谜 (日) 有栖川有栖著 978-7-5327-6907-0 上海译文出版社

瑞士手表之谜 (日) 有栖川有栖著 978-7-5327-6908-7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国庭园之谜 (日) 有栖川有栖著 978-7-5327-6909-4 上海译文出版社

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 (美) 丹·费金著 978-7-5327-6911-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嫁给了一个死人 (美) 康奈尔·伍尔里奇著 978-7-5327-6913-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木麻黄树 (英) 毛姆著 978-7-5327-6914-8 上海译文出版社

观点 (英) 毛姆著 978-7-5327-6915-5 上海译文出版社

随性而至 (英) 毛姆著 978-7-5327-6916-2 上海译文出版社

逃避自由 (美) 艾西希·弗洛姆著 978-7-5327-6918-6 上海译文出版社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著 978-7-5327-6919-3 上海译文出版社

书之人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著 978-7-5327-6921-6 上海译文出版社

记忆残留 (英) 汤姆·麦卡锡著 978-7-5327-6922-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另一个打字员 (美) 苏珊妮·林德尔著 978-7-5327-6924-7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精神病 (美) B·E·埃利斯 (Bret Easton Ellis) 
著

978-7-5327-6925-4 上海译文出版社

殉教 三岛由纪夫 978-7-5327-6926-1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不朽的远行 (法) 让-克里斯托夫·吕芬著 978-7-5327-6928-5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伊斯坦布尔死亡纪事 (土) 艾哈迈德·于米特 (Ahmet Umit) 著 978-7-5327-6931-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嗨，爸爸！:初为人父 (德)凯斯特·施伦茨著 978-7-5327-6934-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冲绳·和岛猫一起散步 (日) 仲村清司著 978-7-5327-6935-3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闻的骚动 978-7-5327-6937-7 上海译文出版社

意大利的黄昏 (英) D.H. 劳伦斯 (D.H. Lawrence) 著 978-7-5327-6938-4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佛罗伦萨之夜 (德) 海涅 (Heinrich Heine) 著 978-7-5327-6939-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植物的 私生活 (韩) 李承雨著 978-7-5327-6942-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梦宫 (阿尔巴尼亚) 伊斯梅尔·卡达莱著 978-7-5327-6945-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牛津英语词汇,初级
(英) 鲁思·盖尔恩斯, (美) 斯图尔特·雷

德曼著
978-7-5327-6946-9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牛津英语词汇,中级
(英) 鲁思·盖尔恩斯, (美) 斯图尔特·雷

德曼著
978-7-5327-6947-6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陪你走进你的心 (美) 迈克尔·斯科菲尔德著 978-7-5327-6948-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后窗 (美) 康奈尔·伍尔里奇著 978-7-5327-6950-6 上海译文出版社

草叶集:沃尔特·惠特曼诗全集 (美) 沃尔特·惠特曼著 978-7-5327-6952-0 上海译文出版社

野趣童年:和孩子一起观察自然 刘克襄文/图 978-7-5327-6953-7 上海译文出版社

芬奇—孔蒂尼花园 (意) 乔治·巴萨尼著 978-7-5327-6956-8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时情化忆 (法) 米歇尔·布托著 978-7-5327-6958-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慰安妇 (德) 鲁特·哈罗著 978-7-5327-6959-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旋入深渊的华尔兹 (美) 康奈尔·伍尔里奇著 978-7-5327-6961-2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家笔记 (英)毛姆(W. S. Maugham)著 978-7-5327-6962-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寻觅王者 (韩) 成硕济著 978-7-5327-6964-3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十五岁，还不想死 (法) 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迪著 978-7-5327-6968-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凯旋门 (德) 雷马克 (Erich Maria Remarque) 著 978-7-5327-6972-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布罗岱克的报告 (法) 菲利普·克洛代尔著 978-7-5327-6975-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桂河大桥 (法) 皮埃尔·布尔著 978-7-5327-6977-3 上海译文出版社



欲望号街车 (美) 田纳西·威廉斯著 978-7-5327-6978-0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白银杰克 (日) 东野奎吾著 978-7-5327-6979-7 上海译文出版社

生日故事集 村上春树编著 978-7-5327-6982-7 上海译文出版社

床第之间 (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978-7-5327-6984-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广岛之恋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978-7-5327-6986-5 上海译文出版社

荒野之境 (英) 罗伯特·麦克法伦著 978-7-5327-6997-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孔明，你又调皮了 (日) 酒见贤一著 978-7-5327-7003-8 上海译文出版社

路上的家 (韩) 李惠敬著 978-7-5327-7004-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米纸日记 (英) 弗朗西斯卡·赖泽赫著 978-7-5327-7014-4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诗话人生:黑塞诗选 (德) 赫尔曼·黑塞著 978-7-5327-7015-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框架三部曲.之一,证词 (爱尔兰) 约翰·班维尔著 978-7-5327-7018-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框架三部曲.之三,雅典娜 (爱尔兰) 约翰·班维尔著 978-7-5327-7018-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框架三部曲.之二,幽灵 (爱尔兰) 约翰·班维尔著 978-7-5327-7018-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独角兽 (英) 艾丽丝·默多克著 978-7-5327-7019-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夏洛特 大卫·冯金诺斯著 978-7-5327-7020-5 上海译文出版社

被掩埋的巨人 石黑一雄 978-7-5327-7024-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布鲁门贝格
(德)西碧拉·莱维查洛夫(Sibylle 

Lewitscharoff)著
978-7-5327-7025-0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 任晓编 978-7-5327-7027-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婚变 (美)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著 978-7-5327-7029-8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黑与银 保罗·乔尔达诺(Paolo Giordano)著 978-7-5327-7030-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序跋集 (英) W.H. 奥登著 978-7-5327-7031-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斜阳 (日) 太宰治 978-7-5327-7034-2 上海译文出版社

潘多拉之匣 (日) 太宰治 978-7-5327-7035-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怀孕的寡妇 (英) 马丁·艾米斯著 978-7-5327-7037-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创造者:富于想象力的巨人们的历史.上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著
978-7-5327-7057-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创造者:富于想象力的巨人们的历史.下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著
978-7-5327-7057-1 上海译文出版社

雷切尔文件 (英) 马丁·艾米斯著 978-7-5327-7060-1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 (美)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著 978-7-5327-7062-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兰贝斯的丽莎 (英) 毛姆著 978-7-5327-7069-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剧院风情 (英) 毛姆著 978-7-5327-7070-0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笔花钗影录 (英) 毛姆著 978-7-5327-7081-6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女子监狱 (美) 帕波·克尔曼著 978-7-5327-7087-8 上海译文出版社

17个分身 (美) 理查德·贝尔著 978-7-5327-7106-6 上海译文出版社

构筑未来之沿岸环境 日本海洋学会编 978-7-5327-7107-3 上海译文出版社

贵子永远 (日)朝吹真理子著 978-7-5327-7108-0 上海译文出版社

阴翳礼赞 (日) 谷崎润一郎 978-7-5327-7109-7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为生命而读 (美)约翰·伦纳德(John Leonard)著 978-7-5327-7115-8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过去和现在 (英)毛姆(Maugham, W. S.)著 978-7-5327-7117-2 上海译文出版社

逆流 (法)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著 978-7-5327-7126-4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的饥渴 三岛由纪夫[著] 978-7-5327-7127-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宴后 (日)三岛由纪夫[著] 978-7-5327-7129-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幸福号起航 (日)三岛由纪夫[著] 978-7-5327-7130-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午后曳航 (日)三岛由纪夫[著] 978-7-5327-7131-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太阳与铁 (日)三岛由纪夫[著] 978-7-5327-7132-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别了，柏林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著
978-7-5327-7136-3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诺里斯先生换火车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著 978-7-5327-7141-7 上海译文出版社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美)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著 978-7-5327-7149-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卡罗尔 (美)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著 978-7-5327-7165-3 上海译文出版社

撒冷镇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5327-7167-7 上海译文出版社

魔女卡丽 (美)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著 978-7-5327-7168-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山黄麻家书 刘克襄文/图 978-7-5327-7201-8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浮士德博士 (德)托马斯·曼(Thomas Mann)著 978-7-5327-7204-9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流动的盛宴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著

978-7-5327-7206-3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七日永恒 (法) 马克·李维著 978-7-5327-7213-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平家物语 (日) 佚名著 978-7-5327-7221-6 上海译文出版社

伊利亚特 (古希腊)荷马(Homer)著 978-7-5327-7223-0 上海译文出版社

豆腐与威士忌:日本的过去、未来及其他 (日) 野岛刚 978-7-5327-7227-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强盗新娘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著

978-7-5327-7228-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疯癲亚当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著

978-7-5327-7245-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盲刺客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著

978-7-5327-7246-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开·闭·开 (以)耶胡达·阿米亥著 978-7-5327-7260-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埃科谈文学 翁贝托·埃科著 978-7-5327-7267-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卡明斯诗选 (美)E.E.卡明斯著 978-7-5327-7268-1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约翰·但恩诗集 (英)约翰·但恩著 978-7-5327-7284-1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相食 (日)田中慎弥著 978-7-5327-7288-9 上海译文出版社

精神疾病与心理学 (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 978-7-5327-7299-5 上海译文出版社

象棋的故事 斯特凡·茨威格著 978-7-5327-7312-1 上海译文出版社

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 斯特凡·茨威格著 978-7-5327-7313-8 上海译文出版社

昨日之旅 斯特凡·茨威格著 978-7-5327-7314-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历史民族地理.上 安介生著 9.78753E+12 山东教育出版社

历史民族地理.下 安介生著 9.78753E+12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 钱林森, 周宁主编 978-7-5328-8486-5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德国卷 钱林森, 周宁主编 978-7-5328-8489-6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意大利卷 钱林森, 周宁主编 978-7-5328-8491-9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葡萄牙卷 钱林森，周宁主编 978-7-5328-8492-6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朝韩卷 钱林森, 周宁主编 978-7-5328-8496-4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 钱林森, 周宁主编 978-7-5328-8497-1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东南亚卷 钱林森, 周宁主编 978-7-5328-8498-8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西班牙语国家卷 钱林森, 周宁主编 978-7-5328-8499-5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俄苏卷 钱林森, 周宁主编 978-7-5328-8500-8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 钱林森, 周宁主编 978-7-5328-8562-6 山东教育出版社

家族 张炜著 978-7-5328-9245-7 山东教育出版社

远河远山 张炜著 978-7-5328-9246-4 山东教育出版社

外省书 张炜著 978-7-5328-9247-1 山东教育出版社

镶牙馆美谈 张炜著 978-7-5328-9250-1 山东教育出版社

穿行于夜色的松林 张炜著 978-7-5328-9252-5 山东教育出版社

去看阿尔卑斯山 张炜著 978-7-5328-9255-6 山东教育出版社

聆听花开: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 王绪合，高志芹主编 978-7-5328-9504-5 山东教育出版社

尼洛亚特狂歌 水果君著 978-7-5329-2979-5 山东文艺出版社

隼之印 洗心亭著 978-7-5329-3432-4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不可思议的恋爱占卜游戏 芥末小烟著 978-7-5329-3482-9 山东文艺出版社

T.S. 斯比维特作品集 (美)雷夫·拉森著 978-7-5329-4211-4 山东文艺出版社

推理要在晚餐后.3 东川笃哉著 978-7-5329-4918-2 山东文艺出版社

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词 郑小军编注 978-7-5329-4965-6 山东文艺出版社

角落里的老人 (英)奥希兹女男爵著 978-7-5329-4983-0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三色猫福尔摩斯密室谜案 赤川次郎著 978-7-5329-5002-7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三色猫福尔摩斯连环谜案 (日)赤川次郎著 978-7-5329-5079-9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三色猫福尔摩斯幽灵谜案 赤川次郎著 978-7-5329-5148-2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三色猫福尔摩斯亡魂谜案 赤川次郎著 978-7-5329-5149-9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三色猫福尔摩斯古堡谜案 赤川次郎著 978-7-5329-5150-5 山东文艺出版社

福尔摩斯先生 (美) 米奇·库林著 978-7-5329-5157-4 山东文艺出版社

灵魂引渡人 逡罗著 978-7-5329-5228-1 山东文艺出版社

第N+1个 夏繁天著 978-7-5329-5250-2 山东文艺出版社

骇档案,死亡循环 阿丑著 978-7-5329-5269-4 山东文艺出版社

心理学新法则 西武著 978-7-5329-5272-4 山东文艺出版社

逆袭:从1到100容易，从0到1很难 陈春海著 978-7-5329-5301-1 山东文艺出版社

走出健康误区:生活中来的1000个自救常识 鲁美编著 978-7-5330-2642-4 山东美术出版社

孕产期营养餐 鲁美营养策划中心编著 978-7-5330-3213-5 山东美术出版社

儿童减肥营养餐 鲁美营养策划中心编著 978-7-5330-3217-3 山东美术出版社

吃了会快乐的营养餐 鲁美营养策划中心编著 978-7-5330-3218-0 山东美术出版社

中国文物收藏百科全书.上,工艺杂项卷 段国强主编 978-7-5330-5624-7 山东美术出版社

中国文物收藏百科全书.下,工艺杂项卷 段国强主编 978-7-5330-5624-7 山东美术出版社

临床心电图快速入门
编著 (美) Ary L. Goldberger, Zachary 

D. Goldberger, Alexei Shvilkin
978-7-5331-7089-9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声解剖彩色图谱 著者 (德) Berthold Block 978-7-5331-7237-4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笔记: 骨科学 (英) T. Duckworth, C. M. Blundell主编 978-7-5331-7303-6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笔记: 泌尿外科学 (英) John Blandy，(英) Amir Kaisary著 978-7-5331-7304-3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肌肉骨骼 主编William Micheo 978-7-5331-7484-2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起搏心电图学 主编牟延光 978-7-5331-7500-9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庭健美训练图解:德拉威尔肌肉训练方法与
计划.二

(法) Frederic Delavier, (法) Michael 
Gundill编著

978-7-5331-7552-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微创接骨板接骨术 (MIPO)
主编 (瑞士) Reto Babst, (泰) Suthorn 

Bavonratanavech, (哥伦) Rodrigo 
978-7-5331-7580-1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不连的治疗:理念与临床应用 主编 (荷) Rene K Marti, Peter Kloen 978-7-5331-7581-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折 主编 (美) Donald A. Wiss 978-7-5331-7615-0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 周凤梧, 张奇文, 丛林主编 978-7-5331-7635-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万物溯源 张戟主编 978-7-5331-7651-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众医学史 孟君，张大庆著 978-7-5331-7661-7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血液净化手册 主编刘子栋 978-7-5331-7712-6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基因的决定 张戟主编 978-7-5331-7721-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华明珍临证辑要 华明珍主编 978-7-5331-7749-2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典型病例荟萃 主编 (美) Robert J. Siegel 978-7-5331-7772-0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脏导管手册:诊断与介入治疗 主编 (德) Harald Lapp, Ingo Krakau 978-7-5331-7797-3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用中药三字经 张保群, 张劲松编著 978-7-5331-7830-7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临床应用效方 张奇文主编 978-7-5331-7831-4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医籍辑要 主编张奇文 978-7-5331-7832-1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名老中医浦家祚临床经验集萃 李春红，赵世珂主编 978-7-5331-7856-7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传统思想文化视野下的中医学与新健康 臧守虎，姜桂宁著 978-7-5331-7859-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笔记:影像学 (英)Pradip R. Patel编著 978-7-5331-7895-6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笔记: 妇产科 (英) Diana Hamilton-Fairley编著 978-7-5331-7896-3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颅脑损伤
主编 (美) David X. Cifu, (美) Deborah 

Caruso
978-7-5331-7899-4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髓医学
主编 (美) Steven Kirshblum, (美) 

Denise I. Campagnolo
978-7-5331-7900-7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颅颌面骨内固定原则:创伤与正颌外科
主编 (德) Michael Ehrenfeld, (美) Paul 

N Manson, (瑞士) Joachim Prein
978-7-5331-7910-6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检验医学手册 王谦著 978-7-5331-7912-0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指尖上的儿科医生:程氏经典小儿推拿 程凯, 陶冶著 978-7-5331-7944-1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工髋膝关节翻修术 主编(美) Daniel J. Berry ... [等] 978-7-5331-7954-0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影像测量与分类 (德)Simone Waldt，(德)Klaus Woertler编
著

978-7-5331-7958-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创伤骨科微创手术技术 丛书主编 (美) Paul Tornetta 978-7-5331-7961-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肩 主编 (美) Edward V. Craig 978-7-5331-7976-2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假体周围骨折
主编 (澳) Michael Schutz, (德) Carsten 

Perka
978-7-5331-7977-9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肿瘤学指南 韩俊庆主编 978-7-5331-8285-4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微创脊柱外科:手术决策与技巧 (美)Kern Singh主编 978-7-5331-8287-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生代霸主－恐龙 杜圣贤主编 978-7-5331-8351-6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疑难病例临床与病理 胡晓丽，黄敬孚主编 978-7-5331-8457-5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珍藏周杰伦 蔡荣丰摄影 978-7-5332-5585-5 明天出版社

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历年真题解
析,西医综合

新罗总主编 978-7-5333-1999-1 齐鲁书社

兵家名言:对英对照 李兴斌选编 978-7-5333-3379-9 齐鲁书社



包容受纳的江西 张聚涛编著 978-7-5334-5847-8 福建教育出版社

沉实丰厚的河南 邹艳梅编著 978-7-5334-5850-8 福建教育出版社

婉约跌宕的安徽 孙明华编著 978-7-5334-5851-5 福建教育出版社

黎民欢歌的贵州 季双琪编著 978-7-5334-5853-9 福建教育出版社

缠卷百味的广东 马晖，孙婧编著 978-7-5334-5854-6 福建教育出版社

舒展惬意的四川 康嘉编著 978-7-5334-5881-2 福建教育出版社

山歌水唱的广西 谷金明编著 978-7-5334-6033-4 福建教育出版社

雪里萧红:亲聆作家故居 王炳根著 978-7-5334-6082-2 福建教育出版社

书生邓拓 李玲著 978-7-5334-6372-4 福建教育出版社

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汪介之著 978-7-5334-6374-8 福建教育出版社

翻译研究新视野 谢天振著 978-7-5334-6375-5 福建教育出版社

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葛桂录著 978-7-5334-6415-8 福建教育出版社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乐黛云著 978-7-5334-6453-0 福建教育出版社

另眼看共和:一人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 赫尔曼·凯泽林著 978-7-5334-6542-1 福建教育出版社

重建巴别塔:解构诗学新论 胡继华著 978-7-5334-6558-2 福建教育出版社

冰心文选,冰心小说选 王炳根选编 978-7-5334-6626-8 福建教育出版社

冰心诗歌选 王炳根选编 978-7-5334-6627-5 福建教育出版社

冰心文选,冰心散文选 王炳根选编 978-7-5334-6628-2 福建教育出版社

外交总长陆征祥 石建国著 978-7-5334-6633-6 福建教育出版社

历代绝句选鉴.上 丘幼宣鉴辑 978-7-5334-6672-5 福建教育出版社

历代绝句选鉴.下 丘幼宣鉴辑 978-7-5334-6672-5 福建教育出版社

杂拌儿民国 王学斌著 978-7-5334-6684-8 福建教育出版社

北洋外交领军者颜惠庆 陈雁著 978-7-5334-6717-3 福建教育出版社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与近现代国学高等教育 夏骏著 978-7-5334-6733-3 福建教育出版社

台湾的客家人 孙键编著 978-7-5334-6739-5 福建教育出版社

庐隐全集.卷一 王国栋编 978-7-5334-6774-6 福建教育出版社

庐隐全集.卷三 王国栋编 978-7-5334-6774-6 福建教育出版社

庐隐全集.卷二 王国栋编 978-7-5334-6774-6 福建教育出版社

庐隐全集.卷五 王国栋编 978-7-5334-6774-6 福建教育出版社

庐隐全集.卷六 王国栋编 978-7-5334-6774-6 福建教育出版社

庐隐全集.卷四 王国栋编 978-7-5334-6774-6 福建教育出版社

邓拓读本 邓拓著 978-7-5334-6802-6 福建教育出版社

柯勒律治诗选 柯勒律治著 978-7-5334-6803-3 福建教育出版社



雅思阅读高分路径 麦克, 王羽编著 978-7-5334-6816-3 福建教育出版社

苦雨斋鳞爪:周作人新探 肖伊绯著 978-7-5334-6925-2 福建教育出版社

风起青萍: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圈 张伟著 978-7-5334-6932-0 福建教育出版社

战时外交家宋子文 杨菁著 978-7-5334-6954-2 福建教育出版社

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 孙绍振著 978-7-5334-7008-1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政治智慧 周桂钿著 978-7-5334-7064-7 福建教育出版社

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 羽戈著 978-7-5334-7091-3 福建教育出版社

我的母亲胡希明 江琴，徐琪编译 978-7-5334-7110-1 福建教育出版社

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 《教育杂志》社编辑部编 978-7-5334-7246-7 福建教育出版社

许地山读本 许地山著 978-7-5334-7449-2 福建教育出版社

男人:哑铃速效健身塑形138式 赵健编著 978-7-5335-4416-4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速效足部按摩 养沛文化编辑部著 978-7-5335-4434-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按摩艾灸刮痧拔罐敷贴大百科 王福编著 978-7-5335-4514-7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我足按不生病 简绣钰著 978-7-5335-4519-2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足部保健按摩全书:对症足按分布图解 周新, 黄臻主编 978-7-5335-4520-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坐班族速效拉伸全图解 她品主编 978-7-5335-4556-7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谭次仲伤寒评志 谭次仲著 978-7-5335-4585-7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手足耳反射区对症自疗全图解:权威版 时素华编著 978-7-5335-4603-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童经络按摩对症自疗全图解:权威版 时素华编著 978-7-5335-4606-9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物搭配宜忌速查图册 李健主编 978-7-5335-4611-3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学源流论 谢观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新本草图志 赵燏黄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针灸治疗学 承淡安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西温热串解 吴瑞甫编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风斠诠 张山雷撰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伤寒论汇注精华 汪莲石编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伤寒质难 祝味菊述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全国名医验案类编 何廉臣编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 张锡纯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增订伪药条辨 曹炳章编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增订通俗伤寒论 何廉臣编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孟河丁甘仁医案 丁甘仁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感症宝筏 何廉臣重订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正义 张山雷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 赵燏黄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祁州药志 赵燏黄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方实验录 曹颖甫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群经见智录 恽铁樵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脉学正义 张山雷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辨舌指南 曹炳章撰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重订广温热论 戴天章原著 978-7-5335-463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精细分析图集 谢培山，颜玉贞编著 978-7-5335-4654-0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锡纯伤寒讲义 张锡纯著 978-7-5335-4695-3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阎德润伤寒论评释 阎德润编著 978-7-5335-4701-1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祝味菊伤寒质难 祝味菊述 978-7-5335-4702-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和安伤寒论新注 王和安编述 978-7-5335-4703-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恽铁樵伤寒论讲义 恽铁樵著 978-7-5335-4704-2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祝味菊伤寒新义 祝味菊著 978-7-5335-4705-9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恽铁樵伤寒论研究 恽铁樵著 978-7-5335-4706-6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然野趣大观察:领略神奇的昆虫世界,昆虫 张永仁著 978-7-5335-4843-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然野趣大观察:揭开蕨类的神秘面纱,蕨类 郭城孟著 978-7-5335-4855-1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明取穴图解 主编吴明霞 978-7-5335-4860-5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贾祖璋全集.第六卷 贾祖璋著 978-7-5335-4861-2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罐”起病自消:全视频对症拔罐治百病 李志刚主编 978-7-5335-4867-4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络图解 蔺云桂编著 978-7-5335-4892-6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纲目中草药使用图鉴 编著老中医养生堂 978-7-5335-4893-3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法灸法图解 蔺云桂编著 978-7-5335-4895-7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快速取穴彩色图解 吴明霞主编 978-7-5335-4904-6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牌营养健康食物大全:养生+保健+食疗 胡维勤主编 978-7-5335-4915-2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取穴图解 黄泳主编 978-7-5335-4939-8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显微鉴定图典 赵中振，陈虎彪主编 978-7-5335-4974-9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药典中药识别图鉴 林余霖主编 978-7-5335-5000-4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阴囊及其内容物疾病的超声诊断 薛恩生编著 978-7-5335-5110-0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数学女孩 (日)结城浩著 978-7-5336-5357-6 安徽教育出版社

看不见的观察 吴强著 978-7-5336-8122-7 安徽教育出版社

生命三部曲,自然进化 董仁威编著 978-7-5336-8415-0 安徽教育出版社



生命三部曲,人工进化 董仁威编著 978-7-5336-8416-7 安徽教育出版社

生命三部曲,合成生物 董仁威编著 978-7-5336-8417-4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三十二式太极剑分解教学 合肥市武术协会主编 978-7-5337-1853-4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双重心律心电图与临床 韩卫星，齐治平主编 978-7-5337-5638-3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女性生殖系统发育异常诊断治疗学 谢志红主编 978-7-5337-5639-0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如何摆脱冷寒症 (日)对马琉璃子主编 978-7-5337-5718-2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基层儿科医师诊疗大全 金玉莲主编 978-7-5337-5839-4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结直肠盆底外科解剖与手术学 张东铭主编 978-7-5337-6006-9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碎玉轩藏玉笔记 范源著 978-7-5337-6036-6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信息检索与利用 马林山编著 978-7-5337-6041-0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名老中医风湿病诊疗经验 谌曦，王桂珍主编 978-7-5337-6074-8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风湿病新安医学探源 许霞主编 978-7-5337-6075-5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风湿病中医名词术语 张皖东，葛瑶主编 978-7-5337-6076-2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风湿病中药研究开发 孟楣，姜辉主编 978-7-5337-6113-4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风湿病中医临床保健 汪元，陈瑞莲主编 978-7-5337-6120-2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MRI诊断与临床:中枢神经、头颈及骨骼肌肉 郑穗生，刘斌总主编 978-7-5337-6196-7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铜镜鉴定收藏入门 郝颜飞编著 978-7-5337-6202-5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眼耳鼻喉口齿科临床手册 主编房学贤, 赵广健, 赵广华 978-7-5337-6215-5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风湿病从脾论治研究 徐桂琴主编 978-7-5337-6289-6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徽州古村落 主编李传玺 978-7-5337-6318-3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药事管理与法规历年
真题及全真模拟

汪星辉编著 978-7-5337-6321-3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最新国家基本药物手册 主编郑芙林 ... [等] 978-7-5337-6383-1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静脉用药物调配技术 主编刘圣, 傅先明 978-7-5337-6403-6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时尚饮食宝典 刘晓晖, 曾彩红编著 978-7-5337-6444-9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男人时尚健康宝典 刘晓晖编著 978-7-5337-6446-3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药学综合考点精编
与历年真题题库

张智聪, 罗浩编著 978-7-5337-6447-0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典型案例评析 主编王学东, 王尚柏 978-7-5337-6477-7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的记忆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编著 978-7-5337-6478-4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糖尿病饮食与运动疗法 主编方朝晖 978-7-5337-6490-6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末赛宝会:“藏宝阁”百件珍品赏析 王玲梅，葛晓主编 978-7-5337-6571-2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颌面-头颈外科手术学 主编邱蔚六 978-7-5337-6623-8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分子心脏病学 余元勋[等]主编 978-7-5337-6636-8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分子神经病学 余元勋[等]主编 978-7-5337-6638-2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月经调养书 乐英如著 978-7-5337-6671-9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MRI诊断与临床,体部 总主编刘斌, 郑穗生 978-7-5337-6743-3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钓鱼技法大全 占家智, 羊茜, 占羊庆潇编著 978-7-5337-6770-9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竹雕 徐华铛编著 978-7-5337-6797-6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教学查房 潘家华主编 978-7-5337-6866-9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分子糖尿病学 主编余元勋 ... [等] 978-7-5337-6872-0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分子肝癌学 主编余元勋 ... [等] 978-7-5337-6873-7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分子骨质疏松症学 主编余元勋 ... [等] 978-7-5337-6874-4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分子胃癌学 主编余元勋 ... [等] 978-7-5337-6875-1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胸科麻醉手册 (美)菲利清·M.哈帝根主编 978-7-5337-6901-7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分子白血病学 主编余元勋 ... [等] 978-7-5337-6919-2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麻醉苏醒期的监护与治疗 张野，顾尔伟主编 978-7-5337-7045-7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语专业八级阅读特训 金利编著 978-7-5338-9400-9 浙江教育出版社

英语专业八级翻译特训 金利编著 978-7-5338-9414-6 浙江教育出版社

英语专业四级听力特训 金利编著 978-7-5338-9419-1 浙江教育出版社

英语专业四级阅读特训 金利编著 978-7-5338-9420-7 浙江教育出版社

英语专业八级听力特训 金利编著 978-7-5338-9444-3 浙江教育出版社

基础口译词汇必备 主编汪海涛, 邱政政 978-7-5338-9639-3 浙江教育出版社

六级听力100主题 新东方考试研究中心编著 978-7-5338-9667-6 浙江教育出版社

天地良心:中国最美渔民郭文标 朱晓军, 梁春芳著 978-7-5339-2942-8 浙江文艺出版社

芈月传.肆 蒋胜男著 978-7-5339-2948-0 浙江文艺出版社

全世爱.IV,幸福最光亮处 苏小懒著 978-7-5339-3480-4 浙江文艺出版社

安静 周国平著 978-7-5339-3504-7 浙江文艺出版社

江南·国宝传奇 钱文忠主讲 978-7-5339-3585-6 浙江文艺出版社

革命时期的爱情 王小波著 978-7-5339-3703-4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易中天著 978-7-5339-3740-9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流冰之恋 (日)渡边淳一著 978-7-5339-3821-5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万物生长 冯唐著 978-7-5339-3835-2 浙江文艺出版社

恋爱上上签 (日)凛著 978-7-5339-3881-9 浙江文艺出版社

恋人已满.下 (日)芽衣著 978-7-5339-3883-3 浙江文艺出版社

无名指的标本 小川洋子[著] 978-7-5339-3967-0 浙江文艺出版社



弦歌 晓风著 978-7-5339-3969-4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七年 (瑞士)彼得·施塔姆(Peter Stamm)著 978-7-5339-4012-6 浙江文艺出版社

风景画家的片段人生 (阿根廷)塞萨尔·艾拉(César Aira)著 978-7-5339-4013-3 浙江文艺出版社

桦林庄园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著 978-7-5339-4019-5 浙江文艺出版社

我心深处的文法 (以)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著 978-7-5339-4022-5 浙江文艺出版社

寻找格林先生 (美)索尔·贝娄(Saul Bellow)著 978-7-5339-4027-0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浮世三记:长篇小说 东君著 978-7-5339-4042-3 浙江文艺出版社

掌事.壹,与君明珠 清枫聆心著 978-7-5339-4084-3 浙江文艺出版社

掌事.贰,泉心动 清枫聆心著 978-7-5339-4085-0 浙江文艺出版社

闲聊:方方散文 方方著 978-7-5339-4091-1 浙江文艺出版社

心的嘱托 宗璞著 978-7-5339-4116-1 浙江文艺出版社

牵牛花:叶圣陶散文 978-7-5339-4117-8 浙江文艺出版社

二十四番花信 宗璞著 978-7-5339-4119-2 浙江文艺出版社

书当快意 宗璞著 978-7-5339-4120-8 浙江文艺出版社

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 (韩)金英夏著 978-7-5339-4121-5 浙江文艺出版社

猜谜秀 (韩)金英夏著 978-7-5339-4122-2 浙江文艺出版社

黑色花 (韩)金英夏著 978-7-5339-4123-9 浙江文艺出版社

城中天籁:赵丽宏散文 赵丽宏著 978-7-5339-4127-7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你是我咫尺遥望的岸 连谏著 978-7-5339-4128-4 浙江文艺出版社

粽子里的乡愁:琦君散文 978-7-5339-4132-1 浙江文艺出版社

似是都柏林
(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Enrique Vila-

Matas)著
978-7-5339-4133-8 浙江文艺出版社

沙滩上的脚迹:茅盾散文 978-7-5339-4134-5 浙江文艺出版社

逃离:从都市到世外桃源 马原著 978-7-5339-4136-9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诗典.第三季 伊沙编选 978-7-5339-4144-4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后宫·甄嬛传.4 流潋紫著 978-7-5339-4146-8 浙江文艺出版社

掌事.叁,花开未央 清枫聆心著 978-7-5339-4147-5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后宫·甄嬛传.6 流潋紫著 978-7-5339-4148-2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后宫·甄嬛传.7 流潋紫著 978-7-5339-4149-9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后宫·甄嬛传.3 流潋紫著 978-7-5339-4150-5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后宫·甄嬛传.1 流潋紫著 978-7-5339-4152-9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后宫·甄嬛传.5 流潋紫著 978-7-5339-4153-6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机械心 (法)马蒂亚斯·马吉尔(Mathias Malzieu)著 978-7-5339-4154-3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家们 (法)安东尼·佛楼定(Antoine Volodine)著 978-7-5339-4163-5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在西方的注视下 (英)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著 978-7-5339-4164-2 浙江文艺出版社

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
(乌拉圭)奥拉西奥·基罗加(Horacio 

Quiroga)著
978-7-5339-4166-6 浙江文艺出版社

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 (波)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著 978-7-5339-4168-0 浙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旅行方式 陈丹燕[著] 978-7-5339-4178-9 浙江文艺出版社

爱自己就是接纳自己 高伟著 978-7-5339-4190-1 浙江文艺出版社

消失的地平线 (英)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著 978-7-5339-4209-0 浙江文艺出版社

我是猫 (日)夏目漱石著 978-7-5339-4223-6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国家 易中天著 978-7-5339-4224-3 浙江文艺出版社

没人知道你在寻找什么 周华诚著 978-7-5339-4236-6 浙江文艺出版社

总有一句歌词打湿你心 十三著 978-7-5339-4239-7 浙江文艺出版社

遇见动物的时刻 (美) 克雷格·查尔兹著 978-7-5339-4240-3 浙江文艺出版社

芈月传.壹 蒋胜男著 978-7-5339-4244-1 浙江文艺出版社

芈月传.贰 蒋胜男著 978-7-5339-4245-8 浙江文艺出版社

彩虹的重力 (加)施定柔著 978-7-5339-4246-5 浙江文艺出版社

芈月传.叁 蒋胜男著 978-7-5339-4247-2 浙江文艺出版社

碎前故事 徐来著 978-7-5339-4248-9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不存在的女孩 (美)露丝·尾关著 978-7-5339-4249-6 浙江文艺出版社

当一切在我们周围暗下来 荞麦著 978-7-5339-4266-3 浙江文艺出版社

我们从未陌生过 韩寒主编 978-7-5339-4268-7 浙江文艺出版社

谛听马拉喀什 (英)埃利亚斯·卡内蒂著 978-7-5339-4269-4 浙江文艺出版社

隋唐定局 易中天著 978-7-5339-4278-6 浙江文艺出版社

隋唐定局 易中天著 978-7-5339-4278-6 浙江文艺出版社

掌事.陆,星辰之变 清枫聆心著 978-7-5339-4281-6 浙江文艺出版社

掌事.伍,凤冠诀 清枫聆心著 978-7-5339-4283-0 浙江文艺出版社

掌事.肆,雪中娇客 清枫聆心著 978-7-5339-4284-7 浙江文艺出版社

花儿与少年:梁晓声散文 梁晓声著 978-7-5339-4286-1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木刻猴子:林文义散文 林文义著 978-7-5339-4288-5 浙江文艺出版社

奠基者 易中天著 978-7-5339-4289-2 浙江文艺出版社

祖先 易中天著 978-7-5339-4291-5 浙江文艺出版社

沃血家园 廉声著 978-7-5339-4301-1 浙江文艺出版社

芈月传.伍 蒋胜男著 978-7-5339-4303-5 浙江文艺出版社



芈月传.陆 蒋胜男著 978-7-5339-4304-2 浙江文艺出版社

娇娘医经.肆 希行著 978-7-5339-4309-7 浙江文艺出版社

娇娘医经.伍 希行著 978-7-5339-4310-3 浙江文艺出版社

青春志 易中天著 978-7-5339-4311-0 浙江文艺出版社

从春秋到战国 易中天著 978-7-5339-4313-4 浙江文艺出版社

百家争鸣 易中天著 978-7-5339-4314-1 浙江文艺出版社

娇娘医经.陆 希行著 978-7-5339-4319-6 浙江文艺出版社

娇娘医经.柒 希行著 978-7-5339-4320-2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继承者 (英) 威廉·戈尔丁著 978-7-5339-4321-9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夜 (土) 比尔盖·卡拉苏著 978-7-5339-4322-6 浙江文艺出版社

樱桃树下爱与弗 陈丹燕 978-7-5339-4352-3 浙江文艺出版社

都柏林人 (爱) 詹姆斯·乔伊斯著 978-7-5339-4355-4 浙江文艺出版社

令人着迷的岛屿 陈丹燕 978-7-5339-4362-2 浙江文艺出版社

白牙 (美)杰克·伦敦著 978-7-5339-4377-6 浙江文艺出版社

北妹 盛可以著 978-7-5339-4385-1 浙江文艺出版社

红与黑 呼唤著 978-7-5339-4386-8 浙江文艺出版社

别对我撒谎 连谏著 978-7-5339-4387-5 浙江文艺出版社

禅宗兴起 易中天著 978-7-5339-4391-2 浙江文艺出版社

秦并天下 易中天著 978-7-5339-4393-6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南朝，北朝 易中天著 978-7-5339-4394-3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两汉两罗马 易中天著 978-7-5339-4395-0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三国纪 易中天著 978-7-5339-4396-7 浙江文艺出版社

魏晋风度 易中天著 978-7-5339-4397-4 浙江文艺出版社

汉武的帝国 易中天著 978-7-5339-4398-1 浙江文艺出版社

捡麦穗:张洁散文 张洁著 978-7-5339-4415-5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运财帷幄 翁礼华著 978-7-5339-4417-9 浙江文艺出版社

江南驿:下营街三十八号 谢华著 978-7-5339-4421-6 浙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著 978-7-5339-4423-0 浙江文艺出版社

黄金时代 王小波著 978-7-5339-4425-4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万寿寺 王小波著 978-7-5339-4426-1 浙江文艺出版社

红拂夜奔 王小波著 978-7-5339-4427-8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大写的历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 黄朴民著 978-7-5339-4430-8 浙江文艺出版社

女皇武则天 易中天著 978-7-5339-4448-3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不负如来不负卿.上,蓝莲花 小春著 978-7-5339-4452-0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不负如来不负卿.下,蓝莲花 小春著 978-7-5339-4452-0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一段心灵史 王手著 978-7-5339-4462-9 浙江文艺出版社

悲哀也该成人了 严力著 978-7-5339-4470-4 浙江文艺出版社

每一首都是情歌 王小龙著 978-7-5339-4471-1 浙江文艺出版社

埃及纪行 (英)威廉·戈尔丁著 978-7-5339-4479-7 浙江文艺出版社

扑朔如雪的翅膀 王小妮著 978-7-5339-4483-4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大海上的柠檬 姚风著 978-7-5339-4484-1 浙江文艺出版社

永居异乡 (澳)欧阳昱著 978-7-5339-4485-8 浙江文艺出版社

死者代言人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978-7-5339-4491-9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结爱.上,异客逢欢 施定柔著 978-7-5339-4492-6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结爱.下,异客逢欢 施定柔著 978-7-5339-4492-6 浙江文艺出版社

沃辛传奇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978-7-5339-4514-5 浙江文艺出版社

金陵春.壹 吱吱著 978-7-5339-4519-0 浙江文艺出版社

金陵春.贰 吱吱著 978-7-5339-4520-6 浙江文艺出版社

金陵春.叁 吱吱著 978-7-5339-4521-3 浙江文艺出版社

金陵春.肆 吱吱著 978-7-5339-4522-0 浙江文艺出版社

金陵春.伍 吱吱著 978-7-5339-4523-7 浙江文艺出版社

金陵春.陆 吱吱著 978-7-5339-4524-4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天贼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著 978-7-5339-4527-5 浙江文艺出版社

女神一号 冯唐著 978-7-5339-4529-9 浙江文艺出版社

繁华的荒凉:张贤亮散文 张贤亮著 978-7-5339-4531-2 浙江文艺出版社

等花落下来:王旭烽散文 王旭烽著 978-7-5339-4532-9 浙江文艺出版社

我是一只草萤:梅娘散文 梅娘,侯健飞著 978-7-5339-4534-3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三观易碎 王潇著 978-7-5339-4540-4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散文 何其芳著 978-7-5339-4543-5 浙江文艺出版社

安史之乱 易中天著 978-7-5339-4553-4 浙江文艺出版社

愿你道路漫长 王锋著 978-7-5339-4582-4 浙江文艺出版社

儒风 晓风著 978-7-5339-4598-5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大宋革新 易中天著 978-7-5339-4601-2 浙江文艺出版社

蒙田随笔 (法)米歇尔·德·蒙田著 978-7-5339-4605-0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迸涌的流泉 (德)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著 978-7-5339-4613-5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的抗战 施立松著 978-7-5339-4624-1 浙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祸福相依的日子 马原[著] 978-7-5339-4631-9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历代庭园艺术.3,石雕 胡文虎编 978-7-5340-4182-2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古籍善本粹编 胡文虎编 978-7-5340-4210-2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诗三百 方太青竹简编 978-7-5340-4285-0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弟子规 三字经 方太青竹简编 978-7-5340-4286-7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LoveLive！校园偶像日记,绚濑绘里 (日) 公野樱子著 978-7-5340-4360-4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人间道·左东右西,先秦秦汉卷 郑骁锋著 978-7-5340-4452-6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徐有貞集.上 (明) 徐有貞撰 978-7-5340-4453-3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徐有貞集.下 (明) 徐有貞撰 978-7-5340-4453-3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当代玉雕大师作品集.4 阅是编 978-7-5340-4495-3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丁敬集 (清) 丁敬 978-7-5340-4687-2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南宋杂事诗.上 (清) 历鹗等 978-7-5340-4693-3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南宋杂事诗.下 (清) 历鹗等 978-7-5340-4693-3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費丹旭集 (清) 費丹旭 978-7-5340-4694-0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查士標集 (清) 查士標 978-7-5340-4695-7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华鸟谱 (日)森立之编 978-7-5340-4877-7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刀剑神域.004,进击篇 (日)川原砾著 978-7-5340-4914-9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绝对的孤独者.3,凝结者 (日)川原砾著 978-7-5340-4924-8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鸟谱 (清)余省，张为邦绘 978-7-5340-4965-1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日记 (英)斯蒂芬·斯彭德，(英)大卫·霍克尼著 978-7-5340-4976-7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梅花草堂笔谈.上 (明)张大复[撰] 978-7-5340-5017-6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梅花草堂笔谈.下 (明)张大复[撰] 978-7-5340-5017-6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湖畔寻古:西湖文化遗产区域内的考古发现 孙媛著 978-7-5340-5019-0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浙江省视觉艺术青年人才培养新峰计划,
丹青新峰

许江主编 978-7-5340-5043-5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浙江省视觉艺术青年人才培养新峰计划,
光影新峰

吴宗其主编 978-7-5340-5043-5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浙江省视觉艺术青年人才培养新峰计划,
翰墨新峰

鲍贤伦主编 978-7-5340-5043-5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广川书跋 (宋)董逌[著] 978-7-5340-5105-0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黄公望集 (元)黄公望[著] 978-7-5340-5108-1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金农集 (清)金农[著] 978-7-5340-5109-8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倪瓒集.上 (元)倪瓒[著] 978-7-5340-5112-8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倪瓒集.下 (元)倪瓒[著] 978-7-5340-5112-8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寻道 振音著 978-7-5340-5261-3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时间的敌人:新媒体影像创作与教学研究 高世强著 978-7-5340-5264-4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世泽清芬:义乌历代先贤手迹选集 楼小明主编 978-7-5340-5304-7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澂园书翰:谭建丞致丁力书信集 范汉光编 978-7-5340-5316-0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我想亲你一下，可以吗？ (意)大卫德·卡利(Davide Cali)文 978-7-5341-4071-6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速效脊疗图典 朱文增编著 978-7-5341-4437-0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明病理学技术 主编丁伟, 王德田 978-7-5341-5914-5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你一定要了解的重大疾病.1,呼吸系统&循环
系统疾病

主编 (日) 佐藤千史, 井上智子 978-7-5341-6223-7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腰腿痛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方尚志, 方欣编著 978-7-5341-6268-8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唇腭裂序列治疗学 主编王国民, 杨育生 978-7-5341-6284-8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童整形外科学 主编穆雄铮, 王炜 978-7-5341-6306-7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瘢痕整形美容外科学 主编蔡景龙 978-7-5341-6315-9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手及上肢先天性畸形 主编王炜, 姚建民 978-7-5341-6316-6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整形美容外科研究和创新探索 主编王炜 978-7-5341-6317-3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面部轮廓整形美容外科学 主编艾玉峰, 柳大烈 978-7-5341-6323-4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头颈部肿瘤和创伤缺损修复外科学 主编张志愿, 张陈平, 孙坚 978-7-5341-6325-8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面部年轻化美容外科学 主编艾玉峰, 王志军, 王炜 978-7-5341-6326-5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耳修复再造学 主编张如鸿, 章庆国 978-7-5341-6328-9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睑整形美容外科学 主编宋建星, 杨军, 陈江萍 978-7-5341-6329-6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茶包偏方 主编马纲, 代民涛 978-7-5341-6457-6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制药酒 主编马纲, 代民涛 978-7-5341-6458-3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维生素圣经 (美) 艾尔·敏德尔, 哈特·莫狄斯著 978-7-5341-6553-5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最适合中国人体质的营养膳食指南 彭玉清著 978-7-5341-6592-4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样吃苦瓜,糖尿病来也不怕 宇文靖著 978-7-5341-6854-3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手部先天性畸形的手术治疗 主编洪光祥, 陈振兵, 高伟阳 978-7-5341-7140-6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优点 《经典读库》编委会编著 978-7-5344-6812-4 江苏美术出版社

白话本国史:生词注音版 吕思勉著 978-7-5344-7386-9 江苏美术出版社

看透人·读懂心:教你阅人悦己阅社会 《经典读库》编委会编著 978-7-5344-7395-1 江苏美术出版社

每天学点实用心理学 《经典读库》编委会编著 978-7-5344-7397-5 江苏美术出版社

改变世界的100位诺贝尔奖得主 《经典读库》编委会编著 978-7-5344-7506-1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敦煌文化探微 赵声良，戴春阳，张元林著 978-7-5344-7901-4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中华书法一本通 《经典读库》编委会编著 978-7-5344-7992-2 江苏美术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名家名著精读 《经典读库》编委会编著 978-7-5344-7997-7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 《经典读库》编委会编著 978-7-5344-8003-4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失落的文明:远古文明发现之旅 《经典读库》编委会编著 978-7-5344-8005-8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曾国藩冰鉴 (清) 曾国藩著 978-7-5344-8635-7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 (宋)王应麟等著 978-7-5344-8641-8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增广贤文 (清)周希陶修订 978-7-5344-8657-9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婚姻是女人一辈子的事 《微经典》编委会编著 978-7-5344-8800-9 江苏美术出版社

遇见未知的自己 《微经典》编委会编著 978-7-5344-8819-1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周易全书 (商) 姬昌著 978-7-5344-8927-3 江苏美术出版社

遗落时光:最好的时光是彼此都在 昝莉著 978-7-5344-9484-0 江苏美术出版社

肿瘤科临床药物手册 主编王金萍 978-7-5345-5763-7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临床药物手册 主编史宇翔 978-7-5345-5764-4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风后遗症调养食方 主编王惟恒, 黄芳 978-7-5345-5951-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科疑难问题解析 主编徐可树 978-7-5345-6660-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速查手册 主编陈凤琴, 吕振华, 左志昌 978-7-5345-6679-0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速查手册 主编安俊岐, 陈彩肖, 路新华 978-7-5345-6682-0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内科速查手册 主编冯丽英, 刘丽, 赵东强 978-7-5345-6685-1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速查手册 主编徐泽升, 宋志远, 马增才 978-7-5345-6686-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性病速查手册 主编刘强, 马耀辉, 张晓光 978-7-5345-6693-6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麻醉速查手册 主编赵士强, 张风敏, 单士强 978-7-5345-6696-7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仁医胡佩兰 《仁医胡佩兰》编辑委员会编著 978-7-5347-7374-7 大象出版社

了我斋随笔 行者著 978-7-5347-7590-1 大象出版社

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 (比)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著 978-7-5347-8327-2 大象出版社

追忆与仰望:35位文化名人探访 王幅明著 978-7-5347-8922-9 大象出版社

斑斓的花冠 韩向阳著 978-7-5347-8940-3 大象出版社

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文化创新观 干春松著 978-7-5348-3154-6 中州古籍出版社

书法文献检索举要 杨海蛟著 978-7-5348-3830-9 中州古籍出版社

会变性的动物 王建编著 978-7-5348-4524-6 中州古籍出版社

夏商西周时期的洛阳 郑福才著 978-7-5348-5184-1 中州古籍出版社

和而不同:儒释道与中国文化 王春林著 978-7-5348-5293-0 中州古籍出版社

苍璧黄琮:华夏玉文化赏读 司马法良编著 978-7-5348-5298-5 中州古籍出版社

秦观词 (北宋) 秦观著 978-7-5348-5370-8 中州古籍出版社



清凉世界:五台山 李凌已, 马新童, 佘志超著 978-7-5348-5420-0 中州古籍出版社

刻纸剪画:华夏剪纸文化赏读 司马法良编著 978-7-5348-5426-2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女儿节:西和乞巧文化 赵逵夫著 978-7-5348-5442-2 中州古籍出版社

添丁的喜悦:宁都客家割鸡担灯 黎传综著 978-7-5348-5504-7 中州古籍出版社

《易》中求是 杨战胜著 978-7-5348-5545-0 中州古籍出版社

金石三例 淮建利點校 978-7-5348-5621-1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知识大全 吕思勉著 978-7-5348-5692-1 中州古籍出版社

风物正闲美:风土小品赏读 顾文豪注评 978-7-5348-5754-6 中州古籍出版社

有味是清欢:美食小品赏读 曹亚瑟注评 978-7-5348-5755-3 中州古籍出版社

尽付笑谈中:幽默小品赏读 李延祜注评 978-7-5348-5756-0 中州古籍出版社

此中有真意:寓言小品赏读 庄蝶庵注评 978-7-5348-5757-7 中州古籍出版社

细听鬼唱诗:志异小品赏读 赵松注评 978-7-5348-5758-4 中州古籍出版社

杜牧诗选 (唐) 杜牧著 978-7-5348-5776-8 中州古籍出版社

动物中的巨无霸 建君编著 978-7-5348-5948-9 中州古籍出版社

会产生香味的动物 周高升编著 978-7-5348-5949-6 中州古籍出版社

会发电的生物 王建编著 978-7-5348-5950-2 中州古籍出版社

会下蛋的哺乳动物 周高升编著 978-7-5348-5951-9 中州古籍出版社

没有翅膀也会飞的动物 周高升编著 978-7-5348-5952-6 中州古籍出版社

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 王健编著 978-7-5348-5953-3 中州古籍出版社

生活在水中的爬行动物 键君编著 978-7-5348-5958-8 中州古籍出版社

戏曲格律文献研究 吴敢著 978-7-5348-5969-4 中州古籍出版社

抱朴子内篇 (晋)葛洪著 978-7-5348-6453-7 中州古籍出版社

医生专用药物手册 主编魏太星, 魏经汉 978-7-5349-4799-5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历代针灸经典歌赋诠释 朱现民编著 978-7-5349-5455-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疾病术后康复 主编和艳红, 安丙辰 978-7-5349-5493-1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病 主编 (日) 富野康日己 978-7-5349-5699-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452种注射剂安全应用与配伍 唐镜波主编 978-7-5349-6026-0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眩晕、耳鸣 主编 (日) 水野正浩, 伊藤彰纪 978-7-5349-6361-2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哮喘 主编 (日) 多田宽 978-7-5349-6435-0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腰痛诊断与治疗 (日) 清水克时主编 978-7-5349-6582-1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病 主编 (日) 户张几生 978-7-5349-6624-8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庭常用药物一本通 i健康编写组主编 978-7-5349-6654-5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春辉医话:治病明理 谈医论治 王春朋著 978-7-5349-6676-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肩·肘运动损伤的治疗:延长运动生涯的手术
技巧

本册主编 (日) 金谷文则 978-7-5349-6682-8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方合方辨治疑难杂病 王付编著 978-7-5349-6710-8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肝病 主编 (日) 与芝真 978-7-5349-6786-3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肢类风湿关节重建术:满足患者日常活动要
求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术技巧

主编 (日) 金谷文则 978-7-5349-6818-1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骨盆外伤手术:手术技巧和难点解析 主编 (日) 马场久敏 978-7-5349-6825-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脑梗死 主编 (日) 作田学 978-7-5349-6855-6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科百问校注 (清) 王子固著 978-7-5349-6870-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院士世家,杨廷宝 杨士莪 陈泓, 苏克勤著 978-7-5349-6956-0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瑞麟乙肝转阴经验和用药技巧 王瑞麟, 王旭, 王超凡主编 978-7-5349-7080-1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颈腰肢痛诊疗手册 柳登顺, 吴军, 徐继香编著 978-7-5349-7212-6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妙趣横生抖空竹 龙腾, 紫薇编著 978-7-5349-7246-1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脏病 主编(日) 伊东春树 978-7-5349-7253-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氏医存校注 (清) 王燕昌撰 978-7-5349-7313-0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儒门事亲》校注 (金) 张从正撰 978-7-5349-7314-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选方用药技巧 王付编著 978-7-5349-7319-2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图解 主编张雪培 978-7-5349-7323-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用中医护理技术操作指南 主编秦元梅, 杨丽霞 978-7-5349-7381-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常见疾病的药学监护 阚全程主编 978-7-5349-7383-3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下肢关节镜手术:手术操作和实用技巧 本册主译王金成, 于庆巍 978-7-5349-7406-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正常心脏组织学图谱 郭志坤著 978-7-5349-7526-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星状神经节阻滞疗法 刘小立主编 978-7-5349-7537-0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农村应急自救知识手册 《农村应急自救知识手册》编写组编 978-7-5349-7673-5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膝关节重建外科学 主编赵金忠 978-7-5349-7746-6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腺X线摄影教学图谱 (瑞典) 拉斯洛·塔巴, (芬) 彼得·迪安编
著

978-7-5349-7752-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数字化医院 吴亚杰主编 978-7-5349-7839-5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张磊医馀诗声,续篇 张磊著 978-7-5349-7883-8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醫典故.第一分册 編著許敬生 978-7-5349-7948-4 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醫典故.第三分册 編著許敬生 978-7-5349-7948-4 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醫典故.第二分册 編著許敬生 978-7-5349-7948-4 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醫典故.第四分册 編著許敬生 978-7-5349-7948-4 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国重要药用昆虫 杨大荣主编 978-7-5349-7969-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相关病症中医外治手册 王绍霞，王红，张怀宝主编 978-7-5349-7991-0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话说国医,福建卷 温长路总主编 978-7-5349-8007-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话说国医,湖南卷 温长路总主编 978-7-5349-8009-1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话说国医,广东卷 温长路总主编 978-7-5349-8010-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话说国医,河南卷 温长路总主编 978-7-5349-8011-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话说国医,四川卷 温长路总主编 978-7-5349-8013-8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话说国医,北京卷 温长路总主编 978-7-5349-8014-5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话说国医,广西卷 温长路总主编 978-7-5349-8015-2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话说国医,江苏卷 温长路总主编 978-7-5349-8016-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话说国医,山西卷 温长路总主编 978-7-5349-8017-6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话说国医,甘肃卷 温长路总主编 978-7-5349-8018-3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话说国医,辽宁卷 温长路总主编 978-7-5349-8019-0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临证要诀 郭选贤著 978-7-5349-8023-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下肢骨折·脱位:手术技巧和难点解析 (日)安田和则本册主编 978-7-5349-8029-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易鸿奇传统刮痧疗法 易鸿奇著 978-7-5349-8095-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宫颈/阴道液基细胞学图谱 郑英主编 978-7-5349-8111-1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激光美容临床治疗手册 张歌主编 978-7-5349-8115-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代谢疾病诊治思路 金文波，金毅主编 978-7-5349-8132-6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樋口愉美子的双色刺绣 (日) 樋口愉美子著 978-7-5349-8205-7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樋口愉美子的单色刺绣 (日) 樋口愉美子著 978-7-5349-8235-4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心力衰竭学 徐予，朱中玉，刘煜昊主编 978-7-5349-8372-6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恶性肿瘤姑息治疗
(德)Bernd Alt-Epping，(德)Friedemann 

Nauck主编
978-7-5349-8409-9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跃入苍穹 (苏)别利亚耶夫著 978-7-5350-6602-2 海燕出版社

水陆两栖人 (苏)别利亚耶夫著 978-7-5350-6603-9 海燕出版社

种海人 (苏)别利亚耶夫著 978-7-5350-6604-6 海燕出版社

永生粮 (苏)别利亚耶夫著 978-7-5350-6844-6 海燕出版社

世界主宰 (苏)别利亚耶夫著 978-7-5350-6846-0 海燕出版社

最后一个阿特兰蒂斯人 (苏)别利亚耶夫著 978-7-5350-6847-7 海燕出版社

找回自己脸面的人 (苏)别利亚耶夫著 978-7-5350-6849-1 海燕出版社

商战:电商时代 978-7-5351-9278-3 湖北教育出版社

盛开90后新概念,2013·杪冬 方达主编 978-7-5351-9482-4 湖北教育出版社

现代跆拳道教程 杜七一主编 978-7-5352-3805-4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微针刀疗法:运动医学的浅筯膜松解术 胡超伟著 978-7-5352-4853-4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药国际化之路 王海东主编 978-7-5352-5206-7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腺癌的治疗与康复 编著陈焕朝, 甘宁 978-7-5352-5544-0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胃癌的治疗与康复 编著陈焕朝, 胡志萍 978-7-5352-5545-7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探秘 黄建民著 978-7-5352-5630-0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湖北农村环境保护对策与技术 李兆华, 赵丽娅著 978-7-5352-6097-0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物分析检测技术 主编揭晶 978-7-5352-6347-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说中国:未来10年的机会与财富 杨恒均著 978-7-5352-6391-9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重症医学 主编 (德) Stefan Schwab ... [等] 978-7-5352-6493-0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护士分层培训 钟菊晴, 徐胜珍, 李政玲主编 978-7-5352-6540-1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护士分层培训 况丽, 冉小燕, 刘绪堃主编 978-7-5352-6545-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心电学辞典 主编刘子文 978-7-5352-6744-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病性病实用彩色图谱 李家文 ... [等] 主编 978-7-5352-6755-9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医大师贺普仁.2,“一针一得”贺氏铜人病
例图解

贺普仁口述 978-7-5352-6814-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癌博士 主编张佼 978-7-5352-6830-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读本 张运君，杜裕禄编著 978-7-5352-6862-4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结直肠癌的治疗与康复 编著陈焕朝, 闫玉虎 978-7-5352-6926-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猝死的预防与指针急救 黄钧跃编著 978-7-5352-6983-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遇见我 刘语熙著 978-7-5352-6993-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产科病例预案与模拟训练 胡祖斌, 肖梅主编 978-7-5352-7048-1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组织学实验指导 主编周琳, 杨世明 978-7-5352-7058-0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龙式阴茎整复术 龙道畴, 龙云, 朱辉主编 978-7-5352-7071-9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物营养与养生大全.上 曲波主编 978-7-5352-7072-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物营养与养生大全.下 曲波主编 978-7-5352-7072-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物营养与养生大全.中 曲波主编 978-7-5352-7072-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湖北省图书馆馆藏旧版日文图书目录 湖北省图书馆编 978-7-5352-7073-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养生相宜与相克速查全书.一 许俊霞主编 978-7-5352-7079-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养生相宜与相克速查全书.三 许俊霞主编 978-7-5352-7079-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养生相宜与相克速查全书.二 许俊霞主编 978-7-5352-7079-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养生相宜与相克速查全书.四 许俊霞主编 978-7-5352-7079-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彩色的青春不打烊 张芝平编著 978-7-5352-7113-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不设防的心灵 路城编著 978-7-5352-7114-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零下二十度的温暖 夏逸辰编著 978-7-5352-7115-0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生没有阴雨天 玉珏编著 978-7-5352-7116-7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时间的漂流瓶 金帛编著 978-7-5352-7117-4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同桌的你 玉珏编著 978-7-5352-7118-1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的青春我做主 方瑜编著 978-7-5352-7119-8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叶子总比风先到 金帛编著 978-7-5352-7122-8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路城编著 978-7-5352-7123-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做最美的自己 方瑜编著 978-7-5352-7124-2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耳鼻咽喉疾病防治知识 胡祖斌,段传新,田滢主编 978-7-5352-7222-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科门诊宫腔镜检查图谱 主编胡祖斌, 王燕 978-7-5352-7224-9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用药物用药兵法 编著李定国 978-7-5352-7280-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殖保健者最关心的436个问题 陆恒主编 978-7-5352-7315-4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就是要挑食! 图解食材宜忌全通本 赖镇源, 杨新玲著 978-7-5352-7321-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内科疾病临床处理手册 主编侯晓华 978-7-5352-7327-7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操作规程及评分标准 主编王培红, 耿力, 邓六六 978-7-5352-7335-2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护理操作规程及评分标准 主编李素云, 熊莉娟, 史雯嘉 978-7-5352-7336-9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护理操作规程及评分标准 主编熊莉娟, 吴丽芬, 李力 978-7-5352-7337-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护理操作规程及评分标准 主编熊莉娟, 杨慧敏, 罗健 978-7-5352-7338-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五官科护理操作规程及评分标准 主编鲁才红, 邢育珍, 陈庆 978-7-5352-7339-0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查房问答精要 主编丁震, 苏颖, 魏芬 978-7-5352-7341-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诊疗脾胃、肝胆疾病 编著屠佑堂 978-7-5352-7362-8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肝癌的治疗与康复 编著陈焕朝, 李宏 978-7-5352-7375-8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肺癌的治疗与康复 编著陈焕朝, 胡志萍 978-7-5352-7376-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肿瘤的治疗与康复 编著刑丹谋, 陈焱, 覃国忠 978-7-5352-7377-2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管癌的治疗与康复 编著陈焕朝, 明飞 978-7-5352-7378-9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蒙医心身互动疗法 纳贡毕力格，阿茹娜著 978-7-5352-7451-9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诊疗肾、泌尿疾病 编著屠佑堂 978-7-5352-7498-4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诊疗五官科疾病 编著屠佑堂 978-7-5352-7499-1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参本草考证和中药检验研究 袁俊贤编著 978-7-5352-7653-7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个医生的人文 郎景和著 978-7-5352-7674-2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科恶性肿瘤治疗学概要及述评 主编张帆 ... [等] 978-7-5352-7708-4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你不可不知的人生哲理:耀世典藏版 刘光达主编 978-7-5352-7732-9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沈绍功全科临证精要 主编沈宁, 韩学杰 978-7-5352-7770-1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病之后才明白:何裕民透过癌症悟人生 何裕民著 978-7-5352-7989-7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彩色图谱 主编徐国成, 韩秋生, 霍琨 978-7-5352-8067-1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验诊断学彩色图谱 主编叶千红, 韩秋生, 徐国成 978-7-5352-8068-8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组织胚胎学彩色图谱 主编韩秋生, 徐国成, 康悦 978-7-5352-8069-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彩色图谱 主编徐国成 ... [等] 978-7-5352-8071-8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病理学彩色图谱 主编徐国成, 邱雪杉, 韩秋生 978-7-5352-8072-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达人开讲·图说刀事典 李嘉亮著 978-7-5352-8230-9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7天改善体温:跟疾病说再见 (日) 石原结实著 978-7-5352-8248-4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代医事编注 李今庸著 978-7-5352-8258-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籍录语 李今庸著 978-7-5352-8259-0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湖北中医学史稿 李今庸著 978-7-5352-8260-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舌耕余话新集 李今庸著 978-7-5352-8261-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学辩证法简论 李今庸著 978-7-5352-8262-0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孤馆雨留人:王大伟人生笔记 王大伟著 978-7-5352-8273-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三维影像融合技术、应用及图
谱

主编马廉亭 978-7-5352-8283-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水污染与健康 鲁文清主编 978-7-5352-8299-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空气污染与健康 主编郭新彪, 杨旭 978-7-5352-8300-9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环境重金属污染人群健康风险和损害评估技
术

主编周宜开, 陈建伟 978-7-5352-8301-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科肿瘤的故事 郎景和著 978-7-5352-8306-1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品污染与健康 主编刘烈刚 978-7-5352-8315-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宫颈病变的诊断与治疗 吴绪峰主编 978-7-5352-8330-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临床工程发展研究报告:白皮书
主编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中华

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
978-7-5352-8331-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土壤污染与健康 主编周宜开, 王琳 978-7-5352-8333-7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月经病知识话你知 胡祖斌，黄晓桃主编 978-7-5352-8456-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迴迴藥方考釋 宋峴著 978-7-5352-8471-6 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

美容医学图谱 徐国成[等]主编 978-7-5352-8493-8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肩·颈·腰·背祛痛法 (日) 藤本靖著 978-7-5352-8565-2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农架鸟类图鉴 易伟编著 978-7-5352-8596-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民族医药思想研究 洪宗国著 978-7-5352-8617-8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行星系统:从泰勒斯至开普勒 (丹)约翰·德雷尔著 978-7-5352-8624-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全彩图解痛风&高尿酸血症保健事典 (日) 细谷龙男著 978-7-5352-8796-0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职业道德与法律 王敏新主编 978-7-5352-8807-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呼吸病学 主编刘芳, 陈华文, 路光明 978-7-5352-8817-2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创伤基础 付小兵，王正国主编 978-7-5352-8849-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颅脑创伤 周良辅，赵继宗主编 978-7-5352-8850-9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颌面颈部创伤 邱蔚六，韩德民，张志愿主编 978-7-5352-8851-6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胸部创伤 石应康，胡盛寿主编 978-7-5352-8852-3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部创伤 黄志强，黎介寿主编 978-7-5352-8853-0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肢创伤 侯春林，顾玉东主编 978-7-5352-8855-4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髓、脊柱和骨盆创伤 邱贵兴，戴尅戎主编 978-7-5352-8856-1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创伤整形与重建外科 李青峰，张涤生主编 978-7-5352-8857-8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战伤与特殊创伤 程天民，盛志勇主编 978-7-5352-8858-5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肢关节脱位 梁克玉,聂中华,甘学文著 978-7-5352-8898-1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性病诊断与治疗 刘贞富编著 978-7-5352-8913-1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提升自然疗愈力:调养、净化、蔬食，令人心
神愉悦的快活疗法！

(日)桥本俊彦，(日)桥本雅子著 978-7-5352-8997-1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裁决.1,折翼之变 七十二编[著] 978-7-5353-8817-9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非诚勿扰 冯小刚著 978-7-5354-3862-1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官场逗:相声漫画 宫小桃编著 978-7-5354-3975-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召唤喀纳斯水怪 李枫著 978-7-5354-4112-6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小时代1.5青木时代.2 郭敬明，猫某人著 978-7-5354-4311-3 长江文艺出版社

遗迹·凝红 自由鸟著 978-7-5354-4313-7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迷津 萧凯茵著 978-7-5354-4322-9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男友告急 项斯微著 978-7-5354-4554-4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文化苦旅:新版 余秋雨[著] 978-7-5354-4734-0 长江文艺出版社

罗辑思维.Ⅱ 罗振宇著 978-7-5354-4737-1 长江文艺出版社

70分婚礼 席滢著 978-7-5354-4867-5 长江文艺出版社

痛并快乐着 白岩松著 978-7-5354-4879-8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云漂 雷文科著 978-7-5354-4944-3 长江文艺出版社

昔夏杉树镇 肖以默著 978-7-5354-5145-3 长江文艺出版社

欢喜城 林培源著 978-7-5354-5147-7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宋鸿兵著 978-7-5354-5219-1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东倾记·啸世 琉玄著 978-7-5354-5474-4 长江文艺出版社

蜀红, 原名, 成都记 林苡安著 978-7-5354-5595-6 长江文艺出版社

看不见的打字机 萧凯茵著 978-7-5354-5615-1 长江文艺出版社

把耳朵捂住 疏星著 978-7-5354-5623-6 长江文艺出版社



时雨记 肖以默著 978-7-5354-5636-6 长江文艺出版社

阴阳 包晓琳著 978-7-5354-5771-4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封神 罗浩森著 978-7-5354-5772-1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杀手婚礼之路 冯天著 978-7-5354-5773-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天鹅·余辉 恒殊著 978-7-5354-5775-2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迷鸟守则 天宫雁 978-7-5354-5778-3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宅不宅之暴走香港 琉玄绘 978-7-5354-5781-3 长江文艺出版社

胡雪岩 二月河，薛家柱著 978-7-5354-5816-2 长江文艺出版社

爱、不爱都有病 艾莉著 978-7-5354-5839-1 长江文艺出版社

混沌行走.2,问与答 (英)派崔克·奈斯(Patrick Ness)著 978-7-5354-5841-4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万能胶片 余慧迪著 978-7-5354-5845-2 长江文艺出版社

心学大师 王阳明:求知即是悟道 周月亮著 978-7-5354-5883-4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宅不宅之玩转东京 琉玄绘本 978-7-5354-5962-6 长江文艺出版社

深深 肖以默著 978-7-5354-5963-3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小时代2.5锋银时代.VOL.3 漫画陌一飞 978-7-5354-5982-4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家住南塘路 野象小姐 978-7-5354-6033-2 长江文艺出版社

鸵鸟座 孙晓迪著 978-7-5354-6034-9 长江文艺出版社

依存免疫变态 天宫雁著 978-7-5354-6087-5 长江文艺出版社

楼上的女儿 颜东著 978-7-5354-6090-5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脉 余秋雨 978-7-5354-6229-9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你怎样,世界就怎样 (美)戈登·利文斯顿著 978-7-5354-6242-8 长江文艺出版社

白银时代 王小波著 978-7-5354-6420-0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著 978-7-5354-6422-4 长江文艺出版社

白马小姐情史 林苡安著 978-7-5354-6466-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屹见:潘石屹：聊聊我们这个时代 978-7-5354-6571-9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凌茜著 978-7-5354-6612-9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在梦见你 卢丽莉著 978-7-5354-6623-5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任凭这空虚沸腾 王小立著 978-7-5354-6624-2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天鹅·永夜 恒殊著 978-7-5354-6716-4 长江文艺出版社

红豚 包晓琳著 978-7-5354-6718-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天众龙众·夜叉 自由鸟著 978-7-5354-6893-2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从战场归来 唐师曾著 978-7-5354-6896-3 长江文艺出版社

故乡天下黄花 刘震云著 978-7-5354-6940-3 长江文艺出版社



故乡相处流传:典藏版 刘震云著 978-7-5354-6941-0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你要相信, 你比想象中
更强大!

(韩) 韩京姬著 978-7-5354-6943-4 长江文艺出版社

罗辑思维:在知识中寻找知识 罗振宇著 978-7-5354-6997-7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色:写的是我，说的是你 乐嘉著 978-7-5354-7048-5 长江文艺出版社

女人帮 苏无衣著 978-7-5354-7077-5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丫头儿 赵赵著 978-7-5354-7115-4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货币战争.5,山雨欲来 宋鸿兵著 978-7-5354-7137-6 长江文艺出版社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传 (英) 约翰·坎贝尔著 978-7-5354-7295-3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生命的最深处善待自己 林清玄著 978-7-5354-7299-1 长江文艺出版社

让人生慢慢完美 毕淑敏著 978-7-5354-7365-3 长江文艺出版社

寻找你内心深处的芳香 毕淑敏著 978-7-5354-7408-7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史铁生作品精选 史铁生著 978-7-5354-7450-6 长江文艺出版社

水之幻歌:苏醒 (美)阿曼达·霍金著 978-7-5354-7454-4 长江文艺出版社

桑恒昌·高艳国抒情诗选:中西文对照 桑恒昌著 978-7-5354-7468-1 长江文艺出版社

认识你自己 (古希腊) 柏拉图著 978-7-5354-7488-9 长江文艺出版社

论人生 (英) 培根著 978-7-5354-7489-6 长江文艺出版社

普希金诗精编 (俄)普希金著 978-7-5354-7508-4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汪国真诗精编 汪国真著 978-7-5354-7527-5 长江文艺出版社

青春蚁后 自由鸟著 978-7-5354-7605-0 长江文艺出版社

谁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老年书写与凋零幻
想

简媜著 978-7-5354-7612-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安静 周国平著 978-7-5354-7616-6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生命的所有可能 (印度) 克里希那穆提著 978-7-5354-7679-1 长江文艺出版社

狼图腾 姜戎著 978-7-5354-7689-0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小布什心理传 (美) 弗兰克著 978-7-5354-7782-8 长江文艺出版社

拉链:2000-2014诗选 唐果著 978-7-5354-7828-3 长江文艺出版社

活出生命的喜悦, 重回喜悦 马克·尼波 978-7-5354-7844-3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你心柔软，却有力量 林清玄著 978-7-5354-7857-3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与疲惫生活的正面交锋 简安著 978-7-5354-7860-3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刘华写江西 刘华著 978-7-5354-7862-7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宿命:孤独张艺谋 周晓枫著 978-7-5354-7869-6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你将成为自己的光 (印)吉度·克里希那穆提著 978-7-5354-7889-4 长江文艺出版社

荆棘双翼 迟卉著 978-7-5354-7897-9 长江文艺出版社



骆驼祥子 老舍著 978-7-5354-7898-6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上海·尘世莲花 禾页青青著 978-7-5354-7916-7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刺我一个吻 黄伟康著 978-7-5354-7919-8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著 978-7-5354-7922-8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读诗.2015年 第二卷,回想之翼 潘洗尘[等]主编 978-7-5354-7937-2 长江文艺出版社

致命区域:一个关于使命、荣誉与拯救的二战
故事

(美)亚当·马科斯,(美)拉里·亚历山大著 978-7-5354-7952-5 长江文艺出版社

掌控者:中国第一部微反应实战故事 姜振宇著 978-7-5354-7959-4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有梦不觉人生寒 于丹著 978-7-5354-7961-7 长江文艺出版社

莫比乌斯 瞿博雯著 978-7-5354-7962-4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闻雕虫,形象卷 吕伟著 978-7-5354-7965-5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闻雕虫,新闻卷 吕伟著 978-7-5354-7965-5 长江文艺出版社

谋杀的解析:小说版《梦的解析》 (美)鲁本菲尔德(Jed Rubenfeld)著 978-7-5354-7993-8 长江文艺出版社

槭树下的家 席慕蓉著 978-7-5354-7999-0 长江文艺出版社

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书简 殷健灵著 978-7-5354-8008-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写作没有技巧:张庆和诗文写作解读 张庆和编著 978-7-5354-8020-0 长江文艺出版社

周易 唐明邦主编 978-7-5354-8036-1 长江文艺出版社

增广贤文 (清)金缨等编 978-7-5354-8041-5 长江文艺出版社

金刚经·心经·坛经 胡永辉，周晓露注译 978-7-5354-8048-4 长江文艺出版社

元曲三百首 墙峻峰等注评 978-7-5354-8052-1 长江文艺出版社

纳兰词 (清)纳兰容若著 978-7-5354-8056-9 长江文艺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散文 (唐)韩愈等著 978-7-5354-8077-4 长江文艺出版社

琴瑟在御 柳亚刀著 978-7-5354-8091-0 长江文艺出版社

白说 白岩松著 978-7-5354-8110-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如果相遇是天意 瑛子著 978-7-5354-8127-6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三帝国 (英) 迈克尔·伯利著 978-7-5354-8143-6 长江文艺出版社

信仰是心中的绿洲 (黎巴嫩)纪伯伦著 978-7-5354-8147-4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这个世界里有所爱 汪曾祺著 978-7-5354-8148-1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阿勒泰 李娟著 978-7-5354-8150-4 长江文艺出版社

爱，是人间的奢华 徐志摩[著] 978-7-5354-8151-1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半儿春愁，一半儿水 张晓风著 978-7-5354-8153-5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 丰子恺 978-7-5354-8155-9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最美的风光里，与灵魂相伴 (俄罗斯)屠格涅夫[著] 978-7-5354-8156-6 长江文艺出版社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余光中 978-7-5354-8157-3 长江文艺出版社



背影·荷塘月色 朱自清[著] 978-7-5354-8159-7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尽心，便是完美 林清玄著 978-7-5354-8160-3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人生何必自寻苦恼 林语堂著 978-7-5354-8163-4 长江文艺出版社

和命运结伴而行 周国平著 978-7-5354-8165-8 长江文艺出版社

热辣辣的生命之美 梁衡著 978-7-5354-8167-2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江河之殇 王开岭著 978-7-5354-8168-9 长江文艺出版社

透明的哀伤 席慕蓉著 978-7-5354-8172-6 长江文艺出版社

思想的乐趣 王小波著 978-7-5354-8175-7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有一种爱叫相依为命 丁立梅著 978-7-5354-8176-4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心我的梦 巴金著 978-7-5354-8181-8 长江文艺出版社

论人生 (英) 培根著 978-7-5354-8182-5 长江文艺出版社

婆婆的镯子很值钱 陈果著 978-7-5354-8200-6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再见，骄傲 梦三生著 978-7-5354-8243-3 长江文艺出版社

唯有陪伴，能抵御岁月漫长 代琮著 978-7-5354-8247-1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那里的我们 王小立著 978-7-5354-8252-5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住在身体里的人 陈奕潞著 978-7-5354-8255-6 长江文艺出版社

爱久成医 雷文科著 978-7-5354-8256-3 长江文艺出版社

和你在一起 谭巧云著 978-7-5354-8264-8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则天.上,凤鸣天下 杨焕亭著 978-7-5354-8270-9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则天.下,凤凰涅槃 杨焕亭著 978-7-5354-8270-9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则天.中,君临九州 杨焕亭著 978-7-5354-8270-9 长江文艺出版社

梦染黎乡 郑文秀著 978-7-5354-8279-2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东天山之麓 王京安著 978-7-5354-8280-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女不强大天不容 六六，九枚玉著 978-7-5354-8284-6 长江文艺出版社

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 千姿百态 张翎著 978-7-5354-8286-0 长江文艺出版社

咸咸海的味 陆俊文著 978-7-5354-8290-7 长江文艺出版社

带灯 贾平凹[著] 978-7-5354-8296-9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英) 马丁·吉尔伯特著 978-7-5354-8300-3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英) 马丁·吉尔伯特著 978-7-5354-8301-0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李花:李花怒放一树白 李道立著 978-7-5354-8305-8 长江文艺出版社

春风谣 王志国著 978-7-5354-8309-6 长江文艺出版社

骰子的秋天 游天杰著 978-7-5354-8312-6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人生不怕 从头再来 刘晓庆著 978-7-5354-8313-3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文学少女侦探 梁清散著 978-7-5354-8328-7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木魅山诡录 黎琼著 978-7-5354-8330-0 长江文艺出版社

故土·故人·故情 汪曾祺著 978-7-5354-8332-4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受戒·大淖记事 汪曾祺著 978-7-5354-8333-1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邂逅·水蛇腰 汪曾祺著 978-7-5354-8334-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微蓝 刘剑著 978-7-5354-8341-6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江西：书的声音 邓涛著 978-7-5354-8355-3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苏)瓦西里耶夫著 978-7-5354-8369-0 长江文艺出版社

热爱生活:退休的日子 赵险峰著 978-7-5354-8372-0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取暖 乔叶著 978-7-5354-8380-5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败节草 李佩甫著 978-7-5354-8381-2 长江文艺出版社

维格拉姆 宁肯著 978-7-5354-8382-9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从何说起呢 李洱著 978-7-5354-8383-6 长江文艺出版社

苍声 徐则臣著 978-7-5354-8384-3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 范小青著 978-7-5354-8385-0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月亮门 叶广芩著 978-7-5354-8386-7 长江文艺出版社

漫天芦花 王跃文著 978-7-5354-8387-4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你是我的远方 程萍萍著 978-7-5354-8390-4 长江文艺出版社

山居杂忆:一个大家闺秀的百年家族记忆 高诵芬,徐家祯著 978-7-5354-8408-6 长江文艺出版社

梦想在路上 肖娟, 刘安晴著 978-7-5354-8410-9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低处的端详 李乐明著 978-7-5354-8413-0 长江文艺出版社

日本帝国衰亡 (英) 马克斯·黑斯廷斯著 978-7-5354-8416-1 长江文艺出版社

想再次成为幸福的新娘 携爱再漂流著 978-7-5354-8442-0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与春天对望的女子 若离著 978-7-5354-8448-2 长江文艺出版社

嵌入时光的褶皱 娜仁琪琪格著 978-7-5354-8482-6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诗歌风尚.2015年第一卷 总第001卷,思无邪 娜仁琪琪格主编 978-7-5354-8483-3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诗歌风赏.2015年第四卷 总第010卷,2015年
女子诗会专辑

娜仁琪琪格主编 978-7-5354-8484-0 长江文艺出版社

沥青路上的百合 超石著 978-7-5354-8486-4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哲人与高僧的对话 济群法师，周国平著 978-7-5354-8491-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平安夜的玫瑰花 李天岑著 978-7-5354-8492-5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978-7-5354-8494-9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978-7-5354-8495-6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978-7-5354-8496-3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978-7-5354-8497-0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诗歌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978-7-5354-8498-7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 王剑冰选编 978-7-5354-8500-7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散文诗精选 王剑冰选编 978-7-5354-8501-4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校园文学精选 省登宇选编 978-7-5354-8502-1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 华斯比选编 978-7-5354-8503-8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小小说精选 陈永林选编 978-7-5354-8504-5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幽默作品精选 关河悦选编 978-7-5354-8505-2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武侠小说精选 傲月寒选编 978-7-5354-8506-9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青春文学精选 省登宇选编 978-7-5354-8507-6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韩璇选编 978-7-5354-8508-3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科普文学精选 游识猷选编 978-7-5354-8509-0 长江文艺出版社

咦，你好像喜欢我 捌匹马[著] 978-7-5354-8527-4 长江文艺出版社

当爱的人不再喜欢我 红娘子著 978-7-5354-8528-1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杂文精选 黎安, 向继东选编 978-7-5354-8529-8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散文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978-7-5354-8530-4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随笔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978-7-5354-8531-1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故事精选 邱牧选编 978-7-5354-8532-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千呼万唤:“湖北最美警察”吴和平昏迷千天
纪实

黄世猛著 978-7-5354-8543-4 长江文艺出版社

半轮黄日 朱涛著 978-7-5354-8560-1 长江文艺出版社

心有欢喜过生活 林清玄著 978-7-5354-8563-2 长江文艺出版社

前妻来袭 风为裳著 978-7-5354-8569-4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余秋雨散文 余秋雨 978-7-5354-8572-4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亚历山大与女理发师 杨罡著 978-7-5354-8582-3 长江文艺出版社

白夜 贾平凹著 978-7-5354-8587-8 长江文艺出版社

怀念狼 贾平凹著 978-7-5354-8589-2 长江文艺出版社

去死的漫漫旅途 飞氘著 978-7-5354-8590-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夜与极昼恋人 琉玄著 978-7-5354-8591-5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云堆集 孙海滨著 978-7-5354-8637-0 长江文艺出版社

林清玄散文精选 林清玄著 978-7-5354-8662-2 长江文艺出版社

无限美的 刘一君著 978-7-5354-8667-7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不是潘金莲 刘震云著 978-7-5354-8672-1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叫刘跃进:典藏版 刘震云著 978-7-5354-8673-8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地鸡毛:典藏版 刘震云著 978-7-5354-8674-5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句顶一万句:典藏版 刘震云著 978-7-5354-8675-2 长江文艺出版社

帝国之弧:抛物线两端的美国与中国 乔良著 978-7-5354-8676-9 长江文艺出版社

痛并快乐着 白岩松著 978-7-5354-8716-2 长江文艺出版社

幸福了吗？ 白岩松著 978-7-5354-8717-9 长江文艺出版社

雨天的书 周作人著 978-7-5354-8743-8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余光中随笔精选 余光中著 978-7-5354-8744-5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人间情味 汪曾祺著 978-7-5354-8745-2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刘墉随笔精选 (美) 刘墉著 978-7-5354-8746-9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容忍与自由 胡适著 978-7-5354-8747-6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方丈记 (日)鸭长明著 978-7-5354-8749-0 长江文艺出版社

沈从文随笔精选 沈从文著 978-7-5354-8750-6 长江文艺出版社

寄小读者 冰心著 978-7-5354-8751-3 长江文艺出版社

雅舍小品 梁实秋著 978-7-5354-8752-0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张晓风著 978-7-5354-8753-7 长江文艺出版社

蒙田随笔精选 (法) 蒙田著 978-7-5354-8754-4 长江文艺出版社

爱默生随笔精选 (美) 爱默生著 978-7-5354-8755-1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人生的三路向 梁漱溟著 978-7-5354-8756-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冯骥才随笔精选 冯骥才著 978-7-5354-8757-5 长江文艺出版社

培根随笔精选 (英)培根著 978-7-5354-8758-2 长江文艺出版社

永恒的乡愁 鲍鹏山著 978-7-5354-8759-9 长江文艺出版社

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著 978-7-5354-8760-5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史铁生随笔精选 史铁生著 978-7-5354-8761-2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人生四境界 冯友兰著 978-7-5354-8762-9 长江文艺出版社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著 978-7-5354-8763-6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尼采随笔精选 (德)尼采著 978-7-5354-8764-3 长江文艺出版社

落不定的尘埃:阿来藏地随笔 阿来著 978-7-5354-8767-4 长江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随笔精选 林语堂著 978-7-5354-8768-1 长江文艺出版社

季羡林随笔精选 季羡林著 978-7-5354-8769-8 长江文艺出版社

钱文忠随笔精选 钱文忠著 978-7-5354-8772-8 长江文艺出版社

周国平随笔精选 周国平著 978-7-5354-8773-5 长江文艺出版社

做立体的中国人 梁晓声著 978-7-5354-8774-2 长江文艺出版社



谈美书简 朱光潜著 978-7-5354-8775-9 长江文艺出版社

林清玄随笔集 林清玄著 978-7-5354-8776-6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用一生的时间来回答你 林徽因著 978-7-5354-8777-3 长江文艺出版社

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内心的安定 毕淑敏著 978-7-5354-8778-0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人生就是守持 王蒙著 978-7-5354-8779-7 长江文艺出版社

禅里禅外 李叔同著 978-7-5354-8810-7 长江文艺出版社

随性随缘 二月河著 978-7-5354-8811-4 长江文艺出版社

巴金随笔精选 巴金著 978-7-5354-8812-1 长江文艺出版社

晚安，这个残酷又温柔的世界 绿北，大牙秦，王瑞珂等著 978-7-5354-8844-2 长江文艺出版社

自在独行 贾平凹著 978-7-5354-8847-3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江楼听雨:寄溟品赏古典诗词 赵鹏著 978-7-5354-8859-6 长江文艺出版社

绝不离婚 艾米著 978-7-5354-8891-6 长江文艺出版社

心灵的芦笛 赵丽宏著 978-7-5354-8896-1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刘心武揭秘金瓶梅 刘心武著 978-7-5354-8910-4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农历 郭文斌著 978-7-5354-8915-9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人类世 赵德发著 978-7-5354-8916-6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最后的骑兵 师永刚著 978-7-5354-8931-9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此心光明万物生 于丹著 978-7-5354-8960-9 长江文艺出版社

西游记之孙悟空斩情妖 董若雨著 978-7-5354-8989-0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读诗.2016年 第三卷 (总第28卷),动物诗篇 潘洗尘主编 978-7-5354-9025-4 长江文艺出版社

秋日:小说集 傅太平著 978-7-5354-9110-7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有人将归:小说集 丁伯刚著 978-7-5354-9113-8 长江文艺出版社

行善记:小说集 樊健军著 978-7-5354-9114-5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生死·朝圣:跨越八年寻找经幡的灵魂 (澳)徐家树[著] 978-7-5354-9154-1 长江文艺出版社

自由疯长:一段充满意趣和勇气的教养历程 瑶淼著 978-7-5354-9161-9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进击的局座:悄悄话 张召忠著 978-7-5354-9241-8 长江文艺出版社

爱你就像爱生命 王小波著 978-7-5354-9242-5 长江文艺出版社

渴望风流:寻找光荣的深处 (美)欧文·斯通著 978-7-5354-9286-9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艺珍品赏析.第十二辑,书法与其他、艺术
的关系

徐建融，邵捷著 978-7-5356-2832-9 湖南美术出版社

书艺珍品赏析.第十二辑,书法概念 何炎泉著 978-7-5356-2832-9 湖南美术出版社

书艺珍品赏析.第六辑,书法名家·元代 华宁著 978-7-5356-2833-6 湖南美术出版社

书艺珍品赏析.第六辑,书法名家·元代 张佳杰著 978-7-5356-2833-6 湖南美术出版社



书艺珍品赏析.第六辑,书法名家·明代 陈德馨著 978-7-5356-2833-6 湖南美术出版社

书艺珍品赏析.第七辑,书法名家·明代 邵勇, 方玲波著 978-7-5356-2834-3 湖南美术出版社

一日一果 木村宗慎[著] 978-7-5356-7215-5 湖南美术出版社

伯里曼人体绘画教程:精编版 (美)乔治·B·伯里曼[著] 978-7-5356-7630-6 湖南美术出版社

天行九歌·心之逆鳞 沈乐平, 五鱼玄照著 978-7-5356-7632-0 湖南美术出版社

玉之魂 古美雅:中国民间古玉珍赏 周南泉主编 978-7-5356-7672-6 湖南美术出版社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 (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 978-7-5357-5366-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知性,女性篇 马晓年著 978-7-5357-6715-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行为医学 李凌江主编 978-7-5357-7023-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外治方全书 主编周德生, 肖志红 978-7-5357-7591-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果实和种子类中草药彩色图鉴 主编周德生, 巢建国 978-7-5357-7765-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根和根茎类中草药彩色图鉴 主编巢建国, 周德生 978-7-5357-7766-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茎木叶花树脂和菌藻类中草药彩色图鉴 主编周德生, 巢建国 978-7-5357-7767-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全草类中草药彩色图鉴 主编巢建国, 周德生 978-7-5357-7768-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和波折暗淡的人生说再见:心灵疗愈的幸福处
方

(韩)朴志叔著 978-7-5357-7871-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童精神医学 主编苏林雁 978-7-5357-7974-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手术部标准工作流程 主编刘秋秋 978-7-5357-7986-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厥脱病证与休克研究 主编黄道生 978-7-5357-8019-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美)德隆·阿西莫格鲁，(美)詹姆斯·A. 罗

宾逊著
978-7-5357-8034-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职场达人解压按摩法 周爱群, 郑思思编著 978-7-5357-8052-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上,方书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182-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下,方书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182-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产经营场所与家庭日常消毒防病 刘劭钢 ... [等] 编著 978-7-5357-8199-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心力衰竭学 主编张开滋 ... [等] 978-7-5357-8208-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护理工作标准流程图表 主编谢鉴辉, 高红梅, 成美娟 978-7-5357-8230-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护理工作标准流程图表 主编谌永毅, 周莲清 978-7-5357-8231-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临床诊疗误区 主编文飞球, 王天有 978-7-5357-8245-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诊断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297-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诊断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299-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诊断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301-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脑血管病的不吃药疗法:内容升级版 姚珍杲著 978-7-5357-8311-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个屋檐下疯狂猫咪生活日记 派机，大力著 978-7-5357-8349-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上,医案 医话 医论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381-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下,医案 医话 医论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381-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中,医案 医话 医论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381-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诊断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388-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诊断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391-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内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09-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医案 医话 医论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10-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医案 医话 医论卷 周仲瑛，于文明主编 978-7-5357-8412-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诊断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18-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妇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24-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下,儿科卷 总主编周仲瑛,于文明 978-7-5357-8425-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下,儿科卷 总主编周仲瑛,于文明 978-7-5357-8425-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儿科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27-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妇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31-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外伤科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41-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外伤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43-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外伤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46-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外伤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48-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上,儿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51-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下,儿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51-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方书卷 总主编周仲瑛,于文明 978-7-5357-8454-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方书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55-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五官科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56-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方书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57-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五官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58-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五官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60-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五官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61-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五官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63-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五官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65-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气功养生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68-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气功养生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69-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综合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0-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综合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1-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综合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1-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综合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2-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综合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5-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综合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6-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一,综合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7-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三,综合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7-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二,综合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7-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五,综合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7-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六,综合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7-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四,综合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7-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上,综合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8-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下,综合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8-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下,综合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8-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中,综合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78-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科、产科护理工作标准流程图表 主编罗煜, 熊永芳 978-7-5357-8481-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一,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2-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三,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2-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二,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2-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四,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2-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3-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4-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上,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5-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下,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5-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6-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一,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8-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三,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8-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二,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8-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四,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88-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方书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93-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方书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97-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上,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99-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下,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99-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中,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499-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气功养生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00-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气功养生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01-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气功养生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02-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气功养生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03-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08-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医案 医话 医论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10-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中药手册 何清湖总主编 978-7-5357-8519-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医案 医话 医伦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24-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诊断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25-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温病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26-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上,诊断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28-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下,诊断卷 周仲瑛, 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28-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诊断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29-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医案 医话 医论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31-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上,诊断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34-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下,诊断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34-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中,诊断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34-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上,医案 医话 医论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35-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下,医案 医话 医论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35-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上,内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36-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下,内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36-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医案 医话 医论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39-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妇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64-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妇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65-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气功养生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70-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73-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伤寒金匮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74-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伤寒金匮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75-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伤寒金匮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84-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失的微生物:滥用抗生素引发的健康危机 (美)马丁?布莱泽(Martin J. Blaser)著 978-7-5357-8585-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诊断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86-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伤寒金匮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87-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实用方药手册 欧阳建军，李点，吴红娟主编 978-7-5357-8596-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针灸推拿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598-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伤寒金匮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604-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内科卷 薛博瑜著 978-7-5357-8605-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综合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612-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不可抹灭的印记,物种起源/人类和动物的表
情

(英)查尔斯·达尔文著 978-7-5357-8629-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不可抹灭的印记之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英)查尔斯·达尔文著 978-7-5357-8630-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 张明园，何燕玲主编 978-7-5357-8652-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上,内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663-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下,内科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663-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经方全书 主编瞿岳云 978-7-5357-8675-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常用中草药鉴别与应用 主编刘绍贵 ... [等] 978-7-5357-8682-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
概念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著 978-7-5357-8760-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命是什么 (奥)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著 978-7-5357-8769-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宇宙的琴弦 (美)B. 格林著 978-7-5357-8771-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居里一家 (美)丹尼斯·布莱恩著 978-7-5357-8775-0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名医推荐家庭必备名方 周德生, 刘利娟主编 978-7-5357-8792-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名医推荐家庭必备验方 周德生, 刘利娟主编 978-7-5357-8793-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名医推荐家庭必备偏方 旷惠桃主编 978-7-5357-8795-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川点缀.伍,长沙窑 成五一著 978-7-5357-8815-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川点缀.叁,炭河里 成五一著 978-7-5357-8815-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川点缀.壹,黄河 成五一著 978-7-5357-8815-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川点缀.捌,唱响浏阳 成五一著 978-7-5357-8815-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川点缀.柒,陆羽·茶 成五一著 978-7-5357-8815-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川点缀.肆,长江 成五一著 978-7-5357-8815-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川点缀.贰,石家河 成五一著 978-7-5357-8815-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山川点缀.陆,蔡侯纸 成五一著 978-7-5357-8815-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CT检查技术规范化操作手册 胡鹏志，陈伟主编 978-7-5357-8817-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上,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819-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续）.下,本草卷 周仲瑛，于文明总主编 978-7-5357-8819-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追逐太阳 (美)理查德·科恩著 978-7-5357-8852-8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入门公开课:名师讲授从零开始学中医 瞿岳云主编 978-7-5357-8898-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入门到精通:九代中医世家医病真传 石兴华著 978-7-5357-8899-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门诊速查手册 李云主编 978-7-5357-8900-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提琴家的大拇指 (美)山姆·基恩(Sam Keen)著 978-7-5357-8982-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黑洞简史:从史瓦西奇点到引力波霍金痴迷、
爱因斯坦拒绝、牛顿错过的伟大发现

(美)玛西亚·芭楚莎(Marcia Bartusiak)著 978-7-5357-8985-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不同胎龄新生儿的体格发育 张宝林，王宝琼主编 978-7-5357-9013-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天空的魔力 (加)特伦斯·迪金森，(加)艾伦·戴尔著 978-7-5357-9015-6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四级英语核心词·词根+词缀高效记忆法 俞敏洪编著 978-7-5357-9041-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六级英语核心词·词根+词缀高效记忆法 俞敏洪编著 978-7-5357-9042-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解码中药:传统中医药理学概论 赵正孝著 978-7-5357-9047-7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沈氏女科600年:女人会养不会老 沈宁著 978-7-5357-9098-9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让爱更长久 姜辉，唐文豪主编 978-7-5357-9112-2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斗罗大陆.第二部,绝世唐门 唐家三少著 978-7-5358-7341-5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青春已老 那夏著 978-7-5358-8687-3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龙氏治脊疗法 主编范德辉 978-7-5359-5825-9 广东科技出版社

岭南医学史.下 主编刘小斌, 陈凯佳 978-7-5359-5829-7 广东科技出版社

华洋脏象约纂 (清) 朱沛文编撰 978-7-5359-5894-5 广东科技出版社

靠海吃海:江洋湖海打造的潮油味道 郭婉华著 978-7-5359-5977-5 广东科技出版社

心脏三维影像学:320排CT成像技术 谭理连，刘世明主编 978-7-5359-5987-4 广东科技出版社

经络组学猜想:探索经络组学及其在e健康中
的应用

赵红编著 978-7-5359-5990-4 广东科技出版社

饮食宜忌扫盲书:告诉你最常见、最危险、最
该知道的饮食宜忌常识

薛丽君著 978-7-5359-6016-0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国民间生草药原色图谱.上册 潘超美主编 978-7-5359-6031-3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国民间生草药原色图谱.下册 潘超美主编 978-7-5359-6034-4 广东科技出版社

胃肠手术策略与操作图解 主编王天宝 978-7-5359-6039-9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临床常见呼吸道病毒分离培养手册 杨子峰，周荣主编 978-7-5359-6060-3 广东科技出版社

轻松学频湖脉学 林政宏, 高丽编著 978-7-5359-6064-1 广东科技出版社

轻松学针灸 林政宏, 高丽编著 978-7-5359-6066-5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国中草药三维图典.第1册 叶华谷 ... [等] 主编 978-7-5359-6094-8 广东科技出版社

Chassin结直肠肛门手术策略与操作图解 主编 (美) Carol E. H. Scott-Conner 978-7-5359-6095-5 广东科技出版社

岭南中医药名家甄梦初 主编张忠德 978-7-5359-6101-3 广东科技出版社

岭南医学史:图谱册 主编刘小斌, 郑洪 978-7-5359-6122-8 广东科技出版社

复发性流产 主编陈建明, 苗竹林 978-7-5359-6124-2 广东科技出版社

肾脏病专业知识800问 主编柯凌 978-7-5359-6148-8 广东科技出版社



战胜糖尿病, 我也是医生 赵海彬, 李晓宁著 978-7-5359-6149-5 广东科技出版社

癌症姑息治疗临床实践 主编邓燕明 978-7-5359-6169-3 广东科技出版社

现代激光角膜屈光手术 主编蓝育青, 赵刚平, 余克明 978-7-5359-6198-3 广东科技出版社

耕馀话蔬 谭耀文著 978-7-5359-6204-1 广东科技出版社

明明白白学中医.1,医道医理篇 严灿著 978-7-5359-6205-8 广东科技出版社

顺德原生美食.上册 廖锡祥著 978-7-5359-6213-3 广东科技出版社

子宫日记 苏秋梅著 978-7-5359-6216-4 广东科技出版社

防癌抗癌饮食真经 徐峰编著 978-7-5359-6226-3 广东科技出版社

皮肤病中医外治特色疗法精选 主编欧阳卫权 978-7-5359-6345-1 广东科技出版社

乳腺癌内乳淋巴结研究 主编龙浩 978-7-5359-6372-7 广东科技出版社

静脉麻醉理论与实践 张兴安, 秦再生, 屠伟峰主编 978-7-5359-6377-2 广东科技出版社

按摩艾灸刮痧拔罐敷贴良方图解 时素华编著 978-7-5359-6406-9 广东科技出版社

药茶药酒药膳对症疗法 徐峰编著 978-7-5359-6411-3 广东科技出版社

镇痛与局麻骨科手术图谱 黄卫民, 田慧中, 莫利求主编 978-7-5359-6417-5 广东科技出版社

明明白白学中医.2,望闻问切篇 刘凌云编著 978-7-5359-6422-9 广东科技出版社

胰腺癌基础与临床:前沿与争论 主编陈汝福, 李志花, 刘宜敏 978-7-5359-6440-3 广东科技出版社

异位妊娠诊断与治疗 主编罗喜平 978-7-5359-6452-6 广东科技出版社

胃癌手术操作全真图谱 主编 (意) Walter Siquini 978-7-5359-6457-1 广东科技出版社

岭南中医儿科名家黎炳南 主编黎世明 978-7-5359-6461-8 广东科技出版社

岭南中医外科名家黄耀燊 靳士英, 赖振添, 黄燕荘编著 978-7-5359-6462-5 广东科技出版社

老年痴呆症的预防与陪护指南 (日) 浦上克哉著 978-7-5359-6470-0 广东科技出版社

新编临床专科护理健康教育指南 伍淑文 ... [等] 主编 978-7-5359-6485-4 广东科技出版社

儿童脊柱矫形手术学 主编田慧中, 李佛保, 谭俊铭 978-7-5359-6486-1 广东科技出版社

实用中药师手册 主编黄红中, 叶文平 978-7-5359-6502-8 广东科技出版社

岭南中医药名家林建德 主编吴弥漫 978-7-5359-6506-6 广东科技出版社

《岭南采药录》考证与图谱.上册 主编马骥, 刘传明 978-7-5359-6509-7 广东科技出版社

《岭南采药录》考证与图谱.下册 主编马骥, 唐旭东 978-7-5359-6510-3 广东科技出版社

明明白白学中医.4,中药方剂篇 吴丽丽, 严灿编著 978-7-5359-6513-4 广东科技出版社

岭南本草.七 主编陈蔚文 978-7-5359-6514-1 广东科技出版社

名贵珍稀药材鉴别图册.下 主编李薇, 喻良文 978-7-5359-6516-5 广东科技出版社

察颜观色断疾病 叶慧昌编著 978-7-5359-6522-6 广东科技出版社

名贵中草药彩图手册 徐鸿华, 张桂芳主编 978-7-5359-6523-3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上班族女人的微运动养生法:边上班边按摩, 
美丽健康乐呵呵

陈惊蛰著 978-7-5359-6526-4 广东科技出版社

儿童淋巴瘤诊断与治疗 孙晓非，甄子俊主编 978-7-5359-6535-6 广东科技出版社

骨科健康教育手册 主编彭小苑, 谷忠建, 欧阳艳菲 978-7-5359-6542-4 广东科技出版社

结直肠肛门疾病临床实践指南
Jean-Claude Givel，Neil James 
Mortensen，Bruno Roche主编

978-7-5359-6561-5 广东科技出版社

手足头耳反射区使用指南 时素华编著 978-7-5359-6576-9 广东科技出版社

软组织疼痛治疗与康复 马超，伍少玲主编 978-7-5359-6595-0 广东科技出版社

黄帝内经百日通 冯文林主编 978-7-5359-6636-0 广东科技出版社

哥仨 李师江著 978-7-5360-6693-9 花城出版社

出梁庄记 梁鸿著 978-7-5360-6698-4 花城出版社

这边风景.上卷 王蒙著 978-7-5360-6741-7 花城出版社

这边风景.下卷 王蒙著 978-7-5360-6741-7 花城出版社

那些有钱的年轻人 烽火戏诸侯著 978-7-5360-6822-3 花城出版社

地狱笑星:暴牙小鬼讲冷笑话.4 暴牙小鬼编著 978-7-5360-6967-1 花城出版社

迷失的灯 吴非著 978-7-5360-7024-0 花城出版社

异国的恋情 (澳) 盛约翰著 978-7-5360-7031-8 花城出版社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S.A.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 978-7-5360-7137-7 花城出版社

学思闻道 易文翔著 978-7-5360-7178-0 花城出版社

X字:周亚平诗集 周亚平著 978-7-5360-7210-7 花城出版社

紫艾草骑士 (美) 赞恩·格雷著 978-7-5360-7289-3 花城出版社

女子女子你转过来 秦锦屏著 978-7-5360-7372-2 花城出版社

不期而遇 张启雄著 978-7-5360-7465-1 花城出版社

昆虫记 (法)让-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Febre)著 978-7-5360-7497-2 花城出版社

纸上民国 郭娟著 978-7-5360-7560-3 花城出版社

我哪里去了 王得后著 978-7-5360-7561-0 花城出版社

甩鞭 葛水平著 978-7-5360-7577-1 花城出版社

我就是自己的贵人 余俊著 978-7-5360-7601-3 花城出版社

神探蒲松龄,红玉 滕达著 978-7-5360-7655-6 花城出版社

已卯年雨雪 熊育群著 978-7-5360-7656-3 花城出版社

路随天去 秦敬香著 978-7-5360-7661-7 花城出版社

粤军抗战记 荣笑雨, 王心钢著 978-7-5360-7680-8 花城出版社

旧爱与回忆 徐东著 978-7-5360-7696-9 花城出版社



东柯三录 马拉著 978-7-5360-7697-6 花城出版社

瑶山集 饶宗颐著 978-7-5360-7734-8 花城出版社

白石龙书影人影 余俊杰，刘中国等编著 978-7-5360-7739-3 花城出版社

陈家祠 彤子著 978-7-5360-7744-7 花城出版社

石秀 施蛰存著 978-7-5360-7755-3 花城出版社

白狐 叶蔚林著 978-7-5360-7756-0 花城出版社

故乡是潮汕 黄剑丰著 978-7-5360-7764-5 花城出版社

晚清最后十八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黄治军著 978-7-5360-7773-7 花城出版社

2015中国散文年选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978-7-5360-7778-2 花城出版社

2015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谢有顺编选 978-7-5360-7779-9 花城出版社

2015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洪治钢编选 978-7-5360-7780-5 花城出版社

2015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中国小说学会主编 978-7-5360-7781-2 花城出版社

2015中国报告文学年选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编 978-7-5360-7782-9 花城出版社

2015中国诗歌年选 中国诗歌学会主编 978-7-5360-7783-6 花城出版社

2015中国随笔年选 朱航满编选 978-7-5360-7784-3 花城出版社

2015中国杂文年选 向继东编选 978-7-5360-7785-0 花城出版社

2015中国散文诗年选 王幅民, 陈惠琼编选 978-7-5360-7788-1 花城出版社

红蟋蟀 岳韬著 978-7-5360-7789-8 花城出版社

半岛丝情 洪三河著 978-7-5360-7801-7 花城出版社

丝路梦回 洪江著 978-7-5360-7802-4 花城出版社

丝路叠影 洪三川著 978-7-5360-7803-1 花城出版社

工厂男孩 丁燕著 978-7-5360-7891-8 花城出版社

爬满青藤的木屋 古华著 978-7-5360-7893-2 花城出版社

加州旅馆 娜彧著 978-7-5360-7899-4 花城出版社

高的是秫秫，矮的是芝麻 戴厚英著 978-7-5360-7931-1 花城出版社

咖啡与酸奶 龙仁青著 978-7-5360-7940-3 花城出版社

马背上的青海 龙仁青著 978-7-5360-7942-7 花城出版社

一路阳光 龙仁青译 978-7-5360-7943-4 花城出版社

风流家族 雷铎著 978-7-5360-8009-6 花城出版社

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 张培忠著 978-7-5360-8025-6 花城出版社

南粤匠心 南方著 978-7-5360-8037-9 花城出版社

叫我女王大人 侯虹斌著 978-7-5360-8060-7 花城出版社

记忆树上的杂花 金钦俊著 978-7-5360-8071-3 花城出版社



麻衣世家.5,轩辕宝鉴 御风楼主人著 978-7-5360-8074-4 花城出版社

沿河村纪事:魏微中篇小说精选集 魏微著 978-7-5360-8086-7 花城出版社

体育教育专业必备基础知识读本 主编杨海平, 张新安 978-7-5361-5228-1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音乐心理与音乐治疗 邱鸿钟著 978-7-5361-5339-4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细读 姚玳玫编著 978-7-5361-5568-8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休闲研究.2015 马惠娣, 刘海春主编 978-7-5361-5590-9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壮药学 钟鸣，黄瑞松，梁启成主编 978-7-5363-7042-5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国壮药材 韦浩明，蓝日春，滕红丽主编 978-7-5363-7043-2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国壮医学 黄汉儒主编 978-7-5363-7044-9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国壮医药大辞典 钟鸣主编 978-7-5363-7045-6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严厉的月亮 (美)罗伯特·海因莱因著 978-7-5364-5552-8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双星 (美)罗伯特·海因莱因著 978-7-5364-5788-1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异乡异客 (美)罗伯特·海因莱因著 978-7-5364-5951-9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奇异·罕见·疑难手术108例 编著李荣祥 978-7-5364-7951-7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钱博士 (美)菲利普·迪克著 978-7-5364-7987-6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倒数第二个真相 (美)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著 978-7-5364-8066-7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明英汉神经外科词典 姚昆明，孙甜，姚岚合编 978-7-5364-8124-4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泸州符氏中草药热灸:汉英对照 符天昇，李蓉主编 978-7-5364-8140-4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病毒性肝炎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 钟森，冯全生主编 978-7-5364-8191-6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甲状腺疾病病症结合治疗学 岳仁宋主编 978-7-5364-8194-7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口腔医学年鉴.2014年卷 周学东主编 978-7-5364-8204-3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仙草 霍山石斛 魏刚[等]著 978-7-5364-8208-1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起风之城:张冉中短篇科幻小说选 张冉著 978-7-5364-8221-0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癌瘤与大霸微补 郭志雄，谢刚主编 978-7-5364-8230-2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年医学实践和进展.2015 陈标主编 978-7-5364-8234-0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临床数字化数据规范 温川飙主编 978-7-5364-8241-8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沈绍九医案医话类编 唐伯渊，张澄庵，杨莹洁整理 978-7-5364-8251-7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中国痔瘘学 曹吉勋主编 978-7-5364-8253-1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水泥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及防护职工普及读
本

四川省总工会编 978-7-5364-8270-8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化工生产企业职业病危害及防护职工普及读
本

四川省总工会编 978-7-5364-8271-5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治疗关节骨病 文天泉编著 978-7-5364-8311-8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穿墙猫 (美)罗伯特·海因莱因著 978-7-5364-8329-3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道的医学:东西方自然医学的复兴与融合 薛史地夫主编 978-7-5364-8344-6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子健康档案评价 刘加林著 978-7-5364-8347-7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5年版 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编 978-7-5364-8398-9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肝胆胰疾病介入性超声治疗学 石力,汤礼军,陈涛主编 978-7-5364-8399-6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击艾滋流动人群读本 四川省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等]编

978-7-5364-8419-1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击艾滋农村居民读本
四川省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编
978-7-5364-8420-7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击艾滋孕产妇读本
四川省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

川省人民医院编

978-7-5364-8421-4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击艾滋健康行为读本
四川省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省医学科学

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编

978-7-5364-8422-1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击艾滋社区组织骨干和志愿者读本
四川省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四川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四川省医学科

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编

978-7-5364-8423-8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击艾滋基层医务人员读本
四川省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省医学科学

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编

978-7-5364-8424-5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击艾滋学生读本
四川省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

省人民医院编

978-7-5364-8425-2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击艾滋我的健康读本
四川省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省医学科学

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编

978-7-5364-8426-9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既然活着 那就好好活:一个高位截瘫女孩的
生命日记

雷益群著 978-7-5364-8428-3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生儿婴儿护理百科全书 陈宝英编著 978-7-5364-8446-7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老官山汉墓医学文物文
献初识

梁繁荣，王毅主编 978-7-5364-8479-5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环境伦理:全球话语 中国视野 杨通进著 978-7-5366-9138-4 重庆出版社

三体 刘慈欣著 978-7-5366-9293-0 重庆出版社

三体.Ⅱ,黑暗森林 刘慈欣著 978-7-5366-9396-8 重庆出版社

千古中医故事 孙立群 ... [等] 著 978-7-5366-9751-5 重庆出版社

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 [美]罗沙比著 9.78754E+12 重庆出版社

现代养生学 主编张民生 978-7-5369-6297-2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中医食疗集萃 许鹏，鱼麦侠编著 978-7-5369-6357-3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头颈肿瘤外科手术技巧 原著垣添忠生, 林隆一 978-7-5369-6499-0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人应该这样吃:家庭营养保健全书 刘安祥编著 978-7-5369-6580-5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养生顺应生物钟 樊红雨编著 978-7-5369-6925-4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钥匙安徒生童话精华版.一 单军主编 978-7-5371-2195-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金钥匙安徒生童话精华版.三 单军主编 978-7-5371-2195-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金钥匙安徒生童话精华版.二 单军主编 978-7-5371-2195-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金钥匙安徒生童话精华版.四 单军主编 978-7-5371-2195-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金钥匙格林童话精品.一 单军主编 978-7-5371-2196-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金钥匙格林童话精品.三 单军主编 978-7-5371-2196-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金钥匙格林童话精品.二 单军主编 978-7-5371-2196-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金钥匙格林童话精品.四 单军主编 978-7-5371-2196-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凡尔纳名篇大全.一 张宇光主编 978-7-5371-2199-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凡尔纳名篇大全.三 张宇光主编 978-7-5371-2199-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凡尔纳名篇大全.二 张宇光主编 978-7-5371-2199-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凡尔纳名篇大全.四 张宇光主编 978-7-5371-2199-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朱子家训 (清) 朱用纯等编 978-7-5371-2283-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国成语故事.Ⅰ卷 朋羽主编 978-7-5371-2401-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国成语故事.Ⅱ卷 朋羽主编 978-7-5371-2401-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国成语故事.Ⅲ卷 朋羽主编 978-7-5371-2401-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国成语故事.Ⅳ卷 朋羽主编 978-7-5371-2401-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国神话故事.Ⅰ卷 朋羽主编 978-7-5371-240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国神话故事.Ⅱ卷 朋羽主编 978-7-5371-240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国神话故事.Ⅲ卷 朋羽主编 978-7-5371-240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国神话故事.Ⅳ卷 朋羽主编 978-7-5371-240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曾巩散文 郁国钧编著 978-7-5371-25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柳宗元散文 何积金编著 978-7-5371-25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欧阳修散文 蒋南华编著 978-7-5371-25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王安石散文 朱光荣编著 978-7-5371-25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苏洵散文 邱瑞祥, 房开江编著 978-7-5371-25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苏轼散文 伊堃编著 978-7-5371-25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苏辙散文 谌芬编著 978-7-5371-25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韩愈散文 云子编著 978-7-5371-25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亚欧十国印象.上,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艾力提·沙力也夫著 978-7-5371-2642-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亚欧十国印象.下,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

艾力提·沙力也夫著 978-7-5371-2642-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金钥匙一千零一夜集锦.Ⅰ 潘成举主编 978-7-5371-2705-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金钥匙一千零一夜集锦.Ⅱ 潘成举主编 978-7-5371-2705-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金钥匙一千零一夜集锦.Ⅲ 潘成举主编 978-7-5371-2705-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金钥匙一千零一夜集锦.Ⅳ 潘成举主编 978-7-5371-2705-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战争故事.上 邱剑锋主编 978-7-5371-2869-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战争故事.下 邱剑锋主编 978-7-5371-2869-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幽默故事.上 邱剑锋主编 978-7-5371-2870-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幽默故事.下 邱剑锋主编 978-7-5371-2870-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侦探故事.上 邱剑锋主编 978-7-5371-2871-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侦探故事.下 邱剑锋主编 978-7-5371-2871-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武侠故事.上 邱剑锋主编 978-7-5371-2872-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武侠故事.下 邱剑锋主编 978-7-5371-2872-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在六分之一国土上 朝全学, 李泽主编 978-7-5371-3069-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女儿心事有谁知 邱易东选编 978-7-5371-3084-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十七岁的琴弦 孙自筠选编 978-7-5371-3086-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生意经.上 薛景甫编著 978-7-5371-332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生意经.下 薛景甫编著 978-7-5371-3320-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 歌德[著] 978-7-5371-332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母亲(二) (前苏联) 高尔基[著] 978-7-5371-332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法国中尉的女人(二) (英) 约翰·福尔斯[著] 978-7-5371-332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海底两万里.二 (法) 凡尔纳[著] 兰岳[译] 978-7-5371-332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红与黑.二 (德) 司汤达[著] 胡美艳[译] 978-7-5371-332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苔丝(二) (英) 哈代[著] 978-7-5371-3324-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追梦的日子.一 郭逢辉, 郭莉选编 978-7-5371-3506-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追梦的日子.三 郭逢辉, 郭莉选编 978-7-5371-3506-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追梦的日子.二 郭逢辉, 郭莉选编 978-7-5371-3506-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追梦的日子.四 郭逢辉, 郭莉选编 978-7-5371-3506-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乱世称雄杨增新.上 童马著 978-7-5371-399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乱世称雄杨增新.下 童马著 978-7-5371-399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乱世称雄杨增新.中 童马著 978-7-5371-399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纪晓岚西域传奇 童马著 978-7-5371-3992-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林则徐大漠履险.上 程万里著 978-7-5371-399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林则徐大漠履险.下 程万里著 978-7-5371-3993-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1,最后一案 (英) 柯南道尔著 978-7-5371-4095-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2,血字的研究 (英) 柯南道尔著 978-7-5371-4095-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3,格兰其庄园 (英) 柯南道尔著 978-7-5371-4095-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4,恐怖谷 (英) 柯南道尔著 978-7-5371-4095-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5,棺材之谜 (英) 柯南道尔著 978-7-5371-4095-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6,巴斯克维尔庄园的猎犬 (英) 柯南道尔著 978-7-5371-4095-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7,马斯格雷夫典礼 (英) 柯南道尔著 978-7-5371-4095-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8,四个签名 (英) 柯南道尔著 978-7-5371-4095-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文白菜根谭,为学篇 (明) 洪应明著 978-7-5371-4152-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文白菜根谭,为政篇 (明) 洪应明著 978-7-5371-4152-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文白菜根谭,修身篇 (明) 洪应明著 978-7-5371-4152-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文白菜根谭,处世篇 (明) 洪应明著 978-7-5371-4152-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文白菜根谭,治家篇 (明) 洪应明著 978-7-5371-4152-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文白菜根谭,治道篇 (明) 洪应明著 978-7-5371-4152-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文白菜根谭,用人篇 (明) 洪应明著 978-7-5371-4152-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元曲.上 秦娟编 978-7-5371-4153-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元曲.下 秦娟编 978-7-5371-4153-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唐诗.上 马冰, 秦娟编 978-7-5371-4153-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唐诗.下 马冰, 秦娟编 978-7-5371-4153-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宋词.上 马冰编 978-7-5371-4153-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宋词.下 马冰编 978-7-5371-4153-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周易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大学·中庸·论语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孟子.一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孟子.二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尚书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春秋左传.一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春秋左传.七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春秋左传.三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春秋左传.九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春秋左传.二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春秋左传.五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春秋左传.八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春秋左传.六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春秋左传.四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礼记.一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礼记.三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礼记.二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礼记.四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诗经.一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诗经.二 马灿, 刘操, 任立雍主编 978-7-5371-415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史记.伍,列传卷 (西汉) 司马迁原著 978-7-5371-41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史记.叁,世家卷 (西汉) 司马迁原著 978-7-5371-41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史记.壹,本纪卷 (西汉) 司马迁原著 978-7-5371-41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史记.捌,列传卷 (西汉) 司马迁原著 978-7-5371-41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史记.柒,列传卷 (西汉) 司马迁原著 978-7-5371-41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史记.肆,世家卷 (西汉) 司马迁原著 978-7-5371-41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史记.贰,表书卷 (西汉) 司马迁原著 978-7-5371-41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史记.陆,列传卷 (西汉) 司马迁原著 978-7-5371-41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上下五千年.上 宁远编著 978-7-5371-4237-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上下五千年.下 宁远编著 978-7-5371-4237-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华上下五千年.中 宁远编著 978-7-5371-4237-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和青年朋友谈《红楼梦》 胥惠民著 978-7-5371-4283-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一千零一夜 阿拉伯民间故事[编委会]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三个火枪手 (法) 大仲马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三国演义 (明) 罗贯中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伊利亚特 (古希腊) 荷马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伊索寓言 (古希腊) 伊索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伪君子 (法) 莫里哀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汀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凡尔纳科幻三部曲 (法) 儒勒·凡尔纳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包法利夫人 (法) 福楼拜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匹克威克外传 (英) 狄更斯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十日谈 (意) 薄伽丘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双城记 (英) 狄更斯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呼啸山庄 (英) 艾米莉·勃郎特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哈姆莱特 (英) 莎士比亚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 (法) 大仲马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堂·吉诃德 (西班牙) 塞万提斯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 (英) 狄更斯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好兵帅克历险记 (捷克) 哈谢克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 (俄) 列夫·托尔斯泰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 (丹) 安徒生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少年维特之烦恼 (德) 歌德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德伯家的苔丝 (英) 托马斯·哈代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悲惨世界 (法) 雨果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战争与和平 (俄) 列夫·托尔斯泰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斯巴达克斯 (意) 乔万尼奥里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木偶奇遇记 (意) 科洛迪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格列佛游记 (英) 斯威夫特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格林童话 (德) 格林兄弟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欧也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水浒传 (明) 施耐庵, (明) 罗贯中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 斯托夫人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浮士德 (德国) 歌德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爱丽斯漫游奇境记 (英) 卡罗尔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牛虻 (爱尔兰) 伏尼契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童年 (前苏联) 高尔基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简·爱 (英) 夏洛蒂·勃朗特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红与黑 (法) 司汤达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红楼梦 (清) 清曹雪芹, (清) 高鄂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 罗曼·罗兰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绿野仙踪 (美) 鲍姆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老人与海 (美) 海明威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茶花女 (法) 小仲马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西游记 (明) 吴承恩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前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飘 (美) 米切尔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鲁滨逊漂流记 (英) 笛福原著 978-7-5371-4313-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凿空使者张骞.上 童马著 978-7-5371-4315-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凿空使者张骞.下 童马著 978-7-5371-4315-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父子双雄班超班勇 童马著 978-7-5371-4316-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千古公主解忧 童马著 978-7-5371-4317-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西天女杰冯嫽 童马著 978-7-5371-4318-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乱世魔王盛世才.上 童马著 978-7-5371-4322-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乱世魔王盛世才.下 童马著 978-7-5371-4322-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西域桃源.一 卢德礼著 978-7-5371-479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西域桃源.三 卢德礼著 978-7-5371-479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西域桃源.二 卢德礼著 978-7-5371-479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西域桃源.四 卢德礼著 978-7-5371-479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借计取胜故事 颜煦之主编 978-7-5371-481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冲天重围故事 颜煦之主编 978-7-5371-481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决胜千里故事 颜煦之主编 978-7-5371-481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反败为胜故事 颜煦之主编 978-7-5371-481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奇智取胜故事 颜煦之主编 978-7-5371-481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孤军杀敌故事 颜煦之主编 978-7-5371-481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断水破城故事 颜煦之主编 978-7-5371-481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狭路相逢故事 颜煦之主编 978-7-5371-481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背水歼敌故事 颜煦之主编 978-7-5371-481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调虎离山故事 颜煦之主编 978-7-5371-481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迷阵破敌故事 颜煦之主编 978-7-5371-4811-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李薇在韩国:一个小学生的留学日记 李薇著 978-7-5371-491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四月的抒情 朱登云著 978-7-5371-5401-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大野苍茫:杨英杰散文集 杨英杰著 978-7-5371-5456-7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城市没有牛 哈丽旦·伊斯热依力著 978-7-5371-5463-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左卫大将军张雄.上 周建国著 978-7-5371-547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左卫大将军张雄.下 周建国著 978-7-5371-547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旷世奇才苏武.上 童马著 978-7-5371-5475-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旷世奇才苏武.下 童马著 978-7-5371-5475-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驾柩西征大帅左宗棠.上 童马著 978-7-5371-5476-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驾柩西征大帅左宗棠.下 童马著 978-7-5371-5476-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丽姝天使香妃.上 童马著 978-7-5371-5477-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丽姝天使香妃.下 童马著 978-7-5371-5477-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西汉才女细君公主.上 童马著 978-7-5371-5478-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西汉才女细君公主.下 童马著 978-7-5371-5478-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黑马归去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 978-7-5371-5480-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最后一只小鸟 周俊儒著 978-7-5371-5510-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知识经济与西部大开发 赵继峰编著 978-7-5371-5537-3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神游中亚 潘志平主编 978-7-5371-5538-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祛风脱敏:消除过敏性鼻炎 刘国树主编 978-7-5372-6283-5 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

妇产科常见病症防治图解 马偕医院妇产科医师团队主编 978-7-5372-6284-2 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

悄悄变美不动刀:畅销升级版 李秋涛著 978-7-5372-6654-3 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

名人名言 彭秀琴主编 978-7-5373-1079-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名人名言录 方晨主编 978-7-5373-1079-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名人赠言 丁世云主编 978-7-5373-1079-6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争做时间的主人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保持良好的习惯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升华诚信的魅力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坚持好学的态度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培养接受的态度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学会勇敢地面对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完善高尚的情商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战胜自己的缺陷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抓住身边的机会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拥有感恩的心灵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挖掘苦难的宝藏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掌握快乐的秘诀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揭示创新的奥秘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树立积极的心态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练就雄辩的口才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追求双赢的境界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铸造优秀的品质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锁定人生的目标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领悟交往的技巧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驾驭自己的个性 余建斌主编 978-7-5373-1408-4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一“网”情深——网球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华之魂——武术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丝绸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书法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书法收藏与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园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壁画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家具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建筑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戏曲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戏楼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服饰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篆刻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绘画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舞蹈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话剧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陶瓷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雕塑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中国音乐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人鱼之恋——跳水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传统工艺品的收藏与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伦勃朗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冬季恋歌——滑雪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凡·高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剪出一纸精彩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勃拉姆斯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勇敢者的运动——拳击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午后的斜阳——乡村音乐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午夜的激情——爵士乐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培养书法才能的途径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培养审美才能的途径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培养摄影才能的途径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培养绘画才能的途径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培养舞蹈才能的途径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培养音乐才能的途径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塞尚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宋元绘画艺术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室内设计漫谈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对弈再望——围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岁月的痕迹——吉他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工业设计漫谈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巴赫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平面设计漫谈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建筑设计漫谈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德彪西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悦耳的弦音——小提琴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扇来一阵清风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手中的飞旋——排球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折出一片天空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拉斐尔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指间的诗情——钢琴曲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故纸的收藏与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明清绘画艺术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星罗战场——国际象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服装设计漫谈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木雕的收藏与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李斯特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柴科夫斯基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梵歌袅袅——瑜伽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毕加索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永恒的流淌——古典音乐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海顿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溢出一世风光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漆作一处倾心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炼就一尊高贵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烧出一瓦辉煌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瓦格纳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生命的澎湃——交响乐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瞬间的拼杀——乒乓球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碧波上的搏击——水球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空中飞舞——羽毛球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米开朗琪罗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精彩无限——极限运动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约翰·施特劳斯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织成一网绝妙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绝对挑战——击剑·射击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罗丹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美的享受——健美操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肖邦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脚下的旋转——足球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舒伯特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舞动的魅影——指挥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苍老的喉咙——摇滚音乐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莫奈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莫扎特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贝多芬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贵族运动——高尔夫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达·芬奇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达利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邮票的收藏与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闪射一串晶莹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陶艺设计漫谈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雕琢一方玉洁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雷诺阿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青铜器的收藏与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飞鱼弄影——游泳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高度的轻盈——篮球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高更生平与作品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魏晋——五代绘画艺术鉴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麻辣魔咒——棒球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5373-1449-7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二刻拍案惊奇.一 (明) 凌濛初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二刻拍案惊奇.三 (明) 凌濛初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二刻拍案惊奇.二 (明) 凌濛初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二刻拍案惊奇.四 (明) 凌濛初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初刻拍案惊奇.一 (明) 凌濛初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初刻拍案惊奇.三 (明) 凌濛初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初刻拍案惊奇.二 (明) 凌濛初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喻世明言.一 (明) 冯梦龙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喻世明言.三 (明) 冯梦龙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喻世明言.二 (明) 冯梦龙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警世通言.一 (明) 冯梦龙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警世通言.三 (明) 冯梦龙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警世通言.二 (明) 冯梦龙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醒世恒言.一 (明) 冯梦龙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醒世恒言.三 (明) 冯梦龙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醒世恒言.二 (明) 冯梦龙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醒世恒言.五 (明) 冯梦龙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醒世恒言.四 (明) 冯梦龙著 978-7-5374-0377-1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容斋随笔.上 (南宋) 洪迈著 978-7-5374-0381-8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容斋随笔.下 (南宋) 洪迈著 978-7-5374-0381-8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容斋随笔之三笔.上 (南宋) 洪迈著 978-7-5374-0381-8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容斋随笔之三笔.下 (南宋) 洪迈著 978-7-5374-0381-8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容斋随笔之五笔 (南宋) 洪迈著 978-7-5374-0381-8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容斋随笔之四笔.上 (南宋) 洪迈著 978-7-5374-0381-8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



容斋随笔之四笔.下 (南宋) 洪迈著 978-7-5374-0381-8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容斋随笔之续笔.上 (南宋) 洪迈著 978-7-5374-0381-8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容斋随笔之续笔.下 (南宋) 洪迈著 978-7-5374-0381-8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1,学会孝顺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10,学会谦恭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11,学会勇敢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12,学会重义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13,学会仁爱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14,学会持节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15,学会廉正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16,学会节俭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17,学会勤学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18,学会立志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19,学会创新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2,学会尊师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20,学会创新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3,学会宽容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4,学会友善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5,学会爱国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6,学会诚实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7,学会守信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8,学会明礼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中国传统美德故事.9,学会改过 李群英主编 978-7-5374-0624-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
社大医精诚:正心堂医室密录 韩瑞文著 978-7-5375-8131-8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怪力少女侦探社 观海之鱼著 978-7-5376-7771-4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父与子全集:彩色双语版 (德)卜劳恩著 978-7-5376-8281-7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辨证录 (清) 陈士铎著 978-7-5377-4299-3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正义 张山雷著 978-7-5377-4383-9 山西科技出版社

中医膏方辞典 艾进伟，杨军主编 978-7-5377-4590-1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方剂大辞典 孙玉信，田力，王晓田主编 978-7-5377-4600-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马培之医案 马培之著 978-7-5377-4603-8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费伯雄医案医话 费伯雄著 978-7-5377-4604-5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丁甘仁医案 丁甘仁著 978-7-5377-4605-2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饮食须知》释义 (元)贾铭原撰 978-7-5377-4626-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治寿世方》释义 (清)邹存淦原撰 978-7-5377-4629-8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医学望诊大全 张树生，肖相如主编 978-7-5377-4637-3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著园医药合刊 (清)杨熙龄著 978-7-5377-4734-9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东医宝鉴 (明) 许浚编著 978-7-5377-4737-0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徐灵胎医学全书 (清)徐灵胎著 978-7-5377-4738-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朱进忠老中医医案医话 朱进忠，朱彦欣编著 978-7-5377-4809-4 山西科技出版社

朱进忠老中医用药经验真传 朱进忠，朱彦欣编著 978-7-5377-4810-0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朱进忠老中医难病奇治经验 朱进忠编著 978-7-5377-4811-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朱进忠老中医辩证论治方法荟萃 朱进忠编著 978-7-5377-4812-4 山西科技出版社

朱进忠老中医感悟经典,金匮要略 伤寒论 朱进忠编著 978-7-5377-4813-1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八十一难经吕杨注》辑校与研究 赵怀舟，王小芸主编 978-7-5377-4816-2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四大经典注释本 王军主编 978-7-5377-4819-3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民国大医张襄甫临证经验实录 张人杰，张文伟编著 978-7-5377-4889-6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蒙筌 (明)陈嘉谟编著 978-7-5377-4890-2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得配本草 (清)严西亭，(清)施澹宁，(清)洪缉庵同纂 978-7-5377-4891-9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易读 (清)汪讱庵编著 978-7-5377-4892-6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思辨录 (清)周岩编著 978-7-5377-4893-3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求真 (清)黄宫绣编著 978-7-5377-4894-0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从新 (清) 吴仪洛编著 978-7-5377-4895-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便读 (清)张秉成编著 978-7-5377-4896-4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草备要 (清)汪昂编著 978-7-5377-4897-1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经逢源 (清)张璐编著 978-7-5377-4898-8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氏九世中医秘验方精选 吴风平编著 978-7-5377-4940-4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草医堂临证传薪:一位民间中医的实践与感悟 李源著 978-7-5377-4943-5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养生全书 何清湖，杨维华总主编 978-7-5377-4944-2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包顺义临证医案 包顺义，包渝艳著 978-7-5377-4954-1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马鸿斌疑难杂症医案医论医话 马鸿斌著 978-7-5377-4957-2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国皇家格斗术:SAS防暴制敌经典教范 张海编著 978-7-5377-4964-0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复方治大病 吴海锋著 978-7-5377-4970-1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孟英医学全书 (清) 王孟英撰 978-7-5377-4988-6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象脉学 许跃远著 978-7-5377-4989-3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天人合一与临床应用 朱进忠编著 978-7-5377-5009-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传心录 (清)无名氏，(清)刘一仁著 978-7-5377-5014-1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季秦安手诊手疗 季秦安著 978-7-5377-5030-1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证对药手册 谭同来，张咏梅编著 978-7-5377-5039-4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临床辨惑:辨证论治思维汇讲 李致重著 978-7-5377-5048-6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辨证手册 刘朝圣主编 978-7-5377-5099-8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辨病手册 刘朝圣主编 978-7-5377-5105-6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恒山资源植物志要.上册 李日明[等]主编 978-7-5377-5118-6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恒山资源植物志要.下册 马晓勇[等]主编 978-7-5377-5119-3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区医师手册:新版 吕迎春，司志英，张志主编 978-7-5377-5127-8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是无形的科学:我对中医的实践与思考 郭博信著 978-7-5377-5129-2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贺菊乔老中医临床经验荟萃 贺菊乔总主编 978-7-5377-5131-5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贺菊乔老中医临床男性病案精华 贺菊乔总主编 978-7-5377-5132-2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精编《本草纲目》药物彩色图鉴 刘春生，周重建，谢宇主编 978-7-5377-5133-9 山西科技出版社

中药彩色图谱:速认 速记 速用 苗明三, 代丽萍主编 978-7-5377-5180-3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材大用:葱姜蒜韭醋茶——治病显神通 张跃庭著 978-7-5377-5190-2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氏膏方验案 吴海锋著 978-7-5377-5193-3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蔚天恩老中医50年经方验案 蔚天恩，蔚杰慧编著 978-7-5377-5194-0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顽病偏方显奇效 贾海生[等]编著 978-7-5377-5196-4 山西科技出版社

妇科采珍 (清)冯〓著 978-7-5377-5197-1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袁红霞临床经验集:三境书屋临证录 袁红霞主编 978-7-5377-5199-5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风病治疗经验集 赵振兴编著 978-7-5377-5201-5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赵振兴中医心得 赵振兴辑录 978-7-5377-5202-2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赵振兴临证病案实录与效方 李源整理 978-7-5377-5203-9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良方大全 刘华，曾柏荣主编 978-7-5377-5216-9 山西科技出版社

糖尿病良方大全 邹晓玲，喻嵘主编 978-7-5377-5217-6 山西科技出版社

中风病良方大全 周德生，姚欣艳主编 978-7-5377-5219-0 山西科技出版社

高血压良方大全 刘建和，苏联军，毛以林主编 978-7-5377-5220-6 山西科技出版社

冠心病良方大全 毛以林，吴彬才主编 978-7-5377-5221-3 山西科技出版社

中医膏方临床应用指南 周德生，王洪海主编 978-7-5377-5222-0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民族民间药物应用大全 张力群，丁赢主编 978-7-5377-5223-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70名中医临证特效法:1980年代 胡翰文主编 978-7-5377-5241-1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传薪集 杨天星，李荣峰，刘荣泉主编 978-7-5377-5243-5 山西科技出版社

明清临证医话精选 郭博信主编 978-7-5377-5246-6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唐容川医学全书 (清) 唐容川著 978-7-5377-5249-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孙思邈医学全书 (唐)孙思邈著 978-7-5377-5250-3 山西科技出版社

龚廷贤医学全书 (明)龚廷贤撰 978-7-5377-5251-0 山西科技出版社

三晋王氏妇科流派传承学术集萃 王金权主编 978-7-5377-5252-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婚礼文化讲座 王福存, 宋帅编著 978-7-5377-5256-5 山西科技出版社

中医外科特色疗法 贺菊乔, 周青主编 978-7-5377-5298-5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耿呈祥奇方妙治经验 耿呈祥编著 978-7-5377-5305-0 山西科技出版社

闭目养神:中医脏腑经络调理 张海生著 978-7-5377-5307-4 山西科技出版社

河南古代医家经验辑 许二平，许国防，马鸿翔主编 978-7-5377-5316-6 山西科技出版社

肛肠病临证汇海 张东岳主编 978-7-5377-5319-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柴胡汤临证应用 赵振兴，杨勇，石壄辑录 978-7-5377-5322-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剂量中药临床应用 周德生，胡华主编 978-7-5377-5329-6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单味药方治百病 周德生，陶文强主编 978-7-5377-5330-2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百味中药细解 主编谭同来, 吴泽君 978-7-5377-5331-9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中成药快速记忆法 赵昌主编 978-7-5377-5335-7 山西科技出版社

赵振兴临证医案,部位分类卷 赵振兴著 978-7-5377-5338-8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护理应急工作指引 王玉英，郭建琳主编 978-7-5377-5340-1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奇的醋食谱 甘智荣编著 978-7-5377-5341-8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外治疗法心鉴 黄甡，王妍炜主编 978-7-5377-5343-2 山西科技出版社

国际疾病分类第九版临床修订本手术与操
作:ICD-9-CM-3

主编译刘爱民 978-7-5377-5347-0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名贵中草药原色图鉴:手绘版 周重建，周芳主编 978-7-5377-5348-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版国家药典中药彩色图鉴 周重建，魏献波，马华主编 978-7-5377-5349-4 山西科技出版社

新版国家药典中药识别图谱:手绘板 蒋红涛，马华，周芳主编 978-7-5377-5350-0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建仲通督正脊术治验 李建仲，李晋文，杨飞编著 978-7-5377-5379-1 山西科技出版社

中草药抗癌速查手册 路臻，高楠楠，徐福田主编 978-7-5377-5383-8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帕金森病中医新疗法 王天才[等]编著 978-7-5377-5385-2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医大师养生心悟 刘朝圣，彭丽丽主编 978-7-5377-5409-5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赵振兴临证医案,病症分类卷 赵振兴著 978-7-5377-5427-9 山西科技出版社

季秦安手诊手疗:家庭常见病手到病除 季秦安著 978-7-5377-5436-1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赵振兴妇儿科医案医论 赵振兴著 978-7-5377-5499-6 山西科技出版社

莱蒙托夫诗歌精选 (俄)莱蒙托夫著 978-7-5378-2085-1 北岳文艺出版社

KISS你心中的另一个我 安瑟儿著 978-7-5378-2958-8 北岳文艺出版社



性灵:外企白领和他身边的女人们 陈婞著 978-7-5378-3556-5 北岳文艺出版社

于成龙传 王振川著 978-7-5378-3711-8 北岳文艺出版社

江湖奇侠传.上册 平江不肖生著 978-7-5378-3784-2 北岳文艺出版社

江湖奇侠传.下册 平江不肖生著 978-7-5378-3784-2 北岳文艺出版社

江湖奇侠传.中册 平江不肖生著 978-7-5378-3784-2 北岳文艺出版社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100位名人 金金编著 978-7-5378-3909-9 北岳文艺出版社

戴女士与蓝 朱文颖著 978-7-5378-4002-6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在蓝色的天空跳舞 小岸著 978-7-5378-4003-3 北岳文艺出版社

纸婚 符利群，许绘宇著 978-7-5378-4019-4 北岳文艺出版社

故园往事.一集 李新宇著 978-7-5378-4022-4 北岳文艺出版社

结束或开始:宋耀珍诗选 宋耀珍著 978-7-5378-4103-0 北岳文艺出版社

寂火:黑陶诗选 黑陶著 978-7-5378-4121-4 北岳文艺出版社

新星 柯云路著 978-7-5378-4169-6 北岳文艺出版社

词根与舌根:刘洁岷诗选2007-2013 刘洁岷著 978-7-5378-4250-1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0的情人 于晓丹著 978-7-5378-4270-9 北岳文艺出版社

诗与画:与东方黎先生网上对话 杨谧鹤著 978-7-5378-4295-2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上海滩·江北大亨:顾竹轩传 胡根喜著 978-7-5378-4313-3 北岳文艺出版社

论“京派” 高恒文著 978-7-5378-4332-4 北岳文艺出版社

“80后”写作与中国梦 黄平著 978-7-5378-4340-9 北岳文艺出版社

仙侣奇缘:郁达夫与王映霞 张金梦著 978-7-5378-4350-8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年短篇小说选粹 林霆主编 978-7-5378-4352-2 北岳文艺出版社

师生情缘:鲁迅与许广平 崔冬靖著 978-7-5378-4366-9 北岳文艺出版社

浪漫红尘:徐志摩与陆小曼 韩佩珊著 978-7-5378-4367-6 北岳文艺出版社

诗梦奇缘:冰心与吴文藻 七色佳花著 978-7-5378-4368-3 北岳文艺出版社

卧虎藏龙.上 王度庐著 978-7-5378-4395-9 北岳文艺出版社

卧虎藏龙.下 王度庐著 978-7-5378-4395-9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中外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录.第一辑 张晓眉编著 978-7-5378-4399-7 北岳文艺出版社

铁骑银瓶.上 王度庐著 978-7-5378-4406-2 北岳文艺出版社

铁骑银瓶.下 王度庐著 978-7-5378-4406-2 北岳文艺出版社

铁骑银瓶.中 王度庐著 978-7-5378-4406-2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普通话语音发声 解芳编著 978-7-5378-4407-9 北岳文艺出版社

霜语:蒋蓝诗选 蒋蓝著 978-7-5378-4432-1 北岳文艺出版社

宝剑金钗.上 王度庐著 978-7-5378-4436-9 北岳文艺出版社



宝剑金钗.下 王度庐著 978-7-5378-4436-9 北岳文艺出版社

鹤惊昆仑.上册 王度庐著 978-7-5378-4439-0 北岳文艺出版社

鹤惊昆仑.下册 王度庐著 978-7-5378-4439-0 北岳文艺出版社

剑气珠光.上册 王度庐著 978-7-5378-4440-6 北岳文艺出版社

剑气珠光.下册 王度庐著 978-7-5378-4440-6 北岳文艺出版社

昆仑书:郭建强诗选（2011-2015） 郭建强著 978-7-5378-4441-3 北岳文艺出版社

永生的诗人 胡亮编著 978-7-5378-4442-0 北岳文艺出版社

颠沛人生:赵树理传 杨占平著 978-7-5378-4460-4 北岳文艺出版社

赵树理文学的叙事模式研究 刘旭著 978-7-5378-4461-1 北岳文艺出版社

吕梁英雄传 马烽，西戎著 978-7-5378-4465-9 北岳文艺出版社

马烽小说散文集 马烽著 978-7-5378-4466-6 北岳文艺出版社

汾水长流 胡正著 978-7-5378-4469-7 北岳文艺出版社

西戎小说散文集 西戎著 978-7-5378-4470-3 北岳文艺出版社

李束为小说散文集 李束为著 978-7-5378-4473-4 北岳文艺出版社

孙谦小说散文集 孙谦著 978-7-5378-4474-1 北岳文艺出版社

胡正小说散文集 胡正著 978-7-5378-4475-8 北岳文艺出版社

聂荣臻与傅作义 王红云, 郑健著 978-7-5378-4492-5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大别山岁月: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葛红国，裴志海著 978-7-5378-4493-2 北岳文艺出版社

鳞爪集 张仁健著 978-7-5378-4507-6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世纪之恋:张学良与赵一荻 纳米著 978-7-5378-4511-3 北岳文艺出版社

乱世绝唱:杜月笙与孟小冬 戴立辉著 978-7-5378-4512-0 北岳文艺出版社

书房 鲍贝著 978-7-5378-4517-5 北岳文艺出版社

我的诗的故乡 朱英诞著 978-7-5378-4521-2 北岳文艺出版社

苍茫的留恋 高恒文著 978-7-5378-4522-9 北岳文艺出版社

时光的炼金术 缪克构著 978-7-5378-4523-6 北岳文艺出版社

现代文坛断片 赵国忠著 978-7-5378-4527-4 北岳文艺出版社

无极之痛 孙频著 978-7-5378-4529-8 北岳文艺出版社

香巴拉 张鸿著 978-7-5378-4532-8 北岳文艺出版社

梦旧情未了 李新宇著 978-7-5378-4543-4 北岳文艺出版社

现代文学的细节 谢泳著 978-7-5378-4544-1 北岳文艺出版社

祼地 葛水平著 978-7-5378-4545-8 北岳文艺出版社

有梦楼随笔 启之著 978-7-5378-4550-2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展翅 赵学文,续小强主编 978-7-5378-4561-8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下河东 姬妮著 978-7-5378-4565-6 北岳文艺出版社

小满一过就望麦黄 姬妮著 978-7-5378-4566-3 北岳文艺出版社

毒战 姬妮著 978-7-5378-4570-0 北岳文艺出版社

能臣廉吏栗毓美 本书编写组 978-7-5378-4574-8 北岳文艺出版社

能臣廉相狄仁杰 郭天印著 978-7-5378-4578-6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中兴名相裴度 杨西江著 978-7-5378-4579-3 北岳文艺出版社

小烟妆 陈年著 978-7-5378-4580-9 北岳文艺出版社

廉能第一于成龙 王振川著 978-7-5378-4586-1 北岳文艺出版社

光线笔直地照射 刘宁著 978-7-5378-4588-5 北岳文艺出版社

紫露秋黄 裴彩芳著 978-7-5378-4590-8 北岳文艺出版社

远远的漂泊里 赵树义著 978-7-5378-4591-5 北岳文艺出版社

偶然路过我的身体 温建生著 978-7-5378-4592-2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为什么是刘慈欣 杜学文，杨占平主编 978-7-5378-4597-7 北岳文艺出版社

白鸟悠悠下 白琳著 978-7-5378-4598-4 北岳文艺出版社

赵树理早期作品选 赵魁元主编 978-7-5378-4599-1 北岳文艺出版社

梅问题 李来兵著 978-7-5378-4600-4 北岳文艺出版社

俭与德司马光 李金山著 978-7-5378-4602-8 北岳文艺出版社

病症 张暄著 978-7-5378-4603-5 北岳文艺出版社

汉家文章 汉家著 978-7-5378-4605-9 北岳文艺出版社

打街 曹向荣著 978-7-5378-4606-6 北岳文艺出版社

赵树理小说的民间化叙事 白春香著 978-7-5378-4608-0 北岳文艺出版社

重读赵树理 成葆德著 978-7-5378-4609-7 北岳文艺出版社

乡土上党 张利著 978-7-5378-4611-0 北岳文艺出版社

人海观潮 丁东著 978-7-5378-4627-1 北岳文艺出版社

白朴传 孟志平著 978-7-5378-4630-1 北岳文艺出版社

赵武灵王传 庞善强著 978-7-5378-4631-8 北岳文艺出版社

书丛探幽集 韩三洲著 978-7-5378-4644-8 北岳文艺出版社

五字鉴译注 (明)李廷机著 978-7-5378-4645-5 北岳文艺出版社

欢乐颂 畀愚著 978-7-5378-4646-2 北岳文艺出版社

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 林森著 978-7-5378-4648-6 北岳文艺出版社

赵树理与阳城 赵魁元主编 978-7-5378-4649-3 北岳文艺出版社

门萨的学徒 李海洋著 978-7-5378-4651-6 北岳文艺出版社

案头文沫 李更著 978-7-5378-4652-3 北岳文艺出版社



关汉卿传 乔忠延著 978-7-5378-4659-2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年散文随笔选粹 陈克海主编 978-7-5378-4668-4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年诗歌选粹 曹梦琰, 张光昕主编 978-7-5378-4669-1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年小小说选粹 卢翎主编 978-7-5378-4670-7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篇小说选粹 杨庆祥主编 978-7-5378-4671-4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年散文诗选粹 爱斐儿主编 978-7-5378-4672-1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年短篇小说选粹 林霆主编 978-7-5378-4674-5 北岳文艺出版社

亲爱的岳先生 三千宠著 978-7-5378-4698-1 北岳文艺出版社

小城 燕治国著 978-7-5378-4711-7 北岳文艺出版社

法撼汾西 张平著 978-7-5378-4723-0 北岳文艺出版社

敲天堂的门 三千宠著 978-7-5378-4728-5 北岳文艺出版社

无相 孙频著 978-7-5378-4736-0 北岳文艺出版社

虚掩的门 悦芳著 978-7-5378-4742-1 北岳文艺出版社

我站在我们边缘 王太文著 978-7-5378-4743-8 北岳文艺出版社

谁谓河广 卢静著 978-7-5378-4744-5 北岳文艺出版社

陌生人的玩笑 李晋瑞著 978-7-5378-4745-2 北岳文艺出版社

藏孤记 燕霄飞著 978-7-5378-4746-9 北岳文艺出版社

抱一为天下式 晋侯著 978-7-5378-4747-6 北岳文艺出版社

十年灯 张红兵著 978-7-5378-4748-3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东庄里点灯西庄里明 邓学义著 978-7-5378-4752-0 北岳文艺出版社

半面妆 李燕蓉著 978-7-5378-4753-7 北岳文艺出版社

黄雀鲊 李金山著 978-7-5378-4754-4 北岳文艺出版社

甘家洼风景 王保忠著 978-7-5378-4760-5 北岳文艺出版社

吕梁英雄传 马烽，西戎著 978-7-5378-4761-2 北岳文艺出版社

跋涉者 焦祖尧著 978-7-5378-4763-6 北岳文艺出版社

纤纤剑 王度庐著 978-7-5378-4770-4 北岳文艺出版社

向世界致敬:惠特曼诗歌精选 (美)惠特曼著 978-7-5378-4771-1 北岳文艺出版社

异香 孙频著 978-7-5378-4782-7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大爱无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培斌先进事迹 王兴德著 978-7-5378-4785-8 北岳文艺出版社

巅峰对决 钟道新, 钟小骏著 978-7-5378-4787-2 北岳文艺出版社

真象之美:叶渭渠自选集 叶渭渠著 978-7-5378-4794-0 北岳文艺出版社

自由故 孙频著 978-7-5378-4805-3 太原

十八相送 孙频著 978-7-5378-4807-7 北岳文艺出版社



爱是今天的一切:雪莱诗歌精选 (美)雪莱著 978-7-5378-4808-4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一切永恒的清泉:尼采诗歌精选 (德)尼采著 978-7-5378-4809-1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圣诞老人的失误:利考克幽默精华录 (加)斯蒂芬·利考克著 978-7-5378-4842-8 北岳文艺出版社

蔺相如传 蔺如伟著 978-7-5378-4860-2 北岳文艺出版社

风中的瓦楞草 孙喜玲著 978-7-5378-4863-3 北岳文艺出版社

去西藏·声声慢 鲍贝著 978-7-5378-4874-9 北岳文艺出版社

培根论说文集 (英)弗朗西斯·培根著 978-7-5378-4876-3 北岳文艺出版社

文朋列传 徐建宏著 978-7-5378-4893-0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中国的寺院:晨钟暮鼓 卢靖编著 978-7-5379-6328-2 希望出版社

蒙古通 郭雨桥著 9.78754E+12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蒙医学药用矿物炮制学研究 乌苏日乐特著 9.78754E+12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志,卫生志 郑泽民主编 978-7-5380-1574-4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白音敖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常见植物图谱 王利军，赵良成主编 978-7-5380-2655-9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葡萄酒品鉴大全 (日)株式会社主妇之友社著 978-7-5381-5652-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病诊断与鉴别诊断技法:透过皮疹看全身 (日)岩月启氏，(日)宫地良树主编 978-7-5381-5749-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威士忌品鉴大全 (日)潘波若著 978-7-5381-5803-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中医图说妙用中药 程嘉艺主编 978-7-5381-6049-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点穴止痛绝招 王颖主编 978-7-5381-6050-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不生病的饮食智慧 顾勇编著 978-7-5381-6110-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你的知识需要管理 田志刚著 978-7-5381-6250-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胃肠诊断图谱.Ⅰ,上消化道 主编 (日) 胃肠编委会 978-7-5381-6344-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腺良性病变与疾病
(英)曼赛(R.E. Mansel)，(英)韦伯斯特

(D.J.T. Webster)，(英)斯威特兰登(H.M. 
Sweetlan)著

978-7-5381-6765-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典火神派医案点评 张存悌，任岩东，傅勇主编 978-7-5381-6806-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物有毒:躲不开的食品添加剂怎么吃最安全 增尾清著 978-7-5381-6890-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细说食物密码 薄琪珺主编 978-7-5381-7166-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餐饮业品牌形象设计 (瑞典) 坦赛编 978-7-5381-7245-4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碘缺乏病研究 滕瑞涛著 978-7-5381-7283-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煤矸石淋溶液对地下水污染机理和数值预测 梁冰, 肖利萍著 978-7-5381-7455-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3D穴位按摩 (日) 加藤雅俊著 978-7-5381-7528-8 吉林音像出版社

胃肠诊断图谱.Ⅱ,下消化道 主编 (日) 胃肠编委会 978-7-5381-7716-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
(美)大卫 S. 布拉德宝德，(美)托马斯 A. 

兹德布里克主编
978-7-5381-7754-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胆固醇加减法 日本主妇之友社著 978-7-5381-7831-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部手术部位（切口）并发症的治疗 刘德成主编 978-7-5381-7841-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Nagata法耳再造术手术图谱 陶凯主编 978-7-5381-7893-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歌赋注释发挥 陈以国，王淑娟，成泽东主编 978-7-5381-7894-4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人口腔正畸学 (丹)贝蒂·梅尔森主编 978-7-5381-7907-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骨科手术学 (美)弗农 T. 托罗，(美)大卫 L. 斯卡格斯
主编

978-7-5381-7923-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心脏听诊 司永仁，贾连群，韩白乙拉编 978-7-5381-7930-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膏药配方配制全书 胡献国, 李春日主编 978-7-5381-8044-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素描的温暖时光,植物篇 漫果文化编著 978-7-5381-8135-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腺介入成像:超声、X线及MR影像引导下的
介入技术

(德)乌韦·费舍尔(Uwe Fischer)，(德)弗莱
德曼·鲍姆(Friedemann Baum)主编

978-7-5381-8203-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隆乳整形术:原则及实践 (美) 迈温·施甫曼主编 978-7-5381-8214-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愈明伤寒论溯源详解 于永敏主编 978-7-5381-8236-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牛蒡研究 康廷国，窦德强主编 978-7-5381-8271-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术前术后管理
(日)伊藤达雄，(日)大塚隆信，(日)久保俊

一主编
978-7-5381-8308-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式广泛全子宫切除术:保留神经广泛全子宫
切除术的解剖和手术技巧

(日)矢吹朗彦主编 978-7-5381-8325-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宫腔镜检查术入门 陈志辽，张睿主编 978-7-5381-8360-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宫腔镜手术入门 陈志辽，张睿主编 978-7-5381-8361-0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复杂心电图案例解析 刘仁光主编 978-7-5381-8396-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疾病诊治精要 (瑞) 诺伯特·布斯, (瑞) 麦克斯·艾比主
编

978-7-5381-8407-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内镜指南 日本消化内镜学会主编 978-7-5381-8413-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激发人体功能捶拍按压治百病:70余种疾病治
疗实录

冯兴华, 史一焱主编 978-7-5381-8418-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牙体牙髓放射影像学 (加) Bettina Basrani主编 978-7-5381-8455-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心脏构造学:用于心律失常诊断与治疗的
心脏解剖学

(日) 井川修主编 978-7-5381-8500-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图书馆知识服务理论与实践 赵悦阳编著 978-7-5381-8504-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手诊·手法整骨:诊治骨关节脱位、半脱位、
错位

主编赵玉学 978-7-5381-8534-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肠pit pattern诊断图谱 主编 (日) 工藤进英 978-7-5381-8542-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即刻种植外科精要 (美) 杰伊 R.比格主编 978-7-5381-8586-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不痛手法绝招:百病针灸治验 杨元德, 杨颖主编 978-7-5381-8589-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式单纯子宫全切术:基本术式全攻略 主编 (日) 小西郁生 978-7-5381-8595-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牙齿与种植体软组织美学处理 (美) 安德烈 P.萨多恩主编 978-7-5381-8619-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1世纪园林城市:创造宜居的城市环境 (美) 约翰·奥姆斯比·西蒙兹著 978-7-5381-8622-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火神派鼻祖郑钦安:医书解难问答录 傅文录著 978-7-5381-8635-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帝内经文化解读 赵明山, 鞠宝兆著 978-7-5381-8641-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草药辨识图谱与应用 谢明，翟延君主编 978-7-5381-8696-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肿瘤及复杂重建
主编 (美) 弗兰克林 H. 西姆, 皮特 F·M. 

松, 克瑞斯蒂 L. 韦伯
978-7-5381-8702-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正畸颌面矫形治疗图谱
(德) 托马斯·拉克斯, (美) 托马斯·米·

格拉博主编
978-7-5381-8713-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消化系肿瘤诊治学 贾鑑慧主编 978-7-5381-8745-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镜诊断与鉴别诊断图谱:上消化道 主编 (日) 芳野纯治, 浜田勉, 川口実 978-7-5381-8752-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齐氏医话医案集 (清)齐有堂原著 978-7-5381-8766-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组合穴快速疗法 余平波, 余茂基编著 978-7-5381-8781-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根治型拔罐疗法 吴彪[等]编著 978-7-5381-8782-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腺影像诊断学 罗娅红主编 978-7-5381-8803-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体检之后在家改善血糖 高天舒, 赵书媛, 赖倚文主编 978-7-5381-8835-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体检之后在家改善血压 高天舒, 赵书媛主编 978-7-5381-8836-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股前外侧穿支皮瓣手术图谱 陶凯主编 978-7-5381-8877-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根治世界前房角镜危机非水前房角镜莫属 黄树春著 978-7-5381-8878-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肛肠病诊治彩色图谱大全 于永铎主编 978-7-5381-8891-2 吉林音像出版社

辽宁中药志,动物、矿物、海洋类 高松主编 978-7-5381-8893-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肌骨骼检查法 主编 (美) 格罗斯, (美) 费托, (美) 罗森 978-7-5381-8901-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口腔正畸临床技术图谱 武广增主编 978-7-5381-8908-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玻尿酸注射手册 著 (韩) 申汶锡 978-7-5381-8912-4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关东火神张存悌医案医话选 张存悌主编 978-7-5381-8913-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董氏奇穴与十四经穴临证治验 杨朝义编著 978-7-5381-8917-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足与踝 主编 (美) 哈罗德 B.北岗 978-7-5381-8944-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牙周病诊疗指南
(英) 瓦莱丽·克拉里修, (英) 阿拉德纳·

图奈特, (美) 罗伯特·丁·金柯主编
978-7-5381-8951-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元御四圣心源点睛 (清)黄元御原著 978-7-5381-8979-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愈明温疹溯源 庞敏主编 978-7-5381-8994-0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病血管介入治疗学 朱晓玲, 董齐主编 978-7-5381-9008-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脏病中西医诊治 王耀献, 高菁主编 978-7-5381-9009-0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产科基本案例分析 主编王淑珍, 桑翠琴 978-7-5381-9014-4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临床诊断学 主编马信龙 978-7-5381-9018-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容与再造整形手术实例彩色图谱,躯干、会
阴及四肢分册

邢新主编 978-7-5381-9020-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颅脑颈部局部解剖彩色图谱 主编段坤昌, 王振宇, 李庆生 978-7-5381-9024-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盆髋部局部解剖彩色图谱 主编段坤昌 ... [等] 978-7-5381-9025-0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容外科麻醉学 原著 (美) 巴里·弗里德伯格 978-7-5381-9064-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钢板固定骨折手术技巧 主编 (日) 泽口毅 978-7-5381-9128-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牙周病学:中文版,与牙周病相关的局部
因素专辑

章锦才,束蓉主编 978-7-5381-9139-4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声牙周刮治原理与技术
(美) Marie D. George, Timothy G. 
Donley, (英) Philip M. Preshaw原著

978-7-5381-9154-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要循经刺血疗法 郭相华著 978-7-5381-9158-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如何看懂化验单 主编刘新民 ... [等] 978-7-5381-9211-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颌窦提升外科技术与技巧 (美) 丹尼尔·考主编 978-7-5381-9227-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董氏奇穴与经穴治疗颈肩腰腿痛集验 杨朝义编著 978-7-5381-9247-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国博物馆陈列艺术 张晖著 978-7-5381-9252-0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牙周病学:中文版,根分叉病变专辑 978-7-5381-9255-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全子宫切除术 陈志辽，张睿主编 978-7-5381-9266-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胃癌ESD术前诊断 主编 (日) 小山恒南 978-7-5381-9285-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输针灸:《灵枢经》学用解难 朱燕中著 978-7-5381-9291-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埋线提升与抗衰老操作手册 原著 (韩) 申汶锡 978-7-5381-9292-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镜诊断与鉴别诊断图谱,下消化道 主编 (日) 多田正大 ... [等] 978-7-5381-9303-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种植临床问题解决方案 (日) 簗濑武史 ... [等] 主编 978-7-5381-9308-4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临床技能快速提高手册 主编王颖, 马铁明, 初杰 978-7-5381-9340-4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扁鹊灸法治顽疾 王廷峰主编 978-7-5381-9341-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肝癌诊疗影像学图谱 丁世斌, 司永仁, 吴威主编 978-7-5381-9342-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小儿普通外科与新生儿外科问答 本书主编杨六成 978-7-5381-9343-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催乳绝招 荆路主编 978-7-5381-9359-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明临床神经病学 包礼平编著 978-7-5381-9386-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腧穴平面解剖与针刺通路图解 陈以国, 王颖主编 978-7-5381-9408-1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听神经瘤 (日) 佐々木富男原著 978-7-5381-9411-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罗兆琚针灸三书 罗兆琚编著 978-7-5381-9420-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种植助手实操图谱.上卷 (日) 中山香, 马场精, 石川知弘主编 978-7-5381-9430-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种植助手实操图谱.下卷 (日) 中山香, 马场精, 石川知弘主编 978-7-5381-9430-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种植助手实操图谱.中卷 (日) 中山香, 马场精, 石川知弘主编 978-7-5381-9430-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牙周病学:牙周维护治疗专辑.Volume 4 
Issue 4 October 2015

章锦才,束蓉主编 978-7-5381-9438-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微整形注射并发症 主编曹思佳, 张建文 978-7-5381-9441-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最新产科速查手册 陈志辽, 张睿, 张晓倩主编 978-7-5381-9460-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最新妇科速查手册 陈志辽，张睿，张晓倩主编 978-7-5381-9461-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最全最实用的小偏方 朱燕中主编 978-7-5381-9485-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复杂传染病病例解析 刘沛主编 978-7-5381-9487-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肝硬化治疗学:基础与临床治疗矛盾的对
策

张明香 ... [等] 编著 978-7-5381-9496-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汤头歌诀应用新解 张存悌, 郑成贤主编 978-7-5381-9498-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微创牙周治疗临床技巧与可视化技术
主编 (美) Stephen K. Harrel, Thomas G. 

Wilson Jr.
978-7-5381-9504-0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述伤寒杂病论研究 吴雄志著 978-7-5381-9508-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牙髓根尖周病病例分析与临床实战:基于根管
形态的治疗策略选择

(日) 兴地隆史原著 978-7-5381-9510-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徐延祚医学全书 高凯[等]主编 978-7-5381-9515-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蛤蟆弓应用技术 武广增主编 978-7-5381-9516-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肛肠保健与疾病诊治 袁和学主编 978-7-5381-9521-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望眼辨证图解 郑德良, 郑智承著 978-7-5381-9523-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3D人体解剖图:从身体构造检索疾病 (日)福士斋著 978-7-5381-9525-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介入治疗病例集萃
主编 (加) 蒂莫 克林斯, 撒思含 盖伯普莱

瑟, 卡雷尔 G. 特尔 布鲁格
978-7-5381-9528-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视觉设计集成,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编写组编 978-7-5381-9576-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科学彩色图谱 主编 (美) 曼达瓦, 斯维尼, 盖耶 978-7-5381-9582-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总住院医师手册,妇产科 刘培淑主编 978-7-5381-9583-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玻璃体－视网膜手术
(德)伯恩德·基希霍夫(B. Kirchhof)，(德)

大卫·黄(D. Wong)主编
978-7-5381-9586-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青光眼 主编 (德) 弗朗茨·格兰, 罗伯特·斯坦珀 978-7-5381-9589-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葡萄膜炎和免疫异常
(德)乌维·布雷(Uwe Pleyer)，(德)巴特力

·蒙迪诺(Bartly Mondino)主编
978-7-5381-9652-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口腔医学词典 (美) 查尔斯·A. 巴布仕 ... [等] 主编 978-7-5381-9660-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影像诊断学 原著 (美) 阿姆斯特朗, 瓦斯蒂 978-7-5381-9662-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进修医师指导手册 赵德伟主编 978-7-5381-9671-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台秘要 余瀛鳌，林菁，田思胜等编选 978-7-5381-9672-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病针灸方药疗法 王富春,刘文华主编 978-7-5381-9678-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望眼辨治老年疾病 郑德良著 978-7-5381-9679-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实用框架固定学 李景煜主编 978-7-5381-9681-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肩部骨折 (德) 朱克曼, 卡福编著 978-7-5381-9684-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急诊医学影像学 (美)哈里斯，(美)威廉主编 978-7-5381-9685-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围神经外科解剖图谱
原著David G. Kline, Alan R. Hudson, 

Daniel H. Kim
978-7-5381-9688-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免疫肾脏病学 主编 (美) 艾瑞克 978-7-5381-9691-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透析原理与实践 主编 (美) 威廉·L·亨里奇 978-7-5381-9692-4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粘接技术成功的关键 F. Mangani, A. Putignano, A. Cerutti主
编

978-7-5381-9699-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初学者的总义齿制作方法 (日) 佐藤幸司, 石川功和, 生田龙平主编 978-7-5381-9700-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杨关林主编 978-7-5381-9703-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牙周病学:中文版,牙周炎治疗后的愈合
方式及远期效果专辑

章锦才,束蓉主编 978-7-5381-9707-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解密中医穴位 郭原著 978-7-5381-9711-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医大师经方之运用 卢祥之，董瑞主编 978-7-5381-9713-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医大师时方之运用 卢祥之，董瑞主编 978-7-5381-9714-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医大师自创方之运用 卢祥之，董瑞主编 978-7-5381-9715-0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灵源家课:李仲愚先生医道传心录 李仲愚传授 978-7-5381-9717-4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雄志肿瘤治疗医案精选集·消化系统肿瘤 吴雄志著 978-7-5381-9718-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美容减肥手册 李芳莉，吴昊主编 978-7-5381-9743-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舌诊快速入门 周幸来, 周举, 周绩主编 978-7-5381-9745-7 吉林音像出版社

药物涂层球囊:基础与临床 苗志林, 方唯一主编 978-7-5381-9748-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对症养生茶饮大全 乐明山,胡永济编著 978-7-5381-9749-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治疗后的影像
主编 (意) 托马索·斯卡拉宾诺, 塞维里奥

·布利斯
978-7-5381-9750-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腔镜下大肠切除术 主编 (日) 福长洋介 978-7-5381-9754-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黑脸琵鹭 邱英杰编著 978-7-5381-9765-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韩国乳房整形术 (韩) 安相泰主编 978-7-5381-9766-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组织工程学 (日) 冈野光夫, 大和雅之编 978-7-5381-9768-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后交叉韧带损伤:实用处理指南
主编 (美) 格雷戈瑞·C.法内利 (Gregory 

C. Fanelli)
978-7-5381-9772-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早期胃癌内镜诊断的方法与策略 (日)小山恒男编著 978-7-5381-9781-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石柱参及相关中药研究 窦德强，王谷强主编 978-7-5381-9790-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急症速查手册:写给急诊科医生的一本口袋书 刘新民[等]主编 978-7-5381-9794-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数字化口腔种植外科技术:实现以修复为导向 张健主编 978-7-5381-9804-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膜龈美学手术精要
(意)乔瓦尼·祖凯利(Giovanni Zucchelli)

原著
978-7-5381-9817-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宠物常见人兽共患病 曹东主编 978-7-5381-9821-8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牙周病学.Volume 3 Issue 5 July 
2016,附着龈的意义及增宽附着龈的方法专辑

章锦才,束容主编 978-7-5381-9828-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译文质量自动评测技术 尹宝生著 978-7-5381-9838-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文献中药学 洪治平,庞敏,李国信主编 978-7-5381-9841-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家庭常用的老偏方:小孩小病一扫光 徐树平编著 978-7-5381-9853-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种植位点处理全集
(美)迈克尔·索尼克(Michael Sonick)，

(美)黛比·黄(Debby Hwang)主编
978-7-5381-9855-3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终末期肝病多器官衰竭发生机制 刘沛著 978-7-5381-9872-0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重订伤寒杂病论:大字诵读版 (汉)张仲景著 978-7-5381-9882-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针术:董氏奇穴秘要整理（董氏七十二绝
针）

王敏主编 978-7-5381-9886-7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美学修复精粹.第一卷 (日)山崎太郎主编 978-7-5381-9890-4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软组织手术 (美)史蒂芬L.莫兰，(美)威廉P.库尼lll主编 978-7-5381-9891-1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美学修复策略 (意)Stefano Inglese原著 978-7-5381-9905-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ITI)口腔种植临床指南.
第七卷,口腔种植的牙槽嵴骨增量程序:分阶

L. Cordaro,H. Terheyden主编 978-7-5381-9921-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口腔种植临床精萃.2016年卷(上) 王兴，刘宝林主编 978-7-5381-9922-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口腔种植临床精萃.2016年卷(下) 王兴，刘宝林主编 978-7-5381-9922-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述重订伤寒杂病论.上篇 (汉)张仲景著 978-7-5381-9940-6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承门中医推拿宝典 王占伟主编 978-7-5381-9942-0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面颈部美容外科手术彩色图谱 (德)余健民著 978-7-5381-9944-4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下唇再造术图谱:192年来96种下唇再造术回
顾

(德)余健民著 978-7-5381-9949-9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牙周病学:中文版.Volume 4 Issue 5 
October 2016,牙周维持治疗的意义和内容专

978-7-5381-9951-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圣心源校注与验案 (清)黄元御原著 978-7-5381-9993-2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粉红力 黄薇著 978-7-5382-7959-7 辽宁教育出版社

船菜花酒蝴蝶会 张亦庵, 天虚我生等著 978-7-5382-9357-9 辽宁教育出版社

抗日英雄赋 张冰编写 978-7-5383-9580-8 吉林教育出版社

运律美食:给贪吃姐妹们的健身营养宝典 978-7-5384-3781-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怀孕胎教分娩育儿 付小青主编 978-7-5384-4804-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松筋活血易筋经 茹凯编著 978-7-5384-6586-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调气通络八段锦 茹凯编著 978-7-5384-6587-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健骨养血太极掌 茹凯编著 978-7-5384-6589-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脏腑养生五行掌 茹凯编著 978-7-5384-6590-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手足耳反射区按摩边学边用 齐山，刘明晖编著 978-7-5384-7086-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痛风吃对不吃错 于建敏，王晶主编 978-7-5384-7172-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克里斯汀育儿经
(美)克里斯汀·柯(Christine Koh), 阿萨·

多恩菲斯特(Asha Dornfest)著
978-7-5384-7227-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0~3岁育儿实用大百科 裴胜主编 978-7-5384-7303-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怀孕分娩育儿实用大百科 王山米主编 978-7-5384-7307-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0~3岁断奶与营养辅食百科 张晔主编 978-7-5384-7308-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怀孕40周全程指导 林艺淇主编 978-7-5384-7441-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每天10分钟有趣胎教 王山米主编 978-7-5384-7474-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每天10分钟胎教故事 悦然主编 978-7-5384-7475-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孕妈，你要这样吃 周红娟编著 978-7-5384-7805-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的诊断与综合治疗学.上 杨峥，宋长亮，刘崇华等主编 978-7-5384-7807-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的诊断与综合治疗学.下 杨峥，宋长亮，刘崇华等主编 978-7-5384-7807-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肠道保养书 王化虹著 978-7-5384-7918-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胎教一日一页 聂巧乐编著 978-7-5384-8037-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做个有自信抗挫能力强的男孩 孙朦编著 978-7-5384-8058-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怀孕图解大百科 管睿主编 978-7-5384-8095-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名犬图鉴 爱宠趣多编委会编著 978-7-5384-8301-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典观赏花卉图鉴 徐晔春编著 978-7-5384-8303-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糖失控百病生 美国《预防》杂志编辑部编 978-7-5384-8490-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介入技术与临床诊疗应用.上 包布仁白乙拉，刘静才，吴永娟等主编 978-7-5384-8491-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介入技术与临床诊疗应用.下 包布仁白乙拉，刘静才，吴永娟等主编 978-7-5384-8491-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偏方很小,效果很好:对身体有益的医食同源
小百科

(日)永山久夫主编 978-7-5384-8496-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招一式皆养生 茹凯著 978-7-5384-8497-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为什么会生病 项金明著 978-7-5384-8680-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颈肩腰腿痛诊治 王广尧，郑鹏，史明忠主编 978-7-5384-8681-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科病诊治 王广尧，陈立怀主编 978-7-5384-8682-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糖尿病诊治 王广尧，蒋锴，单国辉主编 978-7-5384-8684-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病诊治 王广尧，冯晓纯主编 978-7-5384-8686-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风诊治 王广尧，任吉祥主编 978-7-5384-8687-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脾胃病诊治 王广尧，王微，刘畅主编 978-7-5384-8689-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癌症诊治 王广尧，杨丽华，马春主编 978-7-5384-8690-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肝胆病诊治 王广尧，刘铁军，高蕾主编 978-7-5384-8692-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咳喘病诊治 王广尧，王微主编 978-7-5384-8693-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福从手中生:父母需学的小儿推拿宝典 李志刚主编 978-7-5384-8694-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病按反射区:手足耳按摩祛百病 李志刚主编 978-7-5384-8695-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病从足下消:足疗足浴百病不生 李志刚主编 978-7-5384-8696-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健康经穴养:人体穴位使用宝典 李志刚主编 978-7-5384-8697-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疾病穴位调:常见病特效穴位理疗宝典 李志刚主编 978-7-5384-8698-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理疗百病通:按摩、刮痧、拔罐、艾灸祛百病 李志刚主编 978-7-5384-8699-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临床儿科治疗学 杨平等编著 978-7-5384-9064-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24节气养生法 迷罗著 978-7-5384-9157-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诊断与临床 康义华等编著 978-7-5384-9189-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内科疾病诊疗新进展 张萍等编著 978-7-5384-9194-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肝胆疾病临床新进展 庄永艿等编著 978-7-5384-9198-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馆信息共享管理 萨支斌著 978-7-5384-9304-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病预防先除湿热毒.2 孔繁祥著著 978-7-5384-9540-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妇产科护理学 丁玉喜等编著 978-7-5384-9572-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肿瘤诊断与治疗学 李保健等编著 978-7-5384-9573-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麻醉学 刘涛等编著 978-7-5384-9574-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口腔医学 路国等编著 978-7-5384-9575-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学 陈旭等编著 978-7-5384-9631-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针灸独穴疗法 陈德成，王庆文主编 978-7-5384-9737-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是干净不生病的血管 胡大一主编 978-7-5384-9740-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少林养生六合功 潘霜喜著 978-7-5384-9864-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非太狼和欢欢羊 南适著 978-7-5385-3933-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豪放词·婉约词 孟陶宁主编 978-7-5385-4347-6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唐诗三百首 (清)蘅塘退士编著 978-7-5385-4349-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逃婚俏伴娘 涅槃灰著 978-7-5385-4419-0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袖善舞 连谏著 978-7-5385-4482-4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幸福的黑白法则 寂月皎皎著 978-7-5385-4483-1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情怀抒发:为一朵云让路 王国华主编 978-7-5385-4900-3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亲情无限:父亲的布鞋母亲的胃 王国华主编 978-7-5385-4905-8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金婚风雨情 王宛平, 丁丁著 978-7-5385-4966-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海星与狮子.1,校园角斗士之卷 郭妮(Girlneya)[著] 978-7-5385-5006-1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聊斋志异:最新经典珍藏 (清)蒲松龄原著 978-7-5385-5275-1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人间词话 (清)王国维原著 978-7-5385-5278-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灿烂的休止符 唐童木[著] 978-7-5385-5323-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王9帅12宫:完结篇 郭妮[著] 978-7-5385-5474-8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雪域情郎.I,缘起那一世 逍遥红尘著 978-7-5385-5592-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海星与狮子.2,校园勇者王之卷郭妮
(Girlneya)[著]

978-7-5385-5815-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佳期有约 是今[著] 978-7-5385-6224-8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一句话你就亮了 (韩)赵宽一著 978-7-5385-6445-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给自己一个卑微的梦想,梦想篇 袁炳发主编 978-7-5385-7225-4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心是一棵会开花的树,磨砺篇 袁炳发主编 978-7-5385-7226-1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清风流过八月,亲情篇 袁炳发主编 978-7-5385-7228-5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孩子的问题不是问题 张向葵著 978-7-5385-7286-5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不允许哭泣的场合 夏奈著 978-7-5385-7500-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爱你，但我无以为继 雨微醺著 978-7-5385-7597-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现另一个你:一起旅行的本子 李沐霖著 978-7-5385-7598-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每天学点好玩心理学 文明编著 978-7-5385-8085-3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可怕的科学 李晓东编著 978-7-5385-8126-3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历史是什么玩意儿,中国卷 宋清玉编著 978-7-5385-8138-6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淡定人生:禅宗历史与禅学文化 肖东发主编 978-7-5385-8237-6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替身娘子.上 明月听风著 978-7-5385-8248-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替身娘子.下 明月听风著 978-7-5385-8248-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有些路啊, 走下去才知道有多美 (韩) 金寿映著 978-7-5385-8269-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宠物饲养与观察 (日)学研教育出版编 978-7-5385-8486-8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动物 (日)学研教育出版编 978-7-5385-8487-5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花 (日)学研教育出版编 978-7-5385-8488-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恐龙 (日)学研教育出版编 978-7-5385-8489-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昆虫 (日)学研教育出版编 978-7-5385-8490-5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鸟 (日)学研教育出版编 978-7-5385-8491-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大宇宙 日本学研教育出版编 978-7-5385-8492-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不倾城不倾国:做一个明媚的女子 萱小蕾著 978-7-5385-8607-7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房龙经典 (美) 房龙著 978-7-5385-8728-9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故事未完，心已碎 倾蓝紫著 978-7-5385-8918-4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祸心 沉峻著 978-7-5385-8940-5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易经哲学原理:为什么半部易经可以行天下 钱凤仪著 978-7-5385-9296-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很严厉但下属却不反感的训斥方法 (日) 嶋田有孝著 978-7-5385-9298-6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那些被否定的曾经, 其实很精彩:完形与疗愈
心理学

埃文·波斯特著 978-7-5385-9634-2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搜神记 (晋)干宝著 978-7-5385-9719-6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一辈子总要有一次巅峰 李馥旻著 978-7-5385-9963-3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唯独你不可以平庸 古茗著 978-7-5385-9971-8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创意798.No.1,798艺术区13个创意店铺专访 撰稿·摄影吴迪 978-7-5386-4675-7 吉林美术出版社

独尊苍穹.5,苍穹药圣 犁天著 978-7-5386-8194-9 吉林美术出版社

混“钝”职场 静闻编著 978-7-5387-3193-4 时代文艺出版社

百万杀人实验 (美)理查德·马特森(Richard Matheson)著 978-7-5387-3205-4 时代文艺出版社

范德比尔特传 郭光远著 978-7-5387-3240-5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中国300幅书法名作.上 金晶编著 978-7-5387-3499-7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中国300幅书法名作.下 金晶编著 978-7-5387-3499-7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中国300幅绘画名作.上 牛苏放编著 978-7-5387-3552-9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中国300幅绘画名作.下 牛苏放编著 978-7-5387-3552-9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中国300件国宝文物.上 金晶编著 978-7-5387-3554-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中国300件国宝文物.下 金晶编著 978-7-5387-3554-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世界300幅绘画名作.上 董诗兵编著 978-7-5387-3556-7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世界300幅绘画名作.下 董诗兵编著 978-7-5387-3556-7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世界300个著名品牌.上 金晶编著 978-7-5387-3557-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世界300个著名品牌.下 金晶编著 978-7-5387-3557-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世界100部经典电影.上 马赛编著 978-7-5387-3558-1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世界100部经典电影.下 马赛编著 978-7-5387-3558-1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世界100首经典名曲.上 卜飞宇编著 978-7-5387-3559-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说世界100首经典名曲.下 卜飞宇编著 978-7-5387-3559-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人生 曾雪梅编著 978-7-5387-3560-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艺术 曾雪梅编著 978-7-5387-3561-1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自然 孙葳编著 978-7-5387-3562-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生活 孙葳编著 978-7-5387-3563-5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名人 孙葳编著 978-7-5387-3564-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读书 董瑞光编著 978-7-5387-3565-9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生命 董瑞光编著 978-7-5387-3566-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亲情 杨智英编著 978-7-5387-3567-3 时代文艺出版社

母亲的小故事 于冬梅编著 978-7-5387-3569-7 时代文艺出版社

激励一生的小故事 杨雪编著 978-7-5387-3570-3 时代文艺出版社

改变一生的小故事 杨雪编著 978-7-5387-3571-0 时代文艺出版社

父亲的小故事 于冬梅编著 978-7-5387-3572-7 时代文艺出版社

担当责任的小故事 杨春雷编著 978-7-5387-3573-4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不迟 羽芊著 978-7-5387-3665-6 时代文艺出版社

温暖亲情的小故事 金莉波编著 978-7-5387-3697-7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为人处世的小故事 杨春雷编著 978-7-5387-3699-1 时代文艺出版社

磨砺人生的小故事 金莉波编著 978-7-5387-3701-1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爱情 张莹编著 978-7-5387-3703-5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思想 半间编著 978-7-5387-3704-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人世 金晶编著 978-7-5387-3705-9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经典 杨春雷编著 978-7-5387-3707-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风景 金晶编著 978-7-5387-3708-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谈幸福 张莹编著 978-7-5387-3714-1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天命 钱莉芳著 978-7-5387-3735-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冬至草 (日)石黑达昌[著] 978-7-5387-4033-2 时代文艺出版社

明月构想 刘家琨著 978-7-5387-4040-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林省重点文物遗迹 吉林省文物局编选 978-7-5387-4049-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小妇人 (美) 露易莎·梅·奥尔科特著 978-7-5387-4103-2 时代文艺出版社

罗马战士,诸王之王 (英)哈里·西德博特姆著 978-7-5387-4160-5 时代文艺出版社

用魔术师的表演技巧做商务演示 (英)尼克·菲茨赫伯特(Nick Fitherbert)著 978-7-5387-4163-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心藏黑白 王怀宇著 978-7-5387-4170-4 时代文艺出版社

成人之美 暖小团著 978-7-5387-4248-0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那些动物教我的事 谭艾珍著 978-7-5387-4294-7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不念过往念远方 徐昊原著 978-7-5387-4324-1 时代文艺出版社

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美)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 978-7-5387-4333-3 时代文艺出版社

指间砂 沧月著 978-7-5387-4363-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刘心武心灵随感 刘心武著 978-7-5387-4514-6 时代文艺出版社

震撼世界的十天 (美) 约翰·里德著 978-7-5387-4557-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后窗:精装典藏版 王强等编译 978-7-5387-4601-3 时代文艺出版社

被冤枉的好人 王强等编译 978-7-5387-4602-0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不愿离开牢房的人 王强等编译 978-7-5387-4603-7 时代文艺出版社

迷雾中的陌生人 王强等编译 978-7-5387-460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如影相随的人 王强[等]编译 978-7-5387-4605-1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三十九级台阶 王强等编译 978-7-5387-4606-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有罪的女人 王强等编译 978-7-5387-4607-5 时代文艺出版社

知情太多的人 王强[等]编译 978-7-5387-4608-2 时代文艺出版社

远山静水 贾平凹著 978-7-5387-4661-7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土门胜境 贾平凹著 978-7-5387-4664-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没有你的天堂 (以色列) 奥菲尔·图塞·贾夫拉著 978-7-5387-4665-5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后宫风云 西岭雪著 978-7-5387-4671-6 时代文艺出版社

梁实秋散文集.第二卷 梁实秋著 978-7-5387-4698-3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白山民间故事 于济源著 978-7-5387-4705-8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东北民间故事 于济源著 978-7-5387-4706-5 时代文艺出版社

骑着自行车去取经 李后璁, 李怡臻著 978-7-5387-4736-2 时代文艺出版社

轻重 戴来著 978-7-5387-4743-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底线 李春良著 978-7-5387-4754-6 时代文艺出版社

武士的悲伤 (西)维克多·德尔·阿尔伯尔著 978-7-5387-4755-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历史真有故事,两宋风云 张国保著 978-7-5387-4771-3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三国大将马超新传 李高林著 978-7-5387-4826-0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你所不知道的美国 (法) 帕特里克·波诺, X先生著 978-7-5387-4828-4 时代文艺出版社

格兰特传 朱丹红著 978-7-5387-4830-7 时代文艺出版社

凯撒传 赵淑涛著 978-7-5387-4831-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崔可夫传 张亮著 978-7-5387-4833-8 时代文艺出版社



戴尔·卡耐基传 刘德环著 978-7-5387-4835-2 时代文艺出版社

我们也曾光芒浮现 非鱼著 978-7-5387-4838-3 时代文艺出版社

保罗·盖蒂传 李慧君著 978-7-5387-4840-6 时代文艺出版社

格林兄弟传 郝志刚著 978-7-5387-4845-1 时代文艺出版社

歌德传 胡慧著 978-7-5387-4867-3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但丁传 李慧君著 978-7-5387-4869-7 时代文艺出版社

布莱希特传 朱万江著 978-7-5387-4874-1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在人生梦里失眠 沈亦然著 978-7-5387-4883-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幻红裙 李西闽著 978-7-5387-4884-0 时代文艺出版社

拾灵者 李西闽著 978-7-5387-4885-7 时代文艺出版社

黑灵之舞 李西闽著 978-7-5387-4886-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崩溃 李西闽著 978-7-5387-4888-8 时代文艺出版社

生命对我足够深情 陈忠实著 978-7-5387-4912-0 时代文艺出版社

扔 (韩) 宣贤京著/绘 978-7-5387-4954-0 时代文艺出版社

森鸥外中短篇小说集 (日)森鸥外著 978-7-5387-5088-1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二钱铜币 (日) 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093-5 时代文艺出版社

死亡十字路 (日) 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094-2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诅咒的指纹 (日) 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095-9 时代文艺出版社

恐怖三角馆 (日) 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098-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居里夫人传 章森著 978-7-5387-5108-6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江健三郎传 王建湘著 978-7-5387-5109-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川端康成传 张恩辉著 978-7-5387-5111-6 时代文艺出版社

福克纳传 盖威著 978-7-5387-5112-3 时代文艺出版社

罗斯柴尔德传 刘丽娟著 978-7-5387-5115-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库图佐夫传 姜秋月,张悦著 978-7-5387-5125-3 时代文艺出版社

鲍林传 朱万江著 978-7-5387-5128-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小柴昌俊传 杨帆著 978-7-5387-5130-7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天武风云录.上册 彭泰铭著 978-7-5387-5158-1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天武风云录.下册 彭泰铭著 978-7-5387-5158-1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天武风云录.中册 彭泰铭著 978-7-5387-5158-1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诅咒的指纹 (日)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210-6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红妖虫 (日)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213-7 时代文艺出版社

黑天使 (日)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215-1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绿衣人 (日)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216-8 时代文艺出版社

影男 (日)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220-5 时代文艺出版社

白色羽毛之谜 (日)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221-2 时代文艺出版社

暗黑星 二钱铜币 (日)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228-1 时代文艺出版社

蜘蛛男 (日)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231-1 时代文艺出版社

恐怖三角馆 (日)江户川乱步著 978-7-5387-5235-9 时代文艺出版社

拿破仑时代 周执中, 高阳, 吴畋等著 978-7-5387-5271-7 时代文艺出版社

铁血文库.009 宋毅主编 978-7-5387-5277-9 时代文艺出版社

虹城 昽日著 978-7-5387-5282-3 时代文艺出版社

食物功效与食疗全典 主编《中医堂》编委会 978-7-5388-7595-9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孕产妇保健护理速查手册 易康主编 978-7-5388-7765-6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奇效验方 国医编委会主编 978-7-5388-7813-4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978-7-5388-8029-8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说头部、手部、躯干按摩治百病 国医编委会主编 978-7-5388-8063-2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疾病速查手册 主编易康 978-7-5388-8086-1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中草药图谱全典 《中医堂》编委会主编 978-7-5388-8087-8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兴衰的权贵王朝 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编 978-7-5388-8186-8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万万没想到:拿得起放不下的趣味小百科 林翰超编著 978-7-5388-8321-3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特效偏方单方大全 国医编委会主编 978-7-5388-8330-5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秘方妙用治百病 国医编委会主编 978-7-5388-8334-3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且行且珍惜,活好当下 羽玲编译 978-7-5388-8361-9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针灸·按摩·拔罐·刮痧特效疗法 国医编委会主编 978-7-5388-8375-6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名方灵方大全 国医编委会主编 978-7-5388-8376-3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很杂很杂的杂学知识大合集:趣味十足的生活
微百科

赵颖琪著 978-7-5388-8384-8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脑血管病怎么吃 《健康大讲堂》编委会主编 978-7-5388-8417-3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卡耐基写给女人提升气质的100个细节 (美) 卡耐基著 978-7-5388-8457-9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暖养:女人手脚热乎才有活力 梅益著 978-7-5388-8565-1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膳食内调 穴位外治产后病 臧俊岐, 胡维勤主编 978-7-5388-8599-6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信不信由你:WOW！难以置信的世界 肖魁编著 978-7-5388-8615-3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你知道吗？这些谜团迄今为止都没法破解 楚门编著 978-7-5388-8616-0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面纱 (英) 毛姆著 978-7-5388-8679-5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毛姆短篇小说精选 (英) 毛姆著 978-7-5388-8683-2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寻欢作乐 (英) 毛姆著 978-7-5388-8684-9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了解点世界历史 艾齐主编 978-7-5388-8727-3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偏方妙药速效通 臧俊岐编著 978-7-5388-8832-4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史记:白话本.上 (西汉) 司马迁著 978-7-5388-8835-5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史记:白话本.下 (西汉) 司马迁著 978-7-5388-8835-5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络通畅告别疼痛 臧俊岐编著 978-7-5388-8846-1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性的弱点全集 (美)戴尔·卡耐基著 978-7-5388-8874-4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灵鸡汤大全集 宇令编译 978-7-5388-8877-5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名家哲理散文集 (法)蒙田等著 978-7-5388-8906-2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你所不知道的中药配伍 薛丽君主编 978-7-5388-9016-7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发现科学馆,宇宙博物馆 探索者编委会编著 978-7-5388-9055-6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发现科学馆,人类的秘密 探索者编委会编著 978-7-5388-9056-3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发现科学馆,神奇的植物 探索者编委会编著 978-7-5388-9057-0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发现科学馆,神秘的海洋 探索者编委会编著 978-7-5388-9058-7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发现科学馆,有趣的大自然 探索者编委会编著 978-7-5388-9059-4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发现科学馆,奇妙的现象 探索者编委会编著 978-7-5388-9060-0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发现科学馆,奇趣的昆虫 探索者编委会编著 978-7-5388-9061-7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发现科学馆,地理奇观 探索者编委会编著 978-7-5388-9062-4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发现科学馆,地球大发现 探索者编委会编著 978-7-5388-9063-1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发现科学馆,追寻古文明 探索者编委会编著 978-7-5388-9064-8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发现科学馆,探索绝迹物种 探索者编委会编著 978-7-5388-9065-5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发现科学馆,动物世界 探索者编委会编著 978-7-5388-9066-2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着瘦下来:中医调气色 瑜伽练形体 米罗著 978-7-5390-4257-2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当代护理大全.第一卷,护理教育与科研 王春生，曾熙媛，顾美仪主编 978-7-5390-4700-3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当代护理大全.第三卷,护理技术与设备 王春生，曾熙媛，顾美仪主编 978-7-5390-4700-3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当代护理大全.第二卷(上册),护理实践
与管理

王春生，曾熙媛，顾美仪主编 978-7-5390-4700-3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当代护理大全.第二卷(下册),护理实践
与管理

王春生，曾熙媛，顾美仪主编 978-7-5390-4700-3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当代护理大全.第二卷(中册),护理实践
与管理

王春生，曾熙媛，顾美仪主编 978-7-5390-4700-3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行家这样买宝石:讲述100种宝石的鉴别、真
实价值与市场价格

汤惠民著 978-7-5390-4818-5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放弃尚早:渡边淳一医学访谈录.上,常见病卷 (日)渡边淳一著 978-7-5390-5066-9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放弃尚早:渡边淳一医学访谈录.下,重症卷 (日)渡边淳一著 978-7-5390-5067-6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养脾胃就是养命 翟煦主编 978-7-5390-5254-0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解舌诊:伸伸舌头百病消 罗大伦著 978-7-5390-5294-6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然疗法大全.1 杨乃华编著 978-7-5390-5365-3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然疗法大全.2 杨乃华编著 978-7-5390-5365-3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然疗法大全.3 杨乃华编著 978-7-5390-5365-3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然疗法大全.4 杨乃华编著 978-7-5390-5365-3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拉筋拍打养生 张凤娇主编 978-7-5390-5785-9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诊断全书 杨建峰主编 978-7-5390-5857-3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宗金鉴》心法集要 杨建峰选编 978-7-5390-5858-0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丽的结尾 (韩)法顶禅师著 978-7-5391-5240-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纪委书记 罗晓著 978-7-5391-6497-7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你是谁的剩女 傅爱毛著 978-7-5391-6509-7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惹尘埃 鲁敏著 978-7-5391-6513-4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乱世丽人 胡平著 978-7-5391-6893-7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千年沉重 胡平著 978-7-5391-6895-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白日梦 艾玛著 978-7-5391-7039-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零食 映川著 978-7-5391-7421-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关系 戴来著 978-7-5391-7422-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说吧，莫言 《南方周末》主编 978-7-5391-7512-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北京菜市口:晚清刽子手喋血纪事 张明著 978-7-5391-7663-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阿布 柳营著 978-7-5391-7971-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一时之间如梦 葛水平著 978-7-5391-7972-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那与那之间 李燕蓉著 978-7-5391-7973-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三城记:深读北上广 《南方周末》主编 978-7-5391-800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读城记 《南方周末》主编 978-7-5391-8003-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前辈 《南方人物周刊》编著 978-7-5391-8007-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 葛剑雄, 丁东, 向继东主编 978-7-5391-8218-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疯人之女 (美)梅根·谢菲尔德著 978-7-5391-8265-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海角旗影:台湾五十年代的红色革命与白色恐
怖

胡平著 978-7-5391-8274-2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玄机.上册 胡平著 978-7-5391-8275-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玄机.下册 胡平著 978-7-5391-8275-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战争状态 胡平著 978-7-5391-8276-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中国小说学会编选 978-7-5391-8278-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在悬崖上 邓友梅等著 978-7-5391-8280-3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民国藏地“女钦差”:刘曼卿传 丁小文著 978-7-5391-8299-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文史茶座 向继东主编 978-7-5391-8369-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历史深处的悲凉 张秀枫主编 978-7-5391-8430-2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花园口·1938 梅桑榆著 978-7-5391-8459-3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等著 978-7-5391-8487-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写给岁月的小情歌 赵凝著 978-7-5391-8509-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补丁新娘 赵蘅著 978-7-5391-8510-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开荒种麦子 阿琪著 978-7-5391-8512-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书斋的盛宴 魏邦良著 978-7-5391-8513-2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愧对鲁迅 李新宇著 978-7-5391-8514-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九谒先哲书 夏中义著 978-7-5391-8515-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历史江湖 张秀枫主编 978-7-5391-8519-4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行走的画帝:张大千传 文欢著 978-7-5391-8537-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富贵荣华.2,朱门燕 府天著 978-7-5391-8539-2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富贵荣华.3,并蒂莲 府天著 978-7-5391-8540-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富贵荣华.4,火中凰 府天著 978-7-5391-8541-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灯火阑珊处:当代学人自述.2 葛剑雄，丁东，向继东主编 978-7-5391-8543-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谁都别惹我.1 张小花著 978-7-5391-8727-3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谁都别惹我.3 张小花著 978-7-5391-8729-7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翼,黯夜 彭柳蓉著 978-7-5391-8733-4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翼,晨曦 彭柳蓉著 978-7-5391-8734-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富贵荣华.5,殿前欢 府天著 978-7-5391-8847-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我爱平底锅 (法) 克利斯提昂·约里波瓦文 978-7-5391-8860-7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破日.1 李筝著 978-7-5391-8884-3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步轻尘.2 李筝著 978-7-5391-8896-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步轻尘.3 李筝著 978-7-5391-8897-3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破日.2 李筝著 978-7-5391-8954-3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中国复兴之路: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1世纪经济报道》编著 978-7-5391-8962-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三生烟火.1 李筝著 978-7-5391-9121-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三生烟火.2 李筝著 978-7-5391-9122-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携手同君归.2 月色阑珊著 978-7-5391-9123-2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天使不哭 纤云若水著 978-7-5391-9125-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携手同君归.1 月色阑珊著 978-7-5391-9260-4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你还记得我吗 殳磊著 978-7-5391-9291-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借我一寸微光 洛施著 978-7-5391-9292-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寒门闺秀.1 李筝著 978-7-5391-9510-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寒门闺秀.2 李筝著 978-7-5391-9511-7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爱你，是我的地老天荒.1 叶非夜著 978-7-5391-9935-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爱你，是我的地老天荒.2 叶非夜著 978-7-5391-9936-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哈佛学生最喜欢的逻辑游戏 《学生悦读文库》编写组编著 978-7-5392-7189-7 江西教育出版社

哲学研究 (英)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 978-7-5392-7254-2 江西教育出版社

心理学原理 (美) 威廉·詹姆斯著 978-7-5392-7257-3 江西教育出版社

思想录 (法)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著 978-7-5392-7259-7 江西教育出版社

神圣者的观念 (德) 鲁德夫·奥托著 978-7-5392-7261-0 江西教育出版社

人性论 (英) 大卫·休谟著 978-7-5392-7263-4 江西教育出版社

论法的精神 (法) 孟德斯鸠著 978-7-5392-7267-2 江西教育出版社

君主论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著 978-7-5392-7270-2 江西教育出版社

功利主义 (英)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著 978-7-5392-7276-4 江西教育出版社

道德情操论 (英) 亚当·斯密著 978-7-5392-7281-8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与世界的距离 石毓智著 978-7-5392-7568-0 江西教育出版社

乡村生态环保99问 农家书屋九九文库编写组编 978-7-5392-7736-3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四角号码检字法 王云五著 978-7-5392-7906-0 江西教育出版社

炎黄源流图说 吴兴勇编著 978-7-5392-8302-9 江西教育出版社

伴行历史的文明之光:传世大法典 杨大路编著 978-7-5392-8465-1 江西教育出版社

动荡世界的超级阴谋:惊天大谋杀 杨大路编著 978-7-5392-8466-8 江西教育出版社

千古谜离的真相档案:神秘大骗局 杨大路编著 978-7-5392-8467-5 江西教育出版社

播撒文明的坚强足迹:人类大迁徙 杨大路编著 978-7-5392-8468-2 江西教育出版社

震惊后世的骇人天灾:恐怖大瘟疫 杨大路编著 978-7-5392-8469-9 江西教育出版社

耸人听闻的神秘咒语:惊世大预言 杨大路编著 978-7-5392-8470-5 江西教育出版社

开创未来的晨曦曙光:历史大转折 杨大路编著 978-7-5392-8471-2 江西教育出版社

撼动世界的雄心壮志:帝国大征服 杨大路编著 978-7-5392-8472-9 江西教育出版社

百战奇略:精装典藏本 (明)刘基著 978-7-5392-8473-6 江西教育出版社

晏子春秋:精装典藏本 马光磊译注 978-7-5392-8579-5 江西教育出版社

智囊全集:精装典藏本 (明)冯梦龙编著 978-7-5392-8604-4 江西教育出版社



六韬 三略:精装典藏本 张亮译注 978-7-5392-8605-1 江西教育出版社

饥饿的石头: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选 (印度)泰戈尔著 978-7-5392-8710-2 江西教育出版社

樱桃园:契诃夫戏剧选 (俄罗斯)契诃夫著 978-7-5392-8712-6 江西教育出版社

骑马出走的女人: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 (英国)D. H.劳伦斯著 978-7-5392-8719-5 江西教育出版社

斯居戴里小姐:霍夫曼中短篇小说选 (德)E.T.A.霍夫曼著 978-7-5392-8727-0 江西教育出版社

意大利遗事 (法)司汤达著 978-7-5392-8730-0 江西教育出版社

美国的悲剧.上册 (美)西奥多·德莱塞著 978-7-5392-8733-1 江西教育出版社

美国的悲剧.下册 (美)西奥多·德莱塞著 978-7-5392-8733-1 江西教育出版社

夏倍上校: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 (法国)巴尔扎克著 978-7-5392-8735-5 江西教育出版社

圣诞故事集 (英国)狄更斯著 978-7-5392-8738-6 江西教育出版社

花钏女:泰戈尔戏剧选 (印度)泰戈尔著 978-7-5392-8744-7 江西教育出版社

磨坊之役:左拉中短篇小说选 (法国)埃米尔·左拉著 978-7-5392-8748-5 江西教育出版社

阿霞: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选 (俄罗斯)屠格涅夫著 978-7-5392-8752-2 江西教育出版社

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集 (印度)泰戈尔著 978-7-5392-8755-3 江西教育出版社

天才 (美)西奥多·德莱塞著 978-7-5392-8760-7 江西教育出版社

新爱洛伊丝.上 (法国)让-雅克·卢梭著 978-7-5392-8767-6 江西教育出版社

新爱洛伊丝.下 (法国)让-雅克·卢梭著 978-7-5392-8767-6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世界奇异档案记录.第四季 李也编著 978-7-5392-8844-4 江西教育出版社

浮士德 (德)歌德著 978-7-5392-8908-3 江西教育出版社

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978-7-5392-8909-0 江西教育出版社

漫游者的夜歌:歌德诗选 (德)歌德著 978-7-5392-8935-9 江西教育出版社

人间食粮 (法)安德烈·纪德著 978-7-5392-8939-7 江西教育出版社

梵蒂冈的地窖 (法)安德烈·纪德著 978-7-5392-8940-3 江西教育出版社

伪币制造者 (法)安德烈·纪德著 978-7-5392-8941-0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三死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著 978-7-5392-89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

背德者 (法)安德烈·纪德著 978-7-5392-8943-4 江西教育出版社

莎士比亚戏剧选 (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978-7-5392-8946-5 江西教育出版社

莎士比亚历史剧选 (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978-7-5392-8947-2 江西教育出版社

闪光的日子:老艺术家谈人生 小窗编著 978-7-5392-8957-1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三十岁的女人 (法)巴尔扎克著 978-7-5392-9012-6 江西教育出版社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 林清玄著 978-7-5392-9054-6 江西教育出版社

紫檀 王良达编著 978-7-5393-3304-5 福建美术出版社

新版·曾刚画树木 [曾刚著] 978-7-5393-3409-7 福建美术出版社



书画研究.11 林子序主编 978-7-5394-8319-1 湖北美术出版社

蒙古帝国Ⅰ成吉思汗 包丽英 著 9.78754E+12 安徽文艺出版社

蒙古帝国Ⅲ忽必烈 包丽英 著 9.78754E+12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四面八方 徐贵祥著 978-7-5396-3078-6 安徽文艺出版社

我和姐姐麦当娜 (美)克里斯托弗·西科尼，(美)温迪·列著 978-7-5396-3220-9 安徽文艺出版社

水母 盛可以著 978-7-5396-4290-1 安徽文艺出版社

齐如山自述 齐如山著 978-7-5396-4596-4 安徽文艺出版社

别给凶手起外号.1,死神之手 莫伊莱著 978-7-5396-4665-7 安徽文艺出版社

别给凶手起外号.2,鬼杀 莫伊莱著 978-7-5396-4666-4 安徽文艺出版社

别给凶手起外号.3,粉色死亡信号 莫伊莱著 978-7-5396-4670-1 安徽文艺出版社

别给凶手起外号.4,记忆空白区 莫伊莱著 978-7-5396-4706-7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丁文江自述 丁文江著 978-7-5396-4729-6 安徽文艺出版社

齐白石自述 齐白石著 978-7-5396-4806-4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吕碧城自述 吕碧城著 978-7-5396-4858-3 安徽文艺出版社

最后一根火柴:震撼灵魂的生命卷 行者选编 978-7-5396-4896-5 安徽文艺出版社

有风景的窗口:历练生命的人生卷 行者选编 978-7-5396-4911-5 安徽文艺出版社

生死寻人之6号档案 旷海忘湖著 978-7-5396-4917-7 安徽文艺出版社

翻译之技与翻译之道 阎晶明主编 978-7-5396-4922-1 安徽文艺出版社

悲风 王盛农著 978-7-5396-4938-2 安徽文艺出版社

拈花微笑:洪丕谟佛学随笔 洪丕谟著 978-7-5396-4990-0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庐隐自述 庐隐著 978-7-5396-5017-3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人生的诺亚方舟:感动心灵的真情卷 行者选编 978-7-5396-5021-0 安徽文艺出版社

喝彩的妙途:驱除消沉的情感卷 行者选编 978-7-5396-5022-7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为黄山而生:童乃寿传 周玉冰著 978-7-5396-5027-2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奥术神座.4,天空之城 爱潜水的乌贼著 978-7-5396-5060-9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奥术神座.6,坠落之星 爱潜水的乌贼著 978-7-5396-5119-4 安徽文艺出版社

生命在这里怒放:老艺人的传奇人生 王雷, 王冠群, 徐慧编著 978-7-5396-5122-4 安徽文艺出版社

佛诗三百首 洪丕谟著 978-7-5396-5153-8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风动玉兰满庭芳:那些江浙才女们 江泓著 978-7-5396-5164-4 安徽文艺出版社

神妈 李师江著 978-7-5396-5168-2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心安即是归处 周庆生著 978-7-5396-5174-3 安徽文艺出版社

公主倾城 冰城射手著 978-7-5396-5188-0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午夜之门 徐则臣著 978-7-5396-5217-7 安徽文艺出版社



啊，北京 徐则臣著 978-7-5396-5218-4 安徽文艺出版社

厨房 徐坤著 978-7-5396-5225-2 安徽文艺出版社

热狗 徐坤著 978-7-5396-5227-6 安徽文艺出版社

春上明月山:徐坤文集 徐坤著 978-7-5396-5231-3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旦角 乔叶著 978-7-5396-5253-5 安徽文艺出版社

秋蝉的嫁衣 阿娜尔古丽著 978-7-5396-5254-2 安徽文艺出版社

孤独恋人 阿娜尔古丽著 978-7-5396-5255-9 安徽文艺出版社

民国新语 严昌编著 978-7-5396-5257-3 安徽文艺出版社

月牙儿:老舍小说精选集 老舍著 978-7-5396-5261-0 安徽文艺出版社

情趣人生:梁启超美学文选 梁启超著 978-7-5396-5263-4 安徽文艺出版社

寻找·发现·感动:“中国网事·感动2014”
啟福年度网络人物评选

新华网，新华社“中国网事”，中国福利基
金会善举基金编著

978-7-5396-5278-8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北方女人:叶卡特琳娜大传 裴章传著 978-7-5396-5286-3 安徽文艺出版社

精神与人格:蔡元培美学文选 蔡元培著 978-7-5396-5293-1 安徽文艺出版社

探古求今说儒学 滕贞甫著 978-7-5396-5295-5 安徽文艺出版社

锦年 冷秋语著 978-7-5396-5304-4 安徽文艺出版社

绝代芳华牡丹香:那些中原才女们 王一心, 李伶伶著 978-7-5396-5312-9 安徽文艺出版社

傩神 阮德胜著 978-7-5396-5322-8 安徽文艺出版社

黄的海:一个海军弱国的长江抗战 侯卫东著 978-7-5396-5352-5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卷帘为君守山河 阿里著 978-7-5396-5357-0 安徽文艺出版社

秘密花园 苏北著 978-7-5396-5361-7 安徽文艺出版社

米缸 林白著 978-7-5396-5380-8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上海·一九三七 江建文著 978-7-5396-5414-0 安徽文艺出版社

川藏单车行 丁典著 978-7-5396-5443-0 安徽文艺出版社

诗说大千 沙鸥著 978-7-5396-5487-4 安徽文艺出版社

御厨 罗泰琪著 978-7-5396-5505-5 安徽文艺出版社

密语 徐小斌著 978-7-5396-5507-9 安徽文艺出版社

读懂赵孟頫，才能读懂宋元 陈晓飞著 978-7-5396-5509-3 安徽文艺出版社

当代名家小说研究 刘霞云著 978-7-5396-5512-3 安徽文艺出版社

章某某 马小淘著 978-7-5396-5513-0 安徽文艺出版社

月光和古玉 赵丽宏著 978-7-5396-5516-1 安徽文艺出版社

河西走廊的散步 许辉著 978-7-5396-5538-3 安徽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之恋 伊恩·弗莱明著 978-7-5396-5545-1 安徽文艺出版社



摧月号 (英) 伊恩·弗莱明著 978-7-5396-5550-5 安徽文艺出版社

钻石恒久远 伊恩·弗莱明著 978-7-5396-5556-7 安徽文艺出版社

金手指 伊恩·弗莱明著 978-7-5396-5564-2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庆新文化百年,小说卷 金肽频主编 978-7-5396-5592-5 安徽文艺出版社

爱，若烹小鲜.上册 三水小草著 978-7-5396-5616-8 安徽文艺出版社

爱，若烹小鲜.下册 三水小草著 978-7-5396-5616-8 安徽文艺出版社

凡人善举网聚大爱:“中国网事·感动2015”
年度网络人物评选

新华网，新华社“中国网事”，中国教育电
视台编著

978-7-5396-5660-1 安徽文艺出版社

在世界尽头遇见自己:未来的你，是否会遗憾
今天走过的路

武彬著 978-7-5396-5678-6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宁波商帮 贾鸿彬著 978-7-5396-5682-3 安徽文艺出版社

聚焦文学新潮流:当代闪小说精选 程思良主编 978-7-5396-5693-9 安徽文艺出版社

西门行 郭明辉著 978-7-5396-5709-7 安徽文艺出版社

学理与诗意的探寻 赵凯著 978-7-5396-5716-5 安徽文艺出版社

蓝风信子的春天 纳兰泽芸著 978-7-5396-5772-1 安徽文艺出版社

美丽的烦恼:与女性朋友谈乳腺保健 颜蕴文，徐晓军著 978-7-5396-5794-3 安徽文艺出版社

汉唐小筝弹奏速成 史健著 978-7-5396-5876-6 安徽文艺出版社

手绘商业环境效果图 乔雨林, 孙悦编著 978-7-5398-2636-3 安徽美术出版社

中国国家美术.2014·05辑(总第二十五辑) 中国国家画院编 978-7-5398-5798-5 安徽美术出版社

宽心:星云大师的人生幸福课 星云大师著 978-7-5399-3267-5 江苏文艺出版社

荆棘爱 凌眉[著] 978-7-5399-3465-5 江苏文艺出版社

有一个人 黄爱东西著 978-7-5399-4119-6 江苏文艺出版社

心兽 (德)赫塔·米勒著 978-7-5399-4284-1 江苏文艺出版社

人是世上的大野鸡 (德)赫塔·米勒(Herta Muller)著 978-7-5399-4285-8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卑鄙的圣人：曹操 王晓磊著 978-7-5399-4393-0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卑鄙的圣人：曹操.第2部 王晓磊著 978-7-5399-4464-7 江苏文艺出版社

裸者与死者.上 (美) 诺曼·梅勒著 978-7-5399-4535-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裸者与死者.下 (美) 诺曼·梅勒著 978-7-5399-4535-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鹿苑 (美)诺曼·梅勒著 978-7-5399-4542-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卑鄙的圣人：曹操.第3部 王晓磊著 978-7-5399-4592-7 江苏文艺出版社

小情敌 艾米著 978-7-5399-4647-4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卑鄙的圣人：曹操.第4部 王晓磊著 978-7-5399-4773-0 江苏文艺出版社

满朝凤华之保护皇上.上 孤钵著 978-7-5399-5000-6 江苏文艺出版社



满朝凤华之保护皇上.下 孤钵著 978-7-5399-5000-6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卑鄙的圣人：曹操.第6部 王晓磊著 978-7-5399-5007-5 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爱花花世界 米力著 978-7-5399-5015-0 江苏文艺出版社

左手的掌纹 余光中著 978-7-5399-5104-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卑鄙的圣人：曹操.第5部 王晓磊著 978-7-5399-5151-5 江苏文艺出版社

侣行:中国新格调：爱到极致，行到极端 张昕宇著 978-7-5399-5214-7 江苏文艺出版社

抢单 满城烟火著 978-7-5399-5215-4 江苏文艺出版社

请不要灰心呀!:99岁柴田老奶奶的处女诗集 (日) 柴田丰著 978-7-5399-5267-3 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爱横条衫:米力的快乐生活拼图 米力著 978-7-5399-5308-3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卑鄙的圣人：曹操:大结局.第10部 王晓磊著 978-7-5399-5346-5 江苏文艺出版社

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2,四子拜师，鬼谷子
开讲纵横之道

寒川子著 978-7-5399-5445-5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世界很大 幸好有你 杨澜著 978-7-5399-5470-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谎言西西里 胡蓉蓉, 李米苏著 978-7-5399-5575-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网游之第一法师 禾早著 978-7-5399-5578-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毛毛星球 (美)约翰·斯卡尔齐著 978-7-5399-5593-3 江苏文艺出版社

皇家二掌柜.上卷 大风刮过著 978-7-5399-5597-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皇家二掌柜.下卷 大风刮过著 978-7-5399-5597-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唐太宗政变24小时 老克著 978-7-5399-5621-3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十万分之一的偶然 (日)松本清张著 978-7-5399-5622-0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卑鄙的圣人：曹操.第7部 王晓磊著 978-7-5399-5623-7 江苏文艺出版社

桃花源里的魔头 阿菩著 978-7-5399-5651-0 江苏文艺出版社

每时每刻皆为逍遥时光 费勇著 978-7-5399-5652-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瑶华初记 茂林修竹著 978-7-5399-5671-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流浪者史诗 (美)詹姆斯·米切纳著 978-7-5399-5777-7 江苏文艺出版社

婚心未泯 童馨儿[著] 978-7-5399-5779-1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卑鄙的圣人.第8部,曹操 王晓磊著 978-7-5399-5791-3 江苏文艺出版社

最红颜.上 巧爷[著] 978-7-5399-5796-8 江苏文艺出版社

最红颜.下 巧爷[著] 978-7-5399-5796-8 江苏文艺出版社

伤魂 卢新华[著] 978-7-5399-5832-3 江苏文艺出版社

无路可退的战士 (英)杰克·希金斯(Jack Higgins)著 978-7-5399-5847-7 江苏文艺出版社

二月之夏 (英)乔纳森·史密斯著 978-7-5399-5864-4 江苏文艺出版社

幸福要回答 杨澜, 朱冰著 978-7-5399-5874-3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三国配角演义 马伯庸著 978-7-5399-5876-7 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的中东:吴苏媚的“西游记”.2 吴苏媚著 978-7-5399-5888-0 江苏文艺出版社

给你一个团队, 你能怎么管? 赵伟著 978-7-5399-5893-4 江苏文艺出版社

混搭:你是我的励志书 李静，戴军，朱冰著 978-7-5399-5907-8 江苏文艺出版社

温暖躯壳 (美)艾萨克·马里昂著 978-7-5399-5922-1 江苏文艺出版社

让我们一起恨天才:这个世界上的一半人永远
不懂另一半人

汪洋著 978-7-5399-5923-8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凤权.1 天下归元著 978-7-5399-5964-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凤权.2 天下归元著 978-7-5399-5964-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凤权.3 天下归元著 978-7-5399-5964-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凤权.4 天下归元著 978-7-5399-5964-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西游降魔篇 周星驰，今何在著 978-7-5399-5972-6 江苏文艺出版社

狩猎.1,阴山狼城 李达著 978-7-5399-6033-3 江苏文艺出版社

爱是有故事的旅行 汤佳著 978-7-5399-6059-3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不畏将来 不念过去 十二著 978-7-5399-6183-5 江苏文艺出版社

钱文忠解读《百家姓》.1 钱文忠主讲 978-7-5399-6201-6 江苏文艺出版社

幸好，他们死在书里:名著人物的另一种可能 王小山著 978-7-5399-6207-8 江苏文艺出版社

孔雀的叫喊 虹影著 978-7-5399-6213-9 江苏文艺出版社

圣子福音 (美) 诺曼·梅勒著 978-7-5399-6225-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自制力:如何掌控自己的时间与生活? 高原著 978-7-5399-6227-6 江苏文艺出版社

时间的习俗 (日)松本清张著 978-7-5399-6252-8 江苏文艺出版社

已经不重要了:今夜痛斩爱情 大仙著 978-7-5399-6255-9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卑鄙的圣人：曹操.第9部 王晓磊著 978-7-5399-6274-0 江苏文艺出版社

遥指杏花村 杏花村知青著 978-7-5399-6280-1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叶落淮南 心裳著 978-7-5399-6285-6 江苏文艺出版社

北美崔哥：中国人来了:神文博主说段子 (美)北美崔哥著 978-7-5399-6292-4 江苏文艺出版社

儒道至圣.2,文霸圣坛 永恒之火著 978-7-5399-6302-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猛龙过江.1,叱咤风云 骷髅精灵著 978-7-5399-6461-4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之谜 马伯庸著 978-7-5399-6472-0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著 978-7-5399-6476-8 江苏文艺出版社

地海传奇.第二部,地海古墓 (美)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Le Guin)著 978-7-5399-6481-2 江苏文艺出版社

行走指南 费勇著 978-7-5399-6526-0 江苏文艺出版社

猛龙过江.2,世界争霸 骷髅精灵著 978-7-5399-6562-8 江苏文艺出版社



厦一站幸福 isolan麦葵著 978-7-5399-6574-1 江苏文艺出版社

来生再见 何顿著 978-7-5399-6588-8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只有医生知道！.2 张羽著 978-7-5399-6595-6 江苏文艺出版社

网与石 (美)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著 978-7-5399-6606-9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上帝的孤独者:托马斯·沃尔夫中短篇小说选 (美)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著 978-7-5399-6608-3 江苏文艺出版社

时间与河流 (美)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著 978-7-5399-6666-3 江苏文艺出版社

喀布尔的星空 (加)冯文嘉著 978-7-5399-6671-7 江苏文艺出版社

改革都有红利吗？:一台国家机器的顶层设计
与技术操盘

(澳)雪珥著 978-7-5399-6678-6 江苏文艺出版社

摩根财团: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业的
崛起

(美) 罗恩·彻诺著 978-7-5399-6683-0 江苏文艺出版社

茗花有主 苹果八月半著 978-7-5399-6701-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亲密敌手 洛禾著 978-7-5399-6720-2 江苏文艺出版社

教父.Ⅲ,最后的教父 马里奥·普佐著 978-7-5399-6741-7 江苏文艺出版社

教父 马里奥·普佐著 978-7-5399-6744-8 江苏文艺出版社

生命中最美好的事都是免费的 (加)尼尔·帕斯理查著 978-7-5399-6769-1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双面催眠师 丽端著 978-7-5399-6774-5 江苏文艺出版社

猛龙过江.3,神秘王者 骷髅精灵著 978-7-5399-6835-3 江苏文艺出版社

梦想之城 (美)贝弗利·斯沃林著 978-7-5399-6884-1 江苏文艺出版社

空，欢喜:扯一扯当代艺术 胡赳赳著 978-7-5399-6928-2 江苏文艺出版社

暗花 臧小凡著 978-7-5399-6951-0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古代的夜晚.上 (美) 诺曼·梅勒著 978-7-5399-6984-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古代的夜晚.下 (美) 诺曼·梅勒著 978-7-5399-6984-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 (英) P.D. 詹姆斯著 978-7-5399-6988-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你值得一切好的生活 十块好运大王[著] 978-7-5399-6990-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卖故事 高朋著 978-7-5399-7036-3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东北秘境往事一百年之狼王 张永军著 978-7-5399-7040-0 江苏文艺出版社

时空平移 王晋康 978-7-5399-7087-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甜蜜与痛苦:王立新诗选 [王立新著] 978-7-5399-7098-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女帝本色.2,帝王谋 天下归元著 978-7-5399-7112-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女帝本色.2,帝王谋 天下归元著 978-7-5399-7112-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凤逆苍穹.4,江山为聘 路非著 978-7-5399-7127-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凤逆苍穹.4,江山为聘 路非著 978-7-5399-7127-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不那么拼，去过一种更有趣的生活 (日)心屋仁之助著 978-7-5399-7182-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怕突然想起你 韫宁著 978-7-5399-7191-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硬汉不跳舞 (美) 诺曼·梅勒著 978-7-5399-7197-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告别的话，由风转达 张秋寒作品 978-7-5399-7238-1 江苏文艺出版社

在全世界的边缘呼唤爱 洛艺嘉[著] 978-7-5399-7258-9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一本满足:独一无二的每一天 云和绘/著 978-7-5399-7305-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血宴 (瑞典)亨宁·曼凯尔著 978-7-5399-7311-1 江苏文艺出版社

独家宠爱.上 总攻大人 978-7-5399-7316-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独家宠爱.下 总攻大人 978-7-5399-7316-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住在他心里.上 黑果 978-7-5399-7317-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住在他心里.下 黑果 978-7-5399-7317-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原来一直都深爱.上 圣妖 978-7-5399-7318-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原来一直都深爱.下 圣妖 978-7-5399-7318-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你好，我的傲慢绅士 黑果著 978-7-5399-7331-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那就不要说再见 高捷著 978-7-5399-7363-0 江苏文艺出版社

异镇 刘雪华, 张莱著 978-7-5399-7364-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你来自彩虹天堂 张芸欣著 978-7-5399-7402-6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双面笑佳人 (法)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Leblanc)著 978-7-5399-7431-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夜凝夕.上 飞烟[著] 978-7-5399-7493-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夜凝夕.下 飞烟[著] 978-7-5399-7493-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幸存者 李西闽著 978-7-5399-7505-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笼里的女人 (丹) 尤西·阿德勒·奥尔森著 978-7-5399-7508-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簪中录.1 侧侧轻寒著 978-7-5399-7535-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淘婚 雍樨著 978-7-5399-7563-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生如夏花:泰戈尔经典诗选.Ⅰ (印)泰戈尔著 978-7-5399-7566-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迷失的时候，选择更艰辛的那条路 廖玮雯等著 978-7-5399-7570-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野鸡杀手 (丹) 尤西·阿德勒-奥尔森著 978-7-5399-7579-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瓶中信 (丹) 尤西·阿德勒-奥尔森著 978-7-5399-7580-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百界歌 九鹭非香[著] 978-7-5399-7604-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一直忘了说，我有多爱你 苗亦有秀[著] 978-7-5399-7608-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共谋 (瑞典)亨宁·曼凯尔著 978-7-5399-7622-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哈佛思维课,亲和力自测 尼尔斯著 978-7-5399-7634-1 江苏文艺出版社

哈佛思维课,领导力自测 尼尔斯著 978-7-5399-7635-8 江苏文艺出版社

暗里有光，梦中有你 莲赋妩著 978-7-5399-7648-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光走了你还在 语笑嫣然著 978-7-5399-7659-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白芍 海青拿天鹅著 978-7-5399-7660-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哈佛思维课,情商自测 尼尔斯著 978-7-5399-7717-1 江苏文艺出版社

冷间谍 (瑞典) 亨宁·曼凯尔著 978-7-5399-7727-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青花练 丁涵著 978-7-5399-7737-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梦想开花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 吴虹飞，玥玥等著 978-7-5399-7740-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低眉尘世，随遇而安 积雪草著 978-7-5399-7766-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依然爱你, 我只是不喜欢你了 小岩井[著] 978-7-5399-7773-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公子有主.上 求之不得著 978-7-5399-7836-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蔚然成风 籽月著 978-7-5399-7838-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帝台娇.上 沐非著 978-7-5399-7848-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帝台娇.下 沐非著 978-7-5399-7848-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古鼎 余耕著 978-7-5399-7863-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反过来想就对了 骆芳美著 978-7-5399-7900-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田小米著 978-7-5399-7919-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孤单走样 冷亦蓝著 978-7-5399-7929-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曾少年.上册 九夜茴[著] 978-7-5399-7939-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曾少年.下册 九夜茴[著] 978-7-5399-7939-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十年荣光:我不能让每个人都喜欢 余言[著] 978-7-5399-7955-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的世界只差一个你.上册 梵缺[著] 978-7-5399-7956-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的世界只差一个你.下册 梵缺[著] 978-7-5399-7956-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大宋帝国三百年:公元976年至997年军政故
实.5,文功武治宋太宗

金纲著 978-7-5399-7978-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晓松奇谈.第1卷 高晓松 978-7-5399-7987-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牵牵手就永远.上 红枣著 978-7-5399-7993-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牵牵手就永远.下 红枣著 978-7-5399-7993-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所有遇见终将遗忘 铁头著 978-7-5399-7995-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男友是外星人 其莎，樱桃派[著] 978-7-5399-7997-7 江苏文艺出版社

时光刚好，你也在 戚兆磊编著 978-7-5399-8033-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寻找前世之流年转:完美典藏板.上 Vivibear[著] 978-7-5399-8041-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寻找前世之流年转:完美典藏板.下 Vivibear[著] 978-7-5399-8041-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从此学会隐藏悲伤 郑执著 978-7-5399-8048-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恋恋食光 蓝宝著 978-7-5399-8057-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坠落之上 (英) 伊恩·兰金著 978-7-5399-8058-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鹂语记.上册 七和香[著] 978-7-5399-8070-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鹂语记.下册 七和香[著] 978-7-5399-8070-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硬骨头连 八路著 978-7-5399-8080-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大街上传来的旋律:翟永明短诗精选 翟永明著 978-7-5399-8082-9 江苏文艺出版社

姑娘,欢迎降落在这残酷世界 黄佟佟[著] 978-7-5399-8083-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崔大人驾到.上 袖唐著 978-7-5399-8085-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崔大人驾到.下 袖唐著 978-7-5399-8085-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人生苦短 只来得及爱一次 吴小雾著 978-7-5399-8087-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说谎的人 (美) E. 洛克哈特著 978-7-5399-8088-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苹果上的缺口:史蒂夫·乔布斯和我的美好时
光

(美) 克里斯安·布伦南著 978-7-5399-8093-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许你晚风凉 谢宁远[著] 978-7-5399-8103-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藏起来 (英) 伊恩·兰金著 978-7-5399-8104-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艺术谋杀 (英) 伊恩·兰金著 978-7-5399-8105-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落幕之光 (英) 伊恩·兰金著 978-7-5399-8106-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林中城堡 (美) 诺曼·梅勒著 978-7-5399-8107-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如果·熊 大熊[著] 978-7-5399-8120-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可惜不是你 叶紫著 978-7-5399-8125-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名捕夫人 清闲丫头著 978-7-5399-8127-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巴巴里海岸 (美) 诺曼·梅勒著 978-7-5399-8147-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当你孤单谁会想起你 蓝宫调[著] 978-7-5399-8153-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 成龙, 朱墨著 978-7-5399-8169-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一叶知秋 季玉著 978-7-5399-8185-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间机器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978-7-5399-8197-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当睡者醒来时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978-7-5399-8198-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世界大战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978-7-5399-8199-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级恐慌 王晋康 978-7-5399-8201-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春闺梦里人.上 白鹭成双著 978-7-5399-8228-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朱成玉最美散文集 朱成玉著 978-7-5399-8233-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君心莫测.下 春天不开花著 978-7-5399-8243-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谁是第十二个 项维著 978-7-5399-8251-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且把年华赠天下之战江山.上册 姒锦著 978-7-5399-8254-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且把年华赠天下之战江山.下册 姒锦著 978-7-5399-8254-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且把年华赠天下之战江山.中册 姒锦著 978-7-5399-8254-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京门风月.2,锦绣笙歌 西子情[著] 978-7-5399-8259-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京门风月.2,锦绣笙歌 西子情[著] 978-7-5399-8259-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深夜降至，别吃罐头 不带剑 978-7-5399-8269-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无声告白 (美)伍绮诗(Celeste Ng)著 978-7-5399-8283-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门种葵花 王小妮著 978-7-5399-8289-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白雪王子 萌小七著 978-7-5399-8291-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人之初 张炎禹著 978-7-5399-8317-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你所希望的，终有一天会实现 夏晨曦[著] 978-7-5399-8354-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冒牌女神 夏忆然[著] 978-7-5399-8363-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玉阶辞.上 青湘[著] 978-7-5399-8369-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玉阶辞.下 青湘[著] 978-7-5399-8369-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清洗人类 银河行星 978-7-5399-8380-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郑执[著] 978-7-5399-8381-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Hey，我真的好想你:欠你一封情书 沈嘉柯，罗小葶著 978-7-5399-8396-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天上的星星想地上的人 王小面著 978-7-5399-8397-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公主世无双.上 衣十一著 978-7-5399-8402-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间移民 刘慈欣 978-7-5399-8407-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世界忧蓝成伤 鹧鸪天著 978-7-5399-8424-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年少荒唐 朱炫[著] 978-7-5399-8430-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你不比一朵野花更孤独 (美)梭罗(Henry D. Thoreua)著 978-7-5399-8436-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情歌没有告诉你 喜禾著 978-7-5399-8455-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愿你想到我时没有忧愁 张静安作品 978-7-5399-8480-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活着便要温柔相爱 虞菜菜[著] 978-7-5399-8510-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司藤.上 尾鱼[著] 978-7-5399-8537-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司藤.下 尾鱼[著] 978-7-5399-8537-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许你晚风凉.2 谢宁远 978-7-5399-8544-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匆匆那年.上 九夜茴[著] 978-7-5399-8562-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匆匆那年.下 九夜茴[著] 978-7-5399-8562-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万千星辉 忆锦[著] 978-7-5399-8583-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间会给你答案 kiki拉雅[著] 978-7-5399-8586-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乌夜啼 兜兜么[著] 978-7-5399-8591-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马燕日记 马燕著 978-7-5399-8592-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比空气轻: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诗
集

(德)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著 978-7-5399-8593-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等你的星光.上 茴笙著 978-7-5399-8611-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等你的星光.下 茴笙著 978-7-5399-8611-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在最美的风景里流放 燕子, 神威, 老m等著 978-7-5399-8614-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们为什么在越南 (美) 诺曼·梅勒著 978-7-5399-8615-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趁青春:以梦为马去旅行 梅老板[著] 978-7-5399-8622-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契机 何常在著 978-7-5399-8626-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认识的人越多，越喜欢动物 祖克慰著 978-7-5399-8629-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最好的年龄，遇上最美的你.上册 梵缺著 978-7-5399-8638-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最好的年龄，遇上最美的你.下册 梵缺著 978-7-5399-8638-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汪洋战争 何夕 978-7-5399-8641-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伤心者 何夕 978-7-5399-8643-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沈从文[著] 978-7-5399-8655-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偷来的一生 华秋著 978-7-5399-8672-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念念不离心 乌云冉冉著 978-7-5399-8678-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喜欢你离我远点 月北著 978-7-5399-8679-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花开半夏 九夜茴[著] 978-7-5399-8680-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初恋爱 九夜茴[著] 978-7-5399-8681-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不为我们改变的世界 丁丁张, 徐良, 消失宾妮等 978-7-5399-8682-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为自己喜欢的一切而活 丁浩著 978-7-5399-8691-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用你的名字取暖 李萌著 978-7-5399-8697-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别基小姐 (美)沈宁著 978-7-5399-8712-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所有孤独的行星都相遇 朱熙著 978-7-5399-8721-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鹂语记.上册,完结篇 七和香 978-7-5399-8726-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鹂语记.下册,完结篇 七和香 978-7-5399-8726-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献给亲爱的邵先生.上 浮光锦著 978-7-5399-8728-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献给亲爱的邵先生.下 浮光锦著 978-7-5399-8728-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献给亲爱的邵先生.中 浮光锦著 978-7-5399-8728-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一切都来得及 积雪草著 978-7-5399-8729-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体面的普通人 黄竞天[著] 978-7-5399-8735-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春桃 许地山[著] 978-7-5399-8740-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带自己回家:让疲惫的心灵重获新生 (美)梭罗著 978-7-5399-8748-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春闺梦里人.中 白鹭成双著 978-7-5399-8755-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天后进化论.上 竹宴小生著 978-7-5399-8760-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天后进化论.下 竹宴小生著 978-7-5399-8760-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侣行:中国新格调:爱到极致,行到极端.II 张昕宇著 978-7-5399-8767-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风华夫君锦绣妻.上册 佳若飞雪著 978-7-5399-8772-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风华夫君锦绣妻.下册 佳若飞雪著 978-7-5399-8772-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风华夫君锦绣妻.中册 佳若飞雪著 978-7-5399-8772-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你是自己的所有 亦涵著 978-7-5399-8774-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将门骄妻.下 慕容湮儿著 978-7-5399-8775-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将门骄妻·策天阙.上 慕容湮儿著 978-7-5399-8776-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每一个女神都活得很努力 梁欢欢[著] 978-7-5399-8779-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要我们在一起.上 艾小图著 978-7-5399-8780-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要我们在一起.下 艾小图著 978-7-5399-8780-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奇妙女人:性、领导力和完美观念的重建 (美)戴博拉·斯帕尔著 978-7-5399-8782-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萌主有命.2 一枚铜钱著 978-7-5399-8783-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风有归期 子木桑桑著 978-7-5399-8784-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你的美好总会有人知道 丛平平[著] 978-7-5399-8791-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唯爱暖时光 雨微醺著 978-7-5399-8794-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人间草木 汪曾祺著 978-7-5399-8798-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卿本惊华:白金纪念版.伍 西子情[著] 978-7-5399-8805-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卿本惊华:白金纪念版.叁 西子情[著] 978-7-5399-8805-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卿本惊华:白金纪念版.壹 西子情[著] 978-7-5399-8805-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卿本惊华:白金纪念版.肆 西子情[著] 978-7-5399-8805-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卿本惊华:白金纪念版.贰 西子情[著] 978-7-5399-8805-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红尘渡 叶落无心[著] 978-7-5399-8807-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你必须很努力, 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鱼樵著 978-7-5399-8810-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报告王爷 图钉著 978-7-5399-8815-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魔塔.Ⅱ,角斗之舞 九穗禾著 978-7-5399-8816-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此时此刻 相爱的能力 鹿满川著 978-7-5399-8817-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景上添珠 祝攸攸著 978-7-5399-8821-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第27封来信 978-7-5399-8822-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生命清单 (美)洛里·斯皮尔曼著 978-7-5399-8828-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洁身自爱.上 未再 978-7-5399-8830-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洁身自爱.下 未再 978-7-5399-8830-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一直走，直到我遇见你 刘玥著 978-7-5399-8831-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如果你正年轻，且孤独 潘云贵[著] 978-7-5399-8835-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错嫁良缘.5,燎越追凶 浅绿[著] 978-7-5399-8836-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错嫁良缘.5,燎越追凶 浅绿[著] 978-7-5399-8836-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寂寞空庭春欲晚 匪我思存著 978-7-5399-8837-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天下无双之俏妃倾城.上册 雨凉著 978-7-5399-8840-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天下无双之俏妃倾城.下册 雨凉著 978-7-5399-8840-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天下无双之俏妃倾城.中册 雨凉著 978-7-5399-8840-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闫小姐不嫁了 冯小茶著 978-7-5399-8842-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学霸，请离我远一点 叶秋著 978-7-5399-8847-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大后方 电视纪录片《大后方》创作摄制团队著 978-7-5399-8866-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只是远方没有你 青颜如风著 978-7-5399-8868-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不告而别 蒋瞰著 978-7-5399-8871-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反正都要在一起 容光著 978-7-5399-8872-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徐徐念之:完结篇 北倾著 978-7-5399-8873-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们在一起等于全世界 盛世爱著 978-7-5399-8874-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深夏也曾栖孤岛 繁浅 978-7-5399-8879-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闻先生，别来无恙 雪影霜魂[著] 978-7-5399-8880-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陛下第二萌 秋若耶著 978-7-5399-8887-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绝世风光不及你 章琪琪著 978-7-5399-8888-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朕不容易 顾念著 978-7-5399-8889-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放弃你, 下辈子吧 桩桩著 978-7-5399-8891-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颜小姐，我在情深处等你.上 家奕著 978-7-5399-8892-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颜小姐，我在情深处等你.下 家奕著 978-7-5399-8892-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春水碧于天 则慕著 978-7-5399-8913-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花家喜事.3 老石头著 978-7-5399-8914-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远在眼前的你 未眠君著 978-7-5399-8917-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春眠不觉晓 张碧著 978-7-5399-8918-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月光漫过珍珠夏.2 张芸欣 978-7-5399-8919-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有风轻相送 沐尔著 978-7-5399-8922-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城无故人 落清[著] 978-7-5399-8926-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绝世无双.第4部,天下风云 夜北[著] 978-7-5399-8930-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绝世无双.第4部,天下风云 夜北[著] 978-7-5399-8930-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口信 宋琳著 978-7-5399-8938-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光不矜持 槭语暄 978-7-5399-8953-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鼠年 (英) 克莱尔·弗尼斯著 978-7-5399-8958-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生命的热情何在:高更的塔西提手记 (法)保罗·高更著 978-7-5399-8964-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从前到以后 相恋到白头 木易雨山[著] 978-7-5399-8978-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请尊重一个姑娘的努力:升级版 杨熹文著 978-7-5399-9021-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美景未迟,惊蛰篇 白鹭成双著 978-7-5399-9023-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骄心宜摘 风浅著 978-7-5399-9029-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京门风月.3,箭雨皇都 西子情[著] 978-7-5399-9030-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京门风月.3,箭雨皇都 西子情[著] 978-7-5399-9030-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啼笑因缘 张恨水 978-7-5399-9035-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在巴黎吻过繁花 西西东东[著] 978-7-5399-9067-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一粒糖 丰子恺[著] 978-7-5399-9074-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清塘荷韵 季羡林著 978-7-5399-9099-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问史哪得清如许 傅国涌著 978-7-5399-9102-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喀纳斯谎言:死城幻境 西门著 978-7-5399-9104-7 江苏文艺出版社

沉沦 郁达夫[著] 978-7-5399-9107-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光偷不走的你.上 西西东东著 978-7-5399-9109-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光偷不走的你.下 西西东东著 978-7-5399-9109-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负暄絮语 张中行著 978-7-5399-9116-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白门秋柳 黄裳著 978-7-5399-9123-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恋着多欢喜 空空如气著 978-7-5399-9124-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雾中回忆 (澳)凯特·莫顿(Kate Morton)著 978-7-5399-9132-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科学怪人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著] 978-7-5399-9148-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光里的不为人知 随侯珠著 978-7-5399-9150-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藏住星光的森林.上 彻夜流香著 978-7-5399-9151-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藏住星光的森林.下 彻夜流香著 978-7-5399-9151-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林深之著 978-7-5399-9160-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光走了你还在.2 语笑嫣然著 978-7-5399-9162-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入口即化:巫昂的美食天涯 巫昂著 978-7-5399-9164-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桂香街 范小青著 978-7-5399-9192-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若无相欠，怎会相见:13对民国才情恋人的缱
绻情书集

桑妮著 978-7-5399-9200-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二马·骆驼祥子 老舍[著] 978-7-5399-9206-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凉生子夜后.2 鹧鸪天著 978-7-5399-9208-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七月流火，八月为后 多啦荔荔著 978-7-5399-9209-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白洋淀纪事 孙犁[著] 978-7-5399-9211-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有情可圆 南风语著 978-7-5399-9213-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也许有那么一天 朱锐 978-7-5399-9214-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太子, 请接招! 御井烹香著 978-7-5399-9215-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就喜欢不那么好的你 周宏翔著 978-7-5399-9224-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孤独深处 郝景芳著 978-7-5399-9276-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去远方 郝景芳著 978-7-5399-9277-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学长请吃药.2 苏一姗 978-7-5399-9278-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手信.2 淡蓝蓝蓝著 978-7-5399-9279-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初心 张晓风著 978-7-5399-9289-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间深渊 付强著 978-7-5399-9299-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花神传 白泽Adult著 978-7-5399-9301-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君不离.上 秋夜雨寒[著] 978-7-5399-9304-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君不离.下 秋夜雨寒[著] 978-7-5399-9304-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还魂记 陈应松[著] 978-7-5399-9318-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蜀山云无月.上 刘采采著 978-7-5399-9319-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蜀山云无月.下 刘采采著 978-7-5399-9319-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雪中悍刀行.13,雪中斩天龙 烽火戏诸侯著 978-7-5399-9324-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太阳系历险记 (法)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著 978-7-5399-9335-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从地球到月球 (法)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著 978-7-5399-9340-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皇上, 请冷静 古点著 978-7-5399-9348-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的曼达林 墨宝非宝著 978-7-5399-9349-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藏在时光深处的你 耳东兔子著 978-7-5399-9354-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如此这般的绿色青春 汀之丁著 978-7-5399-9375-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王爷难追 荼青著 978-7-5399-9415-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总要有些新活法，陪你度过难熬的一天 (韩)郑喆著 978-7-5399-9416-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诸神的黄昏.上 撒冷著 978-7-5399-9429-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诸神的黄昏.下 撒冷著 978-7-5399-9429-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人生继承者 海晨星著 978-7-5399-9430-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妇好传.上 鬼月著 978-7-5399-9432-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妇好传.下 鬼月著 978-7-5399-9432-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余生有你才安好.2 叶非夜 978-7-5399-9455-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千门八将.1,八将聚首 高阳著 978-7-5399-9461-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夺嫡.上,京华卷 狂上加狂著 978-7-5399-9462-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夺嫡.下,京华卷 狂上加狂著 978-7-5399-9462-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愿你不被生活辜负 钱饭饭 978-7-5399-9474-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鲁迅遗风录 孙郁著 978-7-5399-9480-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羽毛 王芸著 978-7-5399-9507-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天鹅 杨帆著 978-7-5399-9508-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塘马1941 刘志庆著 978-7-5399-9510-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瞳孔 宋小词著 978-7-5399-9511-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就喜欢这样的你 缓缓君著 978-7-5399-9559-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良辰多喜欢.4 原城著 978-7-5399-9573-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千寺钟.上 陈峻菁 978-7-5399-9582-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千寺钟.下 陈峻菁 978-7-5399-9582-3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 舒明月著 978-7-5399-9590-8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赵凝[著] 978-7-5399-9613-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贩罪.1 三天两觉[著] 978-7-5399-9622-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贩罪.2 三天两觉[著] 978-7-5399-9622-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贩罪.3 三天两觉[著] 978-7-5399-9622-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贩罪.4 三天两觉[著] 978-7-5399-9622-6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世界很小，而你刚好发光 凌小汐著 978-7-5399-9634-9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今天的孤独，是明天的祝福 易小婉著 978-7-5399-9638-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蓝水晶 陈武著 978-7-5399-9658-5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动荡:亲历20世纪60年代运动 (德)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著 978-7-5399-9796-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乔叶满枝桠 空空如气[著] 978-7-5399-9812-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世界的凛冬.I (英)肯·福莱特著 978-7-5399-9907-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世界的凛冬.II (英)肯·福莱特著 978-7-5399-9907-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世界的凛冬.III (英)肯·福莱特著 978-7-5399-9907-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龙凤 王晓玉，魏意苹著 978-7-5401-3008-4 河南美术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一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七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三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九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二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五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八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六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十一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十三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十二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十五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十六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十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十四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全译本.第四卷 [(明) 王守仁著] 978-7-5402-014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民国才女美文集.上 [兰云月编] 978-7-5402-0168-5 北京燕山出版社

民国才女美文集.下 [兰云月编] 978-7-5402-0168-5 北京燕山出版社

民国才女美文集.中 [兰云月编] 978-7-5402-0168-5 北京燕山出版社

西游记.上 (明) 吴承恩著 978-7-5402-0571-3 北京燕山出版社

西游记.下 (明) 吴承恩著 978-7-5402-0571-3 北京燕山出版社

西游记.中 (明) 吴承恩著 978-7-5402-0571-3 北京燕山出版社

萧红精选集 萧红著 978-7-5402-0618-5 北京燕山出版社

内聚外渗:公关艺术概观 段玉峰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协律奏雅:音乐知识撷英 宋庆光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启悟真诚:巴金作品自选集 巴金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坚甲利兵:兵器史略 潘永坤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大智心魂:哲人的旅程 魏光奇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奕品春秋:棋文化通览 贾秀文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寻梦天涯:探险者之路 俞新, 林衡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得心应手:作家的训练 韩石山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拟声幻象:电影世界导游 易水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易贯中西:《周易》与人类文化 珊泉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点石成金:化学世界巡游 杨春雁, 邱广明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物况天择:生物学历程 李晓卉, 解新明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神机妙算:计算机大观园 陆立柱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超凡入圣:天才启示录 张铁声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青春寄语:冰心自选《海恋集》 冰心著 978-7-5402-07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关羽 贲恩正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典韦 许褚 徐晃 张郃 鲍李俊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刘备 汪鸿雁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司马师 司马昭 诸葛诞 毋丘俭 傅战备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司马懿 王远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周瑜 王一民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太史慈 吕蒙 陆逊 甘宁 徐盛 丁奉 王艳芳, 张洪顺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姜维 定均, 贲恩正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孙坚 孙策 刘旭光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孙权 曾伟, 柳长胜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廖化 魏延 明军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张昭 张纮 诸葛瑾 诸葛恪 宇丽, 艳芳, 继浩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张辽 张绣 庞德 傅战备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张飞 田悦阳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曹丕 傅晓生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曹仁 曹洪 夏侯惇 夏侯渊 程明芝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曹操 章一平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李典 满宠 臧霸 曹休 傅战备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诸葛亮 汪鸿雁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贾诩 荀彧 荀攸 程昱 钟繇 傅战备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赵云 定明军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邓艾 钟会 王远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邓芝 杨仪 蒋琬 席剑海, 杨霞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郭嘉 许攸 徐庶 祢衡 蒋干 傅晓生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马谡 王平 关兴 张苞 席剑海, 杨霞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马超 庞统 周仓 匆匆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鲁肃 黄盖 阚泽 杜预 张继浩, 王艳芳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黄忠 法正 李恢 严颜 罗国林编写 978-7-5402-0764-9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上 袁旭, 党德信著 978-7-5402-0932-2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下 袁旭, 党德信著 978-7-5402-0932-2 北京燕山出版社

苏雪林文集.上 [苏雪林著] 978-7-5402-1089-2 北京燕山出版社



苏雪林文集.下 [苏雪林著] 978-7-5402-1089-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刘震云精选集 刘震云著 978-7-5402-1767-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张承志精选集 张承志著 978-7-5402-1780-8 北京燕山出版社

雍正皇帝与迦陵禅师:从迦陵禅师和大觉寺看
雍正皇帝与佛教

王松，宣立品著 978-7-5402-212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978-7-5402-2506-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幸灾乐祸心理学 (美) 埃里克·G. 威尔逊著 978-7-5402-2635-0 北京燕山出版社

写给聪明女人的道 夏悠悠，张婕编著 978-7-5402-3018-0 北京燕山出版社

高位出局 丁力著 978-7-5402-317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三里屯儿尼亚 芦稻赋著 978-7-5402-3219-1 北京燕山出版社

鳖有洞天 姜雨汐著 978-7-5402-3270-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当爱再无完美可在岁月如歌里找你.上册 桩桩著 978-7-5402-3294-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当爱再无完美可在岁月如歌里找你.下册 桩桩著 978-7-5402-3294-8 北京燕山出版社

乱世 黄孝阳著 978-7-5402-3303-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五部队之海盗公敌.1 纷舞妖姬著 978-7-5402-3312-9 北京燕山出版社

渐冉流年 不妄素年著 978-7-5402-3334-1 北京燕山出版社

神奇大陆历险记 张金晴著 978-7-5402-3384-6 北京燕山出版社

凤凰情 李明著 978-7-5402-3411-9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井陉关的落日 任洪力著 978-7-5402-3425-6 北京燕山出版社

九个人 任洪力著 978-7-5402-3428-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畲山英雄 张英英著 978-7-5402-3536-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壮哉！金山岭长城 刘兰松，汪贵主编 978-7-5402-3543-7 北京燕山出版社

趁我还年轻，趁我还爱你 张君雅著 978-7-5402-3586-4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不醉君心 爱新觉罗氏著 978-7-5402-3611-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古都历史文化讲座.第二辑 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编 978-7-5402-362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曼舞风尘 章峥著 978-7-5402-3646-5 北京燕山出版社

老北京忆往 张国庆著 978-7-5402-3652-6 北京燕山出版社

乡土诸暨 杨国驹著 978-7-5402-3661-8 北京燕山出版社

九门深处轶闻多:同祯博客文集 王同桢著 978-7-5402-3715-8 北京燕山出版社

午夜之子 (英) 萨曼·鲁西迪著 978-7-5402-3752-3 北京燕山出版社

神獒悲歌 李海纯著 978-7-5402-3758-5 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忠实精选集 陈忠实著 978-7-5402-3765-3 北京燕山出版社

海明威短篇小说集 (美)海明威著 978-7-5402-3780-6 北京燕山出版社



徐志摩精选集 徐志摩著 978-7-5402-3781-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周作人精选集 周作人著 978-7-5402-3782-0 北京燕山出版社

像爱一棵树一样地爱你 杨峻著 978-7-5402-3851-3 北京燕山出版社

诠释者 (尼日利亚)沃莱·索因卡著 978-7-5402-3857-5 北京燕山出版社

福克纳短篇小说集 (美)福克纳著 978-7-5402-385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白先勇精选集 白先勇著 978-7-5402-3868-1 北京燕山出版社

散文诗社会 章闻哲著 978-7-5402-3875-9 北京燕山出版社

保守的人 (南非) 纳丁·戈迪默著 978-7-5402-3876-6 北京燕山出版社

苏童精选集 苏童著 978-7-5402-3879-7 北京燕山出版社

汪曾祺精选集 汪曾祺著 978-7-5402-3880-3 北京燕山出版社

村子 (美)威廉·福克纳著 978-7-5402-3905-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大森林 (美)威廉·福克纳著 978-7-5402-3906-0 北京燕山出版社

没有被征服的 (美)威廉·福克纳著 978-7-5402-3907-7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圣殿 (美)威廉·福克纳著 978-7-5402-3909-1 北京燕山出版社

喧哗与骚动 (美)福克纳著 978-7-5402-3910-7 北京燕山出版社

毕淑敏精选集 毕淑敏著 978-7-5402-3913-8 北京燕山出版社

演讲的艺术全集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5402-3924-4 北京燕山出版社

千年等一蛇.2 酸奶咩咩著 978-7-5402-3928-2 北京燕山出版社

仙灵图谱.3,战临海 云芨著 978-7-5402-3929-9 北京燕山出版社

永远的丰碑:北平抗战英雄谱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青年报社编 978-7-5402-3940-4 北京燕山出版社

加缪短篇小说集 (法)阿尔贝·加缪著 978-7-5402-3946-6 北京燕山出版社

艾青精选集 艾青著 978-7-5402-3947-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富人，穷人 (美)欧文·肖著 978-7-5402-3954-1 北京燕山出版社

老舍精选集 老舍著 978-7-5402-3955-8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安忆精选集 王安忆著 978-7-5402-3956-5 北京燕山出版社

张贤亮精选集 张贤亮著 978-7-5402-3958-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心意萌龙.2 扣子依依著 978-7-5402-3962-6 北京燕山出版社

卡夫卡短篇小说集 (奥地利)卡夫卡著 978-7-5402-3964-0 北京燕山出版社

我们那些传奇.上 柳晓楠[著] 978-7-5402-3981-7 北京燕山出版社

我们那些传奇.下 柳晓楠[著] 978-7-5402-3981-7 北京燕山出版社

首都乡村医患信任问题探索:基于北京市怀柔
区的实地研究

吕兆丰，王晓燕主编 978-7-5402-3991-6 北京燕山出版社

藏地短札 陈劲松著 978-7-5402-4068-4 北京燕山出版社



朕要开饭 沈悠著 978-7-5402-4093-6 北京燕山出版社

古今花絮集锦 王久成著 978-7-5402-4168-1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守着紫禁城的传说 富察建功 978-7-5402-4181-0 北京燕山出版社

责任动力学:颠覆企业传统责任心管理新思维 方志良著 978-7-5402-4315-9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人性·团队裂变 黄佰胜,黄阳明著 978-7-5402-4421-7 北京燕山出版社

摩尔人的最后叹息 (英)萨曼·鲁西迪著 978-7-5402-4479-8 北京燕山出版社

蜀山的少年.I 夏生著 978-7-5403-1895-6 崇文书局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女人幸福书 大愿法师讲述 978-7-5403-2659-3 崇文书局

我的老婆是公主.2,合格侍从官 初恋璀璨如夏花[著] 978-7-5403-2793-4 崇文书局

道教史 许地山著 978-7-5403-3141-2 崇文书局

中国史纲 张荫麟著 978-7-5403-3143-6 崇文书局

中国伦理学史 蔡元培著 978-7-5403-3145-0 崇文书局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 978-7-5403-3146-7 崇文书局

李清照全集 柯宝成编著 978-7-5403-3156-6 崇文书局

纳兰词全集:汇校汇著汇评 闵泽平编著 978-7-5403-3157-3 崇文书局

李商隐诗全集:汇校汇著汇评 郑在瀛编著 978-7-5403-3158-0 崇文书局

欧阳修词全集:汇校汇注汇评 谭新红编著 978-7-5403-3159-7 崇文书局

李煜全集:汇校汇著汇评 张玖青编著 978-7-5403-3161-0 崇文书局

宋词三百首鉴赏辞典 何光顺, 周密主编 978-7-5403-3167-2 崇文书局

唐诗鉴赏辞典 乐云，黄鸣主编 978-7-5403-3168-9 崇文书局

宋词鉴赏辞典 乐云, 刘晓亮主编 978-7-5403-3169-6 崇文书局

唐宋诗鉴赏辞典 乐云, 黄鸣主编 978-7-5403-3170-2 崇文书局

唐宋词鉴赏辞典 吴中胜，黄鸣主编 978-7-5403-3171-9 崇文书局

元曲鉴赏辞典 杨合鸣主编 978-7-5403-3175-7 崇文书局

诗经·楚辞 缪天绶，沈德鸿选注 978-7-5403-3435-2 崇文书局

韩愈文 庄适，臧励和选注 978-7-5403-3450-5 崇文书局

王安石文 褚东郊选注 978-7-5403-3454-3 崇文书局

李贺全集:汇校汇著汇评 闵泽平编著 978-7-5403-3534-2 崇文书局

希灵帝国.1,彼世之门 远瞳著 978-7-5403-3665-3 崇文书局

儿女英雄传:注释本 (清) 文康著 978-7-5403-3748-3 崇文书局

二刻拍案惊奇:注释本 (明) 凌濛初著 978-7-5403-3749-0 崇文书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注释本 (清) 吴趼人著 978-7-5403-3750-6 崇文书局

警世通言:注释本 (明) 冯梦龙编著 978-7-5403-3753-7 崇文书局



醒世恒言:注释本 (明) 冯梦龙编著 978-7-5403-3754-4 崇文书局

喻世明言:注释本 (明) 冯梦龙编著 978-7-5403-3755-1 崇文书局

镜花缘:注释本 (清) 李汝珍著 978-7-5403-3756-8 崇文书局

聊斋志异:注释本 (清) 蒲松龄著 978-7-5403-3757-5 崇文书局

红楼梦:评注本.上册 (清) 曹雪芹, (清) 高鹗著 978-7-5403-3759-9 崇文书局

红楼梦:评注本.下册 (清) 曹雪芹, (清) 高鹗著 978-7-5403-3759-9 崇文书局

网游之纵横天下.1,傲世再现 失落叶著 978-7-5403-3771-1 崇文书局

秦观词全集:汇校汇注汇评 石海光编著 978-7-5403-3843-5 崇文书局

菜根谭 (明) 洪应明著 978-7-5403-3855-8 崇文书局

世说新语 (南北朝) 刘义庆著 978-7-5403-3867-1 崇文书局

论语 (春秋) 孔子述 978-7-5403-3885-5 崇文书局

庄子 (战国) 庄子著 978-7-5403-3895-4 崇文书局

容斋随笔 (南宋)洪迈撰 978-7-5403-3899-2 崇文书局

容斋随笔 (南宋)洪迈撰 978-7-5403-3900-5 崇文书局

智囊 (明)冯梦龙编撰 978-7-5403-3901-2 崇文书局

三十六计 马继业，仝晰纲注译 978-7-5403-3908-1 崇文书局

经世奇谋 (明)俞琳编著 978-7-5403-3916-6 崇文书局

唐宋传奇 廖晨星译 978-7-5403-3931-9 崇文书局

诗经鉴赏辞典 杨合鸣主编 978-7-5403-3935-7 崇文书局

诗经鉴赏辞典 杨合鸣主编 978-7-5403-3936-4 崇文书局

笑林广记 (清) 游戏主人编撰 978-7-5403-3938-8 崇文书局

元曲三百首鉴赏辞典 陈鹏，闫丽红主编 978-7-5403-3967-8 崇文书局

古文鉴赏辞典 汤克勤主编 978-7-5403-3969-2 崇文书局

宋词三百首鉴赏辞典 何光顺，周密主编 978-7-5403-3973-9 崇文书局

宋词鉴赏辞典 乐云，刘晓亮主编 978-7-5403-3974-6 崇文书局

温庭筠词全集:汇校汇注汇评 邱美琼, 胡建次编著 978-7-5403-3988-3 崇文书局

周易禅解 (明) 蕅益著 978-7-5403-4001-8 崇文书局

嬉笑人生:历代幽默小品 张豫, 舒鄂主编 978-7-5403-4047-6 崇文书局

冰心作品精选,散文卷 冰心著 978-7-5403-4080-3 崇文书局

朱自清作品精选 朱自清著 978-7-5403-4081-0 崇文书局

李叔同作品精选 李叔同著 978-7-5403-4082-7 崇文书局

徐志摩作品精选:永不泯灭的文学经典 徐志摩著 978-7-5403-4083-4 崇文书局

戴望舒作品精选 戴望舒著 978-7-5403-4084-1 崇文书局



林徽因作品精选 林徽因著 978-7-5403-4085-8 崇文书局

沈从文作品精选 沈从文著 978-7-5403-4086-5 崇文书局

胡适作品精选 胡适著 978-7-5403-4087-2 崇文书局

鲁迅作品精选 鲁迅著 978-7-5403-4088-9 崇文书局

萧红作品精选 萧红著 978-7-5403-4089-6 崇文书局

二刻拍案惊奇:注释本 (明) 凌濛初著 978-7-5403-4153-4 崇文书局

怎样识简谱 杜光，家菊编著 978-7-5404-1722-2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们战胜了人生:百年奥运必读经典励志故事 英涛著 978-7-5404-3920-0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十宗罪.2,中国十大变态凶杀案 蜘蛛著 978-7-5404-4983-4 湖南文艺出版社

萧敬腾·爱·在关岛 作者萧敬腾 978-7-5404-5040-3 湖南文艺出版社

艺术里的金钱游戏:蔡康永建议你艺术投资之
道

蔡康永, 陈冠宇著 978-7-5404-5061-8 湖南文艺出版社

孤身走我路 (美)玛丽·克拉克(Mary Higgins Clark)著 978-7-5404-5121-9 湖南文艺出版社

始终不聪明 浅白色[著] 978-7-5404-5393-0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不如就上商学院:EMBA转身记 汪皮皮著 978-7-5404-5410-4 湖南文艺出版社

猫蛊手记 微笑的猫[著] 978-7-5404-5585-9 湖南文艺出版社

那些拯救我们的人 (美)珍娜·布鲁姆(Jenna Blum)著 978-7-5404-5675-7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华胥引.上 唐七公子著 978-7-5404-5678-8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华胥引.下 唐七公子著 978-7-5404-5678-8 湖南文艺出版社

正能量 (英) 理查德·怀斯曼著 978-7-5404-5682-5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卡卡的信仰:崔曼莉中短篇小说集 崔曼莉著 978-7-5404-5798-3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所有人心动的故事 张嘉佳著 978-7-5404-5802-7 湖南文艺出版社

格子间女人 舒仪[著] 978-7-5404-5805-8 湖南文艺出版社

撒哈拉的玫瑰 (英)莎拉·查利斯(Sarah Challis)著 978-7-5404-6044-0 湖南文艺出版社

秘密 朗达·拜恩 978-7-5404-6184-3 湖南文艺出版社

意志力是训练出来的 (美) 菲尔图著 978-7-5404-6191-1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们去哪儿了 桃多啦著 978-7-5404-6193-5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最好的我们.上 八月长安[著] 978-7-5404-6264-2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最好的我们.下 八月长安[著] 978-7-5404-6264-2 湖南文艺出版社

遗失的女儿 (美)黛安娜·夏伯兰(Diane Chamberlain)著 978-7-5404-6283-3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们在互相辨认中老去 浅白色著 978-7-5404-6294-9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最完美的女孩:未来的我 叶聪灵[著] 978-7-5404-6308-3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十宗罪.4,中国十大变态凶杀案 蜘蛛著 978-7-5404-6351-9 湖南文艺出版社

青春，我们逃无可逃 康慨著 978-7-5404-6426-4 湖南文艺出版社



超意识:掌控你未来命运的关键力量 (美) 菲尔图著 978-7-5404-6430-1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 毕淑敏[著] 978-7-5404-6500-1 湖南文艺出版社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全集.下 冯小晏编译 978-7-5404-6504-9 湖南文艺出版社

怪诞心理学:揭秘日常生活中的古怪之处 (英) 理查德·怀斯曼著 978-7-5404-6589-6 湖南文艺出版社

暗恋·橘生淮南.上 八月长安[著] 978-7-5404-6599-5 湖南文艺出版社

暗恋·橘生淮南.下 八月长安[著] 978-7-5404-6599-5 湖南文艺出版社

别太想我哦！ 武艺著 978-7-5404-6601-5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你是最好的自己 杨杨，张皓宸[著] 978-7-5404-6614-5 湖南文艺出版社

鱼羊野史:1-2月.第1卷 高晓松作品 978-7-5404-6620-6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人生总会有办法:用逆向思维解决难题 (美)戴维·尼文(David Niven)著 978-7-5404-6700-5 湖南文艺出版社

爱人们都消失在餐桌上 俟尘著 978-7-5404-6701-2 湖南文艺出版社

唯有悲伤不撒谎 (韩)高银著 978-7-5404-6703-6 湖南文艺出版社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蔡康永著 978-7-5404-6778-4 湖南文艺出版社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2 蔡康永著 978-7-5404-6831-6 湖南文艺出版社

鱼羊野史:3-4月.第2卷 高晓松作品 978-7-5404-6836-1 湖南文艺出版社

归路 活着再见:大结局 邵雪城 978-7-5404-7104-0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 (加) 克里斯多福·孟著 978-7-5404-7119-4 湖南文艺出版社

那片星空，那片海 桐华著 978-7-5404-7142-2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人体中的繁星和穹苍 张晓风 978-7-5404-7150-7 湖南文艺出版社

花千骨:纪念典藏版.上 果果 978-7-5404-7173-6 湖南文艺出版社

花千骨:纪念典藏版.下 果果 978-7-5404-7173-6 湖南文艺出版社

虚无的十字架 (日)东野圭吾著 978-7-5404-7184-2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另一种生命里 (法)马克·李维(Marc Levy)著 978-7-5404-7185-9 湖南文艺出版社

离开前请叫醒我 卢思浩[著] 978-7-5404-7213-9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新版 唐七著 978-7-5404-7225-2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爱你就像十除以三 颜茹玉著 978-7-5404-7245-0 湖南文艺出版社

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山口路子著 978-7-5404-7246-7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世界，缺你不可 吴大伟著 978-7-5404-7290-0 湖南文艺出版社

高铁风云录 高铁见闻著 978-7-5404-7340-2 湖南文艺出版社

游牧长城 周涛著 978-7-5404-7343-3 湖南文艺出版社

罗茜计划:遇见一个合适的人有多难 (澳)格雷姆·辛浦生(Graeme Simsion)著 978-7-5404-7355-6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以色列的诞生.1,荣耀 (美) 赫尔曼·沃克著 978-7-5404-7357-0 湖南文艺出版社

奥汀的祝福,暗夜篇 君子以泽[著] 978-7-5404-7372-3 湖南文艺出版社



奥汀的祝福,白昼篇 君子以泽[著] 978-7-5404-7372-3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战争与回忆:1941-1945.上册 (美)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著 978-7-5404-7377-8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战争与回忆:1941-1945.下册 (美)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著 978-7-5404-7377-8 湖南文艺出版社

自品牌:社交媒体时代如何打造个人品牌 (美)丹·斯柯伯尔(Dan Schawbel)著 978-7-5404-7386-0 湖南文艺出版社

尸案调查科.2,重案捕手 九滴水著 978-7-5404-7388-4 湖南文艺出版社

告白 (日) 湊佳苗著 978-7-5404-7399-0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以色列的诞生.2,荣耀 (美)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著 978-7-5404-7400-3 湖南文艺出版社

笑场 李诞著 978-7-5404-7405-8 湖南文艺出版社

非洲三万里 毕淑敏 978-7-5404-7406-5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最深的红尘里重逢:仓央嘉措诗传 白落梅[著] 978-7-5404-7410-2 湖南文艺出版社

白银时代:插图珍藏本 王小波[著] 978-7-5404-7415-7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美) 朗·霍尔, (美) 丹佛·摩尔著 978-7-5404-7420-1 湖南文艺出版社

锋凌天下.III,锋芒耀世 南朝陈著 978-7-5404-7426-3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生命 李尚龙[著] 978-7-5404-7448-5 湖南文艺出版社

黑铁时代:插图珍藏本 王小波[著] 978-7-5404-7449-2 湖南文艺出版社

乌托有个帮.2,我们终将抵达 米拉拉编著 978-7-5404-7450-8 湖南文艺出版社

跑着,笑着,就长大 (加)卓安娜·格鲁达著 978-7-5404-7469-0 湖南文艺出版社

幸福是一种能力 周国平著 978-7-5404-7471-3 湖南文艺出版社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 周国平著 978-7-5404-7477-5 湖南文艺出版社

深夜面包房,凌晨2点的转校生 (日) 大沼纪子著 978-7-5404-7481-2 湖南文艺出版社

深夜食堂:私享料理 堀井宪一郎著 978-7-5404-7482-9 湖南文艺出版社

90秒抵达安全:CIA公民安全手册 (美)杰森·汉森(Jason Hanson)著 978-7-5404-7494-2 湖南文艺出版社

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 凌志军著 978-7-5404-7499-7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不怕人生的转弯 林清玄著 978-7-5404-7502-4 湖南文艺出版社

看开是福，看淡是幸 林清玄著 978-7-5404-7505-5 湖南文艺出版社

恋爱心法 杨冰阳著 978-7-5404-7538-3 湖南文艺出版社

悲伤逆流成河 郭敬明著 978-7-5404-7547-5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四幕戏·起 唐七[著] 978-7-5404-7557-4 湖南文艺出版社

幻城 郭敬明著 978-7-5404-7558-1 湖南文艺出版社

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 岳南著 978-7-5404-7559-8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夏至未至 郭敬明著 978-7-5404-7574-1 湖南文艺出版社

沉默的告白 (英)罗莎蒙德·勒普顿(Rosamund Lupton)著 978-7-5404-7576-5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一起，就好 (法)安娜·戈华达(Anna Gavalda)著 978-7-5404-7582-6 湖南文艺出版社



食梦貘·少年·盛夏 程婧波著 978-7-5404-7583-3 湖南文艺出版社

心花朵朵 张伊绘画 978-7-5404-7584-0 湖南文艺出版社

喜马拉雅诗篇 (韩) 高银著 978-7-5404-7593-2 湖南文艺出版社

操盘笔记 五连阳著 978-7-5404-7596-3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李田著 978-7-5404-7599-4 湖南文艺出版社

被删除的人 陈奕潞著 978-7-5404-7613-7 湖南文艺出版社

聪明人用方格笔记本:进阶图解 (日)高桥政史著 978-7-5404-7615-1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镜中蔷薇 君子以泽[著] 978-7-5404-7622-9 湖南文艺出版社

尸案调查科.3,无间行者 九滴水著 978-7-5404-7629-8 湖南文艺出版社

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著 978-7-5404-7630-4 湖南文艺出版社

芙蓉如面柳如眉 笛安著 978-7-5404-7649-6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南安无故人 陆俊文著 978-7-5404-7651-9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张宏杰著 978-7-5404-7686-1 湖南文艺出版社

钓鱼的男孩 奇戈希·奥比奥玛著 978-7-5404-7687-8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用尽青春，只为寻你:徐志摩传 白落梅 978-7-5404-7688-5 湖南文艺出版社

好吗好的 大冰 978-7-5404-7689-2 湖南文艺出版社

招摇.上卷,子时 九鹭非香 978-7-5404-7697-7 湖南文艺出版社

招摇.下卷,破晓 九鹭非香 978-7-5404-7697-7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印度之智慧,中国的智慧 林语堂著 978-7-5404-7713-4 湖南文艺出版社

风声鹤唳 林语堂著 978-7-5404-7714-1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印度之智慧:印度的智慧 林语堂著 978-7-5404-7715-8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四世生花 沈煜伦著 978-7-5404-7718-9 湖南文艺出版社

赖世雄留学口语从头学 赖世雄, 吴纪维著 978-7-5404-7724-0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林语堂著 978-7-5404-7727-1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 桑妮著 978-7-5404-7766-0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新新日报馆:机械崛起 梁清散著 978-7-5404-7789-9 湖南文艺出版社

就说你和他们一样 (美)乌文·阿克潘(Uwem Akpan)著 978-7-5404-7791-2 湖南文艺出版社

看——脸:“看脸”的世界,我们到底在看什
么

华沙著 978-7-5404-7796-7 湖南文艺出版社

那些怪诞又实用的日常心理学:发现暗藏在工
作和生活中的机遇

(英)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著 978-7-5404-7804-9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 白落梅[著] 978-7-5404-7807-0 湖南文艺出版社

背对世界 (德)埃尔克·海登莱希(Elke Heidenreich)
著

978-7-5404-7818-6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安十二时辰.上 马伯庸著 978-7-5404-7831-5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直到那一天 (法)米歇尔·普西著 978-7-5404-7850-6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与你重逢 (法)马克·李维(Marc Levy)著 978-7-5404-7869-8 湖南文艺出版社

欢愉 (美)莉莉·金(Lily King)著 978-7-5404-7908-4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从此以后 (英)罗莎蒙德·勒普顿(Rosamund Lupton)著 978-7-5404-8039-4 湖南文艺出版社

小屁孩日记:[中英文本].8,“头盖骨摇晃机
”的幸存者

(美)杰夫·金尼著 978-7-5405-4459-1 新世纪出版社

职场小新 李伊著 978-7-5407-4623-0 漓江出版社

楹联概说 尚佐文著 978-7-5407-5756-4 漓江出版社

萌女皇后斗邪君.上 等待我的茶著 978-7-5407-6525-5 漓江出版社

萌女皇后斗邪君.下 等待我的茶著 978-7-5407-6525-5 漓江出版社

刘心武评点金瓶梅.上 (明)兰陵笑笑生著 978-7-5407-7018-1 漓江出版社

刘心武评点金瓶梅.下 (明)兰陵笑笑生著 978-7-5407-7018-1 漓江出版社

刘心武评点金瓶梅.中 (明)兰陵笑笑生著 978-7-5407-7018-1 漓江出版社

暮色苍茫 杨信著 978-7-5407-7053-2 漓江出版社

爱@三里屯 李潞著 978-7-5407-7070-9 漓江出版社

西蒙娜·薇依评传 (美) 帕拉·尤格拉著 978-7-5407-7163-8 漓江出版社

45岁以后一起出发:一对中年夫妻的畅快自驾
游

莲花著 978-7-5407-7172-0 漓江出版社

记忆·时光 [(西班牙)]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著 978-7-5407-7195-9 漓江出版社

青青子衿 胡马依著 978-7-5407-7197-3 漓江出版社

渔具列传 盛文强著 978-7-5407-7198-0 漓江出版社

童话镇:唤醒 奥黛特·比奈著 978-7-5407-7199-7 漓江出版社

福柯:危险哲学家 (法) 阿兰·布罗萨著 978-7-5407-7239-0 漓江出版社

枪仇 许承纪著 978-7-5407-7304-5 漓江出版社

海岛的忧郁 林森著 978-7-5407-7312-0 漓江出版社

一月的使徒 徐钺著 978-7-5407-7319-9 漓江出版社

永夜
(美)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美)查克·霍根(Chuck Hogan)著

978-7-5407-7356-4 漓江出版社

古典与现代.第六卷 杨国良主编 978-7-5407-7360-1 漓江出版社

觉悟爱:在关系里修行 杨力虹著 978-7-5407-7372-4 漓江出版社

2014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 《诗探索》编辑部编 978-7-5407-7373-1 漓江出版社

夜听潮集 林贤治著 978-7-5407-7388-5 漓江出版社

城市概论 (英) 加里·布里奇, 索菲·沃森著 978-7-5407-7391-5 漓江出版社

壶中日月:旧体诗词 张卫平著 978-7-5407-7408-0 漓江出版社



2014中国年度散文诗 邹岳汉主编 978-7-5407-7444-8 漓江出版社

2014中国年度杂文 刘成信，李庆玲主编 978-7-5407-7447-9 漓江出版社

姜的味道是热的 (日)绵矢莉莎著 978-7-5407-7480-6 漓江出版社

鹏风翱翔 陈立基著 978-7-5407-7524-7 漓江出版社

什么让这个世界转动 科尔曼·乌里韦(Kirmen Uribe)著 978-7-5407-7547-6 漓江出版社

寂寞的女子都是旧相识 张秋寒著 978-7-5407-7587-2 漓江出版社

阳光,回忆 东禾著 978-7-5407-7590-2 漓江出版社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2 子夜初著 978-7-5407-7621-3 漓江出版社

落叶志 钱利娜著 978-7-5407-7628-2 漓江出版社

土豆灯 赵亚东著 978-7-5407-7630-5 漓江出版社

趁这个世界还没有彻底变形 杨庆祥著 978-7-5407-7631-2 漓江出版社

霜降尘世 天岚著 978-7-5407-7632-9 漓江出版社

苦莲子 袁绍珊著 978-7-5407-7633-6 漓江出版社

共生 宋尚纬著 978-7-5407-7634-3 漓江出版社

夜行动物 林宗龙著 978-7-5407-7635-0 漓江出版社

亲密 白月著 978-7-5407-7636-7 漓江出版社

往开阔地去 李其文著 978-7-5407-7639-8 漓江出版社

炉端谐律 茱萸著 978-7-5407-7640-4 漓江出版社

旷野 张二棍著 978-7-5407-7641-1 漓江出版社

寒冷的时刻 江汀著 978-7-5407-7642-8 漓江出版社

伶仃洋叹歌 黎启天著 978-7-5407-7643-5 漓江出版社

敦煌遗书 郝春文著 978-7-5407-7650-3 漓江出版社

忧思与行动:冯骥才、周立民对谈录 冯骥才, 周立民著 978-7-5407-7656-5 漓江出版社

鬼厨 多令著 978-7-5407-7670-1 漓江出版社

斜面 阿尔丰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著 978-7-5407-7678-7 漓江出版社

死缓.上 (法)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著 978-7-5407-7685-5 漓江出版社

死缓.下 (法)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著 978-7-5407-7685-5 漓江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散文 王剑冰选编 978-7-5407-7687-9 漓江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星河，王逢振选编 978-7-5407-7698-5 漓江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诗歌 林莽主编 978-7-5407-7699-2 漓江出版社

2015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葛一敏, 乔叶选编 978-7-5407-7712-8 漓江出版社

风在树林里走,诗境·自然 季羡林著 978-7-5407-7721-0 漓江出版社



正念治疗法
(澳)派德玛西里·德·席尔瓦(Padmasiri de 

Silva)著
978-7-5407-7730-2 漓江出版社

我们的村庄 (英) 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著 978-7-5407-7731-9 漓江出版社

苹果，苹果:王秋杨与西藏的十年慈善故事 杜文娟著 978-7-5407-7771-5 漓江出版社

神秘列车之旅 残雪著 978-7-5407-7772-2 漓江出版社

OH卡与心灵疗愈 杨力虹, 王小红, 张航著 978-7-5407-7773-9 漓江出版社

夜舞:西尔维娅·普拉斯诗选 (美)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著 978-7-5407-7778-4 漓江出版社

总角流年 严风华著 978-7-5407-7783-8 漓江出版社

局外人 (法) 加缪著 978-7-5407-7798-2 漓江出版社

女子心智图 毕淑敏著 978-7-5407-7811-8 漓江出版社

一念三千里 毕淑敏著 978-7-5407-7812-5 漓江出版社

素手红尘 伊北著 978-7-5407-7816-3 漓江出版社

忧伤的恋歌 高兴著/译 978-7-5407-7817-0 漓江出版社

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 (美)罗伯特·泽拉塔斯基(Robert Zaretsky)
著

978-7-5407-7821-7 漓江出版社

敖德萨故事 伊萨克·巴别尔(Исаак Бабель)
著

978-7-5407-7829-3 漓江出版社

哪嗬嗨 秦自成著 978-7-5407-7849-1 漓江出版社

生物的“性”世界:认识生命科学必读的性博
物志

林正焜著 978-7-5407-7857-6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拔五千的青春 毕淑敏著 978-7-5407-7859-0 漓江出版社

阿南 Twentine著 978-7-5407-7860-6 漓江出版社

与俄罗斯人的对话:两个世纪社会进化的系统
论观点,托尔斯泰卷

(美) A. 拉波波特著 978-7-5407-7870-5 漓江出版社

与俄罗斯人的对话:两个世纪社会进化的系统
论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卷

(美) A. 拉波波特著 978-7-5407-7870-5 漓江出版社

恋爱英语 李军, 李燕君著 978-7-5407-7884-2 漓江出版社

第一人 (法)加缪(Albert Camus)著 978-7-5407-7887-3 漓江出版社

隔壁的张爱玲 阿琪著 978-7-5407-7910-8 漓江出版社

康志勉萨艺术传承人曲雄泽仁唐卡作品集 曲雄泽仁著 978-7-5410-6403-6 四川美术出版社

吴小莉: 与卓越同行 吴小莉著 978-7-5411-3769-3 四川文艺出版社

富爸爸点石成金 (美) 罗伯特·清崎, 唐纳德·特朗普著 978-7-5411-3773-0 四川文艺出版社

秘藏.1,少年游 打眼著 978-7-5411-3775-4 四川文艺出版社

秘藏.3,绝世宝器 打眼著 978-7-5411-3791-4 四川文艺出版社

秘藏.2,鉴宝奇闻 打眼著 978-7-5411-3793-8 四川文艺出版社

富爸爸 穷爸爸 (美) 罗伯特·清崎, (美) 莎伦·莱希特著 978-7-5411-3812-6 四川文艺出版社



秘藏.4,巅峰对决 打眼著 978-7-5411-3828-7 四川文艺出版社

秘藏.5,渡尽劫波 打眼著 978-7-5411-3830-0 四川文艺出版社

秘藏.6,古董迷局 打眼著 978-7-5411-3832-4 四川文艺出版社

桃果上的树 成都凸凹著 978-7-5411-3910-9 四川文艺出版社

勇士号冲向台风 吴显奎著 978-7-5411-3918-5 四川文艺出版社

给理想一点时间.五 李志题主编 978-7-5411-4028-0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你的每一个晚安，都那么意义非凡 居经纬[著] 978-7-5411-4032-7 四川文艺出版社

道德颂 盛可以著 978-7-5411-4071-6 四川文艺出版社

合唱 老王子著 978-7-5411-4107-2 四川文艺出版社

普希金抒情诗选 (俄) 普希金著 978-7-5411-4145-4 四川文艺出版社

叶赛宁抒情诗选 (俄罗斯) 叶赛宁著 978-7-5411-4146-1 四川文艺出版社

勃洛克抒情诗选 (俄) 勃洛克著 978-7-5411-4155-3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你照亮了我的世界 虹影著 978-7-5411-4165-2 四川文艺出版社

好儿女花 虹影著 978-7-5411-4167-6 四川文艺出版社

远足：短歌或74个瞬间 干海兵著 978-7-5411-4171-3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世界突然安静 曾蒙著 978-7-5411-4172-0 四川文艺出版社

命中 杨献平著 978-7-5411-4175-1 四川文艺出版社

亚特兰蒂斯.2,末日病毒 (美) A.G. 里德尔著 978-7-5411-4182-9 四川文艺出版社

革命要诗与学问:柏桦诗选2012-2013 柏桦 978-7-5411-4188-1 四川文艺出版社

最后一课 郑振铎著 978-7-5411-4193-5 四川文艺出版社

大清棋局:1583-1643,明亡清兴卷 刘澍著 978-7-5411-4205-5 四川文艺出版社

红苹果例外:韩少功中篇小说自选集 韩少功[著] 978-7-5411-4213-0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瑞典)弗雷德里克·巴克曼(Fredrik 

Backman)著
978-7-5411-4218-5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你是我的命运 白石一文著 978-7-5411-4223-9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的集体记忆 李长安著 978-7-5411-4227-7 四川文艺出版社

谋杀电视机 大头马著 978-7-5411-4236-9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两个父亲 袁琼琼著 978-7-5411-4249-9 四川文艺出版社

欢乐颂:典藏版.1 阿耐[著] 978-7-5411-4265-9 四川文艺出版社

欢乐颂:典藏版.2 阿耐[著] 978-7-5411-4265-9 四川文艺出版社

欢乐颂:典藏版.3 阿耐[著] 978-7-5411-4265-9 四川文艺出版社

金色的拖鞋 (美) 安娜·凯瑟琳·格林著 978-7-5411-4270-3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上海王 虹影著 978-7-5411-4277-2 四川文艺出版社



28岁未成年 black. f著 978-7-5411-4280-2 四川文艺出版社

纸上染了蓝 周耀辉著 978-7-5411-4285-7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我生命里的光 (日) 中村修二著 978-7-5411-4294-9 四川文艺出版社

春盏 廖伟棠 978-7-5411-4296-3 四川文艺出版社

太白 贾平凹著 978-7-5411-4299-4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两钱铜币 (日)江户川乱步著 978-7-5411-4304-5 四川文艺出版社

光芒纪.1,微光 侧侧轻寒著 978-7-5411-4327-4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你也是蘑菇吗 郝医生著 978-7-5411-4339-7 四川文艺出版社

妹方 张广天著 978-7-5411-4352-6 四川文艺出版社

宋词概论 谢桃坊著 978-7-5411-4360-1 四川文艺出版社

杏的复仇 松鹰著 978-7-5411-4393-9 四川文艺出版社

白色迷雾 松鹰著 978-7-5411-4395-3 四川文艺出版社

福地 盛可以著 978-7-5411-4432-5 四川文艺出版社

魔法师:纳博科夫与幸福
(法)莉拉·阿扎姆·赞加内(Lila Azam 

Zanganeh)著
978-7-5411-4455-4 四川文艺出版社

光芒纪.4,星芒 侧侧轻寒著 978-7-5411-4609-1 四川文艺出版社

玩家 夜×著 978-7-5411-4616-9 四川文艺出版社

杀破码 黄晓阳，冷海著 978-7-5412-2049-4 贵州民族出版社

医界传奇 司徒浪著 978-7-5412-2054-8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国医高手.3 石章鱼著 978-7-5412-2055-5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国医高手.4 石章鱼著 978-7-5412-2056-2 贵州民族出版社

中华成语 《线装经典》编委会编 978-7-5414-6658-8 晨光出版社

网络万花筒 王令朝著 978-7-5414-6884-1 晨光出版社

中国楹联文化宝典 《线装经典》编委会编 978-7-5414-7478-1 晨光出版社

徐志摩经典全集 徐志摩著 978-7-5414-7479-8 晨光出版社

中国经典民间故事 《线装经典》编委会编 978-7-5414-7480-4 晨光出版社

最美的诗·最美的词 《线装经典》编委会编 978-7-5414-7481-1 晨光出版社

办公自动化 主编丁艳平, 吴立华 978-7-5416-7444-0 云南科技出版社

检验医学与临床 朱中梁编著 978-7-5416-8157-8 云南科技出版社

护理安全与风险防范 李兰珍编著 978-7-5416-8158-5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临床影像学 徐昌编著 978-7-5416-8159-2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临床肿瘤化学药物的治疗 朱琳燕编著 978-7-5416-8161-5 云南科技出版社

急诊常规诊疗指南 李红霞编著 978-7-5416-8164-6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临床医技新编 魏萍编著 978-7-5416-8165-3 云南科技出版社

现代临床医学概论 侯国升编著 978-7-5416-8166-0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临床骨外科诊疗与护理 竺永健编著 978-7-5416-8167-7 云南科技出版社

急性外伤性疾病的诊疗与护理 刘喜松编著 978-7-5416-8168-4 云南科技出版社

危急重症急救技术与护理实用手册 巫小平编著 978-7-5416-8169-1 云南科技出版社

医院药学 李鹏编著 978-7-5416-8171-4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临床常见疾病的诊疗与护理 张晓兵编著 978-7-5416-8172-1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临床护理应急预案手册 李安琼编著 978-7-5416-8173-8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临床不合理诊疗案例分析 熊娟编著 978-7-5416-8176-9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临床全科医学 张云轩编著 978-7-5416-8177-6 云南科技出版社

树鼩基础生物学与疾病模型 郑永唐，姚永刚，徐林主编 978-7-5416-8552-1 云南科技出版社

陪父抗癌日志 姜雪著 978-7-5416-8684-9 云南科技出版社

微创治疗的临床应用 唐强编著 978-7-5416-8739-6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临床护理三基应试向导 主编黄欢 ... [等] 978-7-5416-8740-2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个体化用药基因检测的临床应用 陈智龙编著 978-7-5416-9049-5 云南科技出版社

云南普洱茶.2015,夏 云南科技出版社[等]主编 978-7-5416-9323-6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中医治心脏病 马宝琳编著 978-7-5416-9867-5 云南科技出版社

永夜之城 (英)西蒙·格林(Simon R. Green)著 978-7-5417-3705-3 未来出版社

中国书法名帖精选:珍藏版.上,楷 孙广来编 978-7-5418-1287-3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国书法名帖精选:珍藏版.上,篆 孙广来编 978-7-5418-1287-3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国书法名帖精选:珍藏版.上,草 孙广来编 978-7-5418-1287-3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国书法名帖精选:珍藏版.上,行 孙广来编 978-7-5418-1287-3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国书法名帖精选:珍藏版.上,隶 孙广来编 978-7-5418-1287-3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国书法名帖精选:珍藏版.下,楷 孙广来编 978-7-5418-1287-3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国书法名帖精选:珍藏版.下,篆 孙广来编 978-7-5418-1287-3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国书法名帖精选:珍藏版.下,草 孙广来编 978-7-5418-1287-3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国书法名帖精选:珍藏版.下,行 孙广来编 978-7-5418-1287-3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国书法名帖精选:珍藏版.下,隶 孙广来编 978-7-5418-1287-3 陕西旅游出版社

救风尘 何胜荣编著 978-7-5418-1466-2 陕西旅游出版社

曲江歌女 王寅明编著 978-7-5418-1466-2 陕西旅游出版社

桃花扇 田涧菁编著 978-7-5418-1466-2 陕西旅游出版社

清忠谱 田涧菁编著 978-7-5418-1466-2 陕西旅游出版社

牡丹亭 刘虎澄编著 978-7-5418-1466-2 陕西旅游出版社



王昭君 姜山龄编著 978-7-5418-1466-2 陕西旅游出版社

琵琶记 李翠荣, 周建顺编著 978-7-5418-1466-2 陕西旅游出版社

窦娥冤 王寅明编著 978-7-5418-1466-2 陕西旅游出版社

西厢记 刘虎澄编著 978-7-5418-1466-2 陕西旅游出版社

赵氏孤儿 王寅明编著 978-7-5418-1466-2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外名人俏皮话 马凌云编 978-7-5418-1728-1 陕西旅游出版社

休闲幽默 宝宝编 978-7-5418-1728-1 陕西旅游出版社

儿童幽默 贾铭编 978-7-5418-1728-1 陕西旅游出版社

幽默大王 敏默编 978-7-5418-1728-1 陕西旅游出版社

文侠幽默 贾夫育, 高艺编 978-7-5418-1728-1 陕西旅游出版社

校园幽默 骁风编 978-7-5418-1728-1 陕西旅游出版社

爱情语言幽默 李斌编 978-7-5418-1728-1 陕西旅游出版社

经商幽默 齐帅编 978-7-5418-1728-1 陕西旅游出版社

多彩风情:甘肃民俗 封尘著 978-7-5423-3134-2 甘肃教育出版社

皇甫谧 雷恩海, 路尧著 978-7-5423-3187-8 甘肃教育出版社

藏经洞打开了百年悲欢 王睿颖著 978-7-5423-3425-1 甘肃教育出版社

寓陇诗人的悲喜记忆 冉耀斌著 978-7-5423-3442-8 甘肃教育出版社

唐诗宋词中的体育 李金梅，路志峻编著 978-7-5423-3728-3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石窟中的少数民族服饰研究 谢静著 978-7-5423-3799-3 甘肃教育出版社

秦早期文明追迹 陶兴华著 978-7-5423-4000-9 甘肃教育出版社

甘肃省麻风防治史略 主编李志诚 978-7-5424-2230-9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产科重症医学概论 主编张红红 978-7-5424-2232-3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劳动职业预防知识读本 刘干才主编 978-7-5425-1481-3 伊犁人民出版社

科学普及组织活动读本 周丽霞主编 978-7-5425-1506-3 伊犁人民出版社

单身钻女郎手册 (英) 伊莫金·劳埃德·韦伯著 978-7-5426-2879-4 上海三联书店

海明威家的厄运:一部家族回忆录 (美) 约翰·海明威著 978-7-5426-3966-0 上海三联书店

温州文史论丛 钱志熙著 978-7-5426-4249-3 上海三联书店

疾病心理学
(德国) 托瓦尔特·德雷特福仁, 吕迪格·达

尔可著
978-7-5426-4320-9 上海三联书店

解密:航天科学家石珵传（1916-2008） 石德明著 978-7-5426-4398-8 上海三联书店

烽火守书人: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馆长日记 (伊拉克)萨德·伊斯康德(Saad Eskander)著 978-7-5426-4464-0 上海三联书店

难逃 朱威著 978-7-5426-4483-1 上海三联书店

英诗选译:孙大雨译文集 孙大雨著 978-7-5426-4486-2 上海三联书店



走在拐角:我的台北纪行 袁瑜琤著 978-7-5426-4521-0 上海三联书店

我的半生 陈鹤琴著 978-7-5426-4535-7 上海三联书店

i问连岳.1 连岳著 978-7-5426-4570-8 上海三联书店

希特勒与德国人 艾克里·沃格林著 978-7-5426-4706-1 上海三联书店

暴暴！快跑！ 暴暴蓝著 978-7-5426-4724-5 上海三联书店

温州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 林亦修著 978-7-5426-4725-2 上海三联书店

玉的艺术天地:第五届上海“玉龙奖”获奖作
品赏析

钱振峰，马立群执行主编 978-7-5426-4751-1 上海三联书店

风景仍然那么新鲜:郑宪新闻报告集 郑宪著 978-7-5426-4769-6 上海三联书店

比天空更广阔的 何怀宏著 978-7-5426-4771-9 上海三联书店

大石缝镇的小书店:关于友谊、人际交往和读
书其乐无穷的回忆录

(美)温迪·韦尔奇(Wendy Welch)著 978-7-5426-4780-1 上海三联书店

中国玉雕:辽宁名家名品 俞伟理编著 978-7-5426-4841-9 上海三联书店

教师礼仪 舒静庐主编 978-7-5426-4849-5 上海三联书店

学生礼仪 舒静庐主编 978-7-5426-4850-1 上海三联书店

什么是生命原理
(德国) 埃尔弗丽达·米勒-凯因茨, 黑德维

希·哈耶都著
978-7-5426-4880-8 上海三联书店

不正襟表白 崔磊著 978-7-5426-4881-5 上海三联书店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李梁美编著 978-7-5426-4932-4 上海三联书店

赏心乐事:海外实业家顾铁华的粉墨春秋.上 费三金著 978-7-5426-4951-5 上海三联书店

赏心乐事:海外实业家顾铁华的粉墨春秋.下 费三金著 978-7-5426-4951-5 上海三联书店

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及案例研究 谢树平著 978-7-5426-4952-2 上海三联书店

美洲国家礼仪 舒静庐主编 978-7-5426-4956-0 上海三联书店

欧洲国家礼仪 舒静庐主编 978-7-5426-4957-7 上海三联书店

创造自由:托克维尔的民主思考 崇明著 978-7-5426-4963-8 上海三联书店

神明与市民: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研究 郁喆隽著 978-7-5426-4965-2 上海三联书店

庆典与庆贺礼仪 舒静庐主编 978-7-5426-4969-0 上海三联书店

心系大地 仰望天空:别尔嘉耶夫人格主义的
社会主义观

张桂娜著 978-7-5426-4988-1 上海三联书店

非洲国家礼仪 舒静庐主编 978-7-5426-5001-6 上海三联书店

节日礼仪 舒静庐主编 978-7-5426-5003-0 上海三联书店

美国医疗保健的经济演变:从马库斯·维尔比
医疗到管理式医疗

(美) 戴维·德兰洛夫著 978-7-5426-5014-6 上海三联书店

灰鸽试飞:香港笔记 也斯著 978-7-5426-5082-5 上海三联书店



温州地理,自然地理分册 姜竺卿著 978-7-5426-5093-1 上海三联书店

遗落在民间的珍珠,非遗手工技艺篇 《主人》编辑部编 978-7-5426-5113-6 上海三联书店

塔木德 塞妮亚编译 978-7-5426-5127-3 上海三联书店

马可·波罗与世界的发现 (英) 约翰·拉纳著 978-7-5426-5173-0 上海三联书店

华夏文明圣火薪传.第一卷 章人英主编 978-7-5426-5187-7 上海三联书店

华夏文明圣火薪传.第三卷 章人英主编 978-7-5426-5187-7 上海三联书店

华夏文明圣火薪传.第二卷 章人英主编 978-7-5426-5187-7 上海三联书店

华夏文明圣火薪传.第五卷 章人英主编 978-7-5426-5187-7 上海三联书店

华夏文明圣火薪传.第四卷 章人英主编 978-7-5426-5187-7 上海三联书店

三十岁的女人 (法) 巴尔扎克著 978-7-5426-5206-5 上海三联书店

披沙·拾零:鉴达斋意味故事 黄亨著 978-7-5426-5221-8 上海三联书店

刘君祖完全破解易经密码:新版.1 刘君祖著 978-7-5426-5235-5 上海三联书店

刘君祖完全破解易经密码:新版.2 刘君祖著 978-7-5426-5235-5 上海三联书店

刘君祖完全破解易经密码:新版.3 刘君祖著 978-7-5426-5235-5 上海三联书店

刘君祖完全破解易经密码:新版.4 刘君祖著 978-7-5426-5235-5 上海三联书店

刘君祖完全破解易经密码:新版.5 刘君祖著 978-7-5426-5235-5 上海三联书店

刘君祖完全破解易经密码:新版.6 刘君祖著 978-7-5426-5235-5 上海三联书店

回望五卅:纪念上海市总工会成立90周年 《主人》编辑部主编 978-7-5426-5280-5 上海三联书店

海峡悲歌:白先勇创作论 阮温凌著 978-7-5426-5283-6 上海三联书店

心曲——一个孤独的甬剧守望者 史鹤幸著 978-7-5426-5295-9 上海三联书店

变中之痛 陈映芳著 978-7-5426-5303-1 上海三联书店

书韵流长:老三联后人忆前辈.上册 吉晓蓉主编 978-7-5426-5317-8 上海三联书店

书韵流长:老三联后人忆前辈.下册 吉晓蓉主编 978-7-5426-5317-8 上海三联书店

笑浮生 安宁著 978-7-5426-5322-2 上海三联书店

柳鸣 黎旸著 978-7-5426-5335-2 上海三联书店

社会形式的诗学:詹姆逊文学形式理论探析 王伟著 978-7-5426-5336-9 上海三联书店

诗词曲艺术新论:赵山林教授七十华诞纪念学
术文集

谭坤主编 978-7-5426-5337-6 上海三联书店

古以色列史 (德) 尤里乌斯·威尔豪森著 978-7-5426-5340-6 上海三联书店

伪币制造者 (法)安德烈·纪德著 978-7-5426-5343-7 上海三联书店

青春第二课:108位名人的青春历程 王溢嘉著 978-7-5426-5351-2 上海三联书店

智慧人生 叶曼著 978-7-5426-5354-3 上海三联书店

泰戈尔在中国.第二辑 孙宜学主编 978-7-5426-5367-3 上海三联书店



权力病人:朱元璋的帝王笔记 宗承灏著 978-7-5426-5371-0 上海三联书店

如果种子不死 (法) 安德烈·纪德著 978-7-5426-5385-7 上海三联书店

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身份与政治 孙逊，陈恒主编 978-7-5426-5391-8 上海三联书店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整合论 戚如强著 978-7-5426-5396-3 上海三联书店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法.
二辑,柯尔施专辑

主编周凡, 黄伟力 978-7-5426-5408-3 上海三联书店

刘易斯·芒福德读本 (美)唐纳德·米勒(Donald L.Miller)编 978-7-5426-5421-2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诗词系列丛书.二○一五年第二卷·总第
十二卷

主编禇水敖, 陈鹏举 978-7-5426-5432-8 上海三联书店

极简宇宙史
(法)克里斯托弗·加尔法德(Christophe 

Galfard)著
978-7-5426-5443-4 上海三联书店

申喉4855,世态 高渊[等]主编 978-7-5426-5457-1 上海三联书店

易学宇宙学 姜祖桐著 978-7-5426-5490-8 上海三联书店

铁血柔骨:现当代名人的风雨路 秦维宪著 978-7-5426-5501-1 上海三联书店

那些事·情 钟宝著 978-7-5426-5509-7 上海三联书店

社会生态学与生态文明论 叶峻,李梁美著 978-7-5426-5519-6 上海三联书店

古典学评论.第二辑 徐松岩主编 978-7-5426-5523-3 上海三联书店

生活的准则 (美)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著 978-7-5426-5529-5 上海三联书店

学思林: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成果选集 俞钢主编 978-7-5426-5532-5 上海三联书店

诗人的迟缓 范晔著 978-7-5426-5535-6 上海三联书店

老学闲抄 汪曾祺著 978-7-5426-5558-5 上海三联书店

向熹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俞理明，郭齐等著 978-7-5426-5562-2 上海三联书店

原则诗选:浙江诗坛原色风景展示 俞强[等]主编 978-7-5426-5566-0 上海三联书店

“犬司令”传奇 窦芒主编 978-7-5426-5577-6 上海三联书店

碰撞与交融:上海戏剧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联
合培养编剧专业MFA研究生课程记录

陆军主编 978-7-5426-5581-3 上海三联书店

那几年,卡夫卡 (奥地利)卡夫卡著 978-7-5426-5583-7 上海三联书店

历史的细节:技术、文明与战争 杜君立著 978-7-5426-5584-4 上海三联书店

历史的细节:最新纪念版.Ⅱ,技术、文明与战
争

杜君立著 978-7-5426-5586-8 上海三联书店

哀伤的墙 (法) 雅斯米纳·卡黛哈著 978-7-5426-5591-2 上海三联书店

文化研究与中国问题 王伟著 978-7-5426-5604-9 上海三联书店

窗口:当代澳大利亚诗歌 (澳)贞·韦伯，保罗·赫瑟林顿主编 978-7-5426-5617-9 上海三联书店

洞察人性 (奥)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 978-7-5426-5627-8 上海三联书店

现代的历程:一部关于机器与人的进化史笔记 杜君立著 978-7-5426-5638-4 上海三联书店



论革命:从革命伊始到帝国崩溃 (法)托克维尔著 978-7-5426-5640-7 上海三联书店

哲学深渊:马克思与德国哲学家的对话 戴劲著 978-7-5426-5642-1 上海三联书店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法)米歇尔·福柯著 978-7-5426-5652-0 上海三联书店

人文艺术.第15辑 查常平主编 978-7-5426-5657-5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人物小传.第十五册 刘绍唐主编 978-7-5426-5663-6 上海三联书店

文人与食事: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汪朗著 978-7-5426-5666-7 上海三联书店

超级配色花样图案300例 阿巧编 978-7-5427-4108-0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带娃游台湾 詹皓,吕玫,詹琅庭著 978-7-5427-4401-2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网页设计与制作从零开始完全精通 龙柏主编 978-7-5427-5658-9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动物的生存策略:会变色的魔术师 王义炯, 王慧编著 978-7-5427-6220-7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风湿免疫性疾病诊疗标准 徐沪济, 贝政平主编 978-7-5427-6273-3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稀奇古怪的猿猴王国:走近人类近亲 华惠伦, 胡名正编著 978-7-5427-6458-4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脊柱影像测量学 何大为,牛云飞主编 978-7-5427-6572-7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揭秘男性前列腺疾病 孙颖浩,崔心刚,王林辉,徐丹枫主编 978-7-5427-6609-0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生命的季节:生生不息背后的生物节律 (美)罗素·G·福斯特，(美)利昂·克赖茨曼
著

978-7-5428-5260-1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超负荷的大脑:信息过载与工作记忆的极限 (瑞典)托克尔·克林贝里著 978-7-5428-5460-5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心脏与血管超声生物力学 陈明主编 978-7-5428-5682-1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新编特种刮痧运板技巧 李湘授，齐丽珍主编 978-7-5428-5872-6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 (英)G·E·R·劳埃德著 978-7-5428-6062-0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大众科学指南:宇宙、生命与万物 (英)约翰·格里宾，(英)玛丽·格里宾著 978-7-5428-6063-7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
与文化

(英)G·E·R·劳埃德著 978-7-5428-6064-4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科普大讲坛:探索人体奥秘，关爱生命健康 上海科技馆编 978-7-5428-6116-0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阿尔法与奥米伽:寻找宇宙的始与终 (美)查尔斯·塞费著 978-7-5428-6191-7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谁说咖啡有害健康:专家告诉你64个饮食真相 (美) 罗伯特·戴维斯著 978-7-5428-6291-4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屎壳郎最爱哪种粪便:51个不正经的科学实验 (法)皮埃尔·巴泰勒米(Pierre Barthelemy)
著

978-7-5428-6292-1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河海使者——淞江鲈 王金秋，罗武松，夏建宏编著 978-7-5428-6316-4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 宋娴著 978-7-5428-6320-1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齿科精细治疗病例精粹 徐培成，钱文昊主编 978-7-5428-6322-5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来自基因组的一些数学 郝柏林著 978-7-5428-6331-7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冬日的世界:动物的生存智慧 贝恩德·海因里希著 978-7-5428-6334-8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我的美丽基因组:探索我们和我们基因的未来 隆娜·弗兰克著 978-7-5428-6355-3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天问.I 《天问》编写组编著 978-7-5428-6405-5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数学巨匠:从欧拉到冯·诺伊曼 约安·詹姆斯著 978-7-5428-6453-6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冬日的世界:动物的生存智慧 贝恩德·海因里希著 978-7-5428-6454-3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酸口味心理学:为什么真爱总是微笑离开 牧之著 978-7-5429-4433-7 立信会计出版社

暖口味心理学:快速让自己的心情变好 牧之著 978-7-5429-4434-4 立信会计出版社

冷口味心理学:关键时刻出彩的冷知识 水中鱼著 978-7-5429-4448-1 立信会计出版社

让你目瞪口呆的怪诞心理学 牧之著 978-7-5429-4450-4 立信会计出版社

咸口味心理学:为什么天才和疯子有时候很
像?

牧之著 978-7-5429-4459-7 立信会计出版社

口才三绝:会赞美 会幽默 会拒绝 盛安之著 978-7-5429-4515-0 立信会计出版社

照着做，你就能战胜拖延 龙小云著 978-7-5429-4593-8 立信会计出版社

最受欢迎的卡耐基口才课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5429-4619-5 立信会计出版社

照着做，你就能掌控情绪 龙小云著 978-7-5429-4620-1 立信会计出版社

秘密 (美)查尔斯·哈奈尔等著 978-7-5429-5033-8 立信会计出版社

财话“水浒” 杨良成著 978-7-5429-5067-3 立信会计出版社

浮岛 浅白色著 978-7-5430-5653-4 武汉出版社

中国足球年鉴.2011 彭小华主编 978-7-5430-5780-7 武汉出版社

这只妖精有点二 Vivibear著 978-7-5430-5832-3 武汉出版社

燕木宠兽传 雨魔著 978-7-5430-6192-7 武汉出版社

张啸林全传 林葳著 978-7-5430-6379-2 武汉出版社

私·时间的玫瑰 九夜茴主编 978-7-5430-6466-9 武汉出版社

社会太浮躁，做人一定要低调 林山著 978-7-5430-6482-9 武汉出版社

将夜:花开彼岸天 猫腻著 978-7-5430-6565-9 武汉出版社

雅舍杂文:最新修订典藏本 梁实秋著 978-7-5430-6679-3 武汉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最有份量的近代中国史 蒋廷黻著 978-7-5430-6741-7 武汉出版社

黄金荣全传 汤余著 978-7-5430-6851-3 武汉出版社

将夜之朱雀之火 猫腻著 978-7-5430-6928-2 武汉出版社

五色蔬果自然食补法:天然、无副作用的生活
食谱

王茜编著 978-7-5430-8473-5 武汉出版社

藏在这世间的美好 鼹鼠的土豆著 978-7-5430-9084-2 武汉出版社

就像没有明天那样去生活 丁小云著 978-7-5430-9183-2 武汉出版社

拼了命，尽了兴 小令君著 978-7-5430-9222-8 武汉出版社

拥抱创新时代:《长江日报》创新创业系列谈 长江日报编辑部编 978-7-5430-9372-0 武汉出版社

我有个好故事，就要你一碗酒 李淳著 978-7-5430-9441-3 武汉出版社

金诗100首 朱建斌, 余英杰, 刘继成主编 978-7-5430-9526-7 武汉出版社

老人与海 (美)厄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著

978-7-5430-9600-4 武汉出版社



超级识谎术 (美)丽娜·西斯科著 978-7-5430-9631-8 武汉出版社

没有人会因为心碎而绝望 银谷著 978-7-5430-9633-2 武汉出版社

你时刻准备着却错过每次机会 陈谌等著 978-7-5430-9782-7 武汉出版社

B2B品牌管理 (美) 菲利普·科特勒, (德) 弗沃德著 978-7-5432-1406-4 格致出版社

产业组织学 编著史东辉 978-7-5432-1733-1 格致出版社

营销管理 (美) 菲利普·科特勒, 凯文·莱恩·凯勒著 978-7-5432-2101-7 格致出版社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150问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978-7-5432-2323-3 格致出版社

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经典理论与当代
思潮的碰撞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 978-7-5432-2455-1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沟通的力量:强力词汇激活社交潜能 (美) 梅里尔·卢尼昂著 978-7-5432-2494-0 格致出版社

近代中国史纲 郭廷以著 978-7-5432-2497-1 格致出版社

罗马世界 (法) 维克多·沙波著 978-7-5432-2498-8 格致出版社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美)查尔斯·蒂利著 978-7-5432-2579-4 格致出版社

科学简史 (英)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著 978-7-5432-2585-5 格致出版社

继发性肺肿瘤:转移性肺肿瘤 主编张金铭, 张弛, 于海鹏 978-7-5433-2763-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儿童白内障 主编张红, 王晓红 978-7-5433-3272-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创伤骨科学.上卷,成人卷 (美) 布鲁斯·D·布朗诺 ... [等] 主编 978-7-5433-3299-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创伤骨科学.下卷,成人卷 (美) 布鲁斯·D·布朗诺 ... [等] 主编 978-7-5433-3299-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宫腔镜诊断和操作技术
(西) 蒂尔索·佩雷斯·梅森娜, 安立奎·凯

尤拉·福特主编
978-7-5433-3319-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骨科微创手术学,脊柱
主编 (美) 布拉卡·奥祖尔, 爱德华·本泽

尔, 史帝文·加芬
978-7-5433-3340-6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骨科微创手术学,上肢
主编 (美) 贾尔斯·R. 斯库代里, 阿尔弗雷

德·J. 特里亚
978-7-5433-3363-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甲状腺疾病超声诊断图谱 主编邬宏恂, 包建东 978-7-5433-3366-6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骨肿瘤:影像学诊断实用指南 (美) 吴瑞宏, 玛丽·霍克曼著 978-7-5433-3369-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 (英) 艾莉森·利里主编 978-7-5433-3379-6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Bennett心律失常:临床解读和治疗实用指南 (英) 大卫·H·班尼特编著 978-7-5433-3380-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骨科微创手术学,膝
主编 (美) 贾尔斯·R·斯库代里, 阿尔弗雷

德·F·特里亚
978-7-5433-3384-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超声心动图病例精粹:从指南到实践 编著 (美) 加尔万· C. 凯恩, 简· K. 欧
哈

978-7-5433-3389-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颅脑创伤与脊髓损伤:新进展及面临的挑战
(澳) 克里斯蒂娜·莫尔甘蒂-库斯曼, (美) 
拉米什·拉格帕蒂, (比) 安德鲁·马斯主编

978-7-5433-3390-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神经病学诊断:实用临床入门 主编 (美) 杰克·阿伯特 978-7-5433-3391-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角膜病:最新诊疗技术与应用
主编 (德) 托马斯·莱因哈德, (英) 弗兰克

·拉金
978-7-5433-3396-3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肿瘤放疗治疗靶区勾画与射野设置:适形及调
强放射治疗实用指南

主编 (美) 南希·李, 陆嘉德 978-7-5433-3398-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肿瘤放射治疗危及器官勾画
编著 (意) 吉安皮耶罗·奥斯里·塞法罗, 
多梅尼克·珍诺维斯, (美) 卡洛斯·佩雷兹

978-7-5433-3400-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周围神经系统检查袖珍手册 (美) 迈克·奥布莱恩编著 978-7-5433-3401-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呼吸物理治疗:值班医师手册 主编 (英) 贝弗利·哈登 ... [等] 978-7-5433-3405-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小儿心律失常诊治精要 编著 (英) 克里斯托夫·瑞恩 978-7-5433-3406-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眼科飞秒激光技术和应用
(印) 阿斯霍·加格, (西) 乔治·L·阿利奥

主编
978-7-5433-3414-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超声心动图全解指南 主编 (美) 卡洛斯·A·罗丹 978-7-5433-3420-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脑血运重建彩色图谱:解剖、技巧及病例 (美) 罗伯特·施博赖泽 ... [等] 编著 978-7-5433-3427-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主编李筱荣, 陈友信, 李志清 978-7-5433-3441-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肝脏病理学 (美) 琳达·D·法瑞尔, 桑迪·卡加主编 978-7-5433-3451-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临床血气分析和酸碱平衡解析手册 主编 (印) 阿什法克·哈森 978-7-5433-3452-6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CT成像:基本原理、伪影与误区 主编 (美) 亚历山大·C·马利瑞安 978-7-5433-3453-3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软组织肉瘤诊疗学
编著 (美) 穆雷·F·布伦南, 克里斯蒂娜

·R·安东内斯库, 罗伯特·G·梅基
978-7-5433-3455-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心力衰竭病例精粹解析 主编 (美) 彼得·S·拉赫科 978-7-5433-3462-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皮肤恶性黑色素瘤手册诊疗指南
主编 (德) 德克·斯卡登道夫, (德) 科琳娜

·科赫, (德) 伊丽莎白·利文斯通
978-7-5433-3463-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肘关节镜 主编 (意) 路易吉·艾德里安·佩德尔奇尼 978-7-5433-3468-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葡萄膜炎 (美) 速尼·J·加尔格主编 978-7-5433-3469-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妇产科超声图谱 (美) 皮特·M.道比莱特, 卡罗尔·B.本森编

著
978-7-5433-3470-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神经急症 (美) 卡伦·鲁斯主编 978-7-5433-3473-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介入性磁共振成像 主编 (德) 托马斯·卡恩, 哈拉尔德·巴斯 978-7-5433-3475-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平片X线摄影数字成像系统 主编 (葡) 路易斯·兰卡, 奥古斯托·席尔

瓦
978-7-5433-3476-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神经血管手术技巧 (美) 帕斯卡·M·杰伯主编 978-7-5433-3477-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颈动脉与椎动脉的外科手术学 编著 (美) 雷蒙·贝尔盖 978-7-5433-3479-3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脑卒中临床诊疗技术培训教程 主编王金环 978-7-5433-3486-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喉部解剖与手术指南 (美) 赛思·德利, (美) 苏尼尔·韦马尔主

编
978-7-5433-3489-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术中冰冻切片诊断误区
(美)佩德拉姆·阿格尼(Pedram Argani)，

(美)阿什利·西米诺-马修斯(Ashley 
Cimino-Mathews)编著

978-7-5433-3492-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肿瘤护理学 强万敏，姜永亲主编 978-7-5433-3512-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视网膜 (美) 米契尔·S.芬曼, 艾伦·C.何主编 978-7-5433-3515-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小儿腔镜手术麻醉手册 主编马亚群, 刘刚, 李利彪 978-7-5433-3516-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中西医结合心身疾病治疗精要 孟红编著 978-7-5433-3518-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高度近视及相关眼病的手术治疗 赵少贞主编 978-7-5433-3521-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华盛顿危重病医学手册 主编 (美) 马林·H.柯勒夫, 沃伦·伊萨科
夫

978-7-5433-3526-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角膜手术基本技术 (英) 布鲁诺·祖贝布勒 ... [等] 编著 978-7-5433-3527-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骨与关节创伤
(德) 汉斯·约尔格·奥斯坦, (瑞士) 奥特
玛尔·坦兹, (奥) 赛尔曼·尤安纽斯著

978-7-5433-3530-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轻松临床神经系统检查 (英) 杰兰特·富勒编著 978-7-5433-3531-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恶性肿瘤TNM分期图谱
(德) 克里斯坦·维特金德, (日) 浅村尚生, 

(美) 莱斯利·索宾主编
978-7-5433-3532-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妇科恶性肿瘤手术图谱
主编 (美) 纳迪姆·R.阿布-拉斯特姆, 理查

德·R.巴拉卡特, 道格拉斯·A.来文
978-7-5433-3534-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CT与MRI袖珍断层解剖图谱.第2卷,胸、心、
腹、盆腔

主编 (德) 托斯坦·B.穆勒, 埃米尔·赖夫 978-7-5433-3539-4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实用肿瘤调强放射治疗 主编 (美) K.S. 克利福德·查奥 978-7-5433-3540-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创伤骨科学,儿童卷
(美) 尼尔·E. 格林, (美) 马克·F.斯温特

科斯基主编
978-7-5433-3545-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医务工作者职业倦怠解析:管理者的思考与破
局良策

主编吴小明等 978-7-5433-3546-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临床营养医学与疾病防治 主编刘海玲 978-7-5433-3553-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经自然腔道内镜外科学
主编 (美) 安东尼·N.克鲁, (法) 雅克·马

里斯科克斯, (德) 里卡多·卓隆
978-7-5433-3554-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脑卒中临床护理实践手册 (美) 凯西·J.莫里森编著 978-7-5433-3556-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结构性胎儿发育异常 主编 (美) 罗杰·C. 桑德斯 978-7-5433-3559-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胃肠病学、肝脏病学与内镜学:最新诊断和治

疗
主编 (美) 诺顿·J.格林伯格 978-7-5433-3562-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心电图解析:从病理生理到临床应用 编著 (美) 佛瑞德·库索穆托 978-7-5433-3566-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临床随记:中西医结合集锦 主编薛振宇 978-7-5433-3577-6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临床眼科超声病例分析 编著 (美) 罗杰·P. 哈里, 辛西娅·J. 肯

达尔
978-7-5433-3579-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心电图系统学习一日通 主编 (印) 萨詹·M. 978-7-5433-3580-6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脑电图手册 (美) 威廉姆·O. 泰特姆主编 978-7-5433-3581-3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小儿眼科 (美) 伦纳德·B. 尼尔森主编 978-7-5433-3583-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磁共振一点通 (加) 戈文德·B.查夫汗编著 978-7-5433-3586-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颅脑和脊柱肿瘤影像图谱 (美) 萨珊·伽利米主编 978-7-5433-3587-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脊柱介入神经放射学: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主编 (意) 马里奥·穆托 978-7-5433-3588-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血管造影术最新进展:生物医学设备及其临床

应用
主编 (美) 肯德里克·I. 桑德, 安德森·M. 

约翰逊
978-7-5433-3590-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华盛顿超声心动图手册 主编 (美) 瑞威·瑞泽林格姆 978-7-5433-3592-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置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 (ICD) 图解阶梯教程
编著 (比) 罗兰·X. 斯诸邦德诗, (美) S. 
斯格·哈罗德, (比) 阿尔丰斯·F. 西娜伊

978-7-5433-3593-6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认识肉瘤 杨吉龙，杨蕴，王国文编译 978-7-5433-3594-3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沽上“儿科王”任宝成临证经验选录 主编程燕, 郭素香 978-7-5433-3596-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超声引导疼痛介入治疗图谱 主编 (美) 桑陌·N.那罗兹 978-7-5433-3599-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肩关节镜手术技术指南 (美)史蒂文·S. 伯克哈特[等]编著 978-7-5433-3600-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实用妇科疾患超声诊断 吴钟瑜，张志坤主编 978-7-5433-3601-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听诊技巧:呼吸音及心音 (美)杰西卡·尚克·科菲罗著 978-7-5433-3602-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妇科肿瘤临床循证手册
编著 (美) 米歇尔·F.贝努瓦, M.伊薇特·

威廉姆斯-布朗, 克莱顿·L.爱德华兹
978-7-5433-3603-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早期胃肠道肿瘤:内镜诊断与治疗决策 主要 (奥) 弗雷德·贝尔 ... [等] 978-7-5433-3607-0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角膜接触镜并发症:诊断与治疗 (澳)内森·埃弗龙编著 978-7-5433-3611-7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神经系统疾病临床速查手册 (英)安德鲁·拉纳[等]主编 978-7-5433-3613-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肿瘤介入学:介入放射医生临床应用指南
(美)彼得·R. 米勒(Peter R. Mueller)，
(英)安德烈亚斯·亚当(Anderas Adam)编著

978-7-5433-3614-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食道和胃病理学图谱
(美)斯科特·R. 欧文斯,(美)亨利·D. 艾佩

尔曼著
978-7-5433-3626-1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男性泌尿生殖手术图谱
(英)阿瑟夫·穆尼尔，(英)曼耐特·艾莉

亚，(英)杰拉尔德·H. 乔丹主编
978-7-5433-3628-5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肺功能检查解读手册
(澳)布里吉特·M.博格，(澳)布鲁斯·R. 汤

普森，(澳)罗宾·E. 赫海编著
978-7-5433-3630-8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骨组织肉瘤诊疗学
(美)帕特里克·P. 林,(美)舍雅斯库玛·帕

特尔主编
978-7-5433-3633-9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
司

塑身瑜伽 主编林晓海 978-7-5436-5543-0 青岛出版社

给人民警察的健康枕边书 宋爱莉主编 978-7-5436-7040-2 青岛出版社

季门立雪 钱文忠著 978-7-5436-8345-7 青岛出版社

食物配对不生病:不可不知的食材宜忌随身本 赖镇源, 杨新玲著 978-7-5436-9295-4 青岛出版社



墨缘集 冯其庸著 978-7-5436-9460-6 青岛出版社

崔永元的说话之道 张笑恒著 978-7-5436-9840-6 青岛出版社

成长青春励志.4 贤才文化编著 978-7-5438-5211-2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韩) 郭雅蓝著 978-7-5438-6516-7 湖南人民出版社

黑药 罗熙能著 978-7-5438-6716-1 湖南人民出版社

我的邻居是妖怪 天下霸唱著 978-7-5438-7893-8 湖南出版社

铜官古韵 刘铁柱著 978-7-5438-8612-4 湖南人民出版社

自由风格 崔健，周国平著 978-7-5438-8862-3 湖南人民出版社

牛人是做出来的:摆脱糟糕生活的智慧 刘尚东著 978-7-5438-8877-7 湖南人民出版社

色酬定律 王梓政著 978-7-5438-8990-3 湖南人民出版社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下 袁腾飞著 978-7-5438-9219-4 湖南人民出版社

当世界无法改变时改变自己.2,成就强大的自
己

高原著 978-7-5438-9225-5 湖南人民出版社

定律:万变世界绝对不变的成功法则 李维文[著] 978-7-5438-9442-6 湖南人民出版社

这个历史挺靠谱.1,袁腾飞讲中国史 袁腾飞著 978-7-5438-9444-0 湖南人民出版社

这个历史挺靠谱.2,袁腾飞讲中国史 袁腾飞著 978-7-5438-9444-0 湖南人民出版社

这个历史挺靠谱.3,袁腾飞讲世界史 袁腾飞著 978-7-5438-9444-0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六西格玛管理学 远平著 978-7-5438-9496-9 湖南人民出版社

再看一眼 (美)莉萨·史考特莱恩(Lisa Scottoline)著 978-7-5438-9706-9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万想不到的征程:新加坡前总统纳丹回忆录 (新加坡) 纳丹著 978-7-5438-9820-2 湖南人民出版社

创业中国——江西人物 冯克主编 978-7-5439-6021-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民间崇拜.第一卷,婚丧习俗 (法) 禄是遒著 978-7-5439-6070-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复杂颈椎疾病的治疗:北美骨科临床
(美) Frank M. Phillips, Safdar N. Khan

特邀编辑
978-7-5439-6082-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精子细胞:生成 成熟 受精 再生
(美) Christopher J. De Jonge, (英) 

Christopher L. R. Barratt编
978-7-5439-6083-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察有所思 信力建著 978-7-5439-6151-7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文字变迁考 吕思勉著 978-7-5439-6159-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著 978-7-5439-6165-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休息 王实味著 978-7-5439-6176-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徐志摩选集 徐志摩著 978-7-5439-6182-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第七连 邱东平著 978-7-5439-6194-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赴美医疗指南.上册,肿瘤篇 主编田石榴, 吴勇 978-7-5439-6232-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赴美医疗指南.下册,肿瘤篇 主编田石榴, 吴勇 978-7-5439-6232-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眼病针灸 主编张仁, 徐红 978-7-5439-6240-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垂钓全攻略,钓鱼篇 蒋青海编著 978-7-5439-6253-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新文坛秘录 阮无名著 978-7-5439-6265-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食药用菌工程学 蔡津生, 卢国宝编著 978-7-5439-6268-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妇产科应用解剖与手术技巧 王玉东, 程蔚蔚主编 978-7-5439-6285-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专利战术情报方法与应用 主编肖沪卫, 瞿丽曼, 路炜 978-7-5439-6308-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肿瘤消融新技术:不可逆性电穿孔 主编徐克成 978-7-5439-6318-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池边旧墨痕 褚树青著 978-7-5439-6325-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大脑 山元大辅主编 978-7-5439-6396-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实用老年中风康复防治学 主编谢瑞满 978-7-5439-6444-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海滨故人 庐隐著 978-7-5439-6468-6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旧梦 刘大白著 978-7-5439-6473-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漩涡里外 杜衡著 978-7-5439-6486-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梁漱溟著 978-7-5439-6545-4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梁启超著 978-7-5439-6548-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著 978-7-5439-6558-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经学教科书 刘师培著 978-7-5439-6559-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扬子前线 (英) 阿特丽著 978-7-5439-6567-6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上海不宣之战 (美)勃鲁司著 978-7-5439-6572-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世纪:500-1450 凯特·凯利著 978-7-5439-6576-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早期文明:史前-公元500 凯特·凯利著 978-7-5439-6577-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第12辑,闸北七十三天 淞
沪火线上 上海抗战记

胡风,范长江,郭沫若[等编著] 978-7-5439-6595-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综合防治手册 主编钱叶长, 吴先正 978-7-5439-6623-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有趣的人体系统:1200个人体知识 (美)詹姆斯·E. 博比克著 978-7-5439-6648-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人体是如何工作的:1200个人体知识 (美) 詹姆斯·E.博比克著 978-7-5439-6649-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杂志:1923-1941,导论·总目 [吴建中,周德明主编] 978-7-5439-6664-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厨房里的趣味科学 (法)阿兰·舒勒文字 978-7-5439-6712-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大英博物馆专家告诉你的500件史实 (英) 卡罗琳·休伊特著 978-7-5439-6718-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曹仁发教授推拿手法与临床经验集 顾非主编 978-7-5439-6780-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二战陆战 施鹤群编著 978-7-5439-6807-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二战空战 施鹤群编著 978-7-5439-6808-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二战特种战 施鹤群编著 978-7-5439-6809-7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二战海战 施鹤群编著 978-7-5439-6810-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易解三十六计 朱启经著 978-7-5439-6857-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微·小结节肺癌 主编廖美琳 978-7-5439-6872-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透过哈勃看宇宙
(英)奥利·厄舍, (丹)拉尔斯·林德伯格·

克里斯滕森著
978-7-5439-6906-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食用药用真菌化学 陈若芸主编 978-7-5439-6915-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科学家对你说 上海科协大讲坛管理办公室组编 978-7-5439-6917-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燕语书林 孙永庆著 978-7-5439-6942-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风吹书叶 钱军著 978-7-5439-6943-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书城掇拾 黄镇伟著 978-7-5439-6944-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水枝书话 吴振华著 978-7-5439-6954-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躲进书里 赵丽宏著 978-7-5439-6959-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从博物的观点看 刘华杰著 978-7-5439-6970-4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稻香园随笔 田松著 978-7-5439-6971-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回锅头尾:科学与文化序跋集 刘兵著 978-7-5439-6973-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另一次是遇见你:关于动保/素食/生命 张丹著 978-7-5439-6974-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1世纪图书馆新论 吴建中著 978-7-5439-6977-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1世纪改变人类生活的发明 (法)埃里克·德里德巴丁著 978-7-5439-6994-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人类发明史 (美)约翰·H. 林哈德著 978-7-5439-7000-7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人类还能进化吗 (英)彼得·格鲁克曼，马克·汉森著 978-7-5439-7002-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天气的力量 (美)劳拉·李著 978-7-5439-7006-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东吴小稿 (元)王寔[著] 978-7-5439-7020-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李江州遗墨题跋 (清)王乃昭[著] 978-7-5439-7021-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刘小琴，吴建中主编 978-7-5439-7029-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周易》导读:帛书《易传》 刘震著 978-7-5439-7031-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国学问题五百 李时编述 978-7-5439-7038-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四库全书答问 任松如撰 978-7-5439-7039-7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经史子集概要 顾荩臣著 978-7-5439-7041-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国故学讨论集.上 许啸天编辑 978-7-5439-7044-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国故学讨论集.下 许啸天编辑 978-7-5439-7044-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国故学讨论集.中 许啸天编辑 978-7-5439-7044-1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馆: 社会发展的助推器:第八届上海国际
图书馆论坛论文集

上海图书馆编 978-7-5439-7063-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馆杂志》2015年合订本.上 978-7-5439-7064-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馆杂志》2015年合订本.下 978-7-5439-7064-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馆杂志》2015年合订本.中 978-7-5439-7064-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穴道按摩医百病 柳书琴主编 978-7-5439-7082-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养生汤头歌 柳书琴主编 978-7-5439-7083-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黄帝内经详解 柳书琴主编 978-7-5439-7084-7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医灵验名方大全 柳书琴主编 978-7-5439-7091-5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医奇方治百病 柳书琴主编 978-7-5439-7092-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杂粮野菜养生宝典 柳书琴主编 978-7-5439-7093-9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书眉集:图书馆的传承与变革 李西宁著 978-7-5439-7110-3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归来拂尘集:陈力自选集 陈力著 978-7-5439-7138-7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雨的节奏 游雨哲绘著 978-7-5439-7140-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心脏血管外科腔内治疗实用手册 司逸主编 978-7-5439-7166-0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谈图书馆与文化工作 周和平著 978-7-5439-7201-8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人类学通论 庄孔韶主编 9.78754E+12 山西教育出版社

茶事 李萌怡，刘芳著 978-7-5440-7485-8 山西教育出版社

古典小说 石磊著 978-7-5440-7492-6 山西教育出版社

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 杨红林著 978-7-5440-7778-1 山西教育出版社

青春诗经:出自国风的别样花事 成向阳著 978-7-5440-7867-2 山西教育出版社

女性书架 潞潞，孙俊峰主编 978-7-5440-8268-6 山西教育出版社

传记书架 潞潞,朱晋平主编 978-7-5440-8271-6 山西教育出版社

经济书架 潞潞,孙俊峰主编 978-7-5440-8272-3 山西教育出版社

自然科学书架 潞潞，孙俊峰主编 978-7-5440-8278-5 山西教育出版社

器乐艺术 王凤岐编著 978-7-5440-8283-9 山西教育出版社

我不是精英 金子[著] 978-7-5441-4059-1 沈阳出版社

Why not时髦妈咪 陈安仪著 978-7-5441-4435-3 沈阳出版社

婚姻是怎样炼成的 人海中著 978-7-5441-4697-5 沈阳出版社

相爱给你看 怀箴公主著 978-7-5441-4884-9 沈阳出版社

自卑与超越:经典完整译本 (奥地利)阿弗雷德·阿德勒著 978-7-5441-4908-2 沈阳出版社

水墨山河:珍藏版.上 金子著 978-7-5441-4939-6 沈阳出版社

水墨山河:珍藏版.下 金子著 978-7-5441-4939-6 沈阳出版社

宋代风云人物.二 本书编委会编写 978-7-5441-5940-1 沈阳出版社

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一 (清)曹雪芹著 978-7-5441-5964-7 沈阳出版社



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三 (清)曹雪芹著 978-7-5441-5964-7 沈阳出版社

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二 (清)曹雪芹著 978-7-5441-5964-7 沈阳出版社

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五 (清)曹雪芹著 978-7-5441-5964-7 沈阳出版社

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六 (清)曹雪芹著 978-7-5441-5964-7 沈阳出版社

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四 (清)曹雪芹著 978-7-5441-5964-7 沈阳出版社

追梦:一个舞蹈工作者的历程 可平著 978-7-5441-6129-9 沈阳出版社

季羡林解读传统文化 季羡林著 978-7-5441-6636-2 沈阳出版社

季羡林眼中的老先生 季羡林著 978-7-5441-6637-9 沈阳出版社

不焦虑的活法 孙浩编著 978-7-5441-6732-1 沈阳出版社

精神 财富 力量.上卷 《精神 财富 力量》编委会编 978-7-5441-6884-7 沈阳出版社

销售是个技术活 孙郡锴编著 978-7-5441-6926-4 沈阳出版社

你别困在欲望上 李靖编著 978-7-5441-7040-6 沈阳出版社

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 刘川编著 978-7-5441-7373-5 沈阳出版社

坚持梦想:马云给创业者的22堂人生哲学课 高飞编著 978-7-5441-7511-1 沈阳出版社

德川家康.05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06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07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09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1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10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11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12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13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14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15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16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17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18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19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2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20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21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22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23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24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25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26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3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4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8 (日) 山冈庄八著 978-7-5442-3779-6 南海出版公司

平行世界·爱情故事 (日)东野圭吾著 978-7-5442-5229-4 南海出版公司

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978-7-5442-5399-4 南海出版公司

漫长的告别 (美)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著 978-7-5442-5715-2 南海出版公司

灭秦.3 龙人著 978-7-5442-5825-8 南海出版公司

白夜行 (日) 东野圭吾著 978-7-5442-5860-9 南海出版公司

庭守之犬 (日)岩井俊二著 978-7-5442-5953-8 南海出版公司

冰箱里的灯 (美) 苏珊娜·凯森著 978-7-5442-5954-5 南海出版公司

名声 (德)丹尼尔·凯曼著 978-7-5442-6168-5 南海出版公司

失落的黄金国 (英)V.S.奈保尔著 978-7-5442-6180-7 南海出版公司

马利与我 (美)约翰·格罗根(John Grogan)著 978-7-5442-6297-2 南海出版公司

成功就靠这点意志力 (美) 奥里森·马登著 978-7-5442-6563-8 南海出版公司

嫌疑人X的献身 (日) 东野圭吾著 978-7-5442-6761-8 南海出版公司

金字塔原理.2,实用训练手册 (美) 芭芭拉·明托著 978-7-5442-6849-3 南海出版公司

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 (美) 芭芭拉·明托著 978-7-5442-6850-9 南海出版公司

封神双龙传.2 龙人著 978-7-5442-6873-8 南海出版公司

封神双龙传.5 龙人著 978-7-5442-6876-9 南海出版公司

洪荒天子.1 龙人著 978-7-5442-6879-0 南海出版公司

转型中的中国故事 凯雷著 978-7-5442-7058-8 南海出版公司

解忧杂货店 (日)东野圭吾著 978-7-5442-7087-8 南海出版公司

乱世猎人.2 龙人著 978-7-5442-7179-0 南海出版公司

我的朋友很少.1 (日)平坂读著 978-7-5442-7232-2 南海出版公司

乱世猎人.6 龙人著 978-7-5442-7350-3 南海出版公司

乱世猎人.8 龙人著 978-7-5442-7352-7 南海出版公司

乱世猎人.9 龙人著 978-7-5442-7353-4 南海出版公司

乱世猎人.10 龙人著 978-7-5442-7354-1 南海出版公司

乱世猎人.11 龙人著 978-7-5442-7355-8 南海出版公司



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超越自卑, 成就内心强
大的自己

(奥)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 978-7-5442-7410-4 南海出版公司

我的朋友很少.2 (日)平坂读著 978-7-5442-7478-4 南海出版公司

我的朋友很少.3 (日)平坂读著 978-7-5442-7479-1 南海出版公司

苦妓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978-7-5442-7559-0 南海出版公司

等你在清华 李嘉钢，李朕飞主编 978-7-5442-7607-8 南海出版公司

为了N (日)湊佳苗著 978-7-5442-7665-8 南海出版公司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 巴勃罗·聂鲁达著 978-7-5442-7672-6 南海出版公司

天平之甍 (日) 井上靖著 978-7-5442-7708-2 南海出版公司

重访加勒比 (英)V.S. 奈保尔著 978-7-5442-7713-6 南海出版公司

模仿者 (英) V.S. 奈保尔著 978-7-5442-7755-6 南海出版公司

钱商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978-7-5442-7769-3 南海出版公司

天使湾 (英) 安妮塔·布鲁克纳著 978-7-5442-7807-2 南海出版公司

图解世界哲学简史 (日) 甲田烈著 978-7-5442-7814-0 南海出版公司

爱无比荒凉 (日) 江国香织著 978-7-5442-7817-1 南海出版公司

奈保尔家书 (英)V.S. 奈保尔著 978-7-5442-7823-2 南海出版公司

国学治要.第一册,经传治要 张文治编 978-7-5442-7837-9 南海出版公司

国学治要.第七册,诗词治要 张文治编 978-7-5442-7837-9 南海出版公司

国学治要.第三册,诸子治要 张文治编 978-7-5442-7837-9 南海出版公司

国学治要.第二册,史书治要 张文治编 978-7-5442-7837-9 南海出版公司

国学治要.第五册,古文治要(上) 张文治编 978-7-5442-7837-9 南海出版公司

国学治要.第八册,书目治要 张文治编 978-7-5442-7837-9 南海出版公司

国学治要.第六册,古文治要(下) 张文治编 978-7-5442-7837-9 南海出版公司

国学治要.第四册,理学治要 张文治编 978-7-5442-7837-9 南海出版公司

敌营十五年:李时雨回忆录 李时雨口述 978-7-5442-7869-0 南海出版公司

末路 水袖著 978-7-5442-7872-0 南海出版公司

真相:海南岛近现代史研究会海南岛17年（27
次）调查足迹

张媛主编 978-7-5442-7922-2 南海出版公司

毒笑小说 (日)东野圭吾著 978-7-5442-7959-8 南海出版公司

除非 朝霞有一天赶上晚霞 (俄罗斯)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著 978-7-5442-7999-4 南海出版公司

传记作家的传记:一部小说 (英)A.S. 拜厄特著 978-7-5442-8089-1 南海出版公司

周末田舍生活 (日)马场未织著 978-7-5442-8108-9 南海出版公司

幸福，一次哲学之旅 (法)弗雷德里克·勒诺瓦(Frederic Lenoir)
著

978-7-5442-8111-9 南海出版公司



杜拉拉.3,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李可著 978-7-5442-8117-1 南海出版公司

拿来就用的实用心理学 滑志著 978-7-5442-8170-6 南海出版公司

纽约，我来了！ (美)弗兰克·迈考特著 978-7-5442-8222-2 南海出版公司

故乡, 心里的风景 (日) 原田泰治著 978-7-5442-8226-0 南海出版公司

爱 (美)托妮·莫里森著 978-7-5442-8244-4 南海出版公司

离别的声音 (日) 青山七惠著 978-7-5442-8247-5 南海出版公司

流星之绊 (日)东野圭吾著 978-7-5442-8260-4 南海出版公司

死神的浮力 (日) 伊坂幸太郎著 978-7-5442-8270-3 南海出版公司

我只能短暂地陪你过一生:与狗狗莫儿相伴13
年

(美) 泰德·凯拉索著 978-7-5442-8295-6 南海出版公司

砂器 (日) 松本清张著 978-7-5442-8296-3 南海出版公司

旅之良品 (日) 高桥大辅著 978-7-5442-8297-0 南海出版公司

春琴抄 (日)谷崎润一郎著 978-7-5442-8306-9 南海出版公司

不止信仰 (英)V.S.奈保尔著 978-7-5442-8311-3 南海出版公司

假面饭店:新修珍藏版 (日)东野圭吾著 978-7-5442-8383-0 南海出版公司

西瓜的香气 (日) 江国香织著 978-7-5442-8438-7 南海出版公司

别让不好意思毁了你 李世强，柴一兵著 978-7-5442-8446-2 南海出版公司

别让“面子”毁了你 李世强，柴一兵著 978-7-5442-8447-9 南海出版公司

别让敏感毁了你 李世强，柴一兵著 978-7-5442-8448-6 南海出版公司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烽火著 978-7-5442-8466-0 南海出版公司

世界如此彷徨,你要坚强成长 曾雅娴著 978-7-5442-8467-7 南海出版公司

独处的艺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该想些什么 闫瑞著 978-7-5442-8509-4 南海出版公司

金融炼金术 乔治·索罗斯著 978-7-5443-3975-9 海南出版社

蓝血十杰 (美国) 约翰·伯恩著 978-7-5443-4265-0 海南出版社

所有劳工都有尊严 (美)马丁·路德·金著 978-7-5443-4860-7 海南出版社

人的宗教 (美) 休斯顿·史密斯著 978-7-5443-5084-6 海南出版社

活着回来:我在CIA星门计划中的绝密任务 (美)大卫·莫尔豪斯著 978-7-5443-5332-8 海南出版社

假如有人欺骗了我:戴建业博文随笔集 戴建业著 978-7-5443-5984-9 海南出版社

爱因斯坦的圣经:可以反复吟诵的宇宙史、自
然史与科学史.上

(美国)萨缪尔等著 978-7-5443-6091-3 海南出版社

爱因斯坦的圣经:可以反复吟诵的宇宙史、自
然史与科学史.下

(美国)萨缪尔等著 978-7-5443-6091-3 海南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全译注释修订本.壹,断指记 (荷兰)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著 978-7-5443-6112-5 海南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全译注释修订本.捌,广州案 (荷兰)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著 978-7-5443-6113-2 海南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全译注释修订本.肆,黑狐狸 (荷兰)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著 978-7-5443-6114-9 海南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全译注释修订本.贰,四漆屏 (荷)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著 978-7-5443-6115-6 海南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全译注释修订本.陆,迷宫案 (荷兰)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著 978-7-5443-6116-3 海南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全译注释修订本.柒,铁钉案 (荷兰)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著 978-7-5443-6117-0 海南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全译注释修订本.叁,铜钟案 (荷兰)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著 978-7-5443-6118-7 海南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全译注释修订本.伍,玉珠串 (荷兰)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著 978-7-5443-6119-4 海南出版社

一切皆有可能:戴建业论学随笔集 戴建业著 978-7-5443-6151-4 海南出版社

甲骨文的故事:汉字的寻根探源之旅 董作宾, 董敏著 978-7-5443-6202-3 海南出版社

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上册
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

978-7-5443-6204-7 海南出版社

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下册
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组，原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

978-7-5443-6204-7 海南出版社

看懂经气脉络.上 王唯工著 978-7-5443-6216-0 海南出版社

看懂经气脉络.下 王唯工著 978-7-5443-6216-0 海南出版社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1 常书欣著 978-7-5443-6232-0 海南出版社

鬼望坡 周浩晖著 978-7-5443-6240-5 海南出版社

海南岛黎族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 (日)冈田谦，(日)尾高邦雄著 978-7-5443-6248-1 海南出版社

浊世清流:《世说新语》会心录 戴建业著 978-7-5443-6340-2 海南出版社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2 常书欣著 978-7-5443-6365-5 海南出版社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5 常书欣著 978-7-5443-6448-5 海南出版社

霍金的宇宙:现代物理和天文学的故事 (英)戴维·费尔津著 978-7-5443-6476-8 海南出版社

18世纪的大航海家 (法)儒勒·凡尔纳著 978-7-5443-6486-7 海南出版社

别让你的世界太拥挤 上官阿雅著 978-7-5443-6487-4 海南出版社

清凉山上 菩提洲著 978-7-5443-6490-4 海南出版社

借我悲怆的磊落 庄酷著 978-7-5443-6491-1 海南出版社

熊猫的拇指:那些有趣的生命现象和生物进化
的故事

(美)S.J. 古尔德著 978-7-5443-6492-8 海南出版社

自达尔文以来:进化论的真相和生命的奇迹 (美)S.J. 古尔德著 978-7-5443-6494-2 海南出版社

探索时间之谜:时间的科学和历史 (加)丹·福尔克著 978-7-5443-6553-6 海南出版社

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 李卫东著 978-7-5443-6574-1 海南出版社

宇宙大爆炸之前:宇宙的史前历史 (英)布莱恩·克莱格(Brian Clegg)著 978-7-5443-6631-1 海南出版社

世界是心的倒影 雪漠著 978-7-5443-6646-5 海南出版社

让心属于你自己 雪漠著 978-7-5443-6647-2 海南出版社



昆虫记
(法)让-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著
978-7-5443-6649-6 海南出版社

海蒂性学报告:典藏版,男人篇 (美) 雪儿·海蒂著 978-7-5443-6678-6 海南出版社

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 (美)雪儿·海蒂著 978-7-5443-6679-3 海南出版社

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 (美) 雪儿·海蒂著 978-7-5443-6680-9 海南出版社

偏见集:黄惟群文学评论选 (澳)黄惟群著 978-7-5443-6741-7 海南出版社

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人类灵魂来自宇宙深
处.2

李卫东著 978-7-5443-6764-6 海南出版社

遥远的帝国:两晋十六国风云录 张军著 978-7-5443-6773-8 海南出版社

悲观声浪里的乐观 胡适著 978-7-5443-6774-5 海南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素质训练 桑志芹, 邓旭阳主编 978-7-5444-0692-5 上海教育出版社

探寻物质之谜:创造健康、富足和可持续的世
界

(英)约翰·埃姆斯利著 978-7-5444-5233-5 上海教育出版社

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 王正平著 978-7-5444-5342-4 上海教育出版社

社会变革中的中国高校德育转型 许瑞芳著 978-7-5444-5447-6 上海教育出版社

雪域高原的格桑花,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
三亲”史料专辑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
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978-7-5444-5638-8 上海教育出版社

唐宋笔记选注.上 倪进选注 978-7-5444-5843-6 上海教育出版社

4%的宇宙:暗物质、暗能量与发现隐蔽世界的
比赛

(美)理查德·潘内克著 978-7-5444-5949-5 上海教育出版社

孤独的“雨人”:自闭症探秘 徐光兴著 978-7-5444-6140-5 上海教育出版社

干细胞的希望:干细胞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美)爱丽丝·帕克著 978-7-5444-6387-4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风情 丁德武速写 978-7-5444-6469-7 上海教育出版社

唐宋笔记选注.下 倪进选注 978-7-5444-6472-7 上海教育出版社

资源形态的心理学:心理资源的基本性质与核
心内涵

葛鲁嘉著 978-7-5444-6730-8 上海教育出版社

心理科学论总:心理学命运与前途的全景考察 葛鲁嘉著 978-7-5444-6731-5 上海教育出版社

聊斋志异:[权威版] [清]蒲松龄著 978-7-5445-1081-3 长春出版社

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 主编曾繁仁, (美) 阿诺德·伯林特 978-7-5445-1579-5 长春出版社

淡水生物群落 (美)Richard A. Roth著 978-7-5445-1987-8 长春出版社

温带森林生物群落 (美)Bernd H. Kuennecke著 978-7-5445-2002-7 长春出版社

热带森林生物群落 (美)Barbara A. Holzman著 978-7-5445-2208-3 长春出版社

沙漠生物群落 (美)Joyce A. Quinn著 978-7-5445-2209-0 长春出版社

海洋生物群落 (美)Susan L. Woodward著 978-7-5445-2420-9 长春出版社

图本郭沫若传 黄曼君, 王泽龙, 李郭倩著 978-7-5445-3563-2 长春出版社

东北抗战史 王明伟著 978-7-5445-4178-7 长春出版社



与陶渊明生活在桃花源 程滨著 978-7-5445-4504-4 长春出版社

七百年的风流儒雅:唐宋词会意 邹金灿著 978-7-5445-4625-6 长春出版社

英语教师课堂话语分析 程晓堂著 978-7-5446-1594-5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语教学基础理论 贾冠杰著 978-7-5446-1739-0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语课堂教学策略:如何有效选择和运用 朱晓燕著 978-7-5446-1844-1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美国文学百科辞典:Susan Clair 
Imbarrato, Carol Berkin.1

伊曼巴洛特,伯金编 978-7-5446-1966-0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美国文学百科辞典:Susan Clair 
Imbarrato, Carol Berkin.2

伊曼巴洛特,伯金编 978-7-5446-1966-0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美国文学百科辞典:Susan Clair 
Imbarrato, Carol Berkin.3

伊曼巴洛特,伯金编 978-7-5446-1966-0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美国文学百科辞典:Susan Clair 
Imbarrato, Carol Berkin.4

伊曼巴洛特,伯金编 978-7-5446-1966-0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语教学研究方法与案例分析 文秋芳, 韩少杰著 978-7-5446-2208-0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语自主学习策略教程 主编曾洁 978-7-5446-2497-8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新编高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指南及模拟试题 主编李书民 978-7-5446-2550-0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饮食行为的人类学研究:巴黎和广州的中国人
日常饮食行为比较

杨晓敏著 978-7-5446-2551-7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设置 Helen Basturkmen著 978-7-5446-3683-4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余匡复文集 余匡复著 978-7-5446-4434-1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布鲁克林有棵树 (美)贝蒂·史密斯(Betty Smith)著 978-7-5447-0942-2 译林出版社

格列佛游记 (英)乔纳森·斯威夫特著 978-7-5447-1072-5 译林出版社

美妙的新世界
(英)阿道斯·伦纳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著
978-7-5447-1078-7 译林出版社

海底两万里 (法)儒尔·凡尔纳著 978-7-5447-1080-0 译林出版社

鲁滨孙飘流记 (英)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著 978-7-5447-1103-6 译林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 (法)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著 978-7-5447-1104-3 译林出版社

老人与海:[英汉对照]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978-7-5447-1109-8 译林出版社

傲慢与偏见 (英)简·奥斯丁著 978-7-5447-1130-2 译林出版社

基度山恩仇记 (法)大仲马(Alexandre Dumas)著 978-7-5447-1166-1 译林出版社

泰戈尔眼中的中国 (印度) 泰戈尔著 978-7-5447-1312-2 译林出版社

你好，有故事的人 丛平平著 978-7-5447-1341-2 译林出版社

可不可以不要上班 弯弯绘著 978-7-5447-2428-9 译林出版社

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 老舍著 978-7-5447-2432-6 译林出版社



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 老舍著 978-7-5447-2563-7 译林出版社

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 老舍著 978-7-5447-2694-8 译林出版社

两个闺蜜去清迈 66和花生绘著 978-7-5447-2909-3 译林出版社

曾是惊鸿照影来.上册 冷孤桐著 978-7-5447-3017-4 译林出版社

曾是惊鸿照影来.下册 冷孤桐著 978-7-5447-3017-4 译林出版社

高老头 (法)巴尔扎克(H. de Balzac)著 978-7-5447-3153-9 译林出版社

我想你,前任 张躲躲著 978-7-5447-3570-4 译林出版社

一世妆.上 薇拉著 978-7-5447-3608-4 译林出版社

一世妆.下 薇拉著 978-7-5447-3652-7 译林出版社

离开北京去大理 IKO著 978-7-5447-3660-2 译林出版社

论现代兴奋剂 (法国) 巴尔扎克著 978-7-5447-4277-1 译林出版社

眼泪或许是对故人最好的纪念:善待哀伤 苏绚慧著 978-7-5447-4284-9 译林出版社

不是宣告结束, 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放下
生命

苏绚慧著 978-7-5447-4313-6 译林出版社

骊歌 蔓殊菲儿著 978-7-5447-4590-1 译林出版社

假如你的恋人来自香水小镇 沈嘉柯[著] 978-7-5447-4676-2 译林出版社

玺印篆刻收藏入门图鉴 张学编著 978-7-5447-4735-6 译林出版社

走·调:trip & Music 廖隽嘉著 978-7-5447-4766-0 译林出版社

俄罗斯的命运 (俄罗斯)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 978-7-5447-4786-8 译林出版社

论实证精神 (法)奥古斯特·孔德著 978-7-5447-4791-2 译林出版社

金阙.上 慕容湮儿著 978-7-5447-4806-3 译林出版社

金阙.下 慕容湮儿著 978-7-5447-4806-3 译林出版社

干掉无趣:寻找趣生活新锐生活计划从这里开
始

陈全忠著 978-7-5447-4858-2 译林出版社

菊与刀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 978-7-5447-4953-4 译林出版社

论自由 (英)约翰·穆勒著 978-7-5447-4954-1 译林出版社

单行道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978-7-5447-4956-5 译林出版社

自然的概念 (英)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著 978-7-5447-4968-8 译林出版社

反暴君论 (法)拉博埃西，(古罗马)布鲁图斯著 978-7-5447-4969-5 译林出版社

资本论.上 (德)卡尔·马克思著 978-7-5447-4976-3 译林出版社

资本论.下 (德)卡尔·马克思著 978-7-5447-4976-3 译林出版社

资本论.中 (德)卡尔·马克思著 978-7-5447-4976-3 译林出版社

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978-7-5447-4978-7 译林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英)大卫·李嘉图著 978-7-5447-4979-4 译林出版社

创造进化论 (法)亨利·伯格森著 978-7-5447-4982-4 译林出版社



圭恰迪尼格言集 (意)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著 978-7-5447-4983-1 译林出版社

天演论 (英)托马斯·赫胥黎著 978-7-5447-4984-8 译林出版社

格言集 (德)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著 978-7-5447-4986-2 译林出版社

阿兹特克文明 (美)乔治·C.瓦伦特著 978-7-5447-4989-3 译林出版社

忏悔录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978-7-5447-4990-9 译林出版社

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978-7-5447-4992-3 译林出版社

医学史.上 (意大利) 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 978-7-5447-4997-8 译林出版社

医学史.下 (意大利) 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 978-7-5447-4997-8 译林出版社

医学史.中 (意大利) 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 978-7-5447-4997-8 译林出版社

公有法典 (法)泰奥多·德萨米著 978-7-5447-5003-5 译林出版社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斯洛文)斯拉沃热·齐泽克著 978-7-5447-5005-9 译林出版社

幸福一定会不请自来 (韩)崔甲秀著 978-7-5447-5040-0 译林出版社

美国生活中的同化 (美) 米尔顿·M·戈登著 978-7-5447-5048-6 译林出版社

长大不容易:卢勤家庭教育 卢勤著 978-7-5447-5053-0 译林出版社

带女儿走不一样的路 蝶衣著 978-7-5447-5062-2 译林出版社

我的爱情睡醒了 风为裳著 978-7-5447-5083-7 译林出版社

值得怀念的任何美好，不要忘了它 朱映晓著 978-7-5447-5105-6 译林出版社

毫无必要的热情 刘天昭[著] 978-7-5447-5117-9 译林出版社

伦敦大英博物馆 (意大利) 卢卡·莫扎蒂编著 978-7-5447-5126-1 译林出版社

尤利西斯·格兰特传 (美) 迈克尔·柯达著 978-7-5447-5131-5 译林出版社

爱情法则 (墨)劳拉·埃斯基韦尔著 978-7-5447-5144-5 译林出版社

那么多悲伤，无路可逃 梅吉著 978-7-5447-5168-1 译林出版社

爱上你的味道 紫堇轩著 978-7-5447-5171-1 译林出版社

17少女症 饶雪漫主编 978-7-5447-5175-9 译林出版社

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意)亚历山大·弗雷格伦特编著 978-7-5447-5176-6 译林出版社

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意)迪雷塔·哥伦布 编著 978-7-5447-5177-3 译林出版社

权力的解析:21世纪的重大战略 (英国) 彼得·高恩著 978-7-5447-5179-7 译林出版社

中华民族 张海洋, 保罗·理查森主编 978-7-5447-5192-6 译林出版社

复魅何须超自然主义过程宗教哲学 (美) 大卫·雷·格里芬著 978-7-5447-5206-0 译林出版社

从餐桌到餐桌的旅行 潇潇著 978-7-5447-5207-7 译林出版社

52赫兹的回声 饶雪漫 978-7-5447-5216-9 译林出版社

消失的独立团:截住狼 政夯著 978-7-5447-5231-2 译林出版社

轻松搞定熊孩子:心理专家的教子秘诀 朱凌著 978-7-5447-5232-9 译林出版社



我还爱着你，比想象中更深 冷莹著 978-7-5447-5233-6 译林出版社

左耳终结 饶雪漫 978-7-5447-5235-0 译林出版社

米兰波尔迪·佩佐利博物馆
(意)玛利亚·特蕾莎·巴尔博尼·布雷萨, 
(意)玛丽娜·桑拜, (意)弗朗科·柯罗尼编

978-7-5447-5238-1 译林出版社

二十八岁, 我有点累 魏庆著 978-7-5447-5253-4 译林出版社

北美殉道者花园 (美)托拜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著 978-7-5447-5256-5 译林出版社

雅典考古博物馆 (意大利) 卢卡·莫扎蒂编著 978-7-5447-5270-1 译林出版社

这是哪儿? 北京! 老猫著 978-7-5447-5272-5 译林出版社

开罗埃及博物馆 (意大利) 西尔维娅·埃诺迪编著 978-7-5447-5284-8 译林出版社

古典诗词背后的美容秘笈:愿得一心人，晓来
画新妆

月满天心著 978-7-5447-5286-2 译林出版社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 978-7-5447-5288-6 译林出版社

未来不用太美，够温暖就好 施昊著 978-7-5447-5293-0 译林出版社

变化中的中国人 (美国) E. A.罗斯著 978-7-5447-5296-1 译林出版社

谦庐随笔 (日)矢原谦吉著 978-7-5447-5297-8 译林出版社

名媛 (意大利) 乔万尼·薄伽丘著 978-7-5447-5307-4 译林出版社

德国东进 (英国) 温斯顿·丘吉尔著 978-7-5447-5316-6 译林出版社

岁月的泡沫 (法国) 鲍里斯·维昂著 978-7-5447-5318-0 译林出版社

伊丽莎白·泰勒:淑女, 情人, 传奇 (英国) 大卫·布雷特著 978-7-5447-5319-7 译林出版社

爱你就像爱生命 王小波著 978-7-5447-5322-7 译林出版社

白夜 贾平凹著 978-7-5447-5323-4 译林出版社

白银时代 王小波著 978-7-5447-5324-1 译林出版社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著 978-7-5447-5325-8 译林出版社

丑石 贾平凹著 978-7-5447-5326-5 译林出版社

二月杏 贾平凹著 978-7-5447-5327-2 译林出版社

妊娠 贾平凹著 978-7-5447-5334-0 译林出版社

天狗 贾平凹著 978-7-5447-5335-7 译林出版社

王满堂 贾平凹著 978-7-5447-5336-4 译林出版社

我是农民 贾平凹著 978-7-5447-5338-8 译林出版社

五魁 贾平凹著 978-7-5447-5339-5 译林出版社

病相报告 贾平凹著 978-7-5447-5340-1 译林出版社

五十大话 贾平凹著 978-7-5447-5350-0 译林出版社

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澳大利亚) 安德鲁·富勒驻 978-7-5447-5352-4 译林出版社



末代王妃 (英国) 莱斯利·唐纳著 978-7-5447-5353-1 译林出版社

杨澜访谈录之崛起 杨澜编 978-7-5447-5357-9 译林出版社

夏语 胡夏著 978-7-5447-5359-3 译林出版社

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弃业日记 买买氏著 978-7-5447-5360-9 译林出版社

废都 贾平凹著 978-7-5447-5362-3 译林出版社

浮躁 贾平凹著 978-7-5447-5363-0 译林出版社

高老庄 怀念狼 贾平凹著 978-7-5447-5364-7 译林出版社

高兴 贾平凹著 978-7-5447-5365-4 译林出版社

黄金时代 王小波著 978-7-5447-5366-1 译林出版社

鸡窝洼人家 贾平凹著 978-7-5447-5367-8 译林出版社

满月儿 贾平凹著 978-7-5447-5369-2 译林出版社

烟草经纪人.上 (美)巴思(Barth,J.)著 978-7-5447-5371-5 译林出版社

烟草经纪人.下 (美)巴思(Barth,J.)著 978-7-5447-5371-5 译林出版社

王小波全集:寻找无双.第三卷,长篇小说 剧
本

王小波著 978-7-5447-5372-2 译林出版社

我的反间谍生涯 (荷兰) 澳莱斯特·平托著 978-7-5447-5373-9 译林出版社

商州 贾平凹著 978-7-5447-5375-3 译林出版社

清官 贾平凹著 978-7-5447-5376-0 译林出版社

秦腔 贾平凹著 978-7-5447-5377-7 译林出版社

坐佛 贾平凹著 978-7-5447-5379-1 译林出版社

三大师谈国学:从梁启超到朱自清 梁启超, 章太炎, 朱自清著 978-7-5447-5381-4 译林出版社

大城小爱 (西) 弗朗西斯科·米拉雷斯著 978-7-5447-5387-6 译林出版社

与魔鬼作斗争: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著 978-7-5447-5393-7 译林出版社

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 (意大利) 西莫内路·佩卢西编著 978-7-5447-5411-8 译林出版社

先秦史 吕思勉著 978-7-5447-5412-5 译林出版社

爱情是怎样炼成的 快刀青衣著 978-7-5447-5413-2 译林出版社

当世界已无法深爱 王宇昆著 978-7-5447-5415-6 译林出版社

正当我年少 欧豪[著] 978-7-5447-5426-2 译林出版社

如果有一件小事是重要的 马思纯著 978-7-5447-5427-9 译林出版社

新手 (美国)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著 978-7-5447-5428-6 译林出版社

可不可以不结婚 老冷著 978-7-5447-5438-5 译林出版社

优秀心理医生的七个标准 (美国) 威廉·窦赫提著 978-7-5447-5447-7 译林出版社

那不勒斯卡波迪蒙特博物馆 (意大利) 马蒂亚·盖塔编著 978-7-5447-5448-4 译林出版社



永不放弃:美国老爸与身残儿子的跑步人生
(美国) 迪克·贺特, 邓恩·耶格著

Dick Hoyt, Don Yaeger 978-7-5447-5451-4 译林出版社

时光噬痕:观点与评论 (英)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著 978-7-5447-5452-1 译林出版社

冷暖人生之上学记 凤凰书品 978-7-5447-5453-8 译林出版社

风云人物采访记.I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著 978-7-5447-5456-9 译林出版社

风云人物采访记.I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著 978-7-5447-5456-9 译林出版社

抗战将领殉国录 田涌, 田武著 978-7-5447-5457-6 译林出版社

无边的土地 (巴西) 若热·亚马多著 978-7-5447-5461-3 译林出版社

金卡斯的两次死亡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978-7-5447-5462-0 译林出版社

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上 (英国) 赫伯特·乔治·韦尔斯著 978-7-5447-5467-5 译林出版社

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下 (英国) 赫伯特·乔治·韦尔斯著 978-7-5447-5467-5 译林出版社

我的搭配入门书 崔彦怡著 978-7-5447-5469-9 译林出版社

金动天下 丹青著 978-7-5447-5484-2 译林出版社

面包会有的 苗炜著 978-7-5447-5486-6 译林出版社

给明天要上班的你:香港职场女王办公室速答 陈立品著 978-7-5447-5487-3 译林出版社

当下觉醒 (美)史蒂芬·鲍地安(Stephan Bodian)著 978-7-5447-5488-0 译林出版社

天国的封印 裴魁山著 978-7-5447-5501-6 译林出版社

性学三论 (奥地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978-7-5447-5522-1 译林出版社

奇迹之篷 (巴西) 若热·亚马多著 978-7-5447-5524-5 译林出版社

红拂夜奔 王小波著 978-7-5447-5537-5 译林出版社

似水柔情 王小波著 978-7-5447-5538-2 译林出版社

黑铁时代 王小波著 978-7-5447-5539-9 译林出版社

万寿寺 王小波著 978-7-5447-5540-5 译林出版社

野孩子的梦 Emma著 978-7-5447-5541-2 译林出版社

如何读，为什么读 (美) 哈罗德·布鲁姆著 978-7-5447-5552-8 译林出版社

巴黎卢浮宫 (意大利) 亚历山德拉·弗雷格兰特编著 978-7-5447-5555-9 译林出版社

长安三怪探之连环报 独孤门下著 978-7-5447-5556-6 译林出版社

长安三怪探之牡丹劫 独孤门下著 978-7-5447-5557-3 译林出版社

在华五十年 (美国) 司徒雷登著 978-7-5447-5566-5 译林出版社

好奇地活着 丛平平, 七月蔚蓝著 978-7-5447-5568-9 译林出版社

乌尔比诺马尔凯国家美术馆 (意大利) 罗伦查·莫基·奥诺里等编著 978-7-5447-5640-2 译林出版社

罗马博尔盖塞美术馆
(意大利) 弗朗切斯卡·卡丝特丽雅·马尔凯

蒂编著
978-7-5447-5641-9 译林出版社



灵魂留香的女子 绾绾著 978-7-5447-5649-5 译林出版社

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意大利) 达尼埃拉·塔拉布拉编著 978-7-5447-5654-9 译林出版社

瞒天过海 杨东著 978-7-5447-5677-8 译林出版社

柏林画廊 (意大利) 威廉·德罗·鲁索编著 978-7-5447-5696-9 译林出版社

成吉思汗与忽必烈 丹青著 978-7-5447-5697-6 译林出版社

自然史:插图典藏本,动物王国 (法)布封(Buffon Choiso)著 978-7-5447-5703-4 译林出版社

性心理学 (英国) 哈夫洛克·霭理士著 978-7-5447-5704-1 译林出版社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 (意大利) 贝亚特莉切·布斯卡罗利编著 978-7-5447-5707-2 译林出版社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美国) 卡伦·霍妮著 978-7-5447-5710-2 译林出版社

一个人的生活禅 (美) 金柏莉·史诺著 978-7-5447-5714-0 译林出版社

大茶商 谭谈著 978-7-5447-5731-7 译林出版社

一生的读书计划 (美)克里夫顿·费迪曼，(美)约翰·S. 梅杰
著

978-7-5447-5734-8 译林出版社

长安三怪探之孽海缘 独孤门下著 978-7-5447-5738-6 译林出版社

乡村生活图景 (以) 阿摩司·奥兹著 978-7-5447-5754-6 译林出版社

都灵埃及博物馆 (意)西尔维娅·埃诺迪编著 978-7-5447-5773-7 译林出版社

艺术的使命 (美国) 阿莱克斯·葛瑞著 978-7-5447-5774-4 译林出版社

梦的解析 (奥地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978-7-5447-5776-8 译林出版社

子夜 茅盾著 978-7-5447-5780-5 译林出版社

杨澜访谈录之焦点 杨澜编 978-7-5447-5791-1 译林出版社

兄弟，爱情 追月逐花著 978-7-5447-5829-1 译林出版社

空巢婚姻 简媛著 978-7-5447-5859-8 译林出版社

长安三怪探之焚心剑 独孤门下著 978-7-5447-5860-4 译林出版社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赵鹏编著 978-7-5447-5927-4 译林出版社

家在北京 魏子著 978-7-5447-5934-2 译林出版社

收山 常小琥著 978-7-5447-5942-7 译林出版社

沉冤录 张程著 978-7-5447-5946-5 译林出版社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上卷 刘心武著 978-7-5447-5948-9 译林出版社

成全爱 今何夕著 978-7-5447-5950-2 译林出版社

宝贝:文艺女青年做了妈妈后的絮语 (法)玛丽·达里厄塞克著 978-7-5447-5951-9 译林出版社

情史失踪者 阿乙 978-7-5447-5960-1 译林出版社

栖凤楼 刘心武著 978-7-5447-5966-3 译林出版社

《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 刘心武著 978-7-5447-5967-0 译林出版社

信访局长 黎晶著 978-7-5447-5969-4 译林出版社



味似丁香、色如肉桂的加布里埃拉 (巴西) 若热·亚马多著 978-7-5447-5974-8 译林出版社

灰故事 阿乙[著] 978-7-5447-5975-5 译林出版社

毕加索诗集 (西)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著 978-7-5447-5977-9 译林出版社

拿破仑传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著 978-7-5447-5980-9 译林出版社

风过耳 刘心武著 978-7-5447-5982-3 译林出版社

掐辫子 刘心武著 978-7-5447-5984-7 译林出版社

刘心武续《红楼梦》 刘心武著 978-7-5447-5985-4 译林出版社

星条旗下的茶叶蛋 方柏林著 978-7-5447-5989-2 译林出版社

我为何阅读:探索读书之深层乐趣 (美) 温迪·雷瑟著 978-7-5447-5995-3 译林出版社

追梦漫画60年:藤子不二雄A自述 (日)藤子不二雄A著 978-7-5447-5998-4 译林出版社

到远处去发信 刘心武著 978-7-5447-6001-0 译林出版社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乐艳著 978-7-5447-6002-7 译林出版社

大刀传奇 谭谈著 978-7-5447-6003-4 译林出版社

破绽 刘天壮著 978-7-5447-6004-1 译林出版社

尘与汗 刘心武著 978-7-5447-6013-3 译林出版社

飘窗·无尽的长廊 刘心武著 978-7-5447-6014-0 译林出版社

和灵魂一起守夜 于建新著 978-7-5447-6017-1 译林出版社

昆虫记 (法)让-亨利·法布尔著 978-7-5447-6018-8 译林出版社

父与子 (俄罗斯) 伊万·屠格涅夫著 978-7-5447-6019-5 译林出版社

木变石戒指 刘心武著 978-7-5447-6024-9 译林出版社

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 978-7-5447-6065-2 译林出版社

中国人的气质 (美)明恩溥著 978-7-5447-6066-9 译林出版社

福楼拜的鹦鹉 (英)朱利安·巴恩斯著 978-7-5447-6072-0 译林出版社

贼 刘心武著 978-7-5447-6080-5 译林出版社

命中相遇 刘心武著 978-7-5447-6094-2 译林出版社

局中局 朱朱著 978-7-5447-6097-3 译林出版社

薰衣草命案 刘心武著 978-7-5447-6127-7 译林出版社

红楼望月 刘心武著 978-7-5447-6132-1 译林出版社

中国文学 (美)桑禀华著 978-7-5447-6134-5 译林出版社

宇宙使用指南:如何在黑洞旋涡、时间悖论和
量子不确定性中幸存

(美)戴夫·戈德堡，(美)杰夫·布洛姆奎斯
特著

978-7-5447-6136-9 译林出版社

班主任 刘心武著 978-7-5447-6187-1 译林出版社

佛罗伦萨皮蒂宫 (意)西尔维斯特拉·贝托莱蒂编著 978-7-5447-6190-1 译林出版社



为恋爱平反:那些我爱的粤语歌词 叶克飞著 978-7-5447-6191-8 译林出版社

望远镜里的视野:伊迪丝·珀尔曼短片故事集 (美) 伊迪丝·珀尔曼著 978-7-5447-6192-5 译林出版社

东京时味记 新井一二三著 978-7-5447-6206-9 译林出版社

月亮是夜晚的伤口:罗伯特·瓦乐泽诗集 (瑞)罗伯特·瓦尔泽著 978-7-5447-6210-6 译林出版社

大犬座 (美)彼得·赫勒(Peter Heller)著 978-7-5447-6214-4 译林出版社

草叶集 (匈)马洛伊·山多尔(Marai Sandor)著 978-7-5447-6220-5 译林出版社

恋爱中的女人 (英) D.H. 劳伦斯著 978-7-5447-6221-2 译林出版社

无非求婉热汤喝 张佳玮著 978-7-5447-6223-6 译林出版社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978-7-5447-6226-7 译林出版社

反叛者 (匈) 马洛伊·山多尔著 978-7-5447-6228-1 译林出版社

爱我少一点 爱我久一点 叶倾城著 978-7-5447-6243-4 译林出版社

分手在布达 (匈)马洛伊·山多尔(Marai Sandor)著 978-7-5447-6252-6 译林出版社

望春风 格非著 978-7-5447-6258-8 译林出版社

帝王的恐惧:杨坚与他的臣子 月望东山著 978-7-5447-6273-1 译林出版社

只有一次的人生可以这样过:在变动不居的世
界里发现生命的意义和方向

(美) 丹·米尔曼著 978-7-5447-6276-2 译林出版社

自我分析 (美)卡伦·霍尼(Karen Danielsen Horney)
著

978-7-5447-6277-9 译林出版社

何事同来不同归:才子佳人的爱恨情缘 慕容莲生著 978-7-5447-6279-3 译林出版社

一条名叫幻灭的鱼 张小意著 978-7-5447-6284-7 译林出版社

查令十字街84号 (美)海莲·汉芙(Helene Hanff)著 978-7-5447-6288-5 译林出版社

将军无泪 李伟著 978-7-5447-6295-3 译林出版社

十二夜 黄了青梅著 978-7-5447-6304-2 译林出版社

月亮与篝火 (意)切萨雷·帕韦塞著 978-7-5447-6308-0 译林出版社

园丁集 (印)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著 978-7-5447-6310-3 译林出版社

园丁集(英文版) (印)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著 978-7-5447-6310-3 译林出版社

第一个人 (法)阿尔贝·加缪著 978-7-5447-6312-7 译林出版社

修女安魂曲 (法)阿尔贝·加缪著 978-7-5447-6313-4 译林出版社

一生要读的国学经典 汪思源著 978-7-5447-6315-8 译林出版社

女间谍 章苒苒著 978-7-5447-6317-2 译林出版社

大茶商 谭谈著 978-7-5447-6322-6 译林出版社

世界上有趣的事太多 张佳伟著 978-7-5447-6323-3 译林出版社

读史札记.上 吕思勉著 978-7-5447-6325-7 译林出版社

读史札记.下 吕思勉著 978-7-5447-6325-7 译林出版社



探访曹雪芹 晨曲著 978-7-5447-6328-8 译林出版社

大明王朝:洪武篇章 朱颜 978-7-5447-6330-1 译林出版社

间谍读心术 苏苏编著 978-7-5447-6331-8 译林出版社

成吉思汗与忽必烈 丹青著 978-7-5447-6332-5 译林出版社

最后的事情 (奥)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著 978-7-5447-6333-2 译林出版社

弗洛伊德传 (美)彼得·克拉玛(Peter D. Kramer)著 978-7-5447-6334-9 译林出版社

卡拉瓦乔传 (美)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著 978-7-5447-6335-6 译林出版社

天国的封印.上 裴魁山著 978-7-5447-6341-7 译林出版社

天国的封印.下 裴魁山著 978-7-5447-6341-7 译林出版社

爱德华·巴纳德的坠落.上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47-9 译林出版社

爱德华·巴纳德的坠落.下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47-9 译林出版社

彼时此时:马基雅维利在伊莫拉 (美)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49-3 译林出版社

第一人称单数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50-9 译林出版社

风云人物采访记.Ⅱ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著 978-7-5447-6351-6 译林出版社

诺亚的孩子
(法)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Eric-

emmanuel schmitt)著
978-7-5447-6352-3 译林出版社

偏僻的角落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53-0 译林出版社

乔治·巴兰钦传 (美)罗伯特·高特利伯(Robert Gottlieb)著 978-7-5447-6354-7 译林出版社

身体的乡愁 林东林著 978-7-5447-6355-4 译林出版社

圣诞假日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56-1 译林出版社

书与你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58-5 译林出版社

天使的眼泪 幸福时光机 布乐妮著 978-7-5447-6359-2 译林出版社

天使的眼泪:以爱为名 Mia著 978-7-5447-6360-8 译林出版社

托克维尔传 (美)约瑟夫·艾普斯坦(Joseph Epstein)著 978-7-5447-6361-5 译林出版社

旋转木马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62-2 译林出版社

永生之书.上 加比·格莱希曼著(Gabi Gleichmann) 978-7-5447-6364-6 译林出版社

永生之书.下 加比·格莱希曼著(Gabi Gleichmann) 978-7-5447-6364-6 译林出版社

最后十二天的生命之旅
(法)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Eric-

emmanuel schmitt)著
978-7-5447-6367-7 译林出版社

卡塔丽娜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68-4 译林出版社

克拉多克夫人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69-1 译林出版社

兰贝斯的丽莎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70-7 译林出版社

马基雅维利传 (加)罗斯·金(Ross King)著 978-7-5447-6374-5 译林出版社



马来故事集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75-2 译林出版社

迷雾
(西)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著
978-7-5447-6378-3 译林出版社

缪斯之子 梁晓声著 978-7-5447-6379-0 译林出版社

魔法师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380-6 译林出版社

昆虫记 (法)让-亨利·法布尔著 978-7-5447-6383-7 译林出版社

昆虫记(英文版) (法)让-亨利·法布尔著 978-7-5447-6383-7 译林出版社

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美)卡伦·霍尼(Karen Danielsen Horney)
著

978-7-5447-6384-4 译林出版社

史学与史籍七种 吕思勉著 978-7-5447-6388-2 译林出版社

阴谋与爱情 (德)弗里德里希·席勒著 978-7-5447-6397-4 译林出版社

阴谋与爱情(英文版) (德)弗里德里希·席勒著 978-7-5447-6397-4 译林出版社

我的事业是阅读 (澳大利亚)拉莫娜·科瓦尔著 978-7-5447-6421-6 译林出版社

牧师的黑面纱(英文版):霍桑短篇小说集 (美国)纳撒尼尔·霍桑著 978-7-5447-6452-0 译林出版社

牧师的黑面纱:霍桑短篇小说集 (美国)纳撒尼尔·霍桑著 978-7-5447-6452-0 译林出版社

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 (美) 克劳斯·P. 费舍尔著 978-7-5447-6471-1 译林出版社

全球史下看中国.第一卷,上古时代 翁启宇著 978-7-5447-6474-2 译林出版社

如何享受人生，享受工作 (美)戴尔·卡耐基著 978-7-5447-6501-5 译林出版社

如何享受人生，享受工作(英文版) (美)戴尔·卡耐基著 978-7-5447-6501-5 译林出版社

物种起源 (英)达尔文(C.Robert Darwin)著 978-7-5447-6502-2 译林出版社

感官回忆录 (智)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著 978-7-5447-6514-5 译林出版社

陆小曼诗·文·画 陆小曼著 978-7-5447-6523-7 译林出版社

张居正大传 朱东润著 978-7-5447-6534-3 译林出版社

马丁·伊登 (英)杰克·伦敦著 978-7-5447-6535-0 译林出版社

马丁·伊登(英文版) (英)杰克·伦敦著 978-7-5447-6535-0 译林出版社

刀锋 (英) 萨默塞特·毛姆著 978-7-5447-6536-7 译林出版社

白牙 (美) 杰克·伦敦著 978-7-5447-6548-0 译林出版社

西尔维娅·普拉斯诗集 (美)西尔维娅·普拉斯著 978-7-5447-6549-7 译林出版社

西尔维娅·普拉斯诗集(英文版) (美)西尔维娅·普拉斯著 978-7-5447-6549-7 译林出版社

热那亚新街博物馆 (意)皮耶罗·波卡尔多等编著 978-7-5447-6552-7 译林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7,新探案 (英)亚瑟·柯南·道尔著 978-7-5447-6572-5 译林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2,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英)阿瑟·柯南·道尔著 978-7-5447-6573-2 译林出版社

恐怖谷 (英)亚瑟·柯南·道尔著 978-7-5447-6574-9 译林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6,归来记 (英)阿瑟·柯南·道尔著 978-7-5447-6575-6 译林出版社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著 978-7-5447-6582-4 译林出版社

紫禁城的黄昏 (英)庄士敦著 978-7-5447-6584-8 译林出版社

为奴十二年 (美)所罗门·诺瑟普著 978-7-5447-6585-5 译林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1,血字的研究 四签名 (英)亚瑟·柯南·道尔著 978-7-5447-6586-2 译林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5,回忆录 (英)阿瑟·柯南·道尔著 978-7-5447-6588-6 译林出版社

你一生的故事 (美)特德·姜(Ted Chiang)著 978-7-5447-6592-3 译林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8,最后的致意 (英)亚瑟·柯南·道尔著 978-7-5447-6593-0 译林出版社

普希金诗集 (俄)亚历山大·普希金著 978-7-5447-6594-7 译林出版社

变化中的中国人 (美)E.A. 罗斯著 978-7-5447-6607-4 译林出版社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英)阿绮波德·立德著 978-7-5447-6608-1 译林出版社

先秦学术概论 吕思勉著 978-7-5447-6637-1 译林出版社

睡谷的传说(英文版):欧文奇幻短篇小说选 (美)华盛顿·欧文著 978-7-5447-6659-3 译林出版社

睡谷的传说:欧文奇幻短篇小说选 (美)华盛顿·欧文著 978-7-5447-6659-3 译林出版社

杨澜访谈录之皇冠之下 杨澜编 978-7-5447-6673-9 译林出版社

牙医门诊日记 孔锐著 978-7-5447-6681-4 译林出版社

我值得拥有
(美)塞西莉·冯·齐格萨(Cecily von 

Ziegesar)著
978-7-5448-1152-1 接力出版社

我想要的一切
(美)塞西莉·冯·齐格萨(Cecily von 

Ziegesar)著
978-7-5448-1153-8 接力出版社

你知道你爱我
(美)塞西莉·冯·齐格萨(Cecily von 

Ziegesar)著
978-7-5448-1154-5 接力出版社

音乐=影像≠音乐 周杰伦 978-7-5448-1677-9 接力出版社

你的风度你做主:礼仪篇 钱文忠著 978-7-5448-3911-2 接力出版社

移动迷宫,死亡解药 (美)詹姆斯·达什纳(James Dashner)著 978-7-5448-4043-9 接力出版社

移动迷宫,烧痕审判 (美)詹姆斯·达什纳(James Dashner)著 978-7-5448-4044-6 接力出版社

找出真相 (美)詹姆斯·达什纳(James Dashner)著 978-7-5448-4046-0 接力出版社

元素的盛宴 (美)山姆·基恩著 978-7-5448-4165-8 接力出版社

寻找阿拉斯加 (美) 约翰·格林著 978-7-5448-4372-0 接力出版社

移动迷宫,致命追捕 (美)詹姆斯·达什纳(James Dashner)著 978-7-5448-4394-2 接力出版社

曾国藩全书:珍藏版.1 姜忠喆主编 978-7-5451-3254-0 辽海出版社

曾国藩全书:珍藏版.2 姜忠喆主编 978-7-5451-3254-0 辽海出版社

曾国藩全书:珍藏版.3 姜忠喆主编 978-7-5451-3254-0 辽海出版社

曾国藩全书:珍藏版.4 姜忠喆主编 978-7-5451-3254-0 辽海出版社



四库全书精华:珍藏版.叁 竭宝锋主编 978-7-5451-3268-7 辽海出版社

四库全书精华:珍藏版.壹 竭宝锋主编 978-7-5451-3268-7 辽海出版社

四库全书精华:珍藏版.肆 竭宝锋主编 978-7-5451-3268-7 辽海出版社

四库全书精华:珍藏版.贰 竭宝锋主编 978-7-5451-3268-7 辽海出版社

胡适、鲁迅解读《水浒传》 于唐编 978-7-5451-3693-7 辽海出版社

鲁迅、胡适解读《西游记》 汉唐编 978-7-5451-3694-4 辽海出版社

胡适、鲁迅解读《三国演义》 于唐编 978-7-5451-3695-1 辽海出版社

胡适、鲁迅、王国维解读《红楼梦》 汉唐编 978-7-5451-3697-5 辽海出版社

咬文嚼字:合订本.2009 咬文嚼字编辑部编 978-7-5452-1377-5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绝对笑话 夏一鸣本册主编 978-7-5452-1388-1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掌印 梅雨情歌著 978-7-5452-1538-0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咬文嚼字:合订本.2014 咬文嚼字编辑部编 978-7-5452-1601-1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动物手绘图谱,昆虫与爬行动物 曾日明著 978-7-5452-1722-3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动物手绘图谱,鸟类 曾日明著 978-7-5452-1723-0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动物手绘图谱,鱼类与海洋动物 曾日明著 978-7-5452-1724-7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动物手绘图谱,哺乳动物 曾日明著 978-7-5452-1725-4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咬文嚼字:合订本.2015 咬文嚼字编辑部编 978-7-5452-1731-5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咬文嚼字:合订本.2015 咬文嚼字编辑部编 978-7-5452-1732-2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可可西里，因为藏羚羊在那里 杨刚著 978-7-5452-1788-9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喜马拉雅蜂的故事 匡海鸥著 978-7-5452-1797-1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拉木头的大象 马可，王艺忠著 978-7-5452-1798-8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猎财时代:我的魔鬼营销术.I 蓝宝石著 978-7-5454-0667-2 广东经济出版社

一般纳税人真账实操一点通 高玉莲编著 978-7-5454-1308-3 广东经济出版社

量规仪器简单讲:实战精华版 杨吉华主编 978-7-5454-1371-7 广东经济出版社

西施的财富.Ⅰ,芝麻开门 习风著 978-7-5454-1457-8 广东经济出版社

西施的财富.Ⅱ,陶朱之术 习风著 978-7-5454-1458-5 广东经济出版社

超实用商业动物个性心理学 (日) 弦本将裕著 978-7-5454-1609-1 广东经济出版社

美国商道:北京人在纽约的新故事 李哲著 978-7-5454-3211-4 广东经济出版社

新型城镇化与人口迁徙 李超, 万海远著 978-7-5454-3354-8 广东经济出版社

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 郭小东著 978-7-5454-3474-3 广东经济出版社

成就你的明星梦:造星工程秘诀完全公开 (韩)孙南源著 978-7-5454-3603-7 广东经济出版社

婚礼策划师 林秀锦著 978-7-5454-4219-9 广东经济出版社

肯恩斯城邦:穿越时空的经济学之旅 林睿奇著 978-7-5454-4264-9 广东经济出版社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房汉廷, 张磊著 978-7-5454-4275-5 广东经济出版社

远征三万六 李鸣生著 978-7-5455-1211-3 天地出版社

中国长征号: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的风险与阵痛

李鸣生著 978-7-5455-1446-9 天地出版社

遇见幸福 烟波人长安, 李荷西, 冷莹等著 978-7-5455-1447-6 天地出版社

流金时代.上 莫然著 978-7-5455-1650-0 天地出版社

流金时代.下 莫然著 978-7-5455-1650-0 天地出版社

统一大业:台海交锋六十年全景纪实.上 郭晨 978-7-5455-1738-5 天地出版社

统一大业:台海交锋六十年全景纪实.下 郭晨 978-7-5455-1738-5 天地出版社

地球百子.I,重返地球 (美) 卡斯·摩根著 978-7-5455-1743-9 天地出版社

怪屋女孩.2,空城 (美)兰萨姆·里格斯(Ransom Riggs)著 978-7-5455-1878-8 天地出版社

当民国文人有了朋友圈 郁馥著 978-7-5455-1980-8 天地出版社

遗落的南境.2,当权者 (美) 杰夫·范德米尔著 978-7-5455-2044-6 天地出版社

沙娜拉之剑.I,传奇之剑 (美)特里·布鲁克斯(Terry brooks)[著] 978-7-5455-2050-7 天地出版社

沙娜拉之剑.III,希望之歌 (美)特里·布鲁克斯(Terry Brooks)[著] 978-7-5455-2052-1 天地出版社

遗落的南境.3,接纳 (美) 杰夫·范德米尔著 978-7-5455-2071-2 天地出版社

百年优雅:杨绛的人生智慧 朱云乔著 978-7-5455-2137-5 天地出版社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 袁复生著 978-7-5455-2145-0 天地出版社

地球百子.3,星际归来 (美)卡斯·摩根(Kass Morgan)著 978-7-5455-2204-4 天地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讲演录.第二辑 中国文化书院贵阳国学大讲堂编 978-7-5456-0831-1 贵州教育出版社

清代红学史 盛世闲人著 978-7-5456-0942-4 贵州教育出版社

百姓家史 抗战记忆 凯迪网络编 978-7-5456-0967-7 贵州教育出版社

直了集 李寂荡著 978-7-5456-1008-6 贵州教育出版社

英兰的一生 孙梦雷著 978-7-5458-1004-2 上海书店出版社

十驾斋养新录笺注,经史之部 程羽黑笺注 978-7-5458-1025-7 上海书店出版社

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著 978-7-5458-1071-4 上海书店出版社

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三辑 虞万里主编 978-7-5458-1073-8 上海书店出版社

抗戰詩史 姚伯麟著 978-7-5458-1076-9 上海書店出版社

易经传习.第一集 陈阳著 978-7-5458-1082-0 上海书店出版社

永生 金仲华主编 978-7-5458-1086-8 上海书店出版社

卷手语 马尚龙[著] 978-7-5458-1102-5 上海书店出版社

桥在水上 王周生[著] 978-7-5458-1103-2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之妖 朱蕊 978-7-5458-1104-9 上海书店出版社



耶城琐记 严耀中著 978-7-5458-1108-7 上海书店出版社

老上海古镇名邑 薛理勇著 978-7-5458-1115-5 上海书店出版社

管中窥书 管继平 978-7-5458-1117-9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什锦 杨忠明著 978-7-5458-1118-6 上海书店出版社

缅想之温暖 沈建中著 978-7-5458-1134-6 上海书店出版社

竹枝词名篇译注:孙旭升名篇译注系列之四 孙旭升译注 978-7-5458-1155-1 上海书店出版社

远古中华 朱玲玲, 杨升南著 978-7-5458-1159-9 上海书店出版社

民国上海空难简史:以1945-1949年为重点的
考察

张犇著 978-7-5458-1164-3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上册 钱基博著 978-7-5458-1167-4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下册 钱基博著 978-7-5458-1167-4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共党史若干问题再研究 邵雍著 978-7-5458-1181-0 上海书店出版社

达·芬奇传 (意) 卡罗·卫芥著 978-7-5458-1182-7 上海书店出版社

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 王国伟著 978-7-5458-1190-2 上海书店出版社

飞墨记 刘君著 978-7-5458-1191-9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华斗蟋潮 秦维宪著 978-7-5458-1192-6 上海书店出版社

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四辑 虞万里主编 978-7-5458-1203-9 上海书店出版社

落叶 邓伟志 978-7-5458-1223-7 上海书店出版社

月明珠还 孔明珠 978-7-5458-1225-1 上海书店出版社

黑旗之下 (英)戴维·科丁利(David Cordingly)著 978-7-5458-1256-5 上海书店出版社

海上英雌 (英)戴维·科丁利(David Cordingly)著 978-7-5458-1257-2 上海书店出版社

隔渊望着人们 胡桑著 978-7-5458-1260-2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三苏评传 曾枣庄著 978-7-5458-1288-6 上海书店出版社

问红六记 张建智，张欣著 978-7-5458-1319-7 上海书店出版社

经学通论 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著 978-7-5458-1354-8 上海书店出版社

昆山八景 杨瑞庆主编 978-7-5458-1363-0 上海书店出版社

人皮手札:我的守陵传奇.Ⅱ 狼七著 978-7-5459-0265-5 鹭江出版社

遥远的地平线:南极格鲁夫山启示录 刘小汉，琚宜太主编 978-7-5459-0797-1 鹭江出版社

上市 狼牙瘦龙著 978-7-5459-0798-8 鹭江出版社

在唐诗里孤独漫步 夏昆著 978-7-5459-0862-6 鹭江出版社

温和地走进宋词的凉夜 夏昆著 978-7-5459-0904-3 鹭江出版社

爱与孤独的旅程:两个人的7000公里行走札记 老窦，阿萌著 978-7-5459-0915-9 鹭江出版社

细胞叛变记:解开医学最深处的秘密 (美)乔治·约翰逊著 978-7-5459-0922-7 鹭江出版社

中国最美的语文 夏昆著 978-7-5459-0931-9 鹭江出版社



不学诗，何以言 夏传才著 978-7-5459-0985-2 鹭江出版社

八卦医学史:不生病, 历史也会不一样 宁方刚著 978-7-5459-0986-9 鹭江出版社

动物界的建筑师 (德)英格·阿恩特著 978-7-5459-0994-4 鹭江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许倬云著 978-7-5459-0998-2 鹭江出版社

看人 北森人才管理研究院著 978-7-5459-1000-1 鹭江出版社

女人 (意) 安德雷阿·卡米雷利著 978-7-5459-1047-6 鹭江出版社

谁是眉立 (美) 陈谦著 978-7-5459-1051-3 鹭江出版社

剩女时代 (美)洪理达著 978-7-5459-1055-1 鹭江出版社

合欢牡丹 (美) 江岚著 978-7-5459-1057-5 鹭江出版社

寸草丹心万里程 季羡林著 978-7-5459-1063-6 鹭江出版社

枫叶为谁红 (加)王海伦著 978-7-5459-1084-1 鹭江出版社

入戏的规矩 林海著 978-7-5459-1095-7 鹭江出版社

古月今尘万里路 (美)张纯瑛著 978-7-5459-1110-7 鹭江出版社

那一城、终一人, 许你一生 执念左左，南亦陈著 978-7-5459-1117-6 鹭江出版社

经典的魅力 (日)斋藤孝著 978-7-5459-1127-5 鹭江出版社

中缅印战区盟军将帅图志 晏欢，胡博著 978-7-5459-1149-7 鹭江出版社

青春如此疼痛，我们要勇敢前行 麦承欢著 978-7-5459-1165-7 鹭江出版社

着色:时尚设计与大师的灵感 (美)莉雅翠丝·艾斯曼, (美)E.P. 卡特勒著 978-7-5459-1173-2 鹭江出版社

花开十年 刘芳著 978-7-5459-1197-8 鹭江出版社

微小的命运 李静睿著 978-7-5459-1205-0 鹭江出版社

坐拥书城意未足 季羡林著 978-7-5459-1227-2 鹭江出版社

中国“三农”报告.1,农民记者笔记 徐少林著 978-7-5460-0616-1 黄河出版社

槐花蜜:陈绍棠乡土小说选 陈绍棠著 978-7-5460-0766-3 黄河出版社

中国诗学 叶维廉著 978-7-5461-4127-5 黄山书社

传统手工艺 徐雯，吕品田著 978-7-5461-4137-4 黄山书社

灯彩 闫东东编著 978-7-5461-4139-8 黄山书社

雕刻 孙欣，童芸编著 978-7-5461-4140-4 黄山书社

剪纸 茅翊编著 978-7-5461-4143-5 黄山书社

中国结 徐雯编著 978-7-5461-4177-0 黄山书社

面塑 宫楚涵编著 978-7-5461-4229-6 黄山书社

天使的呼唤 (法)纪尧姆·米索(Guillaume Musso)著 978-7-5461-4692-8 黄山书社

在世界中心潜游的女孩 (墨)萨维娜·贝尔曼著 978-7-5461-4764-2 黄山书社



查无此人
(美)凯瑟琳·克莱斯曼·泰勒(Kathrine 

Kressmann Taylor)著
978-7-5461-4785-7 黄山书社

上尉的女儿 (俄) 普希金著 978-7-5461-4805-2 黄山书社

爱情语法课 (西)罗西奥·卡蒙娜(Rocio Carmona)著 978-7-5461-4985-1 黄山书社

从改造到自省:战后美国对德反亲善政策探微 沈辰成著 978-7-5461-5060-4 黄山书社

浮生漫记半日闲:笔记故事 徐刚编著 978-7-5461-5149-6 黄山书社

人间词话意满楼:词话故事 付语山编著 978-7-5461-5152-6 黄山书社

诗意春秋伴入眠:诗话故事 司聃编著 978-7-5461-5153-3 黄山书社

染织 童芸编著 978-7-5461-5279-0 黄山书社

古代科学 王慧编著 978-7-5461-5286-8 黄山书社

图解四书五经 孔子等著 978-7-5461-5309-4 黄山书社

图解容斋随笔 洪迈著 978-7-5461-5330-8 黄山书社

血铸河山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广联城市台电

视新闻委员会编
978-7-5462-2330-8 广州出版社

近代国家观念 克拉勃 978-7-5463-0952-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紫荆关 王泽妍编著 978-7-5463-1585-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黄鹤楼 金冬瑞编著 978-7-5463-1587-4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云冈石窟 姜莉丽编著 978-7-5463-1659-8 吉林文史出版社

清东陵 闫静静编著 978-7-5463-1961-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班固与《汉书》 马宏艳编著 978-7-5463-1965-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大足石刻 主编金开诚 978-7-5463-1990-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新世界秩序
(美)A·拉尔夫·埃帕森(A. Ralph 

Epperson)著
978-7-5463-2550-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政治心理学 埃尔斯特 978-7-5463-2611-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朝鲜族 李青华编著 978-7-5463-2698-6 吉林文史出版社

3年前就该读的书:为什么非要把成长租给别
人？

昂秀中文编辑部主编 978-7-5463-2888-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避暑山莊璽印錄 杨叔玫 978-7-5463-3731-9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
司日本物哀 (日)本居宣长著 978-7-5463-3884-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恋爱曲线 (日)小酒井不木著 978-7-5463-4011-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狼人 (英)鲍勃·库仁(Bob Curran)著 978-7-5463-4013-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大江户八百八町 (日)石川英辅主编 978-7-5463-406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四书五经 《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主编 978-7-5463-4200-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亡灵 (英)鲍勃·库仁(Bob Curran)著 978-7-5463-4230-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僵尸 (英)鲍勃·库仁(Bob Curran)著 978-7-5463-4231-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吸血鬼 (英)鲍勃·库仁(Bob Curran)著 978-7-5463-4232-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妖怪玩物志 叶怡君编著 978-7-5463-4233-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十字街 (日)久生十兰著 978-7-5463-4238-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黑色记事本 (日)久生十兰著 978-7-5463-4239-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魔都 久生十兰[著] 978-7-5463-4240-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梦溪笔谈 (北宋)沈括著 978-7-5463-4351-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地底兽国 久生十兰[著] 978-7-5463-4445-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元禄忠臣藏 (日) 吉原健一郎主编 978-7-5463-4455-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名士风流 蔡登山著 978-7-5463-4596-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约翰·亚当斯传 隋肖左编著 978-7-5463-4759-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华盛顿传 (美)欧文著 978-7-5463-4760-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托马斯·杰斐逊传 赵正节编著 978-7-5463-4761-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西奥多·罗斯福传 董泽著 978-7-5463-4762-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女孩 奥田英朗[著] 978-7-5463-4765-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档案吉林,长春市卷 房俐主编 978-7-5463-4842-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一起的记忆:藤崎组传奇 阿溟著 978-7-5463-4855-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真相 横山秀夫著 978-7-5463-4876-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穷追不舍 (日)横山秀夫[著] 978-7-5463-4877-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看守眼 横山秀夫[著] 978-7-5463-4878-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东晓 太朗想史郎[著] 978-7-5463-4889-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再见了,德彪西 中山七里著 978-7-5463-4890-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唯一正确的时钟 法月纶太郎[著] 978-7-5463-4894-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独行女 (美)海伦·麦克洛伊(Helen Mccloy)著 978-7-5463-4895-7 吉林出版集团责任公司

都会中的孤岛 坂口安吾[著] 978-7-5463-4896-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宝带桥 金开诚主编 978-7-5463-4983-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 曹力方编著 978-7-5463-4996-1 吉林文史出版社

隐形圈 (法)保罗·霍尔特著 978-7-5463-5142-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厌魅·附体之物 三津田信三[著] 978-7-5463-5220-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堪忍箱 (日)宫部美幸(Miyabe Miyuki)著 978-7-5463-5223-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首无·作崇之物 三津田信三[著] 978-7-5463-5225-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凶鸟·忌讳之物 三津田信三[著] 978-7-5463-5226-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冒牌的拜佐尔·威灵 (美)海伦·麦克洛伊(Helen Mccloy)著 978-7-5463-5229-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日本幽玄 (日)能势朝次, (日)大西克礼著 978-7-5463-5389-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木鱼歌 (美)林露德(Ruthanne Lum McCunn)著 978-7-5463-5392-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双城生活:你的傲慢我的偏见 三十三著 978-7-5463-5587-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卡特传 禇大军编著 978-7-5463-5789-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艾森豪威尔传 刘珍丽著 978-7-5463-5790-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杜鲁门传 胡高昂编著 978-7-5463-5792-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尼克松传 武晔岚著 978-7-5463-5793-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里根传 高新涛编著 978-7-5463-5795-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肯尼迪传 孙恒著 978-7-5463-5796-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祸家 (日)三津田信三(Mitsuda Shinzo)著 978-7-5463-5815-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简爱 (英)勃朗特著 978-7-5463-5838-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东方之魅 (日)小泉八云著 978-7-5463-6064-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和风之心 小泉八云著 978-7-5463-6065-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十八之夏 光原百合[著] 978-7-5463-6853-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柠檬 (日) 梶井基次郎著 978-7-5463-6858-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思念 本多孝好著 978-7-5463-6877-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文化与哲学的探索 刘述先著 978-7-5463-7016-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正直女孩职场受宠记 庞芳著 978-7-5463-7468-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山魔·嗤笑之物 (日)三津田信三著 978-7-5463-7482-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天璋院笃姬 (日)宫尾登美子[著] 978-7-5463-7483-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一的悲剧 法月纶太郎[著] 978-7-5463-8579-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二的悲剧 法月纶太郎[著] 978-7-5463-8580-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凶宅 三津田信三[著] 978-7-5463-9022-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孤宿之人.上 宫部美幸[著] 978-7-5463-9023-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孤宿之人.下 宫部美幸[著] 978-7-5463-9024-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抱着黄金飞翔 (日)高村薰[著] 978-7-5463-9026-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信长之棺 加藤广[著] 978-7-5463-9352-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忌馆·恐怖作家的居所 三津田信三[著] 978-7-5463-9356-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废园杀人事件 三津田信三[著] 978-7-5463-9361-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骗局曝光:走下神坛的大师们 韩海编著 978-7-5464-1054-8 成都时代出版社

给女人的第一本人情世故书 吴静雅著 978-7-5464-1137-8 成都时代出版社

斗兵.2 叶梦著 978-7-5464-1148-4 成都时代出版社

气冲星河.6,秦氏总部 犁天著 978-7-5464-1170-5 成都时代出版社



气冲星河.9,太古之谜 犁天著 978-7-5464-1303-7 成都时代出版社

迪拜,我的一千零一夜 沙沫著 978-7-5464-1305-1 成都时代出版社

斗兵.3 叶梦著 978-7-5464-1314-3 成都时代出版社

成都市井 曾智成著 978-7-5464-1462-1 成都时代出版社

实用三高人群自我调养常识 望晖编著 978-7-5464-1466-9 成都时代出版社

草堂:归来的诗魂 聂作平著 978-7-5464-1502-4 成都时代出版社

轻轻松松学国学 汪建民著 978-7-5464-1562-8 成都时代出版社

舍得 墨竹著 978-7-5464-1634-2 成都时代出版社

一放下你就赢了 凉月满天著 978-7-5464-1635-9 成都时代出版社

淡定 牧原著 978-7-5464-1636-6 成都时代出版社

静心 墨竹著 978-7-5464-1643-4 成都时代出版社

顿悟 牧原著 978-7-5464-1668-7 成都时代出版社

做人做事不能不懂的心理学:墨菲定律 杨敬编著 978-7-5464-1700-4 成都时代出版社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李安安著 978-7-5464-1716-5 成都时代出版社

虔洁 张夫，高虹著 978-7-5464-1742-4 成都时代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大全 福建省制图院编著 978-7-5467-0080-9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58座热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攻略 龙游天下旅游编辑部编著 978-7-5467-0185-1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龙图公案 (明)安遇时著 978-7-5468-0054-7 敦煌文艺出版社

九家半人 王寿岳著 978-7-5468-0056-1 敦煌文艺出版社

白纸黑字.No.3,留得下来的文字 鄢烈山著 978-7-5468-0365-4 敦煌文艺出版社

有青草环抱的房间 谢挺著 978-7-5468-0559-7 敦煌文艺出版社

那些生命中的美好与忧伤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编 978-7-5468-0587-0 敦煌文艺出版社

那些留不住的年少时光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编 978-7-5468-0589-4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文学肖像 (俄) 帕乌斯托夫斯基著 978-7-5468-0612-9 敦煌文艺出版社

死亡的舞蹈:勃洛克诗选 扎博洛茨基著 978-7-5468-0613-6 敦煌文艺出版社

涅瓦河畔 (俄) 伊·奥多耶夫采娃著 978-7-5468-0614-3 敦煌文艺出版社

爬满常春藤的塔楼 (俄) 茨维塔耶娃著 978-7-5468-0615-0 敦煌文艺出版社

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 (俄) 阿赫玛托娃著 978-7-5468-0616-7 敦煌文艺出版社

暴风雪:普希金中短篇小说选 (俄)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978-7-5468-0617-4 敦煌文艺出版社

感伤的旅行 (俄) 什克洛夫斯基著 978-7-5468-0618-1 敦煌文艺出版社

米佳的爱情:蒲宁中短篇小说选 (俄) 蒲宁著 978-7-5468-0619-8 敦煌文艺出版社

时间:扎博洛茨基诗选 扎博洛茨基著 978-7-5468-0620-4 敦煌文艺出版社

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978-7-5468-0621-1 敦煌文艺出版社



永不泯灭的光:蒲宁诗选 蒲宁著 978-7-5468-0623-5 敦煌文艺出版社

林中水滴 (俄) 普里什文著 978-7-5468-0624-2 敦煌文艺出版社

萨哈林岛 (俄) 契诃夫著 978-7-5468-0625-9 敦煌文艺出版社

渔猎笔记 (俄) 阿克萨科夫著 978-7-5468-0626-6 敦煌文艺出版社

村中三日: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978-7-5468-0628-0 敦煌文艺出版社

秋与春 (俄) 谢尔古年科夫著 978-7-5468-0630-3 敦煌文艺出版社

金蔷薇 (俄) 普里什文著 978-7-5468-0631-0 敦煌文艺出版社

等到老去的那一天:读者原创版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主编 978-7-5468-0632-7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生命是一场孤独的旅行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主编 978-7-5468-0633-4 敦煌文艺出版社

幸福不是说着玩儿的:读者原创版高端访谈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编 978-7-5468-0639-6 敦煌文艺出版社

王众的好运 姜琍敏著 978-7-5468-0644-0 敦煌文艺出版社

时间漏洞 向春著 978-7-5468-0658-7 敦煌文艺出版社

将军墓 贾兴安著 978-7-5468-0668-6 敦煌文艺出版社

我的灵魂只忧伤七次:纪伯伦诗选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主编 978-7-5468-0681-5 敦煌文艺出版社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普希金诗选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主编 978-7-5468-0735-5 敦煌文艺出版社

夜莺与玫瑰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主编 978-7-5468-0736-2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年季度精选集,秋季卷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主编 978-7-5468-0761-4 敦煌文艺出版社

《读者·原创版》2014年年度精选集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主编 978-7-5468-0790-4 敦煌文艺出版社

那些年，青春正红 读者杂志社编 978-7-5468-0831-4 敦煌文艺出版社

放肆爱大师 读者杂志社编 978-7-5468-0835-2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一百年,不孤独 读者杂志社编 978-7-5468-0836-9 敦煌文艺出版社

后汉书 (南北朝)范晔著 978-7-5468-0850-5 敦煌文艺出版社

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 (宋)钱俨，(宋)王应麟，(南北朝)周兴嗣著 978-7-5468-0852-9 敦煌文艺出版社

吕氏春秋 (战国)吕不韦著 978-7-5468-0888-8 敦煌文艺出版社

老子 (春秋)老子著 978-7-5468-0892-5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藏经·药师经 (唐)实叉难陀著 978-7-5468-0897-0 敦煌文艺出版社

明清秦腔传统曲目抄本汇编.第1卷 顾善忠主编 978-7-5468-0900-7 敦煌文艺出版社

百年敦煌 雒青之著 978-7-5468-0925-0 敦煌文艺出版社

素描入门 孟智罡编 978-7-5468-0948-9 敦煌文艺出版社

伴酒一生 兴安著 978-7-5468-0954-0 敦煌文艺出版社

翩然而至 习习著 978-7-5468-0955-7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回眸 邹元辉著 978-7-5468-0956-4 敦煌文艺出版社

光明三重唱 谢络绎著 978-7-5468-0957-1 敦煌文艺出版社



山顶洞人 凌翼著 978-7-5468-0958-8 敦煌文艺出版社

异性相吸 谢宗玉著 978-7-5468-0960-1 敦煌文艺出版社

渡河 韦昌国著 978-7-5468-0961-8 敦煌文艺出版社

无界旅行 张瑞江著 978-7-5468-0962-5 敦煌文艺出版社

我们要一起歌唱 刘俊著 978-7-5468-0963-2 敦煌文艺出版社

冰层下绽放的花朵 康桥著 978-7-5468-0964-9 敦煌文艺出版社

箫声咽 丁天著 978-7-5468-0965-6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文化的力量 王月鹏著 978-7-5468-0967-0 敦煌文艺出版社

喊魂 林汉筠著 978-7-5468-0968-7 敦煌文艺出版社

飞过马鞍去扑火 达拉著 978-7-5468-0969-4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文字的灵光 温远辉著 978-7-5468-0970-0 敦煌文艺出版社

鲜花盛开的太空 赵雁著 978-7-5468-0971-7 敦煌文艺出版社

无衣令 付秀莹著 978-7-5468-0972-4 敦煌文艺出版社

月亮湖 朱子青著 978-7-5468-0973-1 敦煌文艺出版社

骊歌 周瑄璞著 978-7-5468-0974-8 敦煌文艺出版社

有花出售 樊健军著 978-7-5468-0975-5 敦煌文艺出版社

灯草花儿黄 恨铁著 978-7-5468-0979-3 敦煌文艺出版社

拜托了,风儿 楚荷著 978-7-5468-0981-6 敦煌文艺出版社

湘儿 刘永涛著 978-7-5468-0982-3 敦煌文艺出版社

普林镇 尹亿民著 978-7-5468-0983-0 敦煌文艺出版社

小城有家羊肉铺 吴刘维著 978-7-5468-0984-7 敦煌文艺出版社

苜蓿鸟的叫声 觉罗康林著 978-7-5468-0986-1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临水而居 赵殷著 978-7-5468-0988-5 敦煌文艺出版社

观色 葛水平著 978-7-5468-0989-2 敦煌文艺出版社

出离心 沈念著 978-7-5468-0990-8 敦煌文艺出版社

手心里的痣 赵燕飞著 978-7-5468-0991-5 敦煌文艺出版社

追捕 山哈著 978-7-5468-0992-2 敦煌文艺出版社

长大成人 冶进海著 978-7-5468-0994-6 敦煌文艺出版社

乌有信使与海边书 李浩著 978-7-5468-0995-3 敦煌文艺出版社

清欢 曹志辉著 978-7-5468-0996-0 敦煌文艺出版社

人在天涯 王雁翎著 978-7-5468-1000-3 敦煌文艺出版社

嫁日 李金桃著 978-7-5468-1001-0 敦煌文艺出版社

嘴 尉然著 978-7-5468-1002-7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一声长啸 赵燕飞著 978-7-5468-1004-1 敦煌文艺出版社

羞耻之乡 刘建东著 978-7-5468-1005-8 敦煌文艺出版社

见识冰块的下午 王秀梅著 978-7-5468-1006-5 敦煌文艺出版社

火烧 柏祥伟著 978-7-5468-1007-2 敦煌文艺出版社

好时光 德纯燕著 978-7-5468-1008-9 敦煌文艺出版社

桃湾村的几个爷们 杨秀刚著 978-7-5468-1009-6 敦煌文艺出版社

山高水长 刘标玖著 978-7-5468-1010-2 敦煌文艺出版社

黄昏的火 杨衍瑶著 978-7-5468-1011-9 敦煌文艺出版社

沿着一条河流回家 丘脊梁著 978-7-5468-1012-6 敦煌文艺出版社

春天的阳光洒在我们的脸上 王苍芳著 978-7-5468-1013-3 敦煌文艺出版社

城市背影 舒中民著 978-7-5468-1014-0 敦煌文艺出版社

我们为什么分手 马季著 978-7-5468-1015-7 敦煌文艺出版社

只愿今生有所爱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主编 978-7-5468-1025-6 敦煌文艺出版社

风华是一指流砂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主编 978-7-5468-1026-3 敦煌文艺出版社

穿睡衣跑步的女人 张楚著 978-7-5468-1027-0 敦煌文艺出版社

远山的钟声 侯建飞著 978-7-5468-1028-7 敦煌文艺出版社

呐喊的尘埃 宋小词著 978-7-5468-1029-4 敦煌文艺出版社

霜晨月 肖勤著 978-7-5468-1030-0 敦煌文艺出版社

我的生活 刘阳著 978-7-5468-1031-7 敦煌文艺出版社

定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邵继红主编 978-7-5468-1048-5 敦煌文艺出版社

了不起的每一个词 闫婷婷编著 978-7-5468-1078-2 敦煌文艺出版社

留在记忆中的字句 闫婷婷编著 978-7-5468-1080-5 敦煌文艺出版社

喊出时代最强音 周雨霞编著 978-7-5468-1084-3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一路风雨的陪伴 周丽霞编著 978-7-5468-1086-7 敦煌文艺出版社

心中为自己喝彩 周丽霞编著 978-7-5468-1087-4 敦煌文艺出版社

走出寂寞的精彩 周丽霞编著 978-7-5468-1088-1 敦煌文艺出版社

创造无限的天地 周丽霞编著 978-7-5468-1089-8 敦煌文艺出版社

更幸福的下一站 周丽霞编著 978-7-5468-1090-4 敦煌文艺出版社

字字千金皆辛苦 闫婷婷编著 978-7-5468-1102-4 敦煌文艺出版社

谁是你的影子 石凯辉编著 978-7-5468-1106-2 敦煌文艺出版社

勇敢地面对一切 石凯辉编著 978-7-5468-1111-6 敦煌文艺出版社

呵护美丽的身影 石凯辉编著 978-7-5468-1112-3 敦煌文艺出版社

让青春更精彩 石凯辉编著 978-7-5468-1113-0 敦煌文艺出版社



共享蓝天绿地 石凯辉编著 978-7-5468-1114-7 敦煌文艺出版社

好钢是这样炼成的 信自力编著 978-7-5468-1128-4 敦煌文艺出版社

让你的青春无敌 信自力编著 978-7-5468-1129-1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在追求中快乐成长 信自力编著 978-7-5468-1133-8 敦煌文艺出版社

感受春天般的温暖 冯欢编著 978-7-5468-1136-9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在这纯洁的日子 冯欢编著 978-7-5468-1139-0 敦煌文艺出版社

长大的感觉真好 冯欢编著 978-7-5468-1140-6 敦煌文艺出版社

你用什么回报自己 信自力编著 978-7-5468-1141-3 敦煌文艺出版社

知识带给我们什么 冯欢编著 978-7-5468-1142-0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文学可以这样读 闫婷婷编著 978-7-5468-1145-1 敦煌文艺出版社

妙笔生花怎么来的 闫婷婷编著 978-7-5468-1151-2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故事也那么迷人 闫婷婷编著 978-7-5468-1152-9 敦煌文艺出版社

学会装点自己的语言 闫婷婷编著 978-7-5468-1153-6 敦煌文艺出版社

高雅不是装的 闫婷婷编著 978-7-5468-1154-3 敦煌文艺出版社

时光篱蔓爬上青春眉梢 卜宗晖著 978-7-5468-1265-6 敦煌文艺出版社

粉碎在时光里的念想 陈吉著 978-7-5468-1266-3 敦煌文艺出版社

写给青春的情书 李柏林著 978-7-5468-1267-0 敦煌文艺出版社

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 李鑫鑫著 978-7-5468-1268-7 敦煌文艺出版社

早安，低分贝的人 刘骏文著 978-7-5468-1269-4 敦煌文艺出版社

最遥远的一颗星 留缘著 978-7-5468-1270-0 敦煌文艺出版社

落满蝉鸣的小院 宋元新著 978-7-5468-1271-7 敦煌文艺出版社

像南瓜一样默默长大 吴梦静著 978-7-5468-1272-4 敦煌文艺出版社

路过你的旅程 姚永涛著 978-7-5468-1273-1 敦煌文艺出版社

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你 张玲著 978-7-5468-1274-8 敦煌文艺出版社

岁月如风景如画 洛施著 978-7-5468-1284-7 敦煌文艺出版社

种在树洞里的歌 马佳威著 978-7-5468-1285-4 敦煌文艺出版社

他只是想让我陪在他身边 孟祥宁著 978-7-5468-1286-1 敦煌文艺出版社

所有的雨都会停 凝佳恩著 978-7-5468-1287-8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故纸堆里忆平生 须弥著 978-7-5468-1288-5 敦煌文艺出版社

伟大的念头在孤独中不朽 杨运祥著 978-7-5468-1289-2 敦煌文艺出版社

我也曾告别孤单 晋美著 978-7-5468-1303-5 敦煌文艺出版社

栀子开时正青春 封尘著 978-7-5468-1312-7 敦煌文艺出版社

等待落雪的冬天 胡识著 978-7-5468-1313-4 敦煌文艺出版社



水色 毕化文著 978-7-5469-1183-0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你应该知道的中国民俗文化 张艳玲主编 978-7-5469-2004-7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世界华人作家作品.第1辑 于文胜主编 978-7-5469-3919-3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第三只眼睛看见 文昊编 978-7-5469-4433-3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指尖上的风铃 申国祥编 978-7-5469-4451-7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女性视角下的城 何英主编 978-7-5469-6169-9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西域民族纹样艺术 叶尔江·铁流编著 978-7-5469-6543-7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民俗装饰画艺术 于文胜著 978-7-5469-6550-5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林徽因[著] 978-7-5470-0342-8 万卷出版公司

裸恋 赵瑜著 978-7-5470-0753-2 万卷出版公司

肆爱 米米七月[著] 978-7-5470-0872-0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梦里飘向你 艾米[著] 978-7-5470-0900-0 万卷出版公司

幻夜行 谷神冥著 978-7-5470-1075-4 万卷出版公司

影响力 (美) 罗伯特·西奥迪尼著 978-7-5470-1212-3 万卷出版公司

海盗经济学 (美) 彼得·里森著 978-7-5470-1450-9 万卷出版公司

六韬三略 (周)太公望等著 978-7-5470-1535-3 万卷出版公司

世界神秘现象全知道 汤勇编著 978-7-5470-2244-3 万卷出版公司

茶余饭后说帝王 李津编著 978-7-5470-2298-6 万卷出版公司

容忍与自由 胡适著 978-7-5470-3062-2 万卷出版公司

前汉演义.Ⅰ,秦朝覆亡 蔡东藩著 978-7-5470-3090-5 万卷出版公司

前汉演义.Ⅱ,大汉崛起 蔡东藩著 978-7-5470-3091-2 万卷出版公司

前汉演义.Ⅲ,王莽篡权 蔡东藩著 978-7-5470-3092-9 万卷出版公司

后汉演义.Ⅰ,东汉中兴 蔡东藩著 978-7-5470-3093-6 万卷出版公司

后汉演义.Ⅱ,党锢之祸 蔡东藩著 978-7-5470-3094-3 万卷出版公司

后汉演义.Ⅲ,三国鼎立 蔡东藩著 978-7-5470-3095-0 万卷出版公司

两晋演义.Ⅰ,八王之乱 蔡东藩著 978-7-5470-3096-7 万卷出版公司

两晋演义.Ⅱ,淝水之战 蔡东藩著 978-7-5470-3097-4 万卷出版公司

两晋演义.Ⅲ,刘裕代晋 蔡东藩著 978-7-5470-3098-1 万卷出版公司

南北朝演义.Ⅰ,魏宋割据 蔡东藩著 978-7-5470-3099-8 万卷出版公司

南北朝演义.Ⅱ,血腥政权 蔡东藩著 978-7-5470-3100-1 万卷出版公司

南北朝演义.Ⅲ,南北统一 蔡东藩著 978-7-5470-3101-8 万卷出版公司

唐史演义.Ⅰ,贞观之治 蔡东藩著 978-7-5470-3102-5 万卷出版公司



唐史演义.Ⅱ,安史之乱 蔡东藩著 978-7-5470-3103-2 万卷出版公司

唐史演义.Ⅲ,朋党之争 蔡东藩著 978-7-5470-3104-9 万卷出版公司

五代史演义.Ⅰ,五代纷争 蔡东藩著 978-7-5470-3105-6 万卷出版公司

五代史演义.Ⅱ,分裂尾声 蔡东藩著 978-7-5470-3106-3 万卷出版公司

宋史演义.Ⅱ,靖康之难 蔡东藩著 978-7-5470-3108-7 万卷出版公司

宋史演义.Ⅲ,半壁江山 蔡东藩著 978-7-5470-3109-4 万卷出版公司

元史演义.Ⅰ,入主中原 蔡东藩著 978-7-5470-3110-0 万卷出版公司

元史演义.Ⅱ,濠南起义 蔡东藩著 978-7-5470-3111-7 万卷出版公司

明史演义.Ⅰ,太祖登基 蔡东藩著 978-7-5470-3112-4 万卷出版公司

明史演义.Ⅱ,弘治中兴 蔡东藩著 978-7-5470-3113-1 万卷出版公司

明史演义.Ⅲ,煤山殉国 蔡东藩著 978-7-5470-3114-8 万卷出版公司

清史演义.Ⅰ,康乾盛世 蔡东藩著 978-7-5470-3115-5 万卷出版公司

清史演义.Ⅱ,内忧外患 蔡东藩著 978-7-5470-3116-2 万卷出版公司

清史演义.Ⅲ,丧权辱国 蔡东藩著 978-7-5470-3117-9 万卷出版公司

民国演义.Ⅰ,武昌起义 蔡东藩著 978-7-5470-3118-6 万卷出版公司

民国演义.Ⅱ,袁氏复辟 蔡东藩著 978-7-5470-3119-3 万卷出版公司

民国演义.Ⅲ,军阀混战 蔡东藩著 978-7-5470-3120-9 万卷出版公司

民国演义.Ⅳ,宣告北伐 许廑父著 978-7-5470-3121-6 万卷出版公司

暴风雨·冬天的故事 (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978-7-5470-3190-2 万卷出版公司

热风·野草 鲁迅著 978-7-5470-3195-7 万卷出版公司

华盖集续编 鲁迅著 978-7-5470-3198-8 万卷出版公司

宋词全解 汪旭编著 978-7-5470-3365-4 万卷出版公司

唐诗全解 汪旭编著 978-7-5470-3366-1 万卷出版公司

树上的守护天使 (澳) 朱迪·帕斯科著 978-7-5470-3381-4 万卷出版公司

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 李锐著 978-7-5470-3382-1 万卷出版公司

季羡林品生活 季羡林著 978-7-5470-3394-4 万卷出版公司

季羡林自传 季羡林著 978-7-5470-3396-8 万卷出版公司

牛棚杂忆 季羡林著 978-7-5470-3397-5 万卷出版公司

李叔同精选集 李叔同著 978-7-5470-3417-0 万卷出版公司

山西大同万人坑发掘记事:日军侵华罪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 978-7-5470-3439-2 万卷出版公司

民国最美的情书 徐志摩等著 978-7-5470-3451-4 万卷出版公司

都是马大哈惹的祸 柏杨著 978-7-5470-3459-0 万卷出版公司

夏目漱石小说集 (日) 夏目漱石著 978-7-5470-3463-7 万卷出版公司



民国最美的情诗 徐志摩等著 978-7-5470-3471-2 万卷出版公司

动物记 (加) 西顿著 978-7-5470-3486-6 万卷出版公司

菊与刀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978-7-5470-3487-3 万卷出版公司

自行车日记 陈昭源著 978-7-5470-3563-4 万卷出版公司

旷野的呼喊·小城三月 萧红著 978-7-5470-3595-5 万卷出版公司

生死场·牛车上 萧红著 978-7-5470-3596-2 万卷出版公司

九十九度中·蛛丝和梅花 林徽因著 978-7-5470-3597-9 万卷出版公司

马伯乐 萧红著 978-7-5470-3598-6 万卷出版公司

呼兰河传 萧红著 978-7-5470-3599-3 万卷出版公司

你我·标准与尺度 朱自清著 978-7-5470-3600-6 万卷出版公司

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 978-7-5470-3601-3 万卷出版公司

妄谈 宣永光著 978-7-5470-3602-0 万卷出版公司

疯话 宣永光著 978-7-5470-3603-7 万卷出版公司

红烛·死水 闻一多著 978-7-5470-3604-4 万卷出版公司

孩儿塔·革命军·晓珠词 殷夫,邹容,吕碧城著 978-7-5470-3605-1 万卷出版公司

高加索民间故事 郑振铎著 978-7-5470-3606-8 万卷出版公司

戊戌政变记 梁启超著 978-7-5470-3608-2 万卷出版公司

象牙戒指 庐隐著 978-7-5470-3610-5 万卷出版公司

海滨故人 庐隐著 978-7-5470-3611-2 万卷出版公司

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爱情故事 郑振铎著 978-7-5470-3613-6 万卷出版公司

家庭的故事 郑振铎著 978-7-5470-3614-3 万卷出版公司

缀网劳蛛 许地山著 978-7-5470-3615-0 万卷出版公司

危巢坠简 许地山著 978-7-5470-3616-7 万卷出版公司

空山灵雨·无法投递之邮件 许地山著 978-7-5470-3617-4 万卷出版公司

她是一个弱女子·迷羊 郁达夫著 978-7-5470-3619-8 万卷出版公司

沉沦·屐痕处处 郁达夫著 978-7-5470-3620-4 万卷出版公司

达夫游记 郁达夫著 978-7-5470-3621-1 万卷出版公司

自剖·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 978-7-5470-3623-5 万卷出版公司

巴黎的鳞爪·轮盘小说集 徐志摩著 978-7-5470-3624-2 万卷出版公司

二月·三姊妹 柔石著 978-7-5470-3625-9 万卷出版公司

猛回头·警世钟 (清)陈天华著 978-7-5470-3626-6 万卷出版公司

背影·欧游杂记 朱自清著 978-7-5470-3627-3 万卷出版公司

踪迹·论雅俗共赏 朱自清著 978-7-5470-3628-0 万卷出版公司



断鸿零雁记·碎簪记 苏曼殊著 978-7-5470-3629-7 万卷出版公司

背影 朱自清著 978-7-5470-3636-5 万卷出版公司

爱墨生随笔集 (美) 爱默生著 978-7-5470-3646-4 万卷出版公司

我就是逆境中的传奇 谢作婷，鹿雯立著 978-7-5470-3683-9 万卷出版公司

布贴姐 王能明著 978-7-5470-3684-6 万卷出版公司

只因相遇太美 丁立梅著 978-7-5470-3716-4 万卷出版公司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
文:精装典藏本

(宋)王应麟等著 978-7-5470-3720-1 万卷出版公司

局外人·鼠疫 (法)阿尔贝·加缪著 978-7-5470-3730-0 万卷出版公司

旧怪谈 (日) 京极夏彦著 978-7-5470-3776-8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01,战国时代 司马光撰 978-7-5470-3777-5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02,吞并六国 司马光撰 978-7-5470-3778-2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03,楚汉相争 司马光撰 978-7-5470-3779-9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04,匈奴崛起 司马光撰 978-7-5470-3780-5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05,黄老之治 司马光撰 978-7-5470-3781-2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06,开疆拓土 司马光撰 978-7-5470-3782-9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07,宫廷斗争 司马光撰 978-7-5470-3783-6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08,万里诛杀 司马光撰 978-7-5470-3784-3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09,昏君辈出 司马光撰 978-7-5470-3785-0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10,王莽篡夺 司马光撰 978-7-5470-3786-7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11,全国混战 司马光撰 978-7-5470-3787-4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12,马援之死 司马光撰 978-7-5470-3788-1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13,燕然勒石 司马光撰 978-7-5470-3789-8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14,跋扈将军 司马光撰 978-7-5470-3790-4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15,黄巾民变 司马光撰 978-7-5470-3791-1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16,东汉瓦解 司马光撰 978-7-5470-3792-8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17,赤壁之战 司马光撰 978-7-5470-3793-5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18,三国鼎立 司马光撰 978-7-5470-3794-2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19,寿春三叛 司马光撰 978-7-5470-3795-9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20,司马夺权 司马光撰 978-7-5470-3796-6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21,八王之乱 司马光撰 978-7-5470-3797-3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22,大分裂 司马光撰 978-7-5470-3798-0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23,五胡乱华 司马光撰 978-7-5470-3799-7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24,石虎肆暴 司马光撰 978-7-5470-3800-0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25,苻坚大帝 司马光撰 978-7-5470-3801-7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26,淝水之战 司马光撰 978-7-5470-3802-4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27,参合杀俘 司马光撰 978-7-5470-3803-1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28,王始帝国 司马光撰 978-7-5470-3804-8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29,统万碑文 司马光撰 978-7-5470-3805-5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30,自毁长城 司马光撰 978-7-5470-3806-2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卷31,南北朝 司马光撰 978-7-5470-3807-9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32,刘彧诏书 司马光撰 978-7-5470-3808-6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33,全盘汉化 司马光撰 978-7-5470-3809-3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34,萧鸾眼泪 司马光撰 978-7-5470-3810-9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35,洛阳暴动 司马光撰 978-7-5470-3811-6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36,河阴屠杀 司马光撰 978-7-5470-3812-3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37,遍地血腥 司马光撰 978-7-5470-3813-0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38,饿死宫城 司马光撰 978-7-5470-3814-7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39,禽兽王朝 司马光撰 978-7-5470-3815-4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40,黄龙汤 司马光撰 978-7-5470-3816-1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41,突厥可汗 司马光撰 978-7-5470-3817-8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42,南北统一 司马光撰 978-7-5470-3818-5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43,官逼民反 司马光撰 978-7-5470-3819-2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44,江都政变 司马光撰 978-7-5470-3820-8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45,玄武门 司马光撰 978-7-5470-3821-5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46,贞观之治 司马光撰 978-7-5470-3822-2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47,黄金时代 司马光撰 978-7-5470-3823-9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48,武曌夺权 司马光撰 978-7-5470-3824-6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49,恐怖世界 司马光撰 978-7-5470-3825-3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50,恶妻恶女 司马光撰 978-7-5470-3826-0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51,开元盛世 司马光撰 978-7-5470-3827-7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52,范阳兵变 司马光撰 978-7-5470-3828-4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53,睢阳之围 司马光撰 978-7-5470-3829-1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54,皇后失踪 司马光撰 978-7-5470-3830-7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55,泾原兵变 司马光撰 978-7-5470-3831-4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56,猪皇帝 司马光撰 978-7-5470-3832-1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57,元和中兴 司马光撰 978-7-5470-3833-8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58,牛李党争 司马光撰 978-7-5470-3834-5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59,甘露事变 司马光撰 978-7-5470-3835-2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60,大中之治 司马光撰 978-7-5470-3836-9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61,黄巢民变 司马光撰 978-7-5470-3837-6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62,狼虎谷 司马光撰 978-7-5470-3838-3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63,军阀混战 司马光撰 978-7-5470-3839-0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64,大黑暗 司马光撰 978-7-5470-3840-6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65,五代时代 司马光撰 978-7-5470-3841-3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66,小分裂 司马光撰 978-7-5470-3842-0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67,千里白骨 司马光撰 978-7-5470-3843-7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68,半截英雄 司马光撰 978-7-5470-3844-4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69,儿皇帝 司马光撰 978-7-5470-3845-1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70,横挑强邻 司马光撰 978-7-5470-3846-8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71,高平之战 司马光撰 978-7-5470-3847-5 万卷出版公司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72,分裂尾声 司马光撰 978-7-5470-3848-2 万卷出版公司

刀锋 (英) 毛姆著 978-7-5470-3888-8 万卷出版公司

口才好的人到哪都有好发展 邓占永著 978-7-5470-3915-1 万卷出版公司

故都的秋 郁达夫著 978-7-5470-3930-4 万卷出版公司

王石人生哲学课 李世强编著 978-7-5470-3938-0 万卷出版公司

马云人生哲学课 姜运仓编著 978-7-5470-3939-7 万卷出版公司

柳传志人生哲学课 李世强编著 978-7-5470-3940-3 万卷出版公司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美) F.S. 菲茨杰拉德著 978-7-5470-3950-2 万卷出版公司

月亮和六便士 (英) 毛姆著 978-7-5470-3951-9 万卷出版公司

回家:今日是明日的回忆 黄丽穂著 978-7-5470-3967-0 万卷出版公司

四书五经精华本 (春秋)孔子等著 978-7-5470-3982-3 万卷出版公司

李太白集 (唐)李白著 978-7-5470-3986-1 万卷出版公司

杜甫诗集 (唐)杜甫著 978-7-5470-4013-3 万卷出版公司

和完美主义说拜拜 张宁著 978-7-5470-4117-8 万卷出版公司

二十四史精华.上 (西汉)司马迁等著 978-7-5470-4125-3 万卷出版公司

心若向阳·微芒 希雅著 978-7-5470-4157-4 万卷出版公司

我该怎样爱你, 先生 韩梅梅著 978-7-5470-4172-7 万卷出版公司

小窗幽记 (明)陈继儒著 978-7-5470-4203-8 万卷出版公司



晚安,当一切入睡 毕淑敏著 978-7-5470-4216-8 万卷出版公司

孙子兵法 三十六计 (春秋)孙武等著 978-7-5470-4222-9 万卷出版公司

马勇说晚清 马勇著 978-7-5470-4269-4 万卷出版公司

马勇说民国 马勇著 978-7-5470-4270-0 万卷出版公司

生存实验 刘慈欣，王晋康，何夕著 978-7-5470-4313-4 万卷出版公司

星际远征 刘慈欣，王晋康，何夕著 978-7-5470-4314-1 万卷出版公司

流浪地球 刘慈欣，王晋康，何夕著 978-7-5470-4315-8 万卷出版公司

变型战争 刘慈欣，王晋康，何夕著 978-7-5470-4316-5 万卷出版公司

单骑行走 战国印象 杨轶著 978-7-5471-1611-1 星球地图出版社

中国驾车旅游实用图集 星球地图出版社编制 978-7-5471-1678-4 星球地图出版社

古代生活习俗 徐潜主编 978-7-5472-147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北方地域文化 徐潜主编 978-7-5472-1482-4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城镇 徐潜主编 978-7-5472-1489-3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代绘画大师 徐潜主编 978-7-5472-1490-9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代皇家园林 徐潜主编 978-7-5472-149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代民间传奇 徐潜主编 978-7-5472-1509-8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代民间习俗 徐潜主编 978-7-5472-1511-1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代书院 徐潜主编 978-7-5472-1516-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代小说变迁 徐潜主编 978-7-5472-1522-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考古发现 徐潜主编 978-7-5472-1540-1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不曾走过怎会懂得 (美)安娜·昆德兰(Anna Quindlen)著 978-7-5472-1559-3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著名寺庙 徐潜主编 978-7-5472-156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夫如东海.下 张廉著 978-7-5472-1744-3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千年等一蛇 酸奶咩咩著 978-7-5472-181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友善 栾传大主编 978-7-5472-1839-6 吉林文史出版社

蝶泳 许胜才编著 978-7-5472-1917-1 吉林文史出版社

自由泳 潘惠玲编著 978-7-5472-1923-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健身理论指导 周洪生著 978-7-5472-2075-7 吉林文史出版社

仙灵图谱.1,仙踪影 云芨著 978-7-5472-2143-3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大龙门客栈:完美纪念版.上 星野樱[编著] 978-7-5472-2207-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大龙门客栈:完美纪念版.下 星野樱[编著] 978-7-5472-2207-2 吉林文史出版社

轮滑 王延光编著 978-7-5472-2228-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时尚健身体育 江宇编著 978-7-5472-2231-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国文小说 [李国文著] 978-7-5472-2244-7 吉林文史出版社

西线：1944.6-1945.4:第三帝国B集团军群的
覆灭

彭志文著 978-7-5472-2279-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攀岩 卢兆振编著 978-7-5472-2420-5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一个真实的杜月笙 胡叙五，帘外风著 978-7-5472-2550-9 吉林文史出版社

屠虎驱豹:英国“萤火虫”中型坦克技战史.
上册,技术与装备史

王法编著 978-7-5472-2646-9 吉林文史出版社

法律专家教您交通事故索赔流程及技巧 闫万鸿, 牛丽编著 978-7-5472-2737-4 吉林文史出版社

法律专家教您物业管理法律实物 童家云, 何芳编著 978-7-5472-2746-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奇异档案记录.第三季 李也编著 978-7-5472-2759-6 吉林文史出版社

仙灵图谱.2,入沧溟 云笈著 978-7-5472-2761-9 吉林文史出版社

九品芝麻仙 王姗著 978-7-5472-2796-1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战德国陆军第654重装甲歼击营官方战史.
上册,从汉堡到库尔斯克

黄锴，丛丕编著 978-7-5472-2940-8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千年中国话和谐 孙建军，谢春涛编著 978-7-5472-2988-0
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

公司

战场决胜者.003,线式战术时代 指文烽火工作室著 978-7-5472-3014-5 吉林文史出版社

海战事典.002 指文号角工作室,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主编 978-7-5472-3015-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山西非典毒王三年三月 岳守斌著 978-7-5472-3065-7 吉林文史出版社

媒丽山海 群书著 978-7-5472-3165-4 吉林文史出版社

媒丽山海 群书著 978-7-5472-3165-4 吉林文史出版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坦克装甲车辆全史:1914-
1918

陶力著 978-7-5472-3173-9 吉林文史出版社

英国战列巡洋舰全史 江泓著 978-7-5472-330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二战德国陆军第197突击炮营战史:第653重装
甲歼击营前身部队的作战历程

黄锴，冯涛编著 978-7-5472-3305-4 吉林文史出版社

寒川一梦 寒霜著 978-7-5472-3562-1 吉林文史出版社

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
与建构

杨浩著 978-7-5473-0690-1 东方出版中心

欧洲五十年:一卷印象集 (英)简·莫里斯著 978-7-5473-0693-2 东方出版中心

人文荟萃话杭州 宋宪章著 978-7-5473-0753-3 东方出版中心

太平洋史 唐纳德·B.弗里曼著 978-7-5473-0791-5 东方出版中心

金华文派研究 罗海燕著 978-7-5473-0818-9 东方出版中心

也算肖像 (苏)库克雷尼克塞,阿尔汉格尔斯基绘 978-7-5473-0827-1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古文明探源 郑重著 978-7-5473-0829-5 东方出版中心



名家楹联精品集.上卷 上海文物商店编 978-7-5473-0835-6 东方出版中心

名家楹联精品集.下卷 上海文物商店编 978-7-5473-0835-6 东方出版中心

名家楹联精品集.中卷 上海文物商店编 978-7-5473-0835-6 东方出版中心

呼愁 金岳清著 978-7-5473-0860-8 东方出版中心

自由·修行·幸福:101次对话 邵皙智著 978-7-5473-0868-4 东方出版中心

一粒红尘.II 独木舟[著] 978-7-5473-0871-4 东方出版中心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近代卷 唐凯麟主编 978-7-5473-0882-0 东方出版中心

依法治国:党的建设科学化之道 谢冠富著 978-7-5473-0886-8 东方出版中心

汉字符号学:一种特殊的文字编码 陈宗明著 978-7-5473-0889-9 东方出版中心

流淌的人文情怀:近现代名人墨记.四 李勇,闫巍著 978-7-5473-0897-4 东方出版中心

历史尘埃下的川盐古道 赵逵著 978-7-5473-0898-1 东方出版中心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隋唐卷 唐凯麟主编 978-7-5473-0901-8 东方出版中心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魏晋南北朝卷 唐凯麟主编 978-7-5473-0902-5 东方出版中心

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 钱理群著 978-7-5473-0903-2 东方出版中心

无价体验:99免费景点攻略,沪苏浙皖赣篇 978-7-5473-0906-3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地标日历.2016 王祖光主编 978-7-5473-0907-0 东方出版中心

歌词的背后:全新增订本 卢国沾著 978-7-5473-0909-4 东方出版中心

岁月沧桑 钱理群著 978-7-5473-0912-4 东方出版中心

亚洲冷战史研究 戴超武主编 978-7-5473-0916-2 东方出版中心

心理治疗之路:跟河合隼雄学习认识心灵 (日)河合隼雄著 978-7-5473-0946-9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社会史 梁庚尧著 978-7-5473-0947-6 东方出版中心

安第斯山脉的来信 (英) 帕特里克·利·弗莫尔著 978-7-5473-0956-8 东方出版中心

人生有信 刘心武著 978-7-5473-0967-4 东方出版中心

十二幅画 刘心武著 978-7-5473-0971-1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朋党史 朱子彦著 978-7-5473-0989-6 东方出版中心

阿富汗史 沙伊斯塔·瓦哈卜, 巴里·扬格曼著 978-7-5473-0994-0 东方出版中心

邵子易数试读 刘益著 978-7-5473-0997-1 东方出版中心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 南帆著 978-7-5473-1013-7 东方出版中心

易经详解与应用 周锡馥著 978-7-5473-1023-6 东方出版中心

天山问穹庐 马大正著 9.78755E+12 山东画报出版社

龙虎戏 陈进轩著 978-7-5474-1253-4 山东画报出版社

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 马骏杰著 978-7-5474-1355-5 山东画报出版社

人生这场盛宴:十八位民国大男人的爱恋往事 杨萍著 978-7-5474-1442-2 山东画报出版社



豹:兰佩杜萨文集 (意)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著 978-7-5474-1482-8 山东画报出版社

被遗忘的战争瞬间 门贵臣，孙树楠，李眉颖著 978-7-5474-1607-5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七千里流亡 刘可牧著 978-7-5474-1652-5 山东画报出版社

老照片.第一〇四辑 主编冯克力 978-7-5474-1688-4 山东画报出版社

红兜肚 陈进轩著 978-7-5474-1695-2 山东画报出版社

创意之源:找寻艺术创作的灵感与思路 (美)威廉·克卢巴著 978-7-5474-1810-9 山东画报出版社

俺男人 姜淑梅著 978-7-5474-1831-4 山东画报出版社

大不列颠演义 史鉴著 978-7-5474-1832-1 山东画报出版社

寻找失落的民族 郭飞平，欧燕主编 978-7-5474-1833-8 山东画报出版社

追寻北洋 萨苏著 978-7-5474-1840-6 山东画报出版社

读解日本 萨苏著 978-7-5474-1841-3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东京VS京都 肉拉著 978-7-5474-1843-7 山东画报出版社

爱情魔鬼心理学 裸心子著 978-7-5474-1844-4 山东画报出版社

巴黎—维也纳 陈彧馨著 978-7-5474-1845-1 山东画报出版社

少壮派导演报告 宇文翮著 978-7-5474-1847-5 山东画报出版社

谈史说戏 来新夏,马铁汉主编 978-7-5474-1848-2 山东画报出版社

德兰修女:信念的力量 (英)瓦茨著 978-7-5474-1859-8 山东画报出版社

珠帘倒卷时光 李天葆著 978-7-5474-1860-4 山东画报出版社

花花食界:花卉的食疗方法 胡献国等著 978-7-5474-1861-1 山东画报出版社

征服:西班牙帝国的崛起 京虎子著 978-7-5474-1862-8 山东画报出版社

形式·适合·时尚 (美)卡尔德林著 978-7-5474-1863-5 山东画报出版社

接近边缘 (美)费尔南德斯著 978-7-5474-1864-2 山东画报出版社

葡萄酒战争 (美)麦克·维塞斯(Mike Veseth)著 978-7-5474-1865-9 山东画报出版社

口红经济学 韩国经济教育研究会编 978-7-5474-1866-6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中外文化交流史轶闻趣事 魏秀春主编 978-7-5474-1868-0 山东画报出版社

张大千家书 包立民著 978-7-5474-1869-7 山东画报出版社

心中的信 倪匡著 978-7-5474-1871-0 山东画报出版社

酒后的信 倪匡著 978-7-5474-1872-7 山东画报出版社

蒲草:好光阴玩物养志 王大濛著 978-7-5474-1875-8 山东画报出版社

设计荷兰 林佳桦著 978-7-5474-1882-6 山东画报出版社

创意瑞典 黄姝妍著 978-7-5474-1883-3 山东画报出版社

决战就业全攻略 王秋彦著 978-7-5474-1884-0 山东画报出版社

费里尼:甜蜜的生活 费里尼著 978-7-5474-1887-1 山东画报出版社



温柔的路途:散漫时光札记 马家辉著 978-7-5474-1888-8 山东画报出版社

暧昧的瞬间:目迷影像笔记 马家辉著 978-7-5474-1889-5 山东画报出版社

蔡澜世界名馔录 蔡澜著 978-7-5474-1891-8 山东画报出版社

蔡澜微博妙答 蔡澜著 978-7-5474-1892-5 山东画报出版社

吾爱梦工场 蔡澜著 978-7-5474-1893-2 山东画报出版社

日本电影 蔡澜著 978-7-5474-1894-9 山东画报出版社

红气球的旅行 朱天文著 978-7-5474-1895-6 山东画报出版社

请赴音乐的盛宴 辛丰年著 978-7-5474-1896-3 山东画报出版社

雨夜灯 林少华著 978-7-5474-1897-0 山东画报出版社

黄金盟誓之书 朱天文著 978-7-5474-1899-4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一打风花雪月 阿占著 978-7-5474-1900-7 山东画报出版社

大奔袭:未曾饶过的军营岁月 陈俨 978-7-5474-1936-6 山东画报出版社

清末报刊载海军史料汇编 马骏杰，吴峰敏，门贵臣编 978-7-5474-1953-3 山东画报出版社

北大访师记 邹士方著 978-7-5474-2070-6 山东画报出版社

辛亥·海军 中国航海博物馆主编 978-7-5474-2166-6 山东画报出版社

秋日胜春朝 党恩永不忘:一个新四军老战士
的坎坷路

熊士成著 978-7-5475-0539-7 中西书局

韩非子翼毳.上册 (日)太田方著 978-7-5475-0663-9 中西书局

韩非子翼毳.下册 (日)太田方著 978-7-5475-0663-9 中西书局

普遍世界万有桥的哲学:东西方哲学比较 赵鑫珊著 978-7-5475-0689-9 中西书局

古文献学讲义 黄永年著 978-7-5475-0711-7 中西书局

叶均佛学译著集.上册 叶均著 978-7-5475-0757-5 中西书局

叶均佛学译著集.下册 叶均著 978-7-5475-0757-5 中西书局

梅兰芳沪上演出纪.上编 张斯琦编著 978-7-5475-0800-8 中西书局

梅兰芳沪上演出纪.下编 张斯琦编著 978-7-5475-0800-8 中西书局

彭城珍藏近代名人手札 朵云轩编 978-7-5475-0829-9 中西书局

哲学与人生:张汝伦人文学术演讲录 张汝伦著 978-7-5475-0872-5 中西书局

道教研究论集 (美)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著 978-7-5475-0885-5 中西书局

仁者寿.上册,文化名人的艺术人生 沈祖炜主编 978-7-5475-0894-7 中西书局

仁者寿.下册,文化名人的艺术人生 沈祖炜主编 978-7-5475-0894-7 中西书局

同光体诗人研究 张煜著 978-7-5475-0898-5 中西书局

砚史 (荷)高罗佩著 978-7-5475-0954-8 中西书局

汉语越南语关系语素历史层次分析 咸蔓雪著 978-7-5475-0962-3 中西书局



丝绸之路上的照世杯:“中国与伊朗：丝绸之
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程彤主编 978-7-5475-1032-2 中西书局

汉镜铭文图集.上册 王纲怀编著 978-7-5475-1048-3 中西书局

汉镜铭文图集.下册 王纲怀编著 978-7-5475-1048-3 中西书局

新编曼叔诗存 何冀著 978-7-5475-1109-1 中西书局

语言文字规范手册 主编杨林成 978-7-5476-0959-0 上海远东出版社

延安情:燕京大英学国教授林迈可及其夫人李
效黎的抗日传奇

(美) 李效黎著 978-7-5476-0980-4 上海远东出版社

西哈努克:永不沉没的国王 (法) 让-马里·冈巴塞雷斯著 978-7-5476-0986-6 上海远东出版社

宫廷风:清帝南巡 徐卉风主编 978-7-5476-1025-1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经眼录 侯福志著 978-7-5476-1026-8 上海远东出版社

圆明园学刊.2015 郭黛姮,曹宇明主编 978-7-5476-1040-4 上海远东出版社

新学科的文化创新 上海市新学科学会编 978-7-5476-1045-9 上海远东出版社

青菜 白菜 沈立新著 978-7-5476-1053-4 上海远东出版社

格雷厄姆:华尔街教父回忆录 (美) 本杰明·格雷厄姆著 978-7-5476-1058-9 上海远东出版社

未来已来:“互联网+”的重构与创新 信息社会50人论坛编著 978-7-5476-1059-6 上海远东出版社

深藏记忆遗产中的圆明园:样式房图档研究.
二

郭黛姮, 贺艳著 978-7-5476-1069-5 上海远东出版社

新中国期刊:1949-1955 童忠全著 978-7-5476-1091-6 上海远东出版社

淘书路上:韦泱淘书札记精选 韦泱著 978-7-5476-1102-9 上海远东出版社

强国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张铁柱, 陶德言主编 978-7-5476-1141-8 上海远东出版社

傅雷手稿选粹 傅雷著 978-7-5476-1180-7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回春坊 冬雪晚晴著 978-7-5477-0167-6 同心出版社

从零开始学理财大全集 博瀚主编 978-7-5477-0389-2 同心出版社

从零开始学理财大全集 博瀚主编 978-7-5477-0389-2 同心出版社

从零开始学理财大全集 博瀚主编 978-7-5477-0389-2 同心出版社

做自己的心理医生大全集 博瀚主编 978-7-5477-0407-3 同心出版社

背叛 方如著 978-7-5477-0829-3 同心出版社

古筝流行经典歌曲集 乐海编著 978-7-5477-0831-6 同心出版社

史玉柱自述:我的营销心得 史玉柱口述 978-7-5477-0850-7 同心出版社

德国式英雄 (英)杰克·希金斯(Jack Higgins)著 978-7-5477-1038-8 同心出版社

云亭散文 路云亭著 978-7-5477-1046-3 同心出版社

快意散漫 赵跃飞著 978-7-5477-1047-0 同心出版社

交错的场景 (日)松本清张著 978-7-5477-1082-1 同心出版社



时间都去哪儿了:路过你的全世界 张莹著 978-7-5477-1182-8 同心出版社

人生随时可以重来 (美) 摩西奶奶作品 978-7-5477-1212-2 同心出版社

利益捆绑:首次揭秘证券咨询行业的惊天内幕 黄明强著 978-7-5477-1217-7 同心出版社

复仇天使 方莹著 978-7-5477-1219-1 同心出版社

弹壳 白航著 978-7-5477-1224-5 同心出版社

索赔:亲历中国“慰安妇”及被强掳赴日劳工
诉讼

康健, 刘荣军著 978-7-5477-1265-8 同心出版社

神迹创造者:艾隆·马斯克传 崔龙著 978-7-5477-1277-1 同心出版社

槐殇 刘泽林著 978-7-5477-1295-5 同心出版社

反洗脑 艾瑞克著 978-7-5477-1345-7 同心出版社

当我举杯的时候:把对面留给你 猫伯爵著 978-7-5477-1352-5 同心出版社

你的职场 不再迷茫:快速度过职场迷茫期实
战指南

赵伟著 978-7-5477-1362-4 同心出版社

古筝考级曲目大全,初、中级(1-6级) 乐海编著 978-7-5477-1370-9 同心出版社

寻路四大名著 傅斯鸿著 978-7-5477-1386-0 同心出版社

寻找邓世昌:北洋水师名舰追踪纪实 萨苏著 978-7-5477-1392-1 同心出版社

不会说话, 你还敢拼职场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5477-1434-8 同心出版社

族谱 边震著 978-7-5477-1444-7 同心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读本,个人卷 梁衡主编 978-7-5477-1449-2 同心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读本,国家卷 梁衡主编 978-7-5477-1449-2 同心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读本,社会卷 梁衡主编 978-7-5477-1449-2 同心出版社

旧日滋味:民国名家美食记 张亦庵, 夏丐尊, 徐蔚南 ... 等著 978-7-5477-1461-4 同心出版社

那时风光:民国名家游记 郁达夫, 朱自清, 许地山 ... 等著 978-7-5477-1463-8 同心出版社

大英雄 黄晶著 978-7-5477-1539-0 同心出版社

七〇往事:小院里的童年 雪儿著 978-7-5477-1566-6 同心出版社

碧玺:一个北京珠宝商在阿富汗的奇遇 马吝著 978-7-5477-1825-4 北京日报出版社

味蕾上的乡情 曾庆伟著 978-7-5477-1920-6 同心出版社

纪事.2013 北京日报纪事采写组编著 978-7-5477-2000-4 同心出版社

纪事.2014 北京日报纪事采写组编著 978-7-5477-2001-1 同心出版社

天涯浪迹如画:零元行走中国图文游记 史荣峰著 978-7-5477-2027-1 同心出版社

内在革命:一本关于成长的书 (美)芭芭拉·安吉丽思著 978-7-5477-2032-5 北京日报出版社

邪恶催眠师.2,七宗罪 周浩晖著 978-7-5477-2065-3 同心出版社

邪恶催眠师.3,梦醒大结局 周浩晖著 978-7-5477-2092-9 同心出版社

寻找光的小女孩 (法)希里尔·马萨霍托著 978-7-5477-2103-2 同心出版社



于光元皮肤性病诊断与鉴别诊断 主编郑岳臣, 涂亚庭, 陈兴平 978-7-5478-0039-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药物手册 主编张爱知, 马伴吟 978-7-5478-0041-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与软组织肿瘤外科学
主编 (美) Martin M. Malawer, Paul H. 

Sugarbaker
978-7-5478-0070-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系统疑难病例 主编欧阳仁荣 978-7-5478-007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中医妇科学 主编刘敏如, 欧阳惠卿 978-7-5478-0077-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糖尿病学 主编许曼音 978-7-5478-0118-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颅脑损伤 主编雷霆, 陈坚, 陈劲草 978-7-5478-015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中医外科学 主编陆德铭, 陆金根 978-7-5478-0162-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孟河费氏医案 (清)费伯雄，(清)费绳甫著 978-7-5478-0190-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天然产物大全.第一卷,总论 惠永正主编 978-7-5478-02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天然产物大全.第七卷,天然产物 惠永正主编 978-7-5478-02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天然产物大全.第三卷,天然产物 惠永正主编 978-7-5478-02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天然产物大全.第九卷,天然产物 惠永正主编 978-7-5478-02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天然产物大全.第二卷,天然产物 惠永正主编 978-7-5478-02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天然产物大全.第五卷,天然产物 惠永正主编 978-7-5478-02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天然产物大全.第八卷,天然产物 惠永正主编 978-7-5478-02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天然产物大全.第六卷,天然产物 惠永正主编 978-7-5478-02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天然产物大全.第十一卷,中药 惠永正主编 978-7-5478-02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天然产物大全.第十二卷,附篇、附录与
索引

惠永正主编 978-7-5478-02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天然产物大全.第十卷,中药 惠永正主编 978-7-5478-02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天然产物大全.第四卷,天然产物 惠永正主编 978-7-5478-02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乃仁术:古今中外医德故事 主编戴慧华 978-7-5478-0203-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折治疗的AO原则
主编Thomas P. Ruedi, Richard E. 
Buckley, Christopher G. Moran

978-7-5478-0212-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舌骨下颈部影像学 主编庄奇新, 李明华 978-7-5478-021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护理查房 主编钱嬿, 厉瑛 978-7-5478-0222-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疾病影像学与内镜图谱 主编黄定九 978-7-5478-0229-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急危重症护理查房 总主编陶红 978-7-5478-025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查房 张玲娟, 张静主编 978-7-5478-0255-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中医内科研究 主编洗绍祥 978-7-5478-0260-1 上海科技技术出版社

下消化道内镜学 主编徐富星, 项平 978-7-5478-0262-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Grant解剖学图谱 作者Anne M.R. Agur, Arthur F. Dalley 978-7-5478-0267-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操作规程 主编胡必杰 ... [等] 978-7-5478-0289-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道地药材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李昶 ... [等] 著 978-7-5478-0295-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经典导读 主编邹纯朴, 李海峰 978-7-5478-0345-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 Steve Parker著 978-7-5478-0365-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典心电图图谱 刘霞编著 978-7-5478-038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力衰竭的管理,内科卷
主编Ragavendra R. Baliga, Bertram 

Pitt, Michael M. Givertz
978-7-5478-0484-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研究基础与临床 主编冼绍祥 978-7-5478-0485-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 郑杰编著 978-7-5478-049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肢骨折锁定钢板内固定手术技术 主编张长青, 曾炳芳 978-7-5478-0491-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石氏伤科集验:石筱山、石幼山医案合集 石印玉工作室编 978-7-5478-0508-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分子影像与核医学:临床病例解析 主编黄钢, 赵军 978-7-5478-0509-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护理查房 主编朱大乔, 丁小萍 978-7-5478-0511-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疑难心电图图谱 刘霞编著 978-7-5478-0523-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特殊类型糖尿病 项坤三编著 978-7-5478-0541-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药用动物原色图鉴 黎跃成编著 978-7-5478-0542-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太白七药原色图鉴 主编宋小妹, 王薇 978-7-5478-0550-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系统疑难病例 主编周殿元 978-7-5478-0554-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推拿处方图解 于永昌著 978-7-5478-0577-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吉赓肺病临证经验集 主编余小萍 978-7-5478-0586-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传染病学 马亦林, 李兰娟主编 978-7-5478-0594-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与关节MRI 主编江浩 978-7-5478-0595-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脏外科手术技术安全措施与失误防范
(美) Siavosh Khonsari, Colleen Flint 

Sintek著
978-7-5478-0646-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秘典 柯树泉, 段逸群主编 978-7-5478-0661-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 上海中医药大学主编 978-7-5478-0664-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脏核医学 主编黄钢, 石洪成 978-7-5478-069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折手术技巧图解
主编Michael J. Gardner, M. Bradford 

Henley
978-7-5478-0719-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院感染管理执行力:案例分析 主编胡必杰, 索瑶, 王炳花 978-7-5478-0748-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调查 黄璐琦, 肖培根, 王永炎主编 978-7-5478-0804-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三才秘典 柯树泉编著 978-7-5478-0813-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护理查房 主编张伟英, 叶志霞 978-7-5478-0824-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脏瓣膜手术图解 原著Jan Dominik, Pavel Zacek 978-7-5478-0826-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病证,胃脘痛 主编梁慧凤 978-7-5478-084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四续 宇妥·元丹衮波著 978-7-5478-0852-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病证,头痛 主编周忞 978-7-5478-0876-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病证,失眠 主编杨文劼 978-7-5478-0877-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病证 主编朱音 978-7-5478-0884-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病证,中风 主编谭春雨 978-7-5478-0889-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病证,血证 主编方力行 978-7-5478-0909-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腺疾病综合诊断学:附精选病例特征分析 主编沈镇宙, 陆劲松, 邵志敏 978-7-5478-0910-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系统疑难少见病:诊治评析 主编李强 978-7-5478-0919-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面疾病信号与健康 主编邹建明, 冯殿恩, 赵懿清 978-7-5478-0924-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病证,淋证 癃闭 主编张宁 978-7-5478-092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月王药珍 毛继祖, 马世林译注 978-7-5478-0929-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糖皮质激素皮肤科规范应用手册 主编张建中 978-7-5478-0952-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科病证 主编黄瑛 978-7-5478-0957-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质疏松症 主编徐苓 978-7-5478-0959-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颅底显微外科学 主编Ugo Fisch, Douglas Mattox 978-7-5478-0963-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病证,咳嗽 主编李洁 978-7-5478-0978-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柏年肛肠病临证经验集 主编章蓓, 金黑鹰 978-7-5478-0981-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病证,心悸 胸痹 主编李洁 978-7-5478-0988-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伤寒论》求是 原著陈亦人 978-7-5478-1001-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机械通气 主编喻文亮, 钱素云, 陶建平 978-7-5478-100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诊一得录 主编朱抗美, 蒋健 978-7-5478-1006-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孔昭遐验案选粹 孔昭遐著 978-7-5478-1032-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颅脑创伤和脑科危重症治疗学 主编Jack Jallo, Christopher M.Loftus 978-7-5478-104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急诊护理 主编席淑华 978-7-5478-1050-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药效物质
中国中药协会嗣寿法皮肤药研究中心, 中华
中医药学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中心, 五百年老

字号太安堂编纂

978-7-5478-106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灸法学现代研究 主编吴焕淦 ... [等] 978-7-5478-1067-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主动脉弓外科学:原则、策略与结果 主编Joseph S.Coselli, Scott A.Lemaire 978-7-5478-1075-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中医诊断学 主编郭振球 978-7-5478-1107-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陆乾人临证经验与学术撷粹 陆乾人名中医工作室编著 978-7-5478-1108-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诊法秘典 柯树泉主编 978-7-5478-1109-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材质量专论 主编王峥涛, 谢培山 978-7-5478-1125-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当代孟河医派名家医论集萃 主编张琪 978-7-5478-1127-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性激素与前列腺癌 主编苏元华 978-7-5478-1159-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蝴蝶与蛾 (法)本杰明·博杰洛特(Benjamin Bergerot)
著

978-7-5478-1164-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手术部位感染预防与控制最佳实践 主编胡必杰, 葛茂军, 关素敏 978-7-5478-117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肺癌 主编廖美琳, 周允中 978-7-5478-1185-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机械通气 主编朱蕾 978-7-5478-1187-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优质护理临床实践 主编温贤秀, 张义辉 978-7-5478-1191-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秘典
中国中药协会嗣寿法皮肤药研究中心, 中华
中医药学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中心, 五百年老

字号太安堂编纂

978-7-5478-1217-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年骨折围手术期处理 主编邹宁, 范勇 978-7-5478-1220-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解剖图谱,上肢分册 主编高士濂 978-7-5478-1231-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解剖图谱,下肢分册 主编高士濂 978-7-5478-1232-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匮要略方药临床应用与研究 蒋健，朱抗美主编 978-7-5478-1239-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浙江地道药材概论 主编王鑫波 978-7-5478-124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多重耐药菌感染控制最佳实践 主编胡必杰, 宗志勇, 顾克菊 978-7-5478-1241-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院环境物体表面清洁与消毒最佳实践 主编胡必杰, 倪晓平, 覃金爱 978-7-5478-1242-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验室生物安全最佳实践 主编胡必杰, 邓云峰, 周昭彦 978-7-5478-1243-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务人员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预防与控制
最佳实践

主编胡必杰 ... [等] 978-7-5478-124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手卫生最佳实践 主编胡必杰 ... [等] 978-7-5478-1245-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疗机构空气净化最佳实践 主编胡必杰, 胡国庆, 卢岩 978-7-5478-1246-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央导管相关血流感染预防与控制最佳实践 主编胡必杰, 刘荣辉, 陈玉平 978-7-5478-1247-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结构性心脏病介入诊疗病例解析 主编周达新, 高伟 978-7-5478-1249-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泌尿生殖系统影像学:疾病、症状的诊断与鉴
别诊断

原著Sameh K. Morcos, Henrik S. Thomsen 978-7-5478-1266-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疑难发热病例精选与临床思维 主编翁心华 978-7-5478-1267-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洋药物导论 主编张文 978-7-5478-1276-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妇科类 总主编张如青, 黄瑛 978-7-5478-1287-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野战急救护理学 主编席淑华, 卢根娣, 桂莉 978-7-5478-1328-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医史类 总主编张如青, 黄瑛 978-7-5478-135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伤寒类 总主编张如青, 黄瑛 978-7-5478-1355-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计划生育技术 主编方爱华, 王益鑫 978-7-5478-1357-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物与中毒性肝病 主编陈成伟 978-7-5478-1360-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大辞典.上册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 978-7-5478-1364-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大辞典.下册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 978-7-5478-1364-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管疾病腔内治疗病例解析 主编符伟国, 王利新 978-7-5478-138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症状鉴别诊断 主编董为伟 978-7-5478-1384-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基因：探究、思辨与创新 傅继梁著 978-7-5478-1385-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尤益人针灸临床经验集 主编李丽会 978-7-5478-1413-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桡骨远端骨折 主编汤锦波 978-7-5478-143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喉科、眼科类 总主编张如青, 黄瑛 978-7-5478-1441-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放射诊断学征象:X线、CT、MRI Yancu Hertzanu, 李明华, 张佳胤著 978-7-5478-1442-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普外科医师手册 主编朱正纲, 彭承宏 978-7-5478-1448-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诊断类 总主编黄瑛, 张如青 978-7-5478-1449-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女性外阴病征鉴别诊断 苏敬泽主编 978-7-5478-145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针灸类 总主编张如青, 黄瑛 978-7-5478-1468-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并发症防治进展 主编沈卫峰, 张凤如 978-7-5478-1473-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中药类 总主编张如青, 黄瑛 978-7-5478-148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心理评估 郭起浩, 洪震编著 978-7-5478-1488-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瓣外科学 主编侯春林, 顾玉东 978-7-5478-1492-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内科类 总主编张如青, 黄瑛 978-7-5478-1496-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温病学传承与现代研究 主编杨爱东 978-7-5478-150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轩辕耳针与临床应用 田忆芳编著 978-7-5478-1504-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外科类 总主编张如青, 黄瑛 978-7-5478-1513-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疆出土涉醫文書輯校 王興伊, 段逸山編著 978-7-5478-1519-9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橘井流芳:上海曙光医院经典医案赏析 主编蒋健 978-7-5478-1534-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慢性胰腺炎基础与临床 主编李兆申, 廖专 978-7-5478-1580-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金匮类 总主编张如青, 黄瑛 978-7-5478-1587-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肿瘤护理 主编胡雁, 陆箴琦 978-7-5478-1634-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前列腺探秘 孙颖浩，王林辉主编 978-7-5478-166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内镜手术技巧与演示
主编 (美) Daniel H. Kim, (韩) Gun 

Choi, Sang-Ho Lee
978-7-5478-1688-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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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胡必杰, 刘荣辉, 陈文森 978-7-5478-1699-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神经病学 主编吕传真, 周良辅 978-7-5478-1704-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癌痛规范化治疗与临床实践 主编孔祥鸣 978-7-5478-1710-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精神科护理 主编曹新妹 978-7-5478-1712-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电图读图进阶教程 主编王肖龙, 胡伟国 978-7-5478-1715-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遗传学 主编贺林, 马端, 段涛 978-7-5478-1723-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当代麻醉学 主编杭燕南 ... [等] 978-7-5478-173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海洋本草精选本 管华诗, 王曙光主编 978-7-5478-1740-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内经类 总主编张如青, 黄瑛 978-7-5478-1743-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肠影像学 主编缪飞 978-7-5478-1768-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胡建华临证治验录 主编袁灿兴 978-7-5478-1770-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导管心脏瓣膜治疗术 主编葛均波, 周达新, 潘文志 978-7-5478-1787-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前列腺药理学 主编孙祖越, 李元春 978-7-5478-179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精神医学临床实践 主编郑瞻培, 王善澄, 翁史旻 978-7-5478-180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血液实验学 主编王鸿利, 丛玉隆, 王建祥 978-7-5478-1810-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力衰竭的管理,外科卷 主编 (美) Jai Raman 978-7-5478-1815-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蔡小荪论治不孕症 主编付金荣 978-7-5478-1817-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药科研思路与方法 主编刘平 978-7-5478-1830-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起搏心电图解析 主编宿燕岗, 葛均波 978-7-5478-1847-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全科医生药物手册 主编蔡际群 978-7-5478-1876-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翁心华疑难感染病和发热病例精选与临床思
维

主编翁心华, 张文宏 978-7-5478-1894-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江绍基胃肠病学 主编莫剑忠, 江石湖, 萧树东 978-7-5478-1924-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野战内科学 主编李兆申, 梅长林 978-7-5478-1929-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泌尿外科手术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 主编黄翼然 978-7-5478-1931-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温病类 总主编张如青, 黄瑛 978-7-5478-1932-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西医肿瘤理论与临床实践 主编许玲, 王菊勇, 孙建立 978-7-5478-1944-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夏翔教授临床教学实录 主编张振贤, 余小萍, 周英豪 978-7-5478-1966-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生理病理类 总主编张如青, 黄瑛 978-7-5478-1968-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突触 陈宜张著 978-7-5478-1993-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城市土壤生态功能与有机废弃物循环利用 方海兰等编著 978-7-5478-199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基层医生技能操作手册 主编唐红梅, 杜望春, 黄旭元 978-7-5478-1998-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派儿科推拿 金义成编著 978-7-5478-2010-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 编著Steve Parker 978-7-5478-2025-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机器人胰腺外科手术学 主编沈柏用, 彭承宏 978-7-5478-2029-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物化学速记 金国琴主编 978-7-5478-2033-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脏外科手术技巧 Donald B. Doty, John R. Doty著 978-7-5478-2059-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国安针灸临床经验撷英 编写王波 ... [等] 978-7-5478-2065-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妊娠:从怀孕到分娩全程图解 主译范建霞, 程蔚蔚 978-7-5478-2069-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辨证论治新理念与临床应用 张震著 978-7-5478-2079-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汉医学大词典 主编陈维益, 李定钧 978-7-5478-2101-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普外科手册 主编方国恩, 毕建威 978-7-5478-2108-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内镜护理培训教程 主编席惠君, 张玲娟 978-7-5478-2120-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陆瘦燕朱汝功论刺灸 陆瘦燕, 朱汝功著 978-7-5478-2135-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陆瘦燕朱汝功论针灸辨证论治 陆瘦燕, 朱汝功著 978-7-5478-213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陆瘦燕朱汝功针灸腧穴图谱 陆瘦燕, 朱汝功著 978-7-5478-2143-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陆瘦燕朱汝功论经络 陆瘦燕, 朱汝功著 978-7-5478-2147-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陆瘦燕朱汝功针灸医案 陆瘦燕, 朱汝功著 978-7-5478-2148-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重症肾脏病学 主编杨毅, 于凯江 978-7-5478-216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性传播疾病临床诊疗与防治指南 主编王千秋, 刘全忠, 徐金华 978-7-5478-2161-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学精要 主编郑家伟 978-7-5478-2171-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神志病学 主编曲丽芳, 张苇航 978-7-5478-2178-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流感染实验诊断与临床诊治:附病原菌图解
及病理讨论

主编周庭银 ... [等] 978-7-5478-2179-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乳腺常见疾病超声诊断 主编王怡, 富丽娜, 许萍 978-7-5478-2183-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韧带骨化病 主编陈宇, 陈德玉, 卢旭华 978-7-5478-2186-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琦伤口护理 李琦编著 978-7-5478-2199-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陆瘦燕朱汝功论腧穴 陆瘦燕, 朱汝功著 978-7-5478-2201-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壁疝外科治疗学
主编Andrew N. Kingsnorth, Karl A. 

leBlanc
978-7-5478-2202-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流行病学:临床科研设计、测量与评价 主编王家良 978-7-5478-2204-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肛肠病中西医治疗学 主编金定国, 金纯 978-7-5478-2205-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SIFIC医院感染防控用品使用指引:2014-2015
年

主编胡必杰 ... [等] 978-7-5478-220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孤独症婴幼儿早期介入丹佛模式 Sally J. Rogers, Geraldine Dawson著 978-7-5478-2207-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穿支皮瓣手术图解 侯春林, 宋达疆, 林涧编著 978-7-5478-2208-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肺部疑难病例诊疗策略与解析 周崧雯编著 978-7-5478-2209-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用植物的结构、发育与药用成分的关系 胡正海主编 978-7-5478-221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解剖图谱 高士濂, 于频主编 978-7-5478-2217-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翘楚情志病医案经验集 严晓丽编著 978-7-5478-2220-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肛肠病学 主编金黑鹰, 章蓓 978-7-5478-2224-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电图一本通:基础、练习与提高 主编朱文青, 葛均波 978-7-5478-2225-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用中药鉴别工作手册 主编袁桂平, 吴朝阳, 刘小俊 978-7-5478-2239-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疑难病中医心悟 储水鑫著 978-7-5478-2258-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胸部影像学 Nestor L. Muller, C. Isabela S. Silve 978-7-5478-2262-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内镜外科学
主编 (美) Kai-Uwe Lewandrowski, (韩) 
Sang-Ho Lee, (荷) Menno Iprenburg

978-7-5478-2265-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疫苗学 主编刁连东, 孙晓冬 978-7-5478-227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数据测评 蔡立志，武星，刘振宇主编 978-7-5478-2278-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再手术设计与操作技巧 主编王新伟 ... [等] 978-7-5478-2281-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彩色图谱 主编柏树令, 刘元建, 李洪鹏 978-7-5478-229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江苏中医历史与流派传承 主编陈仁寿 978-7-5478-2299-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艾滋病护理 主编卢洪洲, 胡雁 978-7-5478-230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足踝外科 主编 (美) Mark E. Easley 978-7-5478-2301-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肩肘外科
主编 (美) Gerald R. Williams, (美) 

Matthew L. Ramsey
978-7-5478-2302-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人重建外科 总主译张长青 978-7-5478-2303-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创伤骨科 主编 (美) Paul Tornetta ... [等] 978-7-5478-230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与关节影像学 主编陈克敏, 陆勇 978-7-5478-2309-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祝味菊经典医案及用药经验 主编招萼华 978-7-5478-2315-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王庆其教授临床教学实录 主编张振贤 978-7-5478-2316-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药物手册 主编黄峻, 黄祖瑚 978-7-5478-2324-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混沌与分形:郝柏林科普与博客文集 郝柏林著 978-7-5478-2327-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MRI新技术及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应用 主编郎志谨 ... [等] 978-7-5478-2328-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验用兔和大鼠常见畸形图谱 主编周莉, 孙祖越 978-7-5478-2339-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甲状腺和甲状旁腺内镜手术学 主编樊友本, 郑起 978-7-5478-2345-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治疗学案例导读 主编刘世敏, 吴焕淦, 胡玲 978-7-5478-2347-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戴德英妇科临证经验集 主编戴德英 978-7-5478-2348-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召回医学之魂:何裕民教授医学人文杂谈 孙増坤编 978-7-5478-2349-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脑海探险:人类怎样认识自己 顾凡及编著 978-7-5478-235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疾病的精神心理障碍 主编毕晓莹 978-7-5478-2356-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肛臀部病征鉴别诊断 苏敬泽, 杨连娟, 汪振达主编 978-7-5478-2363-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骨折分型 王秋根, 汪方主译 978-7-5478-2364-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 马继兴著 978-7-5478-236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 马继兴著 978-7-5478-236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 马继兴著 978-7-5478-236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胸痹心痛 徐立思主编 978-7-5478-2369-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临床应用 主编李水军, Sihe Wang 978-7-5478-237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浙江优势药用资源研究 江凌圳，竹剑平，王英主编 978-7-5478-2390-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瘿瘤 张晶滢主编 978-7-5478-2392-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电图精要与图解 主编唐文军 978-7-5478-2396-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明代青花瓷 朱裕平著 978-7-5478-2399-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伍德灯皮肤科实用技术图解 主编王宏伟, 王秀丽 978-7-5478-2412-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进展 主编王文健 978-7-5478-2415-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 李辉，金力编著 978-7-5478-2418-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全科医生中成药手册 主编陈德兴 978-7-5478-242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道求真 李磊著 978-7-5478-2423-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疾病自我防治新视点 主编周新, 瞿介明 978-7-5478-2425-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疗大数据 于广军, 杨佳泓主编 978-7-5478-2426-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热病经验选集 主编张存钧, 王松坡 978-7-5478-2433-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不孕症 毕丽娟主编 978-7-5478-2440-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当代管理与治疗 主编Chourmouzios Arampatzis ... [等] 978-7-5478-2441-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噎膈 杨枝青主编 978-7-5478-2442-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艾滋病及其相关疾病临床路径 主编卢洪洲 978-7-5478-244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日汉英医护用语速查词典 郁伟忠主编 978-7-5478-2451-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肺高压治疗学 主编周达新, 管丽华, 葛均波 978-7-5478-245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外科手术解剖图解 主编史建刚, 袁文 978-7-5478-2456-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产后腹痛 张利主编 978-7-5478-2463-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介入诊疗新进展 主编王昌惠, 范理宏 978-7-5478-2464-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派中医夏氏外科 主编柏连松 978-7-5478-2465-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肛瘘诊治新视点 主编金黑鹰, 章蓓 978-7-5478-2469-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物生殖与发育毒理学 主编孙祖越, 周莉 978-7-5478-2476-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流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管理和服务 主编武俊青, 张世琨 978-7-5478-2477-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淋证 苏丽娜主编 978-7-5478-2480-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儿超声心动图学 主编黄国英 978-7-5478-2484-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病学 主编吕传真 978-7-5478-2494-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结肠镜单人操作与技巧 主编陈星 978-7-5478-2497-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人体解剖图谱,头颈分册 主编陈金宝 978-7-5478-2501-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机械循环支持原则和应用 主译周睿, 孔烨 978-7-5478-2502-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人体解剖图谱,四肢分册 主编陈金宝 978-7-5478-2503-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人体解剖图谱,躯干内脏分册 主编陈金宝 978-7-5478-2504-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人体解剖图谱,概论与断面分册 主编陈金宝 978-7-5478-2509-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用中医急证应急处置指南 主编李荣华, 郁东海, 王富文 978-7-5478-2516-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耳鸣 主编 (美) Aage R. Moller ... [等] 978-7-5478-2519-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彭培初教授临床教学实录 王怡，彭煜主编 978-7-5478-2520-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髋臼骨折治疗学:新概念与新技术 主编张春才 ... [等] 978-7-5478-2521-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血液净化护理 林惠凤主编 978-7-5478-2522-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中医护理 主编张雅丽 978-7-5478-2527-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藻酸盐基生物医用材料与临床医学 主编顾其胜 978-7-5478-2537-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内科诊治策略 李进主编 978-7-5478-254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OTC中国创伤骨科教程 主编曾炳芳 978-7-5478-2542-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寄生虫种质资源汇集,绦虫分册 主编周晓农 978-7-5478-254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浙东名医学术经验集 张承烈主编 978-7-5478-2545-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微生物检验标准化操作:ISO15189认可指
导书

主编周庭银 ... [等] 978-7-5478-2546-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傣医外治法常用药与经验方 主编倪凯 978-7-5478-2548-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易混淆药用植物图鉴 秦路平，黄宝康，顺庆生主编 978-7-5478-2570-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声引导下疼痛注射技术图解 编著 (美) Steven D. Waldman 978-7-5478-2573-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少林寺武术伤科秘方集释 主编韦以宗 978-7-5478-258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夜安睡到天亮:消除睡眠障碍200%基本技巧 (日) 井上雄一编著 978-7-5478-2583-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足踝关节镜手术技术 C. Niek van Dijk著 978-7-5478-2587-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用植物采集与图鉴 赵志礼著 978-7-5478-2601-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心脏病学 主编陈灏珠 978-7-5478-2608-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专家的诊疗忠告 (日) 岩间正文著 978-7-5478-2629-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疗废物优化处置技术及应用 陈扬, 邵春岩, 丁琼主编 978-7-5478-2632-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万物终有时——人类、星球、宇宙如何终结 (英)克里斯·英庇著 978-7-5478-2638-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胃食管反流病基础与中西医临床 主编朱生樑 978-7-5478-2640-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脑瘫患儿全面看护指南
主编 (美) Freeman Miller, Steven J. 

Bachrach
978-7-5478-2645-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膝关节置换术策略与技巧 (韩)Wooshin Cho编著 978-7-5478-2646-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Bonney妇科手术学 编著 (英) Tito Loprd ... [等] 978-7-5478-2649-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SIFIC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操作图解 主编胡必杰 ... [等] 978-7-5478-2651-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汉英对照心电图教学图谱 刘霞编著 978-7-5478-2652-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肥胖症的中医药调治 张光霁，黄建波主编 978-7-5478-2655-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髓移植HLA配型 赵桐茂编著 978-7-5478-2661-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睡眠疾病中医论治 徐建，招萼华主编 978-7-5478-2663-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殖道感染与性病艾滋病综合咨询 武俊青，杨爱平主编 978-7-5478-2668-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杏林跬步:张杰临证医案经验集 张杰主编 978-7-5478-2669-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系统解剖图谱 陈金宝，刘强主编 978-7-5478-2673-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家庭，新计划:贵州省生育关怀指南 乔杰，贺宏琼主编 978-7-5478-267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承淡安简易灸治·丹方治疗集 承淡安著 978-7-5478-2690-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系统影像学 主编郭佑民, 陈起航, 王玮 978-7-5478-2692-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振翘教授临床教学实录 周韶虹主编 978-7-5478-2694-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喝茶有道:一杯好茶，沏出健康 李洁主编 978-7-5478-2697-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糖尿病防治中的新鲜事儿:重大科研为你揭秘
糖尿病

贾伟平主编 978-7-5478-2698-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SPECT/诊断CT操作规范与临床应用 主编石洪成 978-7-5478-2700-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正常压力脑积水:病因·诊断·治疗
主编Michael J. Fritsch, Uwe Kehler, 

Ullrich Meisr
978-7-5478-2701-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承淡安伤寒论新注 承淡安著 978-7-5478-2702-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瑞金内分泌疑难病例选 主编宁光 978-7-5478-2715-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留学生带你游日本:Free Pass旅日游攻略 邓嘉敏编著 978-7-5478-2716-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年普通外科学 主编施宝民, 艾开兴 978-7-5478-2718-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CORMAN结直肠外科学 主编Marvin L. Corman 978-7-5478-272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子午流注针法 承淡安，陈璧琉，徐惜年合著 978-7-5478-2721-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肌腱外科学 汤锦波著 978-7-5478-273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翁心华疑难感染病和发热病例精选与临床思
维.2015

翁心华,朱利平,张文宏主编 978-7-5478-2738-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上名医心得录: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员医论
医话集

杨枝青，徐立思主编 978-7-5478-2739-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颅内动脉瘤手术视频图谱 编著 (美) Eric S. Nussbaum 978-7-5478-2741-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银根肺系疾病中医诊疗思路与经验 吴银根，唐斌擎主编 978-7-5478-2744-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局部解剖图谱 主编陈金宝, 刘强 978-7-5478-274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写在基因里的食谱:关于饮食、基因与文化的
思考

(美) 加里·保罗·纳卜汉著 978-7-5478-275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肠影像学诊断图谱:X线、CT、MRI、内镜 主编缪飞, 钟捷 978-7-5478-2754-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腕关节损伤
主编 (西) Marc Garcia-Elias, (法) 

Christophe L. Mathoulin
978-7-5478-2770-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炮制化学 贾天柱，许枬主编 978-7-5478-278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古文 刘庆宇，孙文钟主编 978-7-5478-2782-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血压一餐2克盐美味食谱 沈江艺，阮洁，杜沛编著 978-7-5478-278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派中医颜氏内科 主编颜乾麟, 韩天雄 978-7-5478-2789-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上名医临证录: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员医案
集

毕丽娟，张利主编 978-7-5478-2790-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情志疗法研究 主编张光霁, 张永华 978-7-5478-2794-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承淡安中国针灸学 承淡安著 978-7-5478-2795-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柏氏肛肠病学 主编柏连松, 张雅明 978-7-5478-2796-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裂-脊髓栓系综合征诊治新概念 史建刚编著 978-7-5478-2797-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员名录 季伟苹, 苏丽娜主编 978-7-5478-2812-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奚伯初中医儿科医案 奚伯初著 978-7-5478-2814-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承淡安中国针灸治疗学 承淡安著 978-7-5478-281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整合胰腺肿瘤学 主编李兆申, 陈汝福, 胡先贵 978-7-5478-2818-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承淡安中国针灸学讲义 承淡安著 978-7-5478-2819-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承淡安针灸选集 承淡安著 978-7-5478-2822-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灸法学 主编吴焕淦 ... [等] 978-7-5478-282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解读 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药物性肝病学组
[编]

978-7-5478-2824-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癌必修课,肺癌 臧远胜主编 978-7-5478-2825-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脑瘫儿童家庭康复与管理 主编 (英) Eva Bower 978-7-5478-2828-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承淡安针灸精华 承淡安著 978-7-5478-2830-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难经译释 苏颖，李霞主编 978-7-5478-2831-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聖濟總錄校注.上册 (宋) 趙佶敕編 978-7-5478-2832-8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聖濟總錄校注.下册 (宋) 趙佶敕編 978-7-5478-2832-8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药化学成分提取分离技术与方法 主编罗永明 978-7-5478-2834-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微创脊柱外科学
主编 (美) Frank M. Phillips, Isador H. 

Lieberman, David W. Polly Pr.
978-7-5478-283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世界二十国 
(地区)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概览

蔡江南主编 978-7-5478-2836-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影像设备临床试验实践 主编朱建民, 许永华, 杨利霞 978-7-5478-2837-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资格考试习题精
编

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命题研究委员会
组编

978-7-5478-2840-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资格考试习题
精编

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命题研究委员会
组编

978-7-5478-2841-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副主任、主任护师资格考试习题精编 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命题研究委员会
组编

978-7-5478-2843-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循证结直肠肛管肿瘤学 主编蔡三军 978-7-5478-2851-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童足踝畸形矫治原则和技术 Vincent S. Mosca著 978-7-5478-2853-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中医外科分册 主编阙华发 978-7-5478-2856-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中医内科分册 主编余小萍 978-7-5478-2861-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盆与髋臼骨折:治疗原则与技术.第1卷,骨
盆

主编Marvin Tile ... [等] 978-7-5478-2866-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盆与髋臼骨折:治疗原则与技术.第2卷,髋
臼

主编Marvin Tile ... [等] 978-7-5478-2866-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中医儿科分册 主编薛征 978-7-5478-2872-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精神科分册 主编谢斌 978-7-5478-2873-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海洋本草图鉴.第1卷 管华诗, 王曙光主编 978-7-5478-2880-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脉诊研究与临床应用 燕海霞，王忆勤主编 978-7-5478-2884-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一册,内难经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892-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四册,诊断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893-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八册,方剂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894-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二册,伤寒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896-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五册,药物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897-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七册,方剂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898-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运动功能障碍者家庭康复操 季敏，吴毅主编 978-7-5478-2899-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十二册,妇科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901-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普通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资格考试习题精
编

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命题研究委员会
组编

978-7-5478-2902-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十一册,妇科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903-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六册,方剂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904-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九册,内科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90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十四册,五官科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906-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十六册,医案医话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907-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三册,温病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912-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十五册,针灸·传染
病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913-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十三册,儿科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914-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近代中医未刊本精选.第十册,外科 杨杏林, 梁尚华主编 978-7-5478-2917-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骨科分册 主编张长青 978-7-5478-2923-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结膜松弛症基础与临床 张兴儒, 项敏泓主编 978-7-5478-2931-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眼科分册 主编孙兴怀 978-7-5478-2933-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基因密码 (美)凯蒂·麦基西克著 978-7-5478-2934-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年中医史.上册 张伯礼总主编 978-7-5478-2935-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年中医史.下册 张伯礼总主编 978-7-5478-2935-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心理评估 主编郭起浩, 洪震 978-7-5478-2936-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内分泌代谢科分册 主编贾伟平 978-7-5478-2937-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资格考试习题精
编

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命题研究委员会
组编

978-7-5478-2938-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资格考试习题精
编

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命题研究委员会
组编

978-7-5478-2940-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泌尿外科分册 主编孙颖浩 978-7-5478-2942-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肛管直肠及其周围疾病超声诊断图谱 主编章蓓 978-7-5478-2943-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浙江药用植物资源志要 姚振生，熊耀康主编 978-7-5478-2945-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皮肤与性病科分册 主编徐金华 978-7-5478-2946-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资格考试习题精编 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命题研究委员会
组编

978-7-5478-2947-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肾脏内科分册 主编梅长林 978-7-5478-2951-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污染土的快速诊断与土工处置技术 许丽萍编著 978-7-5478-2962-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道地药材特色栽培及产地加工技术规范 郭兰萍，黄璐琦，谢晓亮主编 978-7-5478-2963-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院前急救医学ABC (英)Tim Nutbeam，(英)Matthew Boylan主
编

978-7-5478-2967-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得了肾脏病怎么办 丁峰主编 978-7-5478-2968-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消化内科分册 主编王兴鹏 978-7-5478-2969-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物性肝病
(美)Ncil Kaplowitz，(美)Laurie 

D.Deleve主编
978-7-5478-2970-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耳鼻咽喉科分册 主编迟放鲁 978-7-5478-2971-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血液内科分册 主编李军民 978-7-5478-2973-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膝关节手术学
主编 (法) Philippe Neyret, Guillaume 

Demey
978-7-5478-2978-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糖尿病防治路上指南针 主编贾伟平 978-7-5478-2980-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危重疑难病中医验证精选 陈育松著 978-7-5478-2984-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质 (法)阿兰·福柯(Alain Foucault)著 978-7-5478-298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毒急救手册 都鹏飞，杨明功，龚维龙主编 978-7-5478-2987-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复活猛犸象:一个古DNA科学家的探索 (美)贝丝·夏匹罗著 978-7-5478-2993-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矿物与宝石 (法)弗朗索瓦·法尔吉斯(Francois Farges)
著

978-7-5478-2998-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俞瑾中西医融合妇产科医案精粹 主编俞瑾 978-7-5478-2999-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鸟类 (法)弗雷德里克·吉盖(Frederic Jiguet)著 978-7-5478-3000-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童少伯学术经验集 何立群主编 978-7-5478-3001-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汉英对照常见急诊疾病影像诊断报告:CT、
MRI

主编潘玉萍 978-7-5478-3002-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资源转录组分析操作指南 主编袁媛, 黄璐琦 978-7-5478-3013-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痔病与肛瘘微创手术技巧图解 主编金照, 金纯, 王琛 978-7-5478-3023-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伤寒论汤证新解 蒋健，周华主编 978-7-5478-3024-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全国医疗服务价格中医项目技术操作指南 郁东海，李荣华，王家瑜主编 978-7-5478-3027-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胃肠道感染实验诊断与临床诊治 主编周庭银 ... [等] 978-7-5478-3029-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麻醉科分册 主编于布为 978-7-5478-3031-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派中医朱氏妇科 主编朱南孙 978-7-5478-303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师考核培训规范教程,肾脏内科分册习题集 主编梅长林 978-7-5478-3033-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沈济苍医案 程磐基，沈乐平编著 978-7-5478-3036-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胸腺肿瘤病理学诊断图谱 主编张杰 978-7-5478-3037-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派中医杨氏针灸 主编沈卫东, 李国安 978-7-5478-3039-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星空
(法)埃马纽埃尔·波多昂(Emmanuel 

Beaudoin)著
978-7-5478-3040-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查房 张玲娟,张静主编 978-7-5478-3044-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SAGES疝外科手册 主编Brian P. Jacob, Bruce Ramshaw 978-7-5478-304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Bennett & Brachman医院感染 主编William R. Jarvis 978-7-5478-3047-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拯救你的前列腺 (日)近藤幸寻著 978-7-5478-3057-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人体解剖图谱,神经外科分册 陈金宝，包义君主编 978-7-5478-3058-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护理查房 朱大乔，丁小萍主编 978-7-5478-3061-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护理查房 钱嬿，厉瑛主编 978-7-5478-306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医学影像技术学 曹厚德主编 978-7-5478-3067-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胸外科手术学
(德)Hendrik C. Dienemann，(德)Hans 

Hoffmann，(美)Frank C. Detterbeck主编
978-7-5478-3076-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2016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平台奇璞蓝皮
书:政策产业 创新互动

蔡江南主编 978-7-5478-3078-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汉英双解中医临床标准术语辞典 李照国编著 978-7-5478-308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医史人物考 钱超尘著 978-7-5478-3081-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实验室方法确认基础 James O. Westgard主编 978-7-5478-3092-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灾难急救基础生命支持课程
主编 (美) Raymond E. Swienton, Italo 

Subbarao
978-7-5478-3094-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名老中医周炳文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方
集萃

主编周洪彬 978-7-5478-3095-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昆虫 (法)罗曼·卡鲁斯特(Romain Garrouste)著 978-7-5478-3098-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民国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中医讲义系列,附编
·南天医薮——民国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

邓铁涛总主编 978-7-5478-3099-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习护士手册 王玲娣主编 978-7-5478-3106-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与IgG4相关性胆管炎
主编 (美) Michael J. Levy, Suresh T. 

Chari
978-7-5478-3114-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红斑痤疮 王开文编著 978-7-5478-311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民国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中医讲义系列,伤寒
温病类

邓铁涛总主编 978-7-5478-3118-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抗癌力:何裕民教授抗癌之和合观 何裕民编著 978-7-5478-3121-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泌尿外科住院医师手册 王林辉主编 978-7-5478-3135-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民国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中医讲义系列,伤科
类

邓铁涛总主编 978-7-5478-3143-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外科年鉴.2016 景在平主编 978-7-5478-3145-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病学彩色图谱 (德)莱因哈德·罗卡姆(ReinhardRohkamm)编
著

978-7-5478-3146-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Irwin & Rippe ICU操作、技术和微创监测 (美)Richard S. Irwin[等]主编 978-7-5478-3163-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派中医石氏伤科 詹红生主编 978-7-5478-3164-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道地药材理论与文献研究 黄璐琦，张瑞贤主编 978-7-5478-3165-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翁心华疑难感染病和发热病例精选与临床思
维.2016

翁心华, 张文宏, 黄玉仙主编 978-7-5478-3184-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微创髋关节置换术
(法)Dominique G. Poitout，(法)Henri 

Judet编著
978-7-5478-3189-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护理查房 张伟英，叶志霞主编 978-7-5478-3195-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管手术技术图解
(美)P. Marco Fisichella，(美)Marco G. 

Patti主编
978-7-5478-3199-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海洋本草图鉴.第2卷 管华诗，王曙光主编 978-7-5478-3215-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海洋本草图鉴.第3卷 管华诗，王曙光主编 978-7-5478-3216-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多囊卵巢综合征和内分泌不孕不育 陶弢，王丽华主编 978-7-5478-322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脑卒中康复路上指南针 吴毅主编 978-7-5478-3225-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冠状动脉微血管功能障碍
(意)Filippo Crea克雷亚, Gaetano A. 

Lanza, Paolo G. Camici编著
978-7-5478-3232-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肛肠良性疾病:诊断与治疗
(印)Nisar Ahmad Chowdri，(印)Fazl Q. 

Parray编著
978-7-5478-3240-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腹部影像学
Dushyant V. Sahani，Anthony E. 

Samir[主编]
978-7-5478-3244-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医学解剖图谱 Eric W.Baker主编 978-7-5478-3246-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匮要略汤证新解 蒋健,朱抗美主编 978-7-5478-3255-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越医文化 沈钦荣，毛小明，方春阳主编 978-7-5478-3258-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慢性肝病防治路上指南针 王蓓, 王晓航主编 978-7-5478-3261-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嗓音外科手术技巧
(美)Clark A. Rosen，(美)C. Blake 

Simpson主编
978-7-5478-3263-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轻松阅读起搏心电图 刘霞编著 978-7-5478-3265-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机械通气 朱蕾主编 978-7-5478-3266-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民国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中医讲义系列,药物
方剂类

邓铁涛总主编 978-7-5478-3270-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药现代化二十年:1996-2015 张伯礼,陈传宏主编 978-7-5478-3271-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轻松吃掉脂肪肝:100款低脂营养食谱 沈红艺，阮洁，俞璐编著 978-7-5478-3272-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内经词句辞典 王庆其，陈晓主编 978-7-5478-3276-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友病 杨仁池，王鸿利主编 978-7-5478-3282-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软组织贴扎技术基础与实践:肌内效贴实用诊
疗技术图解

陈文华，余波主编 978-7-5478-3283-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颈淋巴结清扫术 嵇庆海主编 978-7-5478-328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甲状旁腺外科诊治进展
(意)Guido Gasparri，(意)Michele 

Camandona，(意) Nicola Palestini主编
978-7-5478-3286-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指南 顾振华主编 978-7-5478-3292-9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女性生育力保存:新兴技术与临床应用 (美)Emre Seli，(美)Ashok Agarwal主编 978-7-5478-3298-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国心脏康复和二级预防项目指南 美国心肺康复协会组编 978-7-5478-3305-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名方临床集验 陈川，范忠泽主编 978-7-5478-3309-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脏病临床实践指南 梅长林主编 978-7-5478-3324-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胡氏中医妇科百例医案 胡宗德, 蒋鲁艺主编 978-7-5478-3326-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灸学速记 唐勇主编 978-7-5478-3336-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民国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中医讲义系列,外科
类

邓铁涛总主编 978-7-5478-3340-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肩关节镜手术技巧精粹 (法)Olivier Courage编著 978-7-5478-3341-4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残疾人工作能力强化训练图解 梁国辉，翟华主编 978-7-5478-3368-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彭培初医案精选 陈敏，贾全保主编 978-7-5478-3380-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彭培初医论集 王怡，彭煜主编 978-7-5478-3394-0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脊柱外科技术 (印)阿尔温德·巴韦(ArvindBhave)主编 978-7-5478-3427-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辨证论治之路 徐建,招萼华主编 978-7-5478-3444-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推拿学速记 邵水金主编 978-7-5478-3450-3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管疾病影像学 庄奇新,孟令平主编 978-7-5478-3471-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介入支气管镜临床指南
(美)阿图尔·梅塔(AtulMehta),(美)普瑞森

·贾因(PrasoonJain)主编
978-7-5478-3472-5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派中医恽氏中西医汇通 董竞成主编 978-7-5478-3486-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海派中医恽氏中西医汇通 董竞成主编 978-7-5478-3486-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丝绸之源 余连祥著 978-7-5479-1161-7 上海书画出版社

太湖农耕 吴永祥著 978-7-5479-1161-7 上海书画出版社

山水清远 丁国强，卢嫄著 978-7-5479-1161-7 上海书画出版社

民国履痕 钱志远著 978-7-5479-1161-7 上海书画出版社

湖颖天下 马青云著 978-7-5479-1161-7 上海书画出版社

翰墨风流 马青云，刘丹青著 978-7-5479-1161-7 上海书画出版社

茶之圣地 张西廷著 978-7-5479-1161-7 上海书画出版社

西吴观音 高宝平等著 978-7-5479-1161-7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说海昏侯.壹,刘贺其人 陈政主编 978-7-5480-4384-3 江西美术出版社

LARS人工韧带重建膝交叉韧带实用手术技巧 康一凡，李明，林志金主编 978-7-5481-0010-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2009 彭司勋主编 978-7-5481-0012-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有机化学学习指导 吴秋业，孙青主编 978-7-5481-0018-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针灸腧穴图解 严振国主编 978-7-5481-0022-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2009 梅长林主编 978-7-5481-0024-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人体系统解剖学实物图谱 主编张传森, 党瑞山 978-7-5481-0025-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学机能实验指导 冯向功，陈道云主编 978-7-5481-0031-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形态学实用技术 王燕蓉，何仲义主编 978-7-5481-0032-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重症肌无力 涂来慧主编 978-7-5481-0037-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外科年鉴.2009 仲剑平主编 978-7-5481-0054-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学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 贺佳主编 978-7-5481-0084-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用化学·生物化学实验指导 李凤丽，张玮玮主编 978-7-5481-0101-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医学遗传学·病理学实验
指导

全宏勋主编 978-7-5481-0102-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指导 高静主编 978-7-5481-0103-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艾滋病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 邓鑫主编 978-7-5481-0113-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健康心理学 王玉花，云长海，赵阿勐主编 978-7-5481-0114-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世界新药动态与分析 邹栩，任文霞主编 978-7-5481-0130-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人体局部解剖学实物图谱:[中英文本] 党瑞山，张传森主编 978-7-5481-0133-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2010 彭司勋主编 978-7-5481-0142-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呼吸科疾病病例解析 刘新发，王刚，王俊玲主编 978-7-5481-0151-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疾病病例解析 谭宓，杨艳，张玉主编 978-7-5481-0152-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肾内科疾病病例解析 段丽萍，巩楠，徐岚主编 978-7-5481-0153-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疾病病例解析 蒋国卿，聂建堂，董旭主编 978-7-5481-0154-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传染科疾病病例解析 黄艳，何朝霞，王艳主编 978-7-5481-0155-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儿科疾病病例解析 韩小梅，崔喜英，杨英伟主编 978-7-5481-0156-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妇科疾病病例解析 张靖霄,王淑敏,段丽红主编 978-7-5481-0157-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影像诊断图谱进阶篇 程天江主编 978-7-5481-0158-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新药研究与评价 陆国才，袁伯俊主编 978-7-5481-0164-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产科疾病病例解析 刘志芬[等]主编 978-7-5481-0169-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神经外科疾病病例解析 张品元[等]主编 978-7-5481-0170-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学计量基础 王小平，朱洪平主编 978-7-5481-0177-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2010 梅长林主编 978-7-5481-0190-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临床急危重症典型案例护理解析 张萍主编 978-7-5481-0201-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阴茎癌 叶定伟，叶章群主编 978-7-5481-0205-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外科年鉴.2010 仲剑平主编 978-7-5481-0207-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肝癌的中药靶向治疗 李琦编著 978-7-5481-0233-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肝胆良性疾病影像图谱 程红岩主编 978-7-5481-0249-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外科手术学基础 沈宏亮，徐志飞，景在平主编 978-7-5481-0259-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原位检测技术 刘厚奇主编 978-7-5481-0264-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实验指导 邓爱民，江开春，陈道云主编 978-7-5481-0273-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学美剧:语言与文化赏析 张燕，章国英主编 978-7-5481-0287-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室性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治疗 胡建强，曹江，秦永文主编 978-7-5481-0305-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灾难医学 曹广文主编 978-7-5481-0309-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泌尿外科学史 那彦群[等]主编 978-7-5481-0319-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外科及断层影像应用解剖学 张传森，党瑞山主编 978-7-5481-0320-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急救护理 殷俊才，熊彦主编 978-7-5481-0335-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颅脑疾病影像诊断图谱 余晖，焦俊主编 978-7-5481-0337-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2011 梅长林主编 978-7-5481-0347-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丁运良，李芹，张薇主编 978-7-5481-0373-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2011 彭司勋主编 978-7-5481-0375-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乳腺疾病钼靶X线诊断图谱 韩本谊[等]主编 978-7-5481-0386-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外科年鉴.2011 仲剑平主编 978-7-5481-0389-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曲萌，孙立伟，王艳双主编 978-7-5481-0390-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学习指南 主编金海峰,马勇 978-7-5481-0391-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药物的发现与发明史 聂岁峰，李捷玮，王旭东主编 978-7-5481-0392-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成长与困惑:解读少儿的心智密码 周荣山编著 978-7-5481-0393-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十大心理疾病探秘:从儿童孤独症到老年性痴
呆

陈圣祺编著 978-7-5481-0394-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肛肠疾病的诊疗及微创技术 肖振球，吴和木，田建利主编 978-7-5481-0396-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前列腺癌家庭防治手册 叶定伟主编 978-7-5481-0397-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麻醉药理学进展.2012年 戴体俊，喻田，徐礼鲜主编 978-7-5481-0398-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现代心血管疾病临床诊断与治疗 马丽萍，秦永文，赵仙先主编 978-7-5481-0436-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护理沟通与礼仪 郭飏主编 978-7-5481-0442-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学生物电子显微镜技术 杨勇骥[等]主编 978-7-5481-0458-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 (战国)佚名[编著] 978-7-5481-0470-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黄帝内经·灵枢 (战国)佚名[编著] 978-7-5481-0471-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金匮要略 (汉)张仲景[编著] 978-7-5481-0472-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伤寒论 (汉)张仲景[编著] 978-7-5481-0473-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神农本草经 (三国)吴普[编著] 978-7-5481-0474-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女科百问 (宋)齐仲甫[编著] 978-7-5481-0475-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脾胃论 (金)李杲[编著] 978-7-5481-0476-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濒湖脉学:附难经 (明) 李时珍编著 978-7-5481-0477-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针灸问对 (明)汪机[编著] 978-7-5481-0478-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妇科玉尺 (清)沈金鳌[编著] 978-7-5481-0479-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血证论 (清)唐容川[编著] 978-7-5481-0480-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傅青主男女科 傅山 978-7-5481-0481-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汤头歌诀 (清)汪昂[编著] 978-7-5481-0482-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要药分剂 沈金鳌 978-7-5481-0483-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针灸大成歌赋萃选集 (明)杨继洲[编著] 978-7-5481-0484-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温热论 (清)叶桂[编著] 978-7-5481-0488-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习指导 王梁华主编 978-7-5481-0492-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上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践与启示

吴凡主编 978-7-5481-0524-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常用药物的化学结构与系统命名 主编王小燕 978-7-5481-0531-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实用肝癌舌诊图谱 凌昌全，岳小强主编 978-7-5481-0533-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临床遗传学导论 孙树汉主编 978-7-5481-0542-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2012 梅长林主编 978-7-5481-0543-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消化道肿瘤诊断病理学 王强修[等]主编 978-7-5481-0554-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急危重症护理学 卢根娣，席淑华，叶志霞主编 978-7-5481-0559-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伤口护理指南 卢根娣，席淑华主编 978-7-5481-0561-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学细胞生物学学习指南 郑立红，陈萍，张淑玲主编 978-7-5481-0562-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常见病原生物图解 朱淮民，任浩主编 978-7-5481-0565-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院护理服务接触点流程 卢根娣，席淑华主编 978-7-5481-0582-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常用抗菌药物使用须知 张健，吕迁洲，刘皋林主编 978-7-5481-0594-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学习纲要 秦毅，何仲义，武建军主编 978-7-5481-0608-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胸部疾病循证影像学 张志勇，施裕新主编 978-7-5481-0642-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急救仪器身份确认及标准操作流程 卢根娣，席淑华，赵铮民主编 978-7-5481-0651-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皮肤病症状鉴别诊断学 陈明，顾军著 978-7-5481-0653-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超声诊断学 李卫萍，赵宝珍，熊文峰主编 978-7-5481-0673-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乳腺X线摄影与超声诊断图谱 陈霞主编 978-7-5481-0675-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气体生物医学 陶恒沂，刘文武，严旭主编 978-7-5481-0716-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骨骼肌肉疾病影像诊断图谱 段庆红，焦俊主编 978-7-5481-0735-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专家解答糖尿病 张迎主编 978-7-5481-0753-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重症监护学 毕清泉,张玲娟主编 978-7-5481-0781-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实习指导 黄秀萍，钟萍主编 978-7-5481-0809-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我是好医生 顾冬辉编著 978-7-5481-0831-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介入治疗护理实用手册 许莲琴，毛燕君，杨继金主编 978-7-5481-0849-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看医学美剧，学医学英语 张燕，章国英，徐劼主编 978-7-5481-0878-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现代人的营养与健康 郭东宇，陈锦珊主编 978-7-5481-0889-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食物的营养与相宜相克 陈锦珊，郭东宇主编 978-7-5481-0891-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军医、卫生员背囊使用手册 陈锦珊，刘卫主编 978-7-5481-0892-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战时伤病的合理用药 刘卫，陈锦珊主编 978-7-5481-0893-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口腔疾病200问 汪大林主编 978-7-5481-0913-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防治不育问题一本通 上海长江医院组编 978-7-5481-0916-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体育与健康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481-0924-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应激与疾病 蒋春雷，王云霞主编 978-7-5481-0925-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常见疾病的营养防治 陈锦珊，郭东宇主编 978-7-5481-0927-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血管腔内治疗病例荟萃 ENVASLE[主编] 978-7-5481-0932-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肺非肿瘤性疾病诊断与治疗 王栋[等]主编 978-7-5481-0939-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健康教育评价实用技术 顾沈兵, 主编 978-7-5481-0947-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军事中医学 凌昌全，朱德增，顾伟主编 978-7-5481-0950-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食源性疾病调查程序 国际食品保护协会原著 978-7-5481-0951-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学科与学科建设 主编苏均平, 姜北 978-7-5481-0954-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临床常见症状体征的鉴别诊断 姚定康，徐茂锦，徐晓璐主编 978-7-5481-0961-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药学信息学 胡晋红，储文功主编 978-7-5481-0962-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西医综合“六位一体”高分秘籍 戴先坤主编 978-7-5481-0991-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肝胆胰肿瘤诊断进展 徐麟[等]主编 978-7-5481-0996-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药性赋译释:图文版 辛海量，苏永华主编 978-7-5481-1027-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镜路人生六十载:Peter Cotton教授60年内镜
之旅

(美) Peter B. Cotton著 978-7-5481-1043-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漫话冠心病 孟舒，刘博编著 978-7-5481-1098-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全科军医手册 韩一平，李兆申主编 978-7-5481-1111-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妇人心语:漫谈妇科疾病 俞超芹主编 978-7-5481-1133-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心脏学简史:开拓者与里程碑事件 富维骏编著 978-7-5481-1137-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2014 梅长林主编 978-7-5481-1139-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用药交代:医院调剂药师手册 王斌, 钟明康主编 978-7-5481-1141-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便秘影像学 焦俊主编 978-7-5481-1147-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外科年鉴.2015 景在平主编 978-7-5481-1151-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胃肠道内镜射频消融术临床应用 王洛伟，李兆申，王贵齐主编 978-7-5481-1152-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血管外科实用护理手册 李海燕[等]主编 978-7-5481-1156-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镜缘·镜心·镜路·镜承:中国消化内镜30年
求索之路

李兆申，张澍田主编 978-7-5481-1161-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结肠镜插入法:保持轴线短缩法 (日)工藤进英原著 978-7-5481-1162-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健康促进项目:从理论到实践
(美)Carl I. Fertman，(美)Diane D. 

Allensworth主编
978-7-5481-1163-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海军流行病学 曹广文，张宏伟主编 978-7-5481-1170-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肺部结节诊疗手册 梅举主编 978-7-5481-1217-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基于病例的研究 刘建民，(加)Timo krings主编 978-7-5481-1233-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杨兆荣学术文选 杨兆荣著 978-7-5482-2583-6 云南大学出版社

血染鄂西北:随枣会战影像全纪录 余红军著 978-7-5483-0032-8 长城出版社



赣北大争夺:南昌会战影像全纪录 刁乃克，谢中坤著 978-7-5483-0038-0 长城出版社

军魂台儿庄:徐州大会战影像全纪录 史习基著 978-7-5483-0041-0 长城出版社

江汉保卫战:武汉大会战影像全纪录 姜晓德著 978-7-5483-0103-5 长城出版社

金陵大沦陷:南京保卫战影像全纪录 沈铁，黑马编著 978-7-5483-0134-9 长城出版社

淞沪八一三:淞沪大会战影像全纪录 常琦编著 978-7-5483-0140-0 长城出版社

三晋抗日寇:太原大会战影像全纪录 张兴才, 单海峰著 978-7-5483-0158-5 长城出版社

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战传 陈瑞跃著 978-7-5483-0160-8 长城出版社

共和国首任总司令朱德战传 肖思科著 978-7-5483-0161-5 长城出版社

共和国首任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战传 范江怀著 978-7-5483-0162-2 长城出版社

共和国首任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战传 肖思科著 978-7-5483-0163-9 长城出版社

共和国首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战传 欧阳青著 978-7-5483-0164-6 长城出版社

共和国首任总参谋长徐向前战传 罗元生著 978-7-5483-0165-3 长城出版社

共和国首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战传 罗元生著 978-7-5483-0166-0 长城出版社

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战传 马泰泉著 978-7-5483-0167-7 长城出版社

孤军捍淞沪:一二八淞沪抗战影像全纪录 沈铁，黑马编著 978-7-5483-0180-6 长城出版社

绥远大捷报:绥远抗战影像全纪录 荆楠编著 978-7-5483-0181-3 长城出版社

平津狼烟起:平津抗战影像全纪录 俞歌春编著 978-7-5483-0182-0 长城出版社

三战长沙城:长沙大会战影像全纪录 沈铁，黑马编著 978-7-5483-0185-1 长城出版社

长城亮军刀:长城抗战影像全纪录 方刚营，马春华著 978-7-5483-0233-9 长城出版社

中国大受降:侵华日军投降影像全纪录 李楷编著 978-7-5483-0235-3 长城出版社

远东大审判:审判日本战犯影像全纪录 郭芳著 978-7-5483-0236-0 长城出版社

抗联战东北:东北抗联抗日影像全纪录 唐棠，亓才，刘华著 978-7-5483-0237-7 长城出版社

百团大出击:百团大战影像全纪录 王定安，郑金华主编 978-7-5483-0238-4 长城出版社

敌后八路军:八路军抗战影像全纪录 李灿东，王绍军编著 978-7-5483-0239-1 长城出版社

东进新四军:新四军抗战影像全纪录 黄朝军，沈杨，田崇杰著 978-7-5483-0240-7 长城出版社

扬威平型关:平型关抗战影像全纪录 张亚，杨青芝，王燕群著 978-7-5483-0241-4 长城出版社

缅北冲锋号:缅北反攻战影像全纪录 刘波，卢兴顺著 978-7-5483-0242-1 长城出版社

喋血昆仑关:桂南会战影像全纪录 陈良武，季晓丹著 978-7-5483-0243-8 长城出版社

悲情中条山:中条山会战影像全纪录 卢兴顺，刘波著 978-7-5483-0244-5 长城出版社

抗日大空战:中国空军抗战影像全纪录 马艳，李继红著 978-7-5483-0245-2 长城出版社

常德八千师:常德保卫战影像全纪录 韩文琦，张金龙，李诗琦著 978-7-5483-0246-9 长城出版社

滇西大复仇:滇西反攻战影像全纪录 卢兴顺，刘波著 978-7-5483-0247-6 长城出版社

空中飞虎队:美国援华空军抗日影像全纪录 胡耀忠著 978-7-5483-0248-3 长城出版社



桂柳大撤退:桂柳会战影像全纪录 蔡郁枫著 978-7-5483-0249-0 长城出版社

旗飘雪峰山:湘西会战影像全纪录 李海青著 978-7-5483-0250-6 长城出版社

梦断衡阳城:衡阳保卫战影像全纪录 吕晓勇，江圣著 978-7-5483-0251-3 长城出版社

拼杀浙赣线:浙赣会战影像全纪录 汪玉明，车志慧等编著 978-7-5483-0252-0 长城出版社

终结关东军:苏军出兵东北抗日影像全纪录 胡海波编著 978-7-5483-0253-7 长城出版社

铁血义勇军:东北义勇军抗日影像全纪录 王雷编著 978-7-5483-0255-1 长城出版社

远征将士碑:滇缅大会战影像全纪录 沈铁, 黑马编著 978-7-5483-0256-8 长城出版社

我与神华共成长:神华故事(特辑) 978-7-5483-0271-1 长城出版社

伊丽莎白·泰勒:1932-2011 史玉娟编著 978-7-5484-0789-8 哈尔滨出版社

埃及艳后 王绍舫编著 978-7-5484-0952-6 哈尔滨出版社

奥黛丽·赫本 郑永梅编著 978-7-5484-0953-3 哈尔滨出版社

拿破仑 宋姝编著 978-7-5484-1006-5 哈尔滨出版社

吉祥话·画 高君子著 978-7-5484-1582-4 哈尔滨出版社

人性的弱点全集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5484-1594-7 哈尔滨出版社

三国史话 吕思勉著 978-7-5484-1660-9 哈尔滨出版社

百家姓 邢建国著 978-7-5484-1682-1 哈尔滨出版社

节气 胡文涛著 978-7-5484-1683-8 哈尔滨出版社

禁忌 逯宏著 978-7-5484-1684-5 哈尔滨出版社

辛弃疾:刀锋上的渴望 桃花潭水著 978-7-5484-1695-1 哈尔滨出版社

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 桃花潭水著 978-7-5484-1698-2 哈尔滨出版社

回不去的是曾经 陈伟军著 978-7-5484-1700-2 哈尔滨出版社

恰似蝴蝶年少 陈伟军著 978-7-5484-1701-9 哈尔滨出版社

我在你的世界不曾远去 陈伟军著 978-7-5484-1702-6 哈尔滨出版社

屡立奇功的007:军情六处在行动 《世界知名情报机构全传》编写组编著 978-7-5484-1717-0 哈尔滨出版社

一个国家的复仇:摩萨德在行动 《世界知名情报机构全传》编写组编著 978-7-5484-1719-4 哈尔滨出版社

非洲常识 吕夏乔著 978-7-5484-1726-2 哈尔滨出版社

狙击手 迟振伟著 978-7-5484-1729-3 哈尔滨出版社

遗忘角 (美) 戴维·鲍尔达奇著 978-7-5484-1732-3 哈尔滨出版社

二战十大猛将 王恩泽编著 978-7-5484-1739-2 哈尔滨出版社

二战王牌指挥官 刘岳峰编著 978-7-5484-1740-8 哈尔滨出版社

二战著名间谍 吴琼编著 978-7-5484-1744-6 哈尔滨出版社

悲剧的诞生 (德) 尼采著 978-7-5484-1773-6 哈尔滨出版社

人性的弱点全集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5484-1858-0 哈尔滨出版社



女孩修炼记:从任性公主到知性女生的心灵培
养手册

杜春英编著 978-7-5484-1862-7 哈尔滨出版社

打眼.1,古玩收藏的实话实说 片儿白著 978-7-5484-1902-0 哈尔滨出版社

打眼.2,古玩做局的那些事儿 片儿白著 978-7-5484-1903-7 哈尔滨出版社

彼得大帝 时贵仁,韩红军编著 978-7-5484-1911-2 哈尔滨出版社

路易十四 (法)伏尔泰著 978-7-5484-1916-7 哈尔滨出版社

曼德拉:1918-2013 李明编著 978-7-5484-1918-1 哈尔滨出版社

亚历山大 赵唱白编著 978-7-5484-1922-8 哈尔滨出版社

戴安娜王妃:1961-1997 王英之编著 978-7-5484-1924-2 哈尔滨出版社

里芬斯塔尔 洛盾编著 978-7-5484-1925-9 哈尔滨出版社

麦当娜:1958- 吴国江编著 978-7-5484-1926-6 哈尔滨出版社

伊丽莎白一世 黄岩编著 978-7-5484-1929-7 哈尔滨出版社

伊莎多拉·邓肯 崔彻编著 978-7-5484-1930-3 哈尔滨出版社

左宗棠传 (美) 贝尔斯著 978-7-5484-2011-8 哈尔滨出版社

瞧! 这个人 (德) 尼采著 978-7-5484-2045-3 哈尔滨出版社

海战霸主:世界经典航空母舰 兵人编著 978-7-5484-2103-0 哈尔滨出版社

你只是与众不同 姜钦峰著 978-7-5484-2126-9 哈尔滨出版社

一切皆有可能:奥巴马给年轻人的62个忠告 陈添富编著 978-7-5484-2139-9 哈尔滨出版社

记忆怪才 (美)戴维·鲍尔达奇著 978-7-5484-2158-0 哈尔滨出版社

萧红经典全集 萧红著 978-7-5484-2276-1 哈尔滨出版社

许地山经典全集 许地山著 978-7-5484-2278-5 哈尔滨出版社

郁达夫小说全集 郁达夫著 978-7-5484-2281-5 哈尔滨出版社

林徽因经典全集 林徽因著 978-7-5484-2283-9 哈尔滨出版社

两晋南北朝史.一 吕思勉著 978-7-5484-2310-2 哈尔滨出版社

两晋南北朝史.三 吕思勉著 978-7-5484-2310-2 哈尔滨出版社

两晋南北朝史.二 吕思勉著 978-7-5484-2310-2 哈尔滨出版社

两晋南北朝史.四 吕思勉著 978-7-5484-2310-2 哈尔滨出版社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心理疾病漫谈 宁安宁著 978-7-5484-2367-6 哈尔滨出版社

缘来不喜，离去不伤:聊斋里的禁忌之爱 安宁著 978-7-5484-2370-6 哈尔滨出版社

吕著中国通史.上 吕思勉著 978-7-5484-2374-4 哈尔滨出版社

吕著中国通史.下 吕思勉著 978-7-5484-2374-4 哈尔滨出版社

不倾城，不倾国，只倾我所有:宋代才子词传 吴韵汐著 978-7-5484-2375-1 哈尔滨出版社

陌生人 (美) 哈兰·科本著 978-7-5484-2392-8 哈尔滨出版社



心理博弈技巧 徐文编著 978-7-5484-2394-2 哈尔滨出版社

处世金玉良言 陈国华编著 978-7-5484-2396-6 哈尔滨出版社

黑色闪电:闪击欧洲 兵人编著 978-7-5484-2399-7 哈尔滨出版社

大漠狼烟:北非之战 兵人编著 978-7-5484-2400-0 哈尔滨出版社

帝国的毁灭:柏林战役 兵人编著 978-7-5484-2403-1 哈尔滨出版社

犁不开的冻土:莫斯科保卫战 兵人编著 978-7-5484-2404-8 哈尔滨出版社

航母大决战:中途岛海战 兵人编著 978-7-5484-2406-2 哈尔滨出版社

伦敦上空的鹰:不列颠空战 兵人编著 978-7-5484-2410-9 哈尔滨出版社

钢铁苍穹:轰炸德意志 兵人编著 978-7-5484-2412-3 哈尔滨出版社

燃烧的岛群:太平洋反击战 兵人编著 978-7-5484-2413-0 哈尔滨出版社

血染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战役 兵人编著 978-7-5484-2417-8 哈尔滨出版社

群山血路:意大利战役 兵人编著 978-7-5484-2418-5 哈尔滨出版社

冰与火之歌:阿登战役与莱茵河战役 兵人编著 978-7-5484-2419-2 哈尔滨出版社

空降神兵:“市场花园”行动 兵人编著 978-7-5484-2420-8 哈尔滨出版社

印度常识 卢莉著 978-7-5484-2430-7 哈尔滨出版社

万丈风尘，写我沧桑:豪放词人传 周蕾著 978-7-5484-2449-9 哈尔滨出版社

最伟大的救援:敦刻尔克大撤退 兵人编著 978-7-5484-2454-3 哈尔滨出版社

和南怀瑾一起读《老子》 赵一编著 978-7-5484-2470-3 哈尔滨出版社

苏曼殊全集 苏曼殊著 978-7-5484-2489-5 哈尔滨出版社

百弊放言:图文版 王钝根著 978-7-5484-2490-1 哈尔滨出版社

战时札记:1939-1944 (法)圣埃克絮佩里著 978-7-5484-2510-6 哈尔滨出版社

其实你并不孤独:大香格里拉漫记 笨鸡著+摄影 978-7-5484-2511-3 哈尔滨出版社

给大家看的全球通史 (美)房龙著 978-7-5484-2515-1 哈尔滨出版社

战争:冲突的战略与军事的哲学 刘锋, 许诺编著 978-7-5484-2528-1 哈尔滨出版社

趣味心理学 崔金生主编 978-7-5484-2540-3 哈尔滨出版社

活在当下最美:把握当下，过幸福人生 任悦著 978-7-5484-2555-7 哈尔滨出版社

一眼把人看透:行为背后的心理密码 杨雄，梁明坤著 978-7-5484-2623-3 哈尔滨出版社

名人眼中的哈尔滨.上卷 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著 978-7-5484-2648-6 哈尔滨出版社

名人眼中的哈尔滨.下卷 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著 978-7-5484-2648-6 哈尔滨出版社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德)叔本华著 978-7-5484-2712-4 哈尔滨出版社

给大家看的国学常识 朱自清 ... [等] 著 978-7-5484-2791-9 哈尔滨出版社

战争中的飞行员 (法)圣埃克絮佩里著 978-7-5484-2886-2 哈尔滨出版社

北大国学讲座 胡适等著 978-7-5484-2895-4 哈尔滨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认识和实践 曹泳鑫著 978-7-5486-0735-9 学林出版社

古玩辨伪入门 程庸主编 978-7-5486-0746-5 学林出版社

俗到底的日子 于能著 978-7-5486-0789-2 学林出版社

无言之美:朱光潜评传 李茂增著 978-7-5486-0816-5 学林出版社

角斗士.1 余党绪执行主编 978-7-5486-0833-2 学林出版社

明诗观止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896-7 学林出版社

清诗观止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897-4 学林出版社

先秦文观止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898-1 学林出版社

唐诗观止.中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900-1 学林出版社

唐诗观止.上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902-5 学林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文观止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906-3 学林出版社

宋金元文观止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907-0 学林出版社

唐五代文观止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908-7 学林出版社

元杂剧观止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909-4 学林出版社

清文观止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911-7 学林出版社

近代文观止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915-5 学林出版社

明清戏曲观止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917-9 学林出版社

元明清散曲观止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918-6 学林出版社

唐宋词观止.中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486-0919-3 学林出版社

我的吃酒:江南人文手记 陆明著 978-7-5486-0950-6 学林出版社

中国修辞2014 胡范铸, 林华东主编 978-7-5486-0965-0 学林出版社

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 978-7-5486-0991-9 学林出版社

光明与黑暗之书 中国校园文学编辑部编 978-7-5486-1026-7 学林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能力训练与提高实验指导 佘佐辰，陈国平，周清平主编 978-7-5487-0081-4 中南大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实验教程 主编霍治, 黎明 978-7-5487-1051-6 中南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教程.上册 主编喻跃龙, 戴建波, 王泽湘 978-7-5487-1162-9 中南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成长辅导与素质拓展 主编刘凤姣 978-7-5487-1180-3 中南大学出版社

医学生考研宝典,临床 高柳, 于宁, 朱成佩主编 978-7-5487-1195-7 中南大学出版社

中南大学口腔医学学科发展史:1986-2013 黄俊辉,唐瞻贵主编 978-7-5487-1202-2 中南大学出版社

中南大学湘雅基础医学学科发展史:1914-
2014

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撰稿 978-7-5487-1204-6 中南大学出版社

ACS主动脉外科 主编Tristan D. Yan 978-7-5487-1607-5 中南大学出版社

环境污染对人和农作物的伤害 李凤英著 978-7-5487-1888-8 中南大学出版社

美国急诊临床病例解析100例 (美)肖锋编著 978-7-5487-1891-8 中南大学出版社



美国急诊临床必知200招 (美)肖锋编著 978-7-5487-1896-3 中南大学出版社

医古文学习考试指南 主编魏飞跃, 张炳填 978-7-5487-1909-0 中南大学出版社

单孔胸腔镜手术 谭黎杰[等]主编 978-7-5487-1919-9 中南大学出版社

高校数字档案馆工程理论与实践 主编向禹 978-7-5487-1960-1 中南大学出版社

本草杂咏 胡随瑜编著 978-7-5487-2177-2 中南大学出版社

老百姓实用养生中药方剂 侯德永编著 978-7-5487-2178-9 中南大学出版社

中华故事选集 周锐斌编著 978-7-5487-2191-8 中南大学出版社

3D打印人工骨原理与技术 帅词俊 ... [等] 著 978-7-5487-2195-6 中南大学出版社

甲状腺外科 田文，(美)埃迈徳·坎迪尔(Emad Kandil)主
编

978-7-5487-2257-1 中南大学出版社

铅锌冶炼固体废物高效硫化处理技术 梁彦杰 ... [等] 著 978-7-5487-2300-4 中南大学出版社

姑息医学的艺术与科学 刘巍[等]主编 978-7-5487-2416-2 中南大学出版社

神经科高手是如何炼成的 赵重波编著 978-7-5487-2424-7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5 WHO 2011 IASLC/ATS/ERS肺腺癌病理
新分类及临床实践

乔贵宾，钟文昭主编 978-7-5487-2441-4 中南大学出版社

骨科专家评论
蒋青，(美)傅浩强(Freddie H. Fu)，(日)池

川志郎(Shiro Ikegawa)主编
978-7-5487-2471-1 中南大学出版社

心律失常无创心脏电生理学检查及实例荟萃 李乔华，许原，周胜华主编 978-7-5487-2499-5 中南大学出版社

瑞金胸外机器人手术学 李鹤成，项捷主编 978-7-5487-2520-6 中南大学出版社

西方文学作品解读 王丽娜主编 978-7-5488-0814-5 济南出版社

胶济旧影 戚斌，于建勇编著 978-7-5488-1171-8 济南出版社

产品与空间设计表现技法 任仲泉，林宇峰著 978-7-5488-1176-3 济南出版社

带电话号码的猫 杜霞，文嘉，徐豪主编 978-7-5488-1241-8 济南出版社

我们都爱李清照 荣斌主编 978-7-5488-1265-4 济南出版社

杜甫：儒风侠骨铸真情 孙玲玲著 978-7-5488-1279-1 济南出版社

苏轼:率性本真总不移 范晓佩，张昊苏著 978-7-5488-1280-7 济南出版社

李白:梦里游客竟未归 屈小强著 978-7-5488-1281-4 济南出版社

曹雪芹:从忆念到永恒 周锡山著 978-7-5488-1282-1 济南出版社

屈原:乡土元音奏典范 张昊苏著 978-7-5488-1283-8 济南出版社

挑战爱迪生:点燃创意的科学游戏.下 脑力&创意工作室编著 978-7-5488-1305-7 济南出版社

孔子画传.上册 郭德福图/文 978-7-5488-1329-3 济南出版社

孔子画传.下册 郭德福图/文 978-7-5488-1329-3 济南出版社

山东革命老区口述史.上册 李金陵主编 978-7-5488-1344-6 济南出版社

山东革命老区口述史.下册 李金陵主编 978-7-5488-1344-6 济南出版社



读画:中国历代名画精赏 支英琦著 978-7-5488-1349-1 济南出版社

吃墨: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珍迹钩沉 李建礼著 978-7-5488-1350-7 济南出版社

文学的旅程 任翔主编 978-7-5488-2025-3 济南出版社

科学的奥秘 任翔主编 978-7-5488-2026-0 济南出版社

我们这样教国学 段心仪主编 978-7-5488-2060-4 济南出版社

常见肿瘤放化疗方法与技巧 张允清著 978-7-5488-2069-7 济南出版社

青州龙兴寺 庄明军，王华庆著 978-7-5488-2235-6 济南出版社

佳山堂诗集 (清)冯溥撰 978-7-5488-2254-7 济南出版社

御神乐学园组曲.4,十六夜见证 (日)Last Note.著 978-7-5489-2439-5 云南美术出版社

冥暗神王的新娘 (日)三云岳斗著 978-7-5489-2508-8 云南美术出版社

天倾西北.第一部,回惊天下 陈自仁著 978-7-5490-0608-3 甘肃文化出版社

酒泉市鼠疫防控工作手册 鲁浩斌主编 978-7-5490-0880-3 甘肃文化出版社

打工吧！魔王大人.10 (日)和原聪司著 978-7-5490-0919-0 甘肃文化出版社

二十世纪以来的战争和平与世界发展:中国世
界现代史研究会兰州会议论文集

杨鹏飞，李积顺主编 978-7-5490-0921-3 甘肃文化出版社

我的黄土高原:柏原乡土小说选 柏原著 978-7-5490-0971-8 甘肃文化出版社

乐圣少女.3 (日)杉井光著 978-7-5490-1049-3 甘肃文化出版社

狗与剪刀的正确用法.9 (日)更伊俊介著 978-7-5490-1062-2 甘肃文化出版社

守护平安:广东省公安机关打造“平安样本”
实践

洪奕宜，戎明昌，陈捷生编著 978-7-5491-1165-7 南方日报出版社

跟着晓莫“吃”台北 晓莫著 978-7-5491-1309-5 南方日报出版社

易经义说.上 李振义著 978-7-5491-1350-7 南方日报出版社

生存者.2 白饭如霜著 978-7-5492-1239-2 长江出版社

夜不语诡秘档案.第3部 夜不语著 978-7-5492-2895-9 长江出版社

轩辕剑外传.上 碎石著 978-7-5492-3420-2 长江出版社

轩辕剑外传.下 碎石著 978-7-5492-3420-2 长江出版社

楼兰绘梦.2 Vivibear著 978-7-5492-3649-7 长江出版社

长江流域的神话传说 鄢维新编著 978-7-5492-3670-1 长江出版社

长江流域的古典诗词 楚兰，荆荃著 978-7-5492-3671-8 长江出版社

季警官的无厘头推理事件簿.2 亮亮著 978-7-5492-3804-0 长江出版社

梦游症 方洋著 978-7-5492-3806-4 长江出版社

龙与少年游 江南著 978-7-5492-3986-3 长江出版社

全职军医.2 绝世猫痞著 978-7-5492-4191-0 长江出版社

天机变.上 尼罗著 978-7-5492-4194-1 长江出版社



天机变.下 尼罗著 978-7-5492-4194-1 长江出版社

法老的宠妃.3,宿命的终结 悠世著 978-7-5492-4266-5 长江出版社

超维幻界:惊悚乐园.6 三天两觉著 978-7-5492-4268-9 长江出版社

青春奇妙物语.4 两色风景著 978-7-5492-4293-1 长江出版社

新猎物者.1 白饭如霜著 978-7-5492-4296-2 长江出版社

造物者.3 微不二著 978-7-5492-4309-9 长江出版社

超维幻界:惊悚乐园.4,= thriller 
paradise

三天两觉著 978-7-5492-4315-0 长江出版社

怪客书店.4 春十三少著 978-7-5492-4317-4 长江出版社

梦游症.2,调查报告 方洋著 978-7-5492-4331-0 长江出版社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黄苇町著 978-7-5493-1887-2 江西高校出版社

莲 褚兢，郭丽云著 978-7-5493-3568-8 江西高校出版社

喜欢书二编 孙卫卫著 978-7-5493-3579-4 江西高校出版社

漫画技法大讲堂,角色创造基础 骏一动漫主编 978-7-5494-0130-7 广西美术出版社

五十年守望:迟到的《软差大臣》 陈明正主编 978-7-5495-0005-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宗教社会学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 978-7-5495-0043-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马克斯·韦伯著 978-7-5495-0046-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著 978-7-5495-0051-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为什么欧洲对现代
文明的影响这么深

约翰·赫斯特著 978-7-5495-0107-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物:鉴真和空海 陈燮君主编 978-7-5495-0152-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狐狸尾巴 迈克著 978-7-5495-0284-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 张昌华著 978-7-5495-0353-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公寓导游 张大春[著] 978-7-5495-0461-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自由 (英) 约翰·穆勒著 978-7-5495-0521-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中东行纪 张信刚著 978-7-5495-0662-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太平天国 (美)史景迁著 978-7-5495-0710-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关于记忆与遗忘、
家族史与青春考古学的探险旅程

骆以军著 978-7-5495-0933-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花花世界.2,认得几片云 智海著 978-7-5495-1092-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想遇见你的人生:给女儿爱的书写 杨照著 978-7-5495-1237-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 (日)原研哉著 978-7-5495-1277-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日) 气贺泽保规著 978-7-5495-1345-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书:从点到点 徐冰著 978-7-5495-1369-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直到长出青苔 杉本博司著 978-7-5495-1569-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宗教简史 李申著 978-7-5495-2464-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留住手艺 盐野米松著 978-7-5495-2606-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明星教给我的那些事 林奕华[著] 978-7-5495-2668-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鲁孙谈吃 唐鲁孙著 978-7-5495-2698-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律何为:梁治平自选集 梁治平著 978-7-5495-2722-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学回忆录:1989-1944.上册 木心讲述 978-7-5495-3081-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学回忆录:1989-1944.下册 木心讲述 978-7-5495-3081-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 (法)让－菲利浦·德·托纳克编 978-7-5495-4044-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漫步东京 荒木经惟[著] 978-7-5495-4312-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国陆军史:从英国内战到全球反恐 (英)阿伦·马林森著 978-7-5495-4332-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加坡、菲律宾、文莱高等教育政策法规 王喜娟编译 978-7-5495-4386-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 程浩 978-7-5495-4400-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三角都市文化:演进与体验 钱智, 贡瀛翰, 杜芳芳等编著 978-7-5495-4509-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野渡 严彬，马培杰编 978-7-5495-4515-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族团结教育论 韦兰明，李枭鹰，刘子云著 978-7-5495-4736-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泰国高等教育政策法规 李枭鹰，唐敏莉编译 978-7-5495-4934-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唐李白·少年游 张大春[著] 978-7-5495-4973-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民族教育研究 王枬，徐莉等著 978-7-5495-4982-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理论与实务 曾昭皓[等]主编 978-7-5495-4990-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送 龙应台著 978-7-5495-5017-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奢侈:爱马仕总裁回忆录 克里斯蒂安·布朗卡特著 978-7-5495-5221-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民生论 朱鸿召著 978-7-5495-5256-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豆腐 林海音主编 978-7-5495-5268-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道济群生录 张万康著 978-7-5495-5314-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窗里窗外 林青霞[著] 978-7-5495-5363-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英) 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著
978-7-5495-5372-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传媒“碎片化”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探索
与实践

农毅著 978-7-5495-5382-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编辑校对实用手册 黎洪波，利来友，陈勇辉编 978-7-5495-5479-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队伍研究 陈雪斌编著 978-7-5495-5510-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百家姓:[增订版] 杨葵著 978-7-5495-5606-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 西西[著] 978-7-5495-5660-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手卷 西西 978-7-5495-5665-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子有脸 西西 978-7-5495-5666-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写真的话 荒木经惟[著] 978-7-5495-5779-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极地重生 位梦华著 978-7-5495-5803-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
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凯思
林·希金斯(Kathleen M. Higgins)[著]

978-7-5495-5829-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看 约翰·伯格 978-7-5495-5836-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柬埔寨高等教育政策法规 王喜娟[等]编译 978-7-5495-5868-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音乐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晶著 978-7-5495-5933-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云去云来 林青霞著 978-7-5495-5950-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纽约客 白先勇著 978-7-5495-5987-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台北人 白先勇著 978-7-5495-5988-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设计的语言 (英)迪耶·萨迪奇(Deyan Sudjic)著 978-7-5495-5999-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学.第13辑 彭林主编 978-7-5495-6044-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著 978-7-5495-6290-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飞毡 西西 978-7-5495-6305-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 刘瑞琳主编 978-7-5495-6368-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木心诗选 木心著 978-7-5495-6379-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亲爱的安德烈 龙应台,安德烈合著 978-7-5495-6412-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非普通读者 (英)艾伦·贝内特(Alan Bennett)著 978-7-5495-6448-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下乡愁蓝调 马世芳著 978-7-5495-6459-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美) 丹尼尔·凯斯著 978-7-5495-6511-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背影:我的父亲柏杨 郭本城著 978-7-5495-6572-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觉醒的力量 周国平[著] 978-7-5495-6573-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生不较劲 周国平 978-7-5495-6574-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陪都重庆:1938-1945 秦风编 978-7-5495-6621-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 颜歌著 978-7-5495-6625-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 978-7-5495-6642-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江湖 老树绘著 978-7-5495-6729-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永恒如新的日常设计 (日)小林和人著 978-7-5495-6810-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可不可以不艺术 (美)蔡文悠著 978-7-5495-6823-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为了爱, 我们穿越美国 (美) 布莱恩·本森著 978-7-5495-6837-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行云纪:《刺客聂隐娘》拍摄侧录 谢海盟著 978-7-5495-6883-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农夫哲学:关于大自然与生死的沉思 (美)吉恩·洛格斯登著 978-7-5495-6888-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诠释学导论 潘德荣著 978-7-5495-6900-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只有大众 没有文化:反抗一个平庸时代 王小峰著 978-7-5495-6902-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被禁锢的头脑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taw Mitosz)
著

978-7-5495-7005-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 梁庆标选编 978-7-5495-7008-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 刘仲敬著 978-7-5495-7011-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著 978-7-5495-7045-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著
978-7-5495-7048-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臂之间:美国总统保镖回忆录 (美) 丹·艾美特著 978-7-5495-7068-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之修养:张信刚人文通识三十六讲 张信刚著 978-7-5495-7092-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密林中 周嘉宁著 978-7-5495-7118-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本成都:一个巴适的成都 画外音著 978-7-5495-7172-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
档案

(美) 卡蒂·马顿著 978-7-5495-7193-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医方全书.1 (清)何梦瑶撰 978-7-5495-7222-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医方全书.2 (清)何梦瑶撰 978-7-5495-7222-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医方全书.3 (清)何梦瑶撰 978-7-5495-7222-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医方全书.4 (清)何梦瑶撰 978-7-5495-7222-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今日批评百家: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 张萍主编 978-7-5495-7223-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医碥.一 (清)何梦瑶撰 978-7-5495-7255-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医碥.三 (清)何梦瑶撰 978-7-5495-7255-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医碥.二 (清)何梦瑶撰 978-7-5495-7255-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温柔和激荡 徐迅雷著 978-7-5495-7273-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著 978-7-5495-7299-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 唐诺[著] 978-7-5495-7372-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至味在人间 陈晓卿著 978-7-5495-7373-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
究

白谦慎著 978-7-5495-7382-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击壤歌 朱天心[著] 978-7-5495-7388-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国志 严明[著] 978-7-5495-7407-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痖弦诗集 痖弦著 978-7-5495-7420-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国学大百科千字文,三才卷 何智勇编著 978-7-5495-7427-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国学·大百科千字文,三才卷 何智勇编著 978-7-5495-7428-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国学·大百科千字文,八德卷 何智勇编著 978-7-5495-7428-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国学·大百科千字文,六艺卷 何智勇编著 978-7-5495-7428-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国学·大百科千字文,六艺卷 何智勇编著 978-7-5495-7429-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为什么这样活 李国文著 978-7-5495-7471-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生，何以至此 刘心武著 978-7-5495-7472-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从未这样 从维熙著 978-7-5495-7504-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的奋斗.VOL.1,父亲的葬礼 (挪)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著 978-7-5495-7630-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鳄鱼街:布鲁诺·舒尔茨小说全集 (波)布鲁诺·舒尔茨著 978-7-5495-7631-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宗教人格与创作:勃朗特姐
妹研究

张静波著 978-7-5495-7646-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听香集 胡俊凯著 978-7-5495-7647-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典的心情 龙子种著 978-7-5495-7652-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樵山杂著 潘敬著 978-7-5495-7670-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银色仙人掌 龙应台 978-7-5495-7676-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 杨庆祥, 金理, 黄平著 978-7-5495-7678-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 杨念群著 978-7-5495-7684-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国客家 林祥任, 罗焕瑜, 冯启瑞著 978-7-5495-7794-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丽的权利 龙应台 978-7-5495-7825-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晚明江南名士风貌管窥:以松江何良俊为例 翟勇著 978-7-5495-7917-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与生活 安藤雅信，安藤明子著 978-7-5495-7971-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鹅城人物志 羽戈著 978-7-5495-8005-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一选择 (澳)肯恩·卡托编著 978-7-5495-8007-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草物语 (日) 涩泽龙彦著 978-7-5495-8043-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叶慈诗选 叶慈著 978-7-5495-8169-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罪的年代，1850-1859 (美) 约瑟夫·弗兰克著 978-7-5495-8193-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免疫 (美) 尤拉·比斯著 978-7-5495-8196-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德古拉 (爱尔兰)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著 978-7-5495-8251-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此以后:童话故事与人的后半生 (美)艾伦·B. 知念著 978-7-5495-8278-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你的建筑有多重？: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 (英) 迪耶·萨迪奇著 978-7-5495-8305-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桑兵著 978-7-5495-8317-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 路伟主编 978-7-5495-8414-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说战国.一,变法图强 贾志刚著 978-7-5495-8489-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 劳伦斯·里斯著 978-7-5495-8548-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兀涯西汉书议 (明)霍韬编著 978-7-5495-8643-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樵风 (明)湛若水著 978-7-5495-8644-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国是怎样炼成的.4,浪淘沙·奋斗 汤浩方著 978-7-5495-8804-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语:所有人的孔老师 杨照解读 978-7-5495-8808-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孟子:雄辩时代的斗士 杨照解读 978-7-5495-8809-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左传:封建秩序的黄昏 杨照解读 978-7-5495-8810-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乐经传全书 (明)湛若水，(明)吕怀编著 978-7-5495-8816-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老子:乱世里的南方智慧 杨照解读 978-7-5495-8820-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尚书:追寻永恒的天命 杨照解读 978-7-5495-8821-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诗经:唱了三千年的民歌 杨照解读 978-7-5495-8822-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墨子:庶民社会的主张 杨照解读 978-7-5495-8823-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荀子:儒学主流的真正塑造者 杨照解读 978-7-5495-8824-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战国策:超越国界与阶级的计谋全书 杨照解读 978-7-5495-8825-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庄子:开阔混同的精神世界 杨照解读 978-7-5495-8826-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暨南史学.第十二辑 纪宗安，马建春主编 978-7-5495-8870-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汉晋时期国家与社会论集 杜常顺，杨振红主编 978-7-5495-8915-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上海寻找上海 惜珍著/摄 978-7-5496-0413-5 文汇出版社

二把手:夹缝中求生存的政治智慧.2 唐达天著 978-7-5496-0459-3 文汇出版社

绘得红楼铸青史 978-7-5496-0765-5 文汇出版社

大世界基尼斯纪录画册:互动版 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编 978-7-5496-0857-7 文汇出版社

案件调查录.1 安澜悠然著 978-7-5496-0862-1 文汇出版社

我若不勇敢, 谁替我坚强 夏风颜作品 978-7-5496-1028-0 文汇出版社

天南地北宜兴人 主编程伟 978-7-5496-1092-1 文汇出版社

天南地北宜兴人 主编程伟 978-7-5496-1092-1 文汇出版社

红楼的财富:赢在关系 从末世之书找到活的
财富

王伟，宋京佳著 978-7-5496-1139-3 文汇出版社

支边青年李明洲 钟逸铭著 978-7-5496-1206-2 文汇出版社

旅程无终点 陆棣著 978-7-5496-1212-3 文汇出版社

困闭之劫 (日) 赤川次郎等著 978-7-5496-1322-9 文汇出版社

迪士尼浦东梦 叶永平著 978-7-5496-1324-3 文汇出版社

三国的财富:霸气力量 从英雄才子们身上发
掘活的财富

王伟，汪德明著 978-7-5496-1345-8 文汇出版社

不完美的世界里,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 姜士伟编著 978-7-5496-1347-2 文汇出版社

让他/她的温暖路过你的全世界 林宛央[著] 978-7-5496-1350-2 文汇出版社



不困于心 不乱于情 积雪草著 978-7-5496-1351-9 文汇出版社

火力全开 圆圆小啾著 978-7-5496-1356-4 文汇出版社

冯仑创业演讲:关键时冯仑说了什么 君越著 978-7-5496-1366-3 文汇出版社

马耳他黑鹰 (美)达希尔·哈米特著 978-7-5496-1394-6 文汇出版社

其实，我们都在被这世界温柔地爱着 积雪草著 978-7-5496-1400-4 文汇出版社

上海革命功臣故事 [上海市双拥办主编] 978-7-5496-1407-3 文汇出版社

奋斗的人生无弯曲 何礼超编著 978-7-5496-1413-4 文汇出版社

晴时多云偶阵雨 二货水母著 978-7-5496-1432-5 文汇出版社

拨云见日竟是你 林小木著 978-7-5496-1436-3 文汇出版社

假装浪漫:一个女人的成长史以及她看世界的
方式

沈睿著 978-7-5496-1490-5 文汇出版社

同体 孙频著 978-7-5496-1530-8 文汇出版社

未完成的肖像 马拉著 978-7-5496-1531-5 文汇出版社

国学论谭 祝鸣华编 978-7-5496-1546-9 文汇出版社

摩都水乡:徜徉上海音乐谷 苏秉公主编 978-7-5496-1547-6 文汇出版社

圆千年国梦:改善西北、华北生态环境 徐如川著 978-7-5496-1550-6 文汇出版社

旧时相识 唐吉慧著 978-7-5496-1572-8 文汇出版社

最后的巫歌:新版 方棋著 978-7-5496-1576-6 文汇出版社

国王的心有多重 张士敏著 978-7-5496-1629-9 文汇出版社

月光下的梧桐树 郭树清著 978-7-5496-1631-2 文汇出版社

圆圆魂:手稿珍藏版 叶辛 978-7-5496-1636-7 文汇出版社

李德武诗文集:众筹限量珍藏版.上 李德武著 978-7-5496-1646-6 文汇出版社

李德武诗文集:众筹限量珍藏版.下 李德武著 978-7-5496-1646-6 文汇出版社

一念相思,一念执着:仓央嘉措与纳兰容若 张馨桐著 978-7-5496-1648-0 上海文汇出版社

有你世界才完整 猫语猫寻等著 978-7-5496-1650-3 文汇出版社

藏于野 天歌著 978-7-5496-1664-0 文汇出版社

大清钱王:马帮风云 萧盛著 978-7-5496-1666-4 文汇出版社

壶中书影:米舒评说千古文人 曹正文著 978-7-5496-1691-6 文汇出版社

新月集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著 978-7-5496-1701-2 文汇出版社

漂鸟集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著 978-7-5496-1702-9 文汇出版社

一个精神病患者眼里的世界:陆棣中篇小说集 978-7-5496-1712-8 文汇出版社

弄堂有风:榛子中短篇小说集 978-7-5496-1712-8 文汇出版社

恋歌:刘敏中短篇小说集 978-7-5496-1712-8 文汇出版社

数阶苔:沈飞龙中短篇小说集 978-7-5496-1712-8 文汇出版社



沉香阁:阮海彪中篇小说集 978-7-5496-1712-8 文汇出版社

漫步在普荷微的崖壁上:徐惠照中短篇小说集 978-7-5496-1712-8 文汇出版社

西米干河探源:孙建成中短篇小说集 978-7-5496-1712-8 文汇出版社

青春留言:程小莹中短篇小说集 978-7-5496-1712-8 文汇出版社

非爱:宋海年中短篇小说集 978-7-5496-1712-8 文汇出版社

麦莎这个娘儿们:王季明中短篇小说集 978-7-5496-1712-8 文汇出版社

现在你受的苦，必将照亮未来的每一步 李世强编著 978-7-5496-1730-2 文汇出版社

愿在漂泊的岁月里战无不胜 沈念著 978-7-5496-1737-1 文汇出版社

张爱玲传:若无相欠 怎会相见 林宛央著 978-7-5496-1771-5 文汇出版社

向着光亮那方前行，谁的青春都会出彩 尹剑峰, 龙梅兰著 978-7-5496-1785-2 文汇出版社

我们终将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 第十二只猫著 978-7-5496-1787-6 文汇出版社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拥抱你 黄静芬著 978-7-5496-1788-3 文汇出版社

文化名人与“涛声依旧” 刘希涛著 978-7-5496-1805-7 文汇出版社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汪德明著 978-7-5496-1817-0 文汇出版社

我不愿将就这个功利的世界:谢谢你——从未
放弃无所畏惧的自己

南陈著 978-7-5496-1857-6 文汇出版社

灵魂摆渡人:重口味心理咨询实录 朱佳著 978-7-5496-1870-5 文汇出版社

为什么懂比爱更重要 丛非从著 978-7-5496-1910-8 文汇出版社

语言的突破 (美)戴尔·卡耐基著 978-7-5496-1975-7 文汇出版社

科创之路 苏秉公,庞啸主编 978-7-5496-1983-2 文汇出版社

民族图书馆学研究.七,第十三次全国民族地
区图书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先巴 978-7-5497-0870-3 辽宁民族出版社

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上 主编何晓芳 978-7-5497-1283-0 辽宁民族出版社

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下 主编何晓芳 978-7-5497-1283-0 辽宁民族出版社

现在是女生时代！ 《意林·小小姐》编辑部[编] 978-7-5498-1917-1 吉林摄影出版社

蔷薇少女馆:终结篇.Ⅵ,以微笑之名 皆无艾尔著 978-7-5498-1920-1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第一的公主殿下.Ⅱ 公子小白著 978-7-5498-2049-8 吉林摄影出版社

青藤之恋 孙洪军, 顾平主编 978-7-5498-2099-3 吉林摄影出版社

星际密语 《意林》编辑部编 978-7-5498-2100-6 吉林摄影出版社

木兰帝.下 灯火阑珊著 978-7-5498-2516-5 吉林摄影出版社

我的青春，以你为名.1,偶像来了！ 悠雨著 978-7-5498-2552-3 吉林摄影出版社

少年从不等风来 《意林》编辑部主编 978-7-5498-2558-5 吉林摄影出版社

逆光飞翔，微芒盛放 《意林》编辑部主编 978-7-5498-2559-2 吉林摄影出版社



你的人生不需要别人点赞 《意林》编辑部主编 978-7-5498-2560-8 吉林摄影出版社

像明星一样去战斗 《意林》编辑部主编 978-7-5498-2561-5 吉林摄影出版社

指尖花凉忆成殇.Ⅱ 梅吉著 978-7-5498-2634-6 吉林摄影出版社

后天男神.III,王子篇 七日霜飞著 978-7-5498-2641-4 吉林摄影出版社

爱上你，我无路可退 天琴著 978-7-5500-0030-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从不靠谱Loli到不靠谱人妻 姐著 978-7-5500-0045-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在路上遇见最好的自己 罗丽媛著 978-7-5500-0082-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你不知道的美国情报秘史 麦克松著 978-7-5500-0083-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人际暗流 张璞著 978-7-5500-0249-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王进喜 禇兢编著 978-7-5500-0337-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辛夷坞[著] 978-7-5500-0411-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莫言：诺奖的荣幸: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向前权
威解读莫言

朱向前著 978-7-5500-0473-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西魂 (加)英格丽·张著 978-7-5500-0539-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东灵 (加)英格丽·张著 978-7-5500-054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湘西往事:黑帮的童话 浪翻云著 978-7-5500-0547-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古宅灵花 夜不语著 978-7-5500-0549-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超强说服力 林郁著 978-7-5500-0557-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滴水观音 陈汗著 978-7-5500-0596-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从伤痛中开出最美的花 马冉冉著 978-7-5500-0614-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月光下的门 刘黎莹[著] 978-7-5500-0617-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只手机的跨国之旅 孙道荣[著] 978-7-5500-0618-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沉默的子弹 周海亮[著] 978-7-5500-0621-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太阳的颜色 刘国芳[著] 978-7-5500-0623-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尽妖娆 非鱼[著] 978-7-5500-0624-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雪上的舞蹈 魏永贵[著] 978-7-5500-0625-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时光左岸的自动回复 积雪草[著] 978-7-5500-0626-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城市里的玉米地 杨汉光[著] 978-7-5500-0628-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生命银行 秦德龙[著] 978-7-5500-0629-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麻醉师酒吧 许仙[著] 978-7-5500-0631-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们爱狼 陈力娇[著] 978-7-5500-0634-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午夜的独身女人 林华玉[著] 978-7-5500-0635-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夜火车 常聪慧[著] 978-7-5500-0636-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银手链 庄学[著] 978-7-5500-0637-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玉米的馨香 邢庆杰[著] 978-7-5500-0638-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重新学话 高军[著] 978-7-5500-0639-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上天眷顾笨小孩 临川柴子[著] 978-7-5500-0641-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方向 张殿权[著] 978-7-5500-0643-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只食素的狼 陈树茂[著] 978-7-5500-0644-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幸好我们曾遇见 江雪落著 978-7-5500-0647-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你总会路过这个世界的美好 水格著 978-7-5500-0659-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思念成城 君子以泽[著] 978-7-5500-0685-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独家占有.Ⅱ 丁墨著 978-7-5500-0689-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人生因爱而完满 王品绮主编 978-7-5500-0694-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逆乱青春伤不起 忠哥著 978-7-5500-0698-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静心 宽心 修心 柳韩斐著 978-7-5500-0719-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兄弟将军:刀光剑影的杀戮与再生 杨剑茹著 978-7-5500-0728-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前世 百花洲杂志社选编 978-7-5500-0747-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淡定的人生不焦虑 龚雅荷著 978-7-5500-0753-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斯文扫地 邢学波著 978-7-5500-0779-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城市遗梦 尚庆海 978-7-5500-078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天要下雨 北乔 978-7-5500-0781-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家门口一方天 刘正权著 978-7-5500-0782-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半个月亮爬上来 李德霞[著] 978-7-5500-0784-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绿太阳 汝荣兴 978-7-5500-0785-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云很白 伍中正 978-7-5500-0786-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等到春暖花开时 王常青 978-7-5500-0787-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你幸福就好 厉周吉 978-7-5500-0788-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花开花落的红尘 闵凡利著 978-7-5500-0789-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城市上空的鸡鸣 墨村[著] 978-7-5500-0790-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忽然天好蓝 张祖文 978-7-5500-0791-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麻麻亮的天 杨崇德 978-7-5500-0792-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寂寞的向日葵 蓝月[著] 978-7-5500-0793-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香水有毒 张玉玲 978-7-5500-0794-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茉莉的婚事 纪富强 978-7-5500-0795-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苦水玫瑰 赵文辉 978-7-5500-0796-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绝对机密 徐全庆 978-7-5500-0797-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株麦穗的尖锐和辽阔 李良旭 978-7-5500-0798-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天堂里没有独来独往 张爱国[著] 978-7-5500-0799-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死亡之约 戴希 978-7-5500-0800-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烟花三月 非花非雾 978-7-5500-0801-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条自由飞翔的鱼 江东璞玉[著] 978-7-5500-0802-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听见你的心声 中学著 978-7-5500-0803-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遇上你是我的缘 雨瑞著 978-7-5500-0804-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平底锅的爱情 彤子 978-7-5500-0805-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小花招 佛刘 978-7-5500-0807-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上海亲眷 万芊 978-7-5500-0808-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陨石和罂粟 黄克庭 978-7-5500-0809-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响鞭 姚凤阁 978-7-5500-0810-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谁说老虎不吃人 邵火焰 978-7-5500-0811-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吃苦才是幸福 刘淑霞著 978-7-5500-0821-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感觉不会再爱了 刘月轩著 978-7-5500-0830-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不上火的活法 龚雅荷编著 978-7-5500-0843-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把一切都看做简单 郭维维著 978-7-5500-0857-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天界地界:两疆穿行八万里 常年华 978-7-5500-0881-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你为什么不富裕:告诉你75个最有效的财富思
维

郎世荣著 978-7-5500-0883-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劫修传.壹,九世重生 真邪[著] 978-7-5500-0884-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山上有神 王小峰著 978-7-5500-0896-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愿你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叶萱著 978-7-5500-0911-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小妇人 (美) 爱尔科特著 978-7-5500-0917-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诡案实录 延北老九著 978-7-5500-0958-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你往何处去 (波) 显克微支著 978-7-5500-0962-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指间的星光 暖暖风轻著 978-7-5500-0968-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对错都是为了爱 (美) 刘墉著 978-7-5500-0971-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师傅门前桃花多 准拟佳期作品 978-7-5500-0978-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良辰讵可待 晴空蓝兮 978-7-5500-0979-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夏都绘影:庐山的浮华往事 姚雪雪著 978-7-5500-0980-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血战黎明 杨剑茹, 于静梅著 978-7-5500-0981-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对的时间对的人 顾西爵著 978-7-5500-0984-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他来了，请闭眼.上 丁墨 978-7-5500-0989-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他来了，请闭眼.下 丁墨 978-7-5500-0989-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沉默的左乳 陈染著 978-7-5500-0990-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人生的真相:全彩图文珍藏版 (美) 刘墉著 978-7-5500-1006-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等爱式微 梅吉著 978-7-5500-1008-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复乐园 (日) 渡边淳一著 978-7-5500-1012-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柢年 王臣著 978-7-5500-1025-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谢谢你赠我这般好时光 明月他乡照 978-7-5500-1026-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方无故事 赵冬[著] 978-7-5500-1027-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穿越汉朝的一件布衣 吕啸天[著] 978-7-5500-1028-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水红色旗袍 赵明宇[著] 978-7-5500-1029-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名字像糖一样 丁肃清[著] 978-7-5500-1030-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在索河的两次爱恋 谢大立[著] 978-7-5500-1031-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薰衣草下的罪恶 平萍[著] 978-7-5500-1032-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婚姻物语 刘德明[著] 978-7-5500-1033-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在春天等你 王春丽[著] 978-7-5500-1034-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原路返回 骆驼[著] 978-7-5500-1035-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高空博弈 韦名[著] 978-7-5500-1036-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那一团紫 周仁聪[著] 978-7-5500-1039-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情人节的短信 孔祥树[著] 978-7-5500-1040-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祖母绿 羊白[著] 978-7-5500-1041-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比目鱼的眼泪 马孝军[著] 978-7-5500-1042-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桃花眼 余显斌[著] 978-7-5500-1043-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给父母的爱调成振动的 张格娟[著] 978-7-5500-1044-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拾荒人的梦想 王培静 978-7-5500-1045-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在城市里逃亡 金波[著] 978-7-5500-1046-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闻香识女人 蔡中锋[著] 978-7-5500-1047-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只是你树上的一只蝉 谢丰荣[著] 978-7-5500-1048-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诡案实录.2 延北老九著 978-7-5500-1052-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欲乐园 (日) 渡边淳一著 978-7-5500-1053-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行走的房子 陈柳金[著] 978-7-5500-1055-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青衣风月 红酒[著] 978-7-5500-1056-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夫妻舞伴 白旭初[著] 978-7-5500-1057-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情感谍报 陈武[著] 978-7-5500-1058-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心魔之舞 化云[著] 978-7-5500-1059-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土坯墙上蝴蝶飞 刘会然 978-7-5500-1060-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凤凰传奇 蒋寒[著] 978-7-5500-1061-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永远的奶香 刘靖安 978-7-5500-1062-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葵花笑 陈然[著] 978-7-5500-1063-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春耕盛宴 刘林[著] 978-7-5500-1064-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抓住属于你的那颗小星星 (美) 刘墉著 978-7-5500-1065-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怀念的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著 978-7-5500-1066-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鸿雁客栈 练建安[著] 978-7-5500-1068-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花在枝头俏 邓同学[著] 978-7-5500-1069-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槐花吻上我的脸 侯发山[著] 978-7-5500-1070-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你真的不懂暗号 陈振林[著] 978-7-5500-1071-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婚姻有效期 徐均生[著] 978-7-5500-1072-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爱无过 何百源[著] 978-7-5500-1073-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小棉袄老棉袄 袁省梅[著] 978-7-5500-1074-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爱到极处成陌生 陈志宏[著] 978-7-5500-1075-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漂亮小姨 刘建超[著] 978-7-5500-1076-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宝马和奔驰的较量 吴志强[著] 978-7-5500-1077-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红花 (日)渡边淳一著 978-7-5500-108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彼得原理:方法、实务、案例 金圣荣编著 978-7-5500-1081-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孤舟 (日)渡边淳一著 978-7-5500-1084-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月光满满预见你 籽月著 978-7-5500-1088-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爱就疯狂, 不爱就坚强 陈保才著 978-7-5500-1096-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张君劢评传 刘义林, 罗庆丰著 978-7-5500-1103-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贺麟评传 王思隽, 李肃东著 978-7-5500-1104-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马一浮评传 马镜泉, 赵士华著 978-7-5500-1106-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辜鸿铭评传 孔庆茂著 978-7-5500-1107-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熊十力评传 宋志明著 978-7-5500-1109-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严复评传 欧阳哲生著 978-7-5500-1110-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倾国倾城 王秀梅著 978-7-5500-1111-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钱穆评传 郭齐勇, 汪学群著 978-7-5500-1112-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蔡元培评传 张晓唯著 978-7-5500-1113-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罗振玉评传 罗琨, 张永山著 978-7-5500-1114-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胭脂债 一度君华著 978-7-5500-1118-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浮光 王臣 978-7-5500-1119-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英伦印象 (美) 亨利·詹姆斯著 978-7-5500-1121-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那些只因虚度才有的快乐时光 李佳璇著 978-7-5500-1122-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住在时光里的第七颗星 籽月著 978-7-5500-1124-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无尽渴望 (日) 深町秋生著 978-7-5500-1128-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青云上.上卷 八月薇妮著 978-7-5500-1131-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青云上.下卷 八月薇妮著 978-7-5500-1131-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厘米的阳光 墨宝非宝著 978-7-5500-1132-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老牌政敌 (英) 迈克尔·道布斯著 978-7-5500-1133-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开到荼〓婚事了 苏鎏著 978-7-5500-1134-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面对人生的美丽与哀愁 (美) 刘墉著 978-7-5500-1135-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请相信，你配得上世间的一切美好 婉艺著 978-7-5500-1142-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无可替代的自己 汤木著 978-7-5500-1158-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怕孤独 两个人怕辜负 安宁著 978-7-5500-1161-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 978-7-5500-1163-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独爱无二 佳丽三千著 978-7-5500-1164-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周明, 王宗仁主编 978-7-5500-1166-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天意眷顾:我们终有一天会各得其所 王峰著 978-7-5500-1171-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散文诗精品 朱光甫编 978-7-5500-1172-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散文精品 毛信德，李孝华编 978-7-5500-1173-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诗精品 毛信德, 蒋跃编 978-7-5500-1174-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微型小说精品 余致力编 978-7-5500-1175-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汤用彤评传 麻天祥著 978-7-5500-1177-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梁漱溟评传 景海峰, 黎业明著 978-7-5500-1178-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张元济评传 张荣华著 978-7-5500-1179-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梁启超评传 沈大德, 吴廷嘉著 978-7-5500-1180-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陈寅恪评传 汪荣祖著 978-7-5500-1181-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钱玄同评传 吴锐著 978-7-5500-1182-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评传 刘炎生著 978-7-5500-1183-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章太炎评传 姜义华著 978-7-5500-1189-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王国维评传 刘烜著 978-7-5500-1191-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康有为评传 董士伟著 978-7-5500-1192-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廖平评传 黄开国著 978-7-5500-1193-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胡适评传 章清著 978-7-5500-1194-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刘师培评传 方光华著 978-7-5500-1195-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趁时光未老，去旅行 三儿 978-7-5500-1196-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芍药客栈 一枚铜钱著 978-7-5500-1199-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手指上的中国:瓷客江湖 郑云云著 978-7-5500-1202-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狼图腾：驯狼记 (加) 安德鲁·辛普森著 978-7-5500-1209-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旧爱半醒 玄默著 978-7-5500-1212-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生之景观 周大新著 978-7-5500-1221-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命运样本 周大新著 978-7-5500-1222-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老牌政敌.2,国会危机 (美) 迈克尔·道布斯 (Michael Dobbs) 著 978-7-5500-1225-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为官有道 熊秉芽编著 978-7-5500-1226-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仙剑奇侠传.伍 管平潮[著] 978-7-5500-1228-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言叶之庭 (日) 新海诚著 978-7-5500-1229-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后革命年代的童年 李晓君著 978-7-5500-1233-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石板塘.下卷 梦竹著 978-7-5500-1236-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午夜上海 鱼叔著 978-7-5500-1263-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邓小平的南昌岁月 蒋泽先著 978-7-5500-1267-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北京森林 刘延平著 978-7-5500-1336-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那场爱情:我和杜拉斯 (法)扬·安德烈亚(Yann Andrea)著 978-7-5500-1337-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每一个沉溺于爱情的人，最后都输给了谎言 星空飘雨 978-7-5500-1355-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寒武再临.2 水千丞著 978-7-5500-1356-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美人为馅 丁墨著 978-7-5500-1360-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化身博士 (英)史蒂文森著 978-7-5500-1365-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待我相思放下，许你浪迹天涯 柳如眉著 978-7-5500-1366-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孤独是生命的礼物 周国平,余秋雨,陈忠实等著 978-7-5500-1374-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神奇的老大日记 有时右逝著 978-7-5500-1385-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都一样 何亚娟著 978-7-5500-1386-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老牌政敌.3,叛国者 (美)迈克尔·道布斯(Michael Dobbs)著 978-7-5500-1387-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仙剑奇侠传.陆 管平潮[著] 978-7-5500-1393-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洗尘 朱宇著 978-7-5500-1395-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春江花月夜 多多著 978-7-5500-1397-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没有你, 到不了的地方 艾莉著 978-7-5500-1398-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纸牌屋.3,最后一击 (英)迈克尔·道布斯著 978-7-5500-1400-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诡案实录.3 延北老九著 978-7-5500-1401-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李纳短篇小说选 李纳著 978-7-5500-1403-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下岗女的罗曼史 新庚著 978-7-5500-1404-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绾青丝 波波著 978-7-5500-1407-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绾青丝.贰 波波著 978-7-5500-1408-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大宅 (美) 妮可·克劳斯著 978-7-5500-1409-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元素周期表:奥斯维辛化学家的二战回忆 (意) 普里莫·莱维著 978-7-5500-1417-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刘荒田小品文精选 刘荒田著 978-7-5500-1421-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资本天道:众筹的力量 李波, 丁婕主编 978-7-5500-1422-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绾青丝.肆 波波著 978-7-5500-1425-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绾青丝.叁 波波著 978-7-5500-1426-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消失的女孩 (美) 柯熙·卓安著 978-7-5500-1428-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途岛奇迹
(美) 戈登·W. 普兰奇, 唐纳德·M. 戈尔茨

坦, 凯瑟琳·V. 犹龙著
978-7-5500-1438-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雪衣国:宫门内逗 十里菱歌著 978-7-5500-1440-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缉凶录 葛若凡著 978-7-5500-1453-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 陈东有著 978-7-5500-1455-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如果这就是爱情 梅子黄时雨著 978-7-5500-1458-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魔碑 (美)陆源著 978-7-5500-1459-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幻影 (美)陆源著 978-7-5500-146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画谜 (美) 陆源著 978-7-5500-1461-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错过世界遇到你 丁墨著 978-7-5500-1464-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随笔精品 毛信德, 朱隽编 978-7-5500-1467-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篇小说精品 毛信德, 李遵进编 978-7-5500-1468-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千机皇后.上 之臻著 978-7-5500-1470-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千机皇后.下 之臻著 978-7-5500-1470-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黑色弥撒:爱尔兰黑帮教父与美国联邦调查局
的魔鬼交易

(美) 迪克·莱尔, (美) 杰拉德·奥尼尔著 978-7-5500-1476-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赦免之日 辛酉 978-7-5500-1478-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蓬莱走读生.上 张廉著 978-7-5500-1482-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诺森德的守望 时久著 978-7-5500-1487-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请君赐娇 远在著 978-7-5500-1488-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爱情去哪儿了 吕琛昊著 978-7-5500-1489-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不想和你说再见 无处可逃 978-7-5500-1496-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宿敌 乌云冉冉著 978-7-5500-1501-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他与月光为邻.上册 丁墨著 978-7-5500-1510-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他与月光为邻.下册 丁墨著 978-7-5500-1510-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不可违抗的她 (英) 亨利·莱特·哈葛德著 978-7-5500-1512-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狱之门 (爱尔兰)约翰·康诺利著 978-7-5500-1516-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隐匿的检控官 苏簌著 978-7-5500-1518-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牡丹绮情 (美)邝丽莎著 978-7-5500-1519-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寒武再临.3 水千丞著 978-7-5500-1527-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时政记者 万茵著 978-7-5500-1532-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钱多多嫁人记 人海中 978-7-5500-1533-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他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上 玖月晞著 978-7-5500-1535-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他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下 玖月晞著 978-7-5500-1535-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良辰美警 五更大雨著 978-7-5500-1538-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工科女生的文科爱情 木易雨山著 978-7-5500-1542-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萤火虫小巷 (美)克莉丝汀·汉娜著 978-7-5500-1543-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画个人 程维绘著 978-7-5500-1544-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孤单, 是一个人的狂欢 建晓东编绘 978-7-5500-1545-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没事别随便思考人生 鬼脚七著 978-7-5500-1547-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拾光里的我们 随侯珠著 978-7-5500-1548-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晚安，我亲爱的孤独 午歌[著] 978-7-5500-1549-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们.上 辛夷坞著 978-7-5500-1550-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们.下 辛夷坞著 978-7-5500-1550-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有时心动 苏素著 978-7-5500-1551-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学长, 请留步 不二哥著 978-7-5500-1556-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 许常德著 978-7-5500-1557-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蜜汁炖鱿鱼 墨宝非宝著 978-7-5500-1563-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女王进化论 人海中 978-7-5500-1564-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1号男孩 (美) 马修·奎克著 978-7-5500-1566-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苏志燮只有你:一个演员进入角色之路 (韩) 苏志燮著 978-7-5500-1567-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半城风月:终章 十四郎著 978-7-5500-1571-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半城风月 十四郎著 978-7-5500-1572-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卿卿我心:老婆大人很威武 超爱小正太著 978-7-5500-1575-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蓬莱走读生.下 张廉著 978-7-5500-1576-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蓝色 邱华栋著 978-7-5500-1579-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 978-7-5500-1580-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危宫惊梦.上 狂上加狂著 978-7-5500-1581-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危宫惊梦.下 狂上加狂著 978-7-5500-1581-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男神在隔壁 二月生著 978-7-5500-1584-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挂科不挂爱 苏亦谜著 978-7-5500-1586-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 贺绍俊主编 978-7-5500-1587-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王干主编 978-7-5500-1588-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王必胜主编 978-7-5500-1589-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周明, 王宗仁主编 978-7-5500-1590-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年中国诗歌排行榜 邱华栋主编 978-7-5500-1591-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六十章蜜方.上 零度寂寞著 978-7-5500-1601-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六十章蜜方.下 零度寂寞著 978-7-5500-1601-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刀光枪影 郝岩著 978-7-5500-1604-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和你在一起才是全世界 大柠著 978-7-5500-1607-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记忆里，微笑的你 亦落芩著 978-7-5500-1609-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重新洗牌 (英) 迈克尔·道布斯著 978-7-5500-1616-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夺嫡.上,囚凤卷 狂上加狂著 978-7-5500-1617-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夺嫡.下,囚凤卷 狂上加狂著 978-7-5500-1617-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洋嫁 汪洋[著] 978-7-5500-1618-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知更鸟女孩 (美) 查克·温迪格著 978-7-5500-1619-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谈旅行 郁达夫著 978-7-5500-1624-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们无法再享有天真和浅薄 半岛璞著 978-7-5500-1640-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十年一品温如言.上 书海沧生著 978-7-5500-1642-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十年一品温如言.下 书海沧生著 978-7-5500-1642-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寒武再临.4 水千丞著 978-7-5500-1645-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漫游法兰西 (美)亨利·詹姆斯著 978-7-5500-1646-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异乡人.2,被诅咒的婚约 (美)戴安娜·加瓦尔东(Diana Gabaldon)著 978-7-5500-1654-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海怪联盟 天堂放逐者著 978-7-5500-1658-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想和你过好这人生 木子喵喵著 978-7-5500-1664-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木兰无长兄.2 祈祷君著 978-7-5500-1669-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猴票 刘杰[著] 978-7-5500-1674-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想说爱你不容易 褚竺著 978-7-5500-1675-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王家小姐 王安著 978-7-5500-1677-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仙鲤奇缘.上册 顾惜之著 978-7-5500-1678-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仙鲤奇缘.下册 顾惜之著 978-7-5500-1678-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曾赤诚天真爱过你 独木舟著 978-7-5500-1689-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碧云.上 朵朵舞著 978-7-5500-1691-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碧云.下 朵朵舞著 978-7-5500-1691-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想住进你心里 居尼尔斯(Genius)[著] 978-7-5500-1696-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刺客 邱华栋著 978-7-5500-1699-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让一切随遇而安 叶萱著 978-7-5500-1700-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木兰无长兄.4 祈祷君著 978-7-5500-1701-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爱你的某食某刻 山亭夜宴[著] 978-7-5500-1704-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浣熊帮帮忙 蓝淋著 978-7-5500-1706-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西北偏北 邱华栋著 978-7-5500-1707-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爬着城市玻璃山 邱华栋著 978-7-5500-1717-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大鱼、小鱼和虾米 邱华栋著 978-7-5500-1721-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花儿与黎明 邱华栋著 978-7-5500-1722-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皇帝不在的秋天 程维著 978-7-5500-1725-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小路，才是用来回家的 刘醒龙[著] 978-7-5500-1734-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所有的骏马 邱华栋著 978-7-5500-1736-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3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978-7-5500-1740-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3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978-7-5500-1741-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89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978-7-5500-1744-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仙剑奇侠传.柒 管平潮 978-7-5500-1747-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89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978-7-5500-1753-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2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978-7-5500-1754-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2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978-7-5500-1755-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慕容素衣著 978-7-5500-1756-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4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978-7-5500-1758-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4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978-7-5500-1759-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樱子小姐脚下埋着秘密.1 (日)太田紫织著 978-7-5500-1761-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0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978-7-5500-1763-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恋恋洛城 张立珩著 978-7-5500-1764-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凝爱成珠.上,终结篇 尼卡著 978-7-5500-1767-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凝爱成珠.下,终结篇 尼卡著 978-7-5500-1767-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0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978-7-5500-1775-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夏目友人帐 (日) 村井贞之 978-7-5500-1777-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们始终独自行走在这个世界 米娅，七毛，牛莹等著 978-7-5500-1778-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的世界全部给你 无处可逃 978-7-5500-1779-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不想散场 乌小白著 978-7-5500-1780-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千屿千寻 明前雨后[著] 978-7-5500-1781-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没有你的晚安，我睡不着 小新著 978-7-5500-1782-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满满都是我对你的爱:典藏版 顾西爵著 978-7-5500-1784-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将离 童亮著 978-7-5500-1786-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惑国:傀儡王妃.上 二月柳著 978-7-5500-1802-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惑国:傀儡王妃.下 二月柳著 978-7-5500-1802-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恋爱风线 夏茗悠著 978-7-5500-1825-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且以欢喜共余生 景行著 978-7-5500-1830-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要逆风去 未再著 978-7-5500-184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因为爱情 梅子黄时雨著 978-7-5500-1842-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不存在的父亲 (英) 迈克尔·道布斯著 978-7-5500-1843-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少年的你，如此美丽 玖月晞著 978-7-5500-1845-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夜旅人 赵熙之著 978-7-5500-1846-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爱让我们更好了 李荷西著 978-7-5500-1847-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寻找时间的灰度.上 安逸著 978-7-5500-1848-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寻找时间的灰度.下 安逸著 978-7-5500-1848-8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外和谐楷模100例 刘上洋主编 978-7-5500-1856-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不期而遇的温暖 板栗子 978-7-5500-1863-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枭宠.上 丁墨著 978-7-5500-1867-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枭宠.下 丁墨著 978-7-5500-1867-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那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Twentine 978-7-5500-1869-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再见，萤火虫小巷 (美) 克莉丝汀·汉娜著 978-7-5500-1871-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如果蜗牛有爱情:典藏版.上 丁墨著 978-7-5500-1874-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如果蜗牛有爱情:典藏版.下 丁墨著 978-7-5500-1874-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生有你 午歌[著] 978-7-5500-1911-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自由的夜行 史铁生著 978-7-5500-1996-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月光花藤 (美)杰塔·卡尔顿(Jetta Carleton)著 978-7-5501-0592-8 南方出版社

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美)琳达·亚当斯(Linda Adams)著 978-7-5501-0646-8 南方出版社

史玉柱正传:人生就是一场豪赌 彭征著 978-7-5501-1921-5 南方出版社

马云正传:活着 就是为了颠覆世界 刘世英, 彭征著 978-7-5501-1922-2 南方出版社

政治暗杀简史:揭秘政治袭击 杀手及其幕后
操纵者

(英) 理查德·贝尔菲尔德著 978-7-5501-2594-0 南方出版社

追随你的心:用思想改变世界: 乔布斯的十大
演讲

(美) 史蒂夫·乔布斯著 978-7-5502-0397-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靠垫:给心灵一个柔软的支撑 (韩)赵信暎著 978-7-5502-0412-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风险管理 编委高国伟 ... [等] 978-7-5502-0563-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有效沟通 余世维著 978-7-5502-0812-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工具 (美) 菲尔·施图茨,巴里·米歇尔斯著 978-7-5502-0957-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晓说 高晓松著 978-7-5502-1131-5 北京联合出版社

灵魂的独白 许戈辉主持 978-7-5502-1184-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美国最权威演讲与口才 (美)多罗茜·利兹(Dorothy Leeds)著 978-7-5502-1206-0 京华出版社

生命的嬗变 许戈辉主持 978-7-5502-1215-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笑死你不偿命大全集 一笑主编 978-7-5502-1231-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国安20年 新京报社编著 978-7-5502-1234-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梦锁深宫.上册 水凝烟著 978-7-5502-1241-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梦锁深宫.下册 水凝烟著 978-7-5502-1241-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开讲啦:人生路莫慌张 主编《开讲啦》栏目组 978-7-5502-1246-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与青春私奔 高晓松口述 978-7-5502-1261-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仙剑奇侠传.贰 管平潮著 978-7-5502-1269-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小宽带你100元吃遍北京 小宽著 978-7-5502-1270-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古玛雅密码 王文奇, 泽安编著 978-7-5502-1295-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惊人的巧合 张乐生编著 978-7-5502-1298-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历史禁区 白云天, 罗建民编著 978-7-5502-1310-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个人的朝圣 (英)蕾秋·乔伊斯著 978-7-5502-1352-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苦役列车 (日)西村贤太著 978-7-5502-1356-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呼唤洁净的世界 费勇主编 978-7-5502-1389-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轩辕剑之天之痕.下 燕垒生著 978-7-5502-1393-7 京华出版社

《本草纲目》饮食宜忌速查全书 张银柱主编 978-7-5502-1457-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大其心:心有多大, 路就有多宽 冯其劢编著 978-7-5502-147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仙剑问情.壹,龙女奇缘 管平潮著 978-7-5502-1491-0 京华出版社

仙剑问情.贰,仙客风流 管平潮著 978-7-5502-1492-7 京华出版社

仙剑问情.叁,御剑江湖 管平潮著 978-7-5502-1493-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仙剑问情.伍,沧海屠龙 管平潮著 978-7-5502-1495-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仙剑问情.陆,天人永殇 管平潮著 978-7-5502-1496-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不说话的艺术 (日) 麻生贤太郎著 978-7-5502-1508-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拆弹部队战雷 冯骥，徐纪周著 978-7-5502-1513-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上阵父子兵 中夙著 978-7-5502-1563-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天台 周杰伦著 978-7-5502-1569-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千奇百怪的大自然.上 朱雅编著 978-7-5502-1576-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千奇百怪的大自然.下 朱雅编著 978-7-5502-1576-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怕没有机会，选择真正喜欢的生活 刘笑嘉著 978-7-5502-1619-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精忠岳飞 丁善玺，唐季礼著 978-7-5502-1635-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别害怕，爱情在路上 (美)黛比·麦康伯(Debbie Macomber)著 978-7-5502-1648-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案创作完全手册 (美) 罗伯特·布莱著 978-7-5502-1652-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案创作完全手册 (美) 罗伯特·布莱著 978-7-5502-1652-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名著全知道 文若愚主编 978-7-5502-1655-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精忠岳飞.第二册 丁善玺，唐季礼著 978-7-5502-1718-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人一生要读的经典 桑楚主编 978-7-5502-1720-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本书读通中外经典 文若愚编著 978-7-5502-1728-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精忠岳飞:大结局 丁善玺，唐季礼著 978-7-5502-1817-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样的人也该千载难逢: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
歌赏析

阿烟著 978-7-5502-1821-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慢慢爱，不慌张 苏悦著 978-7-5502-1825-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小说里有最好的人生 (韩)安相宪著 978-7-5502-1827-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最受读者喜爱的文章 明月升主编 978-7-5502-1840-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慢慢来，让灵魂跟上来:你给生活意境，生活
才能给你风景

meiya[著] 978-7-5502-184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仙剑奇侠传.叁 管平潮[改编] 978-7-5502-1890-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红楼梦断:曹雪芹家的故事,秣陵春 高阳著 978-7-5502-1893-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选择的力量:人生只要做对1%的事 (日)河野英太郎著 978-7-5502-1940-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材料与记忆 (法国) 亨利·柏格森著 978-7-5502-2018-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格言集 (德)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著 978-7-5502-2021-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 (德国) 卡尔·曼海姆著 978-7-5502-2026-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伦理学史 蔡元培著 978-7-5502-2127-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教育学 王国维著 978-7-5502-2145-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神话与诗 闻一多著 978-7-5502-2146-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星巴克的秘密:咖啡别倒得太满 (英) 戴维·汤普森著 978-7-5502-2213-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搭车十年:一个旅行上瘾者的世界 丁海笑著 978-7-5502-2333-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河流 许开祯著 978-7-5502-2335-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难搞的日子笑出声来 大鹏著 978-7-5502-2375-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新宿鲛.Ⅳ,无间人形 (日)大泽在昌著 978-7-5502-2390-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新宿鲛.Ⅴ,炎蛹 (日)大泽在昌著 978-7-5502-2391-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全注全译国学精粹 思履主编 978-7-5502-2407-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人类神秘现象 段晓蕾编著 978-7-5502-2408-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快乐一嘉 李维嘉著 978-7-5502-2449-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是陪伴:最想和爸妈一起做的46件事 春光编辑室编著 978-7-5502-2501-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每个人都有秘密 培培著 978-7-5502-2620-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第一商会 寒川子著 978-7-5502-2663-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蛰伏江湖:练就白领真本事 雲雪铭著 978-7-5502-2700-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虞美人之剑指江山.上 闻情解佩著 978-7-5502-2768-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虞美人之剑指江山.下 闻情解佩著 978-7-5502-2768-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 蒋勋著 978-7-5502-276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白岩松：行走在爱与恨之间 978-7-5502-2774-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郭斯特作品 978-7-5502-2855-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故事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编 978-7-5502-2921-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幸福是什么? (不丹) 吉格梅·廷莱著 978-7-5502-2985-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失乐园 (日)渡边淳一著 978-7-5502-3041-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大江东去.一 阿耐[著] 978-7-5502-3055-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大江东去.三 阿耐[著] 978-7-5502-3055-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大江东去.二 阿耐[著] 978-7-5502-3055-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唐朝定居指南 森林鹿著 978-7-5502-3123-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外历史未解之谜 郭映熙主编 978-7-5502-3183-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解《说文解字》:画说汉字 (东汉)许慎原著 978-7-5502-3188-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仙剑奇侠传.肆 管平潮[著] 978-7-5502-3190-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点滴在心的处世艺术 (美)刘墉[著] 978-7-5502-3214-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生死爱恨一念间 (美)刘墉[著] 978-7-5502-3221-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心灵四季 (美)刘墉[著] 978-7-5502-3223-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惊奇物语.2 贰十三，周浩晖等著 978-7-5502-3226-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韩非子译注 (战国) 韩非著 978-7-5502-3274-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热血男人帮 张轩洋著 978-7-5502-3297-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外历史悬念 文若愚编著 978-7-5502-3340-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的脖子让我很不爽 (美)诺拉·艾芙隆(Nora Ephron)著 978-7-5502-3433-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最美花海之旅 X-Knowledge Co.,Ltd.著 978-7-5502-3464-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最美森林之旅 X-Knowledge Co.,Ltd.著 978-7-5502-3465-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穿布鞋的马云:决定阿里巴巴生死的27个节点 王利芬，李翔著 978-7-5502-3492-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亮剑 都梁[著] 978-7-5502-3495-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血色浪漫 都梁[著] 978-7-5502-3498-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个社会会更好吗:王蒙哲思录 王蒙著 978-7-5502-3547-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古董局中局.3,掠宝清单 马伯庸著 978-7-5502-3586-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黄金时代 李樯[著] 978-7-5502-3622-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寻找心灵深处的感动 (美)刘墉[著] 978-7-5502-3636-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动物百科彩色图鉴 李昕编著 978-7-5502-3675-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法布尔昆虫记 (法)法布尔著 978-7-5502-3677-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恐龙百科彩色图鉴 李叶编著 978-7-5502-3679-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肖文飒主编 978-7-5502-3698-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历史全知道 文飒编著 978-7-5502-3700-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彩绘全注全译全解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清)吴调侯选编 978-7-5502-3704-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彩绘全注全译全解资治通鉴 (北宋)司马光撰 978-7-5502-3708-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彩绘全注全译全解菜根谭 (明)洪应明著 978-7-5502-3709-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彩绘全注全译全解传习录 (明)王阳明著 978-7-5502-3710-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国学知识全知道 董洪杰主编 978-7-5502-3715-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纳兰词图解详析 (清)纳兰性德著 978-7-5502-3717-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诗经图解详析 (春秋)孔子等编选 978-7-5502-3723-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未解之谜 文若愚主编 978-7-5502-3728-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之最 子衿主编 978-7-5502-3729-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彩绘全注全译全解四书 (春秋)孔子等著 978-7-5502-3731-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彩绘全注全译全解四书五经 (春秋)孔子等著 978-7-5502-3732-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彩绘全注全译全解闲情偶寄 (清)李渔著 978-7-5502-3738-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与狼同行:狼的隐秘生活
(美)吉姆·达彻(Jim Dutcher)，(美)杰米·

达彻(Jamie Dutcher)著
978-7-5502-3828-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 刘猛[著] 978-7-5502-3854-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楚辞评注 (战国) 屈原, (战国) 宋玉著 978-7-5502-3867-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聊斋志异译注 (清) 蒲松龄著 978-7-5502-3871-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火凤凰 刘猛[著] 978-7-5502-390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孟子译注 (战国) 孟子著 978-7-5502-3911-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纳兰词评注 (清) 纳兰性德著 978-7-5502-3913-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三国志译注 (西晋)陈寿著 978-7-5502-3914-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菜根谭译注 (明)洪应明著 978-7-5502-3916-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汉书译注 (东汉)班固著 978-7-5502-3918-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后汉书译注 (南朝宋)范晔著 978-7-5502-3919-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老子译注 (春秋)老子著 978-7-5502-3920-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吕氏春秋译注 (战国)吕不韦著 978-7-5502-3924-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墨子译注 (战国) 墨子著 978-7-5502-3926-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人间词话注释 王国维著 978-7-5502-3928-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译注 (南朝梁)周兴嗣等著 978-7-5502-3929-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走出非洲 (丹) 凯伦·布里克森著 978-7-5502-3936-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说新语译注 (刘宋) 刘义庆著 978-7-5502-3942-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随园诗话译注 (清) 袁枚著 978-7-5502-3943-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吴越春秋译注 (东汉)赵晔著 978-7-5502-3945-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闲情偶寄译注 (清)李渔著 978-7-5502-3947-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荀子译注 (战国) 荀况著 978-7-5502-3950-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元曲三百首注释 (元) 关汉卿等著 978-7-5502-3952-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子不语译注 (清) 袁枚著 978-7-5502-3954-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宋词三百首注释 (清) 朱祖谋编著 978-7-5502-3956-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搜神记译注 (晋) 干宝著 978-7-5502-3958-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晏子春秋译注 (春秋)晏子著 978-7-5502-4094-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阅微草堂笔记译注 (清) 纪昀著 978-7-5502-4095-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战国策译注 (西汉)刘向校录 978-7-5502-4098-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庄子译注 (战国) 庄周著 978-7-5502-4099-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资治通鉴译注 (宋)司马光著 978-7-5502-4100-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羽·青空之蓝:典藏版 沧月[著] 978-7-5502-4104-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办公室政治 (英)奥利弗·詹姆斯著 978-7-5502-4110-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每天读点口才学 王光波编著 978-7-5502-4117-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黄帝内经译注 姚春鹏，姚丹译注 978-7-5502-4138-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山海经译注 王斐译注 978-7-5502-4140-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诗经评注 绿净评注 978-7-5502-4142-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周易译注 韩立平译注 978-7-5502-4143-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如果科学可以这么搞:36 réponses pour en 
finir (ou pas) avec les idées recues

(法)安东尼奥·菲谢蒂(Antonio 
Fischetti)[著]

978-7-5502-4151-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独家挚爱 树犹如此 978-7-5502-4154-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戴正阳著 978-7-5502-4155-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最需要的心理学常识书 王惠敏编著 978-7-5502-4156-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大学·中庸译注 (春秋) 曾子, (战国) 孔伋著 978-7-5502-4162-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近在远方 七堇年主编 978-7-5502-4195-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忧伤的时候到厨房去 (土耳其) 爱诗乐·沛克著 978-7-5502-4207-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生死功课 (美)早崎绘里香(Erika Hayasaki)著 978-7-5502-4279-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你的脚步走在你的心上 温瑶 978-7-5502-4313-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你是我的竹马大人 梁冰芯著 978-7-5502-4321-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罗辑思维:成大事者不纠结 罗振宇著 978-7-5502-4414-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有种后宫叫德妃.壹 阿琐著 978-7-5502-4418-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道德经全解 思履主编 978-7-5502-4470-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阿恩 (挪)B.比昂松著 978-7-5502-4473-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创造进化论 (法)H.柏格森著 978-7-5502-4476-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人生之意义与价值 (德)R.奥伊肯著 978-7-5502-4488-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小毛驴与我 (西)J.西梅内斯著 978-7-5502-4497-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两个人的婚姻，七个人的饭桌 宁国涛著 978-7-5502-4508-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百合圣经
(法)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e)绘
978-7-5502-4530-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们的退休生活:退休前的规划与退休后的乐
趣

李士杰著 978-7-5502-4533-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鬼谷子全解 思履主编 978-7-5502-4537-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四书全解 思履主编 978-7-5502-4547-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说部之乱 朱岳著 978-7-5502-4578-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房龙地理 (美) 房龙著 978-7-5502-4589-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美国史 任思源主编 978-7-5502-4595-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未解之谜 文若愚编著 978-7-5502-4598-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外考古未解之谜 文娟编著 978-7-5502-4600-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外历史未解之谜 郭映熙编著 978-7-5502-4601-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南怀瑾的32堂国学课 圣铎编著 978-7-5502-4616-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千秋人物 梁衡著 978-7-5502-4707-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最美的散文 世界最美的散文 朱自清等编著 978-7-5502-4714-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语胜千言 张超著 978-7-5502-4731-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四书五经详解 孔子等著 978-7-5502-4742-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蒋勋破解梵高之美 蒋勋著 978-7-5502-4768-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三严三实党员干部读本 张荣臣，谢英芬，韩宇编著 978-7-5502-4791-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弥留之际 (美)威廉·福克纳著 978-7-5502-4794-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姐姐的守护者 (美) 朱迪·皮考特著 978-7-5502-4799-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 978-7-5502-4832-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国学教你做人做官 张芬之, 许罡, 周杨编著 978-7-5502-4842-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如果从未爱上你 梧桐私语 978-7-5502-4844-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等你爱我 艾米 978-7-5502-4847-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们都要好好的 这么远那么近 978-7-5502-4849-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武动苍穹.5 何常在著 978-7-5502-4850-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武动苍穹.6 何常在著 978-7-5502-4851-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击中国100年 刘署刚编著 978-7-5502-4856-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你是最好的自己 暖小昕编译 978-7-5502-4897-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你值得拥有这美好的世界 暖小昕编译 978-7-5502-4898-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青春不散场 暖小昕编译 978-7-5502-4899-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让我留在你的身边 暖小昕编译 978-7-5502-4900-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人生明白要趁早 暖小昕编译 978-7-5502-4901-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时光走了，你还在 暖小昕编译 978-7-5502-4902-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的世界很小，但是刚刚好 暖小昕编译 978-7-5502-4903-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用自己最爱的方式过一生 暖小昕编译 978-7-5502-4904-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有些路, 只能一个人走 暖小昕编译 978-7-5502-4905-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爱 暖小昕编译 978-7-5502-4906-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雪亮军刺 暗月著 978-7-5502-4919-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特战先锋 刘猛[著] 978-7-5502-4925-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词曲史 王易著 978-7-5502-4935-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国学常识 曹伯韩著 978-7-5502-4954-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诗史 李维著 978-7-5502-4967-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致遗忘了我的你 张小娴 978-7-5502-4973-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坚信 (美)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著 978-7-5502-4974-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斯坦福最受欢迎的人生规划课 黄菁媺 ... [等] 著 978-7-5502-4978-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经学教科书 刘师培著 978-7-5502-4981-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鲁迅传 许寿裳著 978-7-5502-4983-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古代史.上 夏曾佑著 978-7-5502-499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古代史.下 夏曾佑著 978-7-5502-499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人生只有一次，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美)摩西奶奶[著] 978-7-5502-4997-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总有一个人让你念念不忘 金沐著 978-7-5502-5009-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全解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宋)王应麟等著 978-7-5502-5016-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遇险自救自我防卫野外生存 肖昕编著 978-7-5502-5026-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文化全知道 丁雯编著 978-7-5502-5029-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国学经典全知道 田冰莹编著 978-7-5502-5040-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只是敢和别人不一样 周宏翔著 978-7-5502-5051-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惊世谜案,中国卷 李晓鸣编著 978-7-5502-5074-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开了个脑洞:极限故事簿.II 超好看主编 978-7-5502-5078-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最美透明生物 X-Knowledge Co.,Ltd.著 978-7-5502-5089-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最美飞鸟 X-Knowledge Co.,Ltd.著 978-7-5502-5090-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盛世收藏.2 倾覆著 978-7-5502-5100-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食色天下.4 石章鱼著 978-7-5502-5101-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奇闻怪事 朱立春编著 978-7-5502-5112-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多想你也喜欢我 马叛[著] 978-7-5502-511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特警力量 刘猛[著] 978-7-5502-5132-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国家智囊:刘伯温 贺俊杰著 978-7-5502-5134-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大国学课 文章编著 978-7-5502-5209-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大口才课 明理编著 978-7-5502-5211-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大哲学课 贾丹丹编著 978-7-5502-5218-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希拉里：我的抉择时刻 莉斯塔娜著 978-7-5502-5233-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你我皆凡人 六神磊磊著 978-7-5502-5242-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既然青春留不住 顾伟著 978-7-5502-5244-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不再让你孤单:人情冷暖,唯愿你一生安好 易术[著] 978-7-5502-5251-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你不必逞强 时间会为你疗伤 陈亚豪著 978-7-5502-5263-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武动苍穹.7 何常在著 978-7-5502-5291-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血色邂逅 刘学文著 978-7-5502-5293-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困在宜家衣柜里的苦行僧 (法)罗曼·普埃尔多拉(Romain Puertolas)
著

978-7-5502-5316-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本不正经的科学 (法)皮埃尔·巴泰勒米(Pierre Barthelemy)
著

978-7-5502-5342-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换心 (美)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 978-7-5502-5346-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是证人 (韩)崔民硕[等]著 978-7-5502-5384-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惊奇物语.3 王雨辰,周浩晖等著 978-7-5502-5443-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地底世界之雾隐占婆 天下霸唱著 978-7-5502-5450-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青春在这里点燃 周继东,李凤著 978-7-5502-5452-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冯友兰散文:觉解人生 冯友兰著 978-7-5502-5485-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踏花归去马蹄香:叶圣陶散文 叶圣陶著 978-7-5502-5487-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不安的世界里,给自己安全感 毕淑敏[著] 978-7-5502-5499-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哈佛学谈判 王海山编著 978-7-5502-5524-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癫狂, 我心优雅 苏红著 978-7-5502-5531-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梦的解析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978-7-5502-5532-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人苦不自知:金克木散文 金克木著 978-7-5502-5533-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武动苍穹.8 何常在著 978-7-5502-5536-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神话史 袁珂著 978-7-5502-5560-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对生命说是 (澳) 奥南朵著 978-7-5502-5565-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你是我最美的遇见 柳柳西著 978-7-5502-5568-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美是一生的修行:朱光潜散文 朱光潜著 978-7-5502-5569-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觉醒日.2 唐缺著 978-7-5502-5570-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极地苍茫:禁忌之地 中雨[著] 978-7-5502-5571-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怒江之战 南派三叔, 乾坤著 978-7-5502-5573-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星之声:爱的絮语·穿越星际 (日)加纳新太著 978-7-5502-5594-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人民大澡堂 尉迟琳嘉著 978-7-5502-5596-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左手《黄帝内经》右手《本草纲目》 焦亮，李霖编著 978-7-5502-5605-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的盖世英熊 鲍鲸鲸著 978-7-5502-5622-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别怕，有我在 睡前故事主编 978-7-5502-5626-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国学常识全知道 张远编著 978-7-5502-566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新郎 哈金著 978-7-5502-5671-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秦史原来很好看 王光波编著 978-7-5502-5678-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全解菜根谭 (明)洪应明著 978-7-5502-5680-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人一生要读的经典 陈默编 978-7-5502-5682-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历史未解之谜 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李箫乾编著 978-7-5502-5689-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宋史原来超好看 君玉离，赵宋编著 978-7-5502-5692-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想问就问吧:有关中国文化的600个趣味问题 姚远编著 978-7-5502-5694-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起点人 (美)莉斯·普赖斯著 978-7-5502-5762-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手遮天,一手捶地.上 容九著 978-7-5502-5769-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手遮天,一手捶地.下 容九著 978-7-5502-5769-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烟雾弥漫你的眼:我在火葬场学到的生命学 (美)凯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著 978-7-5502-5816-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每当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它就又变了 (美)丹尼尔·克莱恩(Daniel Klein)著 978-7-5502-5817-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势在必行 搜狐财经主编 978-7-5502-5838-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平西抗战纪事 中共房山区委宣传部，房山区史志办公室主
编

978-7-5502-5852-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日军侵占平西罪行图影录 赵思敬主编 978-7-5502-5854-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腔无声血:从《四世同堂》看沦陷时期的北
平

谢荫明主编 978-7-5502-5857-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地火燃九城:抗战时期中共北平地下斗争 周进[等]编著 978-7-5502-5858-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终点人 (美)莉斯·普赖斯著 978-7-5502-5859-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有种后宫叫德妃.肆 阿琐著 978-7-5502-5870-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绽放:萨提亚成长之旅 曹宇红, 刘诚哲, 王俊华等著 978-7-5502-5871-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池塘 哈金著 978-7-5502-5935-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云之彼端 约定的地方 (日) 新海诚原作 978-7-5502-5949-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错了,就是青春 朱洙著 978-7-5502-6006-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真理世界 秋风清著 978-7-5502-6031-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地球与太空:美国宇航局NASA珍贵摄影集 (美)尼尔马拉·纳塔瑞杰(Nirmala Nataraj)
文

978-7-5502-6059-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抗命.3 周健良著 978-7-5502-6060-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吃饱了才有力气谈恋爱 蔡要要不吃药著 978-7-5502-6062-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而立·24 张艺兴[著] 978-7-5502-6091-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大心理课 黄晓林编著 978-7-5502-6092-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真理世界.II 秋风清著 978-7-5502-6103-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君心不负相思意 刘月轩著 978-7-5502-6132-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恋爱口语:我们到底要跟男人聊什么? 燕公子[著] 978-7-5502-6150-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愿你拥有被爱照亮的生命 武志红著 978-7-5502-6162-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托克维尔(Tocqueville)著 978-7-5502-6163-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女捕头.上册 爱默丁著 978-7-5502-6212-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女捕头.下册 爱默丁著 978-7-5502-6212-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女捕头.中册 爱默丁著 978-7-5502-6212-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奇情寐语.2 宝树，吴沉水等著 978-7-5502-6213-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席柔情茶间生 居子著 978-7-5502-6245-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冷门知识全知道 朱立春主编 978-7-5502-6278-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不在别处 鲁引弓著 978-7-5502-6294-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高墙深院里的科学大腕 萨苏著 978-7-5502-6318-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重启:大灾变后，如何快速再造人类文明 (英)路易斯·达特内尔著 978-7-5502-6322-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觉醒日.3 唐缺著 978-7-5502-6325-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么推理不科学 张敛秋著 978-7-5502-6326-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第一项修炼:二十年文学作业 许海著 978-7-5502-6373-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经络穴位按摩全书 九峰编著 978-7-5502-6381-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蒋勋破解高更之美 蒋勋著 978-7-5502-6385-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手机里的男朋友 方慧[著] 978-7-5502-6386-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名门贵妻 浅水的鱼著 978-7-5502-6401-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示范与中国式治理: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
与社会服务示范项目评估报告

王名，刘振国主编 978-7-5502-6403-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老灵魂 韩松落著 978-7-5502-6425-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蝴蝶飞不过那片海 眷尔[著] 978-7-5502-6431-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我是射手座
女孩

琰心著 978-7-5502-6433-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你的一切好与坏我都眷恋 杨西凝著 978-7-5502-6434-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这么大，遇见你真好:我是白羊座女孩 墨小禾著 978-7-5502-6435-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彩色图解《神农本草经》 袁松编著 978-7-5502-6444-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全彩图解《本草纲目》 任犀然编著 978-7-5502-6449-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梦幻圣域木里 钱文忠[著] 978-7-5502-6457-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之谜 马伯庸著 978-7-5502-6459-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古董局中局.4,大结局 马伯庸著 978-7-5502-6460-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古董局中局 马伯庸著 978-7-5502-6461-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洛离的眼泪 朱洙[著] 978-7-5502-6478-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安珀志.6,厄运主牌 (美)罗杰·泽拉兹尼著 978-7-5502-6481-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金城本色 林凯，许焕英主编 978-7-5502-6487-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温暖心河 峭岩主编 978-7-5502-6490-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问百科,从数理化到宇宙太空 (美)匹兹堡卡耐基图书馆编著 978-7-5502-6496-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问百科,从小问到大却没找到答案的问题 (美)吉娜·米西若格鲁(Gina Misiroglu)编
著

978-7-5502-6497-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问百科,你不了解的地球 (美)匹兹堡卡耐基图书馆编著 978-7-5502-6498-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千手千眼 陈亚洲，何亮[著] 978-7-5502-6510-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那些相遇与错肩的青春 渐行渐远著 978-7-5502-6517-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狙击之王 朱柳，李建林[著] 978-7-5502-6522-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如果爱 请深爱 追月逐花著 978-7-5502-6523-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大清名相曾国藩:唐浩明评点版.壹,风起萍末 唐浩明著 978-7-5502-6526-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恨流年, 最美好的自己给你 李紫安著 978-7-5502-6541-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与全世界只差一个你 张莹著 978-7-5502-6544-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最美是诗经 尔雅，文道著 978-7-5502-6545-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边城:沈从文著作精选集 沈从文 978-7-5502-6548-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城南旧事 林海音 978-7-5502-6549-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骆驼祥子 月牙儿 老舍 978-7-5502-6550-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 978-7-5502-6551-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问百科,关于恐龙的一切
(美)帕特丽夏·巴尼斯-斯瓦尼(Patricia 
Barnes-Svarney)，(美)托马斯·E.斯瓦尼

(Thomas E.Svarney)编著

978-7-5502-6570-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问百科,人类艺术简史
(美)玛德琳·迪克尔森(Madelynn 

Dickerson)编著
978-7-5502-6571-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权力的智慧:冰与火的中国历史定律 宗承灏著 978-7-5502-6574-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心刃 纪玉峰著 978-7-5502-6575-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瓦尔登湖 (美) 梭罗著 978-7-5502-659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李七毛 978-7-5502-6595-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有很多心事要告诉你 呢喃的火花著 978-7-5502-6596-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大英雄时代.上册,入夜 Priest 978-7-5502-6597-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大英雄时代.下册,破晓 Priest 978-7-5502-6597-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全彩精华版 (春秋)孙武等著 978-7-5502-6618-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通史故事:全彩精华版 童超主编 978-7-5502-6621-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总有一天会抵达 聂小欠 978-7-5502-6629-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问百科,了解我们的身体与健康 (美)匹兹堡卡耐基图书馆编著 978-7-5502-6633-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问百科,我们身边的生命 (美)匹兹堡卡耐基图书馆编著 978-7-5502-6634-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有梦不怕路远 矢野浩二著 978-7-5502-6649-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有鹿来:京都的日常 苏枕书著 978-7-5502-6653-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有种后宫叫德妃.伍 阿琐著 978-7-5502-6661-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最风流 醉唐诗 古墨著 978-7-5502-6719-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房山古塔 赵佳琛，曹蕾主编 978-7-5502-6724-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让你的名字住进我的表白里 肖爻悄悄著 978-7-5502-6727-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惊微录:超短快感战栗手稿 寒知了著 978-7-5502-6730-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酒店里的小旅行:女设计师的环球酒店巡礼 何潇宁著 978-7-5502-6731-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废柴兄弟:你和梦想必须一起活下去 有时右逝著 978-7-5502-6739-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人生需要揭穿 丁丁张 978-7-5502-6740-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自控力：和压力做朋友:斯坦福大学最实用的
心理学课程

(美)凯利·麦格尼格尔(Kelly McGonigal)著 978-7-5502-6783-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 meiya著 978-7-5502-6785-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城市里的流放者 破罐著 978-7-5502-680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姑娘 你是你自己不同于任何 蔡要要不吃药著 978-7-5502-6807-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凹凸相对论 傅首尔，吴瑟斯著 978-7-5502-6809-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星际战争 刘慈欣等著 978-7-5502-6831-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说一战战史 二战战史 姚妤，蔡新苗编著 978-7-5502-6882-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动物农场 (英)乔治·奥威尔著 978-7-5502-6953-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终于等到你 凌眉著 978-7-5502-6955-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入党教材 张荣臣，谢英芬主编 978-7-5502-6977-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宋朝过的那些年 李开周著 978-7-5502-6984-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开了个脑洞:极限故事簿.III 超好看主编 978-7-5502-7000-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场关于前男友的葬礼 张躲躲[著] 978-7-5502-7007-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大清权臣张之洞:唐浩明评点版.壹,国有疑难 唐浩明著 978-7-5502-7009-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女神从来不慌张 辫子歪歪著 978-7-5502-7016-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星球大战》里的科学 (美)珍妮·卡维洛斯(Jeanne Cavelos)著 978-7-5502-7019-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郑和宝船密码:飞龙舰队 涂彪著 978-7-5502-7022-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等到时光等到你.上 苏半夏 978-7-5502-702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等到时光等到你.下 苏半夏 978-7-5502-702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又自在又美丽 翊鸣著 978-7-5502-7064-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七夜 林北尘著 978-7-5502-7069-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什么样的你，都能拥有最好的爱情 郑洁心著 978-7-5502-7071-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沙特阿拉伯:中东丝路上的绿洲 李丽编著 978-7-5502-7089-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伊朗:丝绸西路上的明珠 阿钒编著 978-7-5502-7092-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特种兵霹雳火 刘猛[著] 978-7-5502-7110-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沃顿商学院自我管理课
(美)斯图尔特·弗里德曼(Stewart D. 

Friedman)著
978-7-5502-7129-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飞鸟之歌 (美)吉姆·林奇著 978-7-5502-7148-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莫过如此 莫梵稀著 978-7-5502-7167-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以文养身 胡素著 978-7-5502-7192-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起风了 (日)崛辰雄著 978-7-5502-7198-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做自己就很好 邱汐岩著 978-7-5502-7202-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通俗天文学:和大师一起与宇宙对话 (美)西蒙·纽康著 978-7-5502-7205-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个世界让我有一点不懂 汪苏泷[著] 978-7-5502-7217-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讲座 曲风, 韩宇编著 978-7-5502-7225-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大国学课 文章编著 978-7-5502-7244-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解疑释
惑200问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5502-7245-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请在哗声后留言 徐良[著] 978-7-5502-7247-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奇迹 (日)是枝裕和，(日)中村航著 978-7-5502-7248-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征服世界的演说 程俊杰著 978-7-5502-7263-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千魂 高铭著 978-7-5502-7264-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隐身 (美)达希尔·汉密特著 978-7-5502-7266-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时间之间 (英)珍妮特·温特森著 978-7-5502-7284-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同意落地 格格杨松著 978-7-5502-7285-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亲爱的,幸福没那么难 (日)五百田达成著 978-7-5502-7295-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白话资治通鉴.第一册 (宋)司马光著 978-7-5502-733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白话资治通鉴.第三册 (宋)司马光著 978-7-5502-733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白话资治通鉴.第二册 (宋)司马光著 978-7-5502-733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白话资治通鉴.第五册 (宋)司马光著 978-7-5502-733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白话资治通鉴.第六册 (宋)司马光著 978-7-5502-733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白话资治通鉴.第四册 (宋)司马光著 978-7-5502-733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白话资治通鉴.第四册 (宋)司马光著 978-7-5502-733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白对照四书五经全本.一 李伯钦主编 978-7-5502-734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白对照四书五经全本.七 李伯钦主编 978-7-5502-734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白对照四书五经全本.三 李伯钦主编 978-7-5502-734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白对照四书五经全本.九 李伯钦主编 978-7-5502-734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白对照四书五经全本.二 李伯钦主编 978-7-5502-734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白对照四书五经全本.五 李伯钦主编 978-7-5502-734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白对照四书五经全本.八 李伯钦主编 978-7-5502-734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白对照四书五经全本.六 李伯钦主编 978-7-5502-734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白对照四书五经全本.十 李伯钦主编 978-7-5502-734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白对照四书五经全本.四 李伯钦主编 978-7-5502-734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国学经典全知道 桑楚主编 978-7-5502-7362-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们贪食亦贪爱 刘思颖著 978-7-5502-7372-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汇评精注资治通鉴.第一册 (宋)司马光编撰 978-7-5502-7373-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汇评精注资治通鉴.第三册 (宋)司马光编撰 978-7-5502-7373-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汇评精注资治通鉴.第二册 (宋)司马光编撰 978-7-5502-7373-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汇评精注资治通鉴.第五册 (宋)司马光编撰 978-7-5502-7373-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汇评精注资治通鉴.第六册 (宋)司马光编撰 978-7-5502-7373-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汇评精注资治通鉴.第四册 (宋)司马光编撰 978-7-5502-7373-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来信勿拆:杀人鬼 (日)浜尾四郎著 978-7-5502-7382-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是因为你, 爱上这世界 春晓 978-7-5502-7421-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你赠我的素锦时年 枚雯著 978-7-5502-7429-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宇宙往事 刘慈欣等著 978-7-5502-7432-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心温柔，自有力量 张德芬主编 978-7-5502-7438-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有时 徐瑾著 978-7-5502-7512-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笔误:文学大师的秘密生活
(美)罗伯特·施耐肯伯格(Robert 

Schnakenberg)著
978-7-5502-7542-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筑梦拉萨 马新明主编 978-7-5502-7549-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守望拉萨 马新明主编 978-7-5502-7550-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绽放心灵:思瑶心路 李思瑶著 978-7-5502-7581-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疼 孙频[著] 978-7-5502-7593-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你知道，我心里有你 烟波人长安，居经纬著 978-7-5502-7602-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鸟:全世界130种鸟的彩色图鉴 刘晓菲主编 978-7-5502-7603-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男人相对论 秋微著 978-7-5502-7612-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美好的食光里记住爱 小云猫猫著 978-7-5502-7614-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从新疆来.II,我从哪里来 库尔班江·赛买提著 978-7-5502-7615-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师傅，走吗？ 王硕著 978-7-5502-7617-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镜.卷三,龙战 沧月著 978-7-5502-7635-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镜.卷四,辟天 沧月著 978-7-5502-7636-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镜.卷二,破军 沧月著 978-7-5502-7637-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镜.卷五,神寂 沧月著 978-7-5502-7638-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镜:外传,织梦者 沧月著 978-7-5502-7640-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红楼梦.上 曹雪芹, 高鹗原著 978-7-5502-7651-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红楼梦.下 曹雪芹, 高鹗原著 978-7-5502-7651-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你好，我亲爱的独居时光 龙颜著 978-7-5502-7675-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美) 约瑟夫·奈著 978-7-5502-7677-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的倔强，不怕遍体鳞伤:我是处女座女孩 七月染著 978-7-5502-7682-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食梦先生.专著,中州卷 金子息著 978-7-5502-7694-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珍藏版 (美)兰道尔·门罗(Randall Munroe)著 978-7-5502-7701-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微量的慰藉 (英)伊恩·弗莱明著 978-7-5502-7723-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凤舞未央:吕雉传.叁 大爱无痕著 978-7-5502-7724-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药酒·药浴·药粥 许俊霞编著 978-7-5502-7729-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迷叶观花 惊鸿著 978-7-5502-7747-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生活大爆炸》里的科学 (美)戴夫·佐贝尔(Dave Zobel)著 978-7-5502-7758-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不在乎明天将会发生什么 方磊著 978-7-5502-7769-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局外人 (法)阿尔贝·加缪著 978-7-5502-7805-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隔壁天堂尼泊尔 杰夫·格林沃尔德著 978-7-5502-7812-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界因你而温柔 林清玄著 978-7-5502-7819-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幸福从不缺席 林清玄著 978-7-5502-7820-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 冯唐[著] 978-7-5502-7825-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二十九岁的夏天 有鹿[著] 978-7-5502-7831-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薄冰 刘英亭著 978-7-5502-7845-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月族.1,暗月之影 (美)玛丽莎·梅尔著 978-7-5502-7890-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被贴上标签的人 (美)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 978-7-5502-7906-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晃荡的青春里逆光向上 季海东著 978-7-5502-7928-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轻一点儿 姚瑶 978-7-5502-7929-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别有风光 王蒙著 978-7-5502-7931-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有故事 你有酒吗 关东野客著 978-7-5502-7939-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放下过天地，却从未放下过你:仓央嘉措诗
传

马辉, 苗欣宇著 978-7-5502-7942-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青狐 王蒙著 978-7-5502-7947-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活动变人形 王蒙著 978-7-5502-7955-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杂色 王蒙著 978-7-5502-7957-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董明珠：中国工匠精神杰出代表:让世界爱上
中国造

刘志刚, 张吕清著 978-7-5502-8010-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鲜衣怒马少年心 李云龙著 978-7-5502-8011-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当你听到世界为你叫好的声音 丁克森著 978-7-5502-8022-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自然史 (法)布封著 978-7-5502-8043-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道德经新解 唐汉著 978-7-5502-8044-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安身与立命 余世存[著] 978-7-5502-8050-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消失的脚印 (英)约翰·艾奇逊著 978-7-5502-8067-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哇哦！这些姑娘好有才 林徽因等著 978-7-5502-8092-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哇哈！这些老头真有趣 梁实秋等著 978-7-5502-8093-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曲终了 胡学文著 978-7-5502-8111-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撞车俱乐部 (美)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著 978-7-5502-8121-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风华·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文,小说
卷

涂山乔编 978-7-5502-8126-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林中秘族 (美)柳原汉雅著 978-7-5502-8127-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白河 黄光耀著 978-7-5502-8130-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城市致命危险中的生存法则 陈里著 978-7-5502-8134-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简笔画技法 孟智罡编著 978-7-5502-8186-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弄堂风流记 《新闻晨报》周刊部编著 978-7-5502-8189-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刘宋崛起.1,南朝大争霸 草军书著 978-7-5502-8193-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解五经 (西周)姬昌等著 978-7-5502-8200-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解四书五经 (春秋)孔子等著 978-7-5502-8208-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漫步荷塘,月色无边:朱自清文集精选 朱自清著 978-7-5502-8227-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拾光来不及让我从头喜欢你 乔晓谦 978-7-5502-8228-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解传习录 (明)王阳明著 978-7-5502-8229-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世道与人心:世道再变，初心不改 余世存 978-7-5502-8244-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后来，你都如何回忆我 那时迷离著 978-7-5502-8246-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全彩图说世界经典战役 张卉妍编著 978-7-5502-8250-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想和你在一起 卢思浩主编 978-7-5502-8263-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们都是赶路人 胡德夫著 978-7-5502-8267-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永无止尽的约会 丁丁张 978-7-5502-8268-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身体知道答案:珍藏版 武志红著 978-7-5502-8271-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战神卫青.上 杨永峰著 978-7-5502-8273-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战神卫青.下 杨永峰著 978-7-5502-8273-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玛戈王后与波旁王朝的崛起 (美)南希·戈德斯通著 978-7-5502-8274-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巴州往事.1,红旗厂子弟 小桥老树著 978-7-5502-8285-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本浪人 马天宇 978-7-5502-8295-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绝望收藏室 蒋林著 978-7-5502-8299-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自由与荣光:一段不为人知的美国秘史 (美) 黛安·凯里 978-7-5502-8319-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英国皇家植物园植物图谱.1,显花植物 (英)大角星编辑部编 978-7-5502-8324-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香蕉的低语 (土耳其)伊切·泰玛尔库兰(Ece 
Temelkuran)著

978-7-5502-8333-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戏梦纽约 (美) 周龙章著 978-7-5502-8354-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太空之眼:哈勃望远镜25年太空探索全记录
(美)大卫·H. 德沃金(David H. 

Devorkin)，(美)罗伯特·W. 史密斯(Robert 
978-7-5502-8375-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穿过云层都是阳光:贾平凹文学对话录 贾平凹，韩鲁华著 978-7-5502-8403-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华生手稿:罪恶的艺术 (美)邦妮·麦克伯德(Bonnie Macbird)著 978-7-5502-8406-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全世界的温暖都与你有关 任初著 978-7-5502-8422-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们肯定曾经遇见过 曾敏儿著 978-7-5502-8426-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黄金时代，生死一场:萧红文集精选 萧红著 978-7-5502-8462-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策乱江山.上 蝶影轻舞[著] 978-7-5502-8490-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策乱江山.下 蝶影轻舞[著] 978-7-5502-8490-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山海经全译 袁珂译注 978-7-5502-8491-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摄影师
(法)埃曼努埃尔·吉贝尔(Emmanuel 

Guibert)编绘
978-7-5502-8494-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重返人间 (美)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著 978-7-5502-8557-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诗经之美 吴峰编著 978-7-5502-8601-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所谓情商高就是会说话 (日)佐佐木圭一著 978-7-5502-8609-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丝绸之路 (日)大村一朗著 978-7-5502-8611-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爱有失落时 (美)马修·奎克著 978-7-5502-8635-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回声泉之旅:文人与酒的爱恨情仇 (英)奥利维亚·莱恩著 978-7-5502-8644-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爱这世界，因为我爱你 冉莹颖著 978-7-5502-8679-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哥儿 (日)夏目漱石著 978-7-5502-8713-6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王牌利刃.4,超级战兵 卿卫军[著] 978-7-5502-8735-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自省之书 (法)让-雅克·卢梭等著 978-7-5502-8881-2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唐师.3 离人望左岸著 978-7-5502-8973-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该如何说再见 这么远那么近[著] 978-7-5502-9161-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好物集 韩梅梅著 978-7-5502-9227-7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企鹅课 (英)汤姆·米切尔(Tom Michell)著 978-7-5502-9236-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拉普拉斯的魔女 (日)东野圭吾著 978-7-5502-9315-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凶手在隔壁 (英)艾莉克丝·玛伍德(Alex Marwood)著 978-7-5502-9327-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与我的百分室友 万年俊子著 978-7-5502-9684-8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步履不停 (日)是枝裕和著 978-7-5502-9768-5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兵荒马乱的青春 马小胖著 978-7-5502-9931-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聚闲集:一个精神科医生的生活琐记 梅其一著 978-7-5503-0995-1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观念、形式与效果:多维视野下的视觉传达设
计

吴丹著 978-7-5503-1134-3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中国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 主编郭剑英, 秦容 978-7-5504-1496-9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新编网络教育学生学习导论 主编唐旭辉, 李良华 978-7-5504-1534-8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环境规制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效应研究 于文超著 978-7-5504-1541-6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 主编郑晓燕 978-7-5504-1563-8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 涂文涛主编 978-7-5504-1581-2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汶川地震重灾区生态破坏及灾后生态恢复建
设对策

陈旭等著 978-7-5504-1611-6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宿舍环境对大学生学习的影响研究 郑雨欣, 贾龙宇, 邓培林著 978-7-5504-1618-5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职场礼仪 谢力维, 李竺蔚主编 978-7-5504-1635-2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应用统计学 主编邓高权 978-7-5504-1646-8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范式转换研究 曹军辉, 王瑛著 978-7-5504-1651-2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金庸笔下的真实大历史 填下乌贼著 978-7-5504-1780-9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骑马，在新西兰的春天里 杨乐著 978-7-5504-1824-0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绿色食品生产者质量控制行为研究 张婷, 吴秀敏著 978-7-5504-1827-1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口结构对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 张冲著 978-7-5504-1843-1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陈旭著 978-7-5504-1886-8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馆的故事:西财90年 主编聂富强, 李天行 978-7-5504-1893-6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资本论》年刊.第十二卷 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编 978-7-5504-1982-7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隐秘的逻辑 汗青主编 978-7-5504-2066-3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研究 戴小文著 978-7-5504-2093-9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研究 李剑荣著 978-7-5504-2101-1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创业基础案例与实训 主编郑晓燕 978-7-5504-2126-4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迷局 王梓屹著 978-7-5504-2157-8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商道大拿 俞越著 978-7-5504-2164-6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玉壶冰心:周小其爱情散文诗选 周小其著 978-7-5504-2184-4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逆风飞翔 李守智著 978-7-5504-2234-6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碎片化生活乐趣 沈威风著 978-7-5504-2377-0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基于循证实践方法的老年人口健康干预研究 童峰著 978-7-5504-2395-4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荆棘时代 陶晓智著 978-7-5504-2482-1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 主编蔡松伯, 王东晖, 王小方 978-7-5504-2532-3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信息时代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 方明建主编 978-7-5504-2533-0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就业知识与技巧 主编蔡松伯, 金晶, 彭晓清 978-7-5504-2572-9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学分银行论 杨国富 ... [等] 著 978-7-5504-2579-8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宏微观视角下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创新与监管 帅青红[等]著 978-7-5504-2651-1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永恒的记忆:苏联红军在旅大（1945-1955） 冷一彬，蒋耀辉主编 978-7-5505-0903-0 大连出版社

驾着潜艇出航 马玉全著 978-7-5505-0912-2 大连出版社

爱的八日流浪 郑华娟著 978-7-5506-0541-1 凤凰出版社

飚哥真给力:邝飚时事漫画集 邝飚著 978-7-5506-0945-7 凤凰出版社

明朝一哥王阳明:修订珍藏版 吕峥著 978-7-5506-1125-2 凤凰出版社

时局的生意:霍英东自述 霍英东口述 978-7-5506-1692-9 凤凰出版社

弹如流星.2 拔剑东门著 978-7-5506-1750-6 凤凰出版社

富豪俱乐部大结局:翻天覆地 天佑著 978-7-5506-1763-6 凤凰出版社

冒辟疆全集.上 (清)冒辟疆著辑 978-7-5506-2083-4 凤凰出版社

冒辟疆全集.下 (清)冒辟疆著辑 978-7-5506-2083-4 凤凰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经学学术编年 庄大钧，石静著 978-7-5506-2117-6 凤凰出版社

四书集注 (宋)朱熹注 978-7-5506-2389-7 凤凰出版社

赵尊岳集.叁 赵尊岳著 978-7-5506-2413-9 凤凰出版社

赵尊岳集.壹 赵尊岳著 978-7-5506-2413-9 凤凰出版社

赵尊岳集.肆 赵尊岳著 978-7-5506-2413-9 凤凰出版社

赵尊岳集.贰 赵尊岳著 978-7-5506-2413-9 凤凰出版社

贺培新集.上 贺培新著 978-7-5506-2419-1 凤凰出版社

贺培新集.下 贺培新著 978-7-5506-2419-1 凤凰出版社

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 周勋初著 978-7-5506-2435-1 凤凰出版社

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上 许结著 978-7-5506-2449-8 凤凰出版社

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下 许结著 978-7-5506-2449-8 凤凰出版社



周必大的历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宁四朝
士人关系之研究

许浩然著 978-7-5506-2456-6 凤凰出版社

向中国共产党学习,包容方略篇 吴再著 978-7-5507-0103-8 海天出版社

向中国共产党学习,逆境谋略篇 吴再著 978-7-5507-0104-5 海天出版社

从“为什么”开始:乔布斯让Apple红遍世界
的黄金圈法则

(美) 西蒙·斯涅克著 978-7-5507-0136-6 海天出版社

和姥姥一起画画 倪萍著 978-7-5507-0276-9 海天出版社

史玉柱口述:我的人生哲学 孙富鑫编写 978-7-5507-1041-2 海天出版社

文坛边上 吴昕孺著 978-7-5507-1043-6 海天出版社

华.第六辑,童年国 梅林主编 978-7-5507-1065-8 海天出版社

时间的年轮:“我们”散文诗群作品精选集 灵焚, 周庆荣, 李松璋编 978-7-5507-1122-8 海天出版社

闪光的珍藏:外国散文诗名家名作赏析 许淇编著 978-7-5507-1123-5 海天出版社

流淌的声音:中国当代散文诗百家精品赏读 耿林莽编著 978-7-5507-1124-2 海天出版社

少年失约西柏林墙 陆宝著 978-7-5507-1172-3 海天出版社

我们之间的一百件小事 为安著 978-7-5507-1173-0 海天出版社

七月的鲸鱼寄住大海 安素时著 978-7-5507-1174-7 海天出版社

所有的秘密都是深爱 沐尔著 978-7-5507-1175-4 海天出版社

极夜之北有星辰 秦玖著 978-7-5507-1176-1 海天出版社

深圳文化产业年鉴.2014(总第4卷) 978-7-5507-1182-2 海天出版社

情越千年:中国古典文学简评 欧阳婧祎著 978-7-5507-1228-7 海天出版社

黑影书香哈佛缘 郭英剑著 978-7-5507-1349-9 海天出版社

圣日耳曼德普雷的文艺范儿
(法)让-保尔·卡拉卡拉(Jean-Paul 

Caracalla)著
978-7-5507-1350-5 海天出版社

绿之友 梅林主编 978-7-5507-1362-8 海天出版社

漂 (加)金翠著 978-7-5507-1368-0 海天出版社

归来吧！标点 (法)埃里克·奥瑟纳(Erik Orsenna)著 978-7-5507-1444-1 海天出版社

一个70后女神的时尚史 黄海波著 978-7-5507-1578-3 海天出版社

红墨水 吴家玮著 978-7-5507-1651-3 海天出版社

玻璃天花板 吴家玮著 978-7-5507-1652-0 海天出版社

月下古城 王志建著 978-7-5508-1112-6 西泠印社出版社

瑞安市文化志 李淳主编 978-7-5508-1406-6 西泠印社出版社

丰子恺与杭州 钟桂松著 978-7-5508-1458-5 西泠印社出版社

玉皇山南新小镇 政协杭州市上城区委员会编著 978-7-5508-1532-2 西泠印社出版社



我的中医之路 高尔鑫著 978-7-5508-1575-9 西泠印社出版社

莫干山 叶全新, 刘建林, 仲向平著 978-7-5508-1583-4 西泠印社出版社

弟子规导读 郑贺斌著 978-7-5508-1624-4 西泠印社出版社

温州文物.第十二辑 温州博物馆编 978-7-5508-1673-2 西泠印社出版社

仙居文化志 仙居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 978-7-5508-1752-4 西泠印社出版社

东阳传统器具.上册 东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978-7-5508-1783-8 西泠印社出版社

东阳传统器具.下册 东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978-7-5508-1783-8 西泠印社出版社

尺素海宁:当代信札展作品集 陈浩主编 978-7-5508-1787-6 西泠印社出版社

周易集义.上 默识编 978-7-5508-1814-9 西泠印社出版社

周易集义.下 默识编 978-7-5508-1814-9 西泠印社出版社

宝鉴.4,蛇吞象 打眼著 978-7-5510-0708-5 文心出版社

愿你是阳光，明媚不忧伤 《哲思》编辑部 978-7-5510-0928-7 文心出版社

等一个人的时光 《哲思》编辑部编 978-7-5510-0938-6 文心出版社

80/90式婚姻 小妖琴著 978-7-5511-0474-6 花山文艺出版社

溥仪藏宝录.2,最后的复辟挣扎 景旭枫著 978-7-5511-1176-8 花山文艺出版社

苦涩岁月 王松冈著 978-7-5511-1711-1 花山文艺出版社

萌物当道 绣锦[著] 978-7-5511-1715-9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在路上，邂逅最好的爱恋 冯妙著 978-7-5511-1876-7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东岑西舅.Ⅱ 芥末绿著 978-7-5511-1891-0 花山文艺出版社

荒原追踪 (德) 卡尔·麦著 978-7-5511-1910-8 花山文艺出版社

老板太嚣张 南绫著 978-7-5511-1928-3 花山文艺出版社

独自欢 李昌鹏著 978-7-5511-1929-0 花山文艺出版社

遇见你就烂漫了 蝶之灵[著] 978-7-5511-2034-0 花山文艺出版社

香蜜沉沉烬如霜 电线著 978-7-5511-2035-7 花山文艺出版社

拥抱我吧，叶思远 含胭著 978-7-5511-2037-1 花山文艺出版社

求求你指点我 灭绝著 978-7-5511-2063-0 花山文艺出版社

学渣扶上墙 扣子依依[著] 978-7-5511-2096-8 花山文艺出版社

杏花春雨 桩桩[著] 978-7-5511-2098-2 花山文艺出版社

你的青春我来过 丁浩 978-7-5511-2103-3 花山文艺出版社

真想和你，再长大一次 大鱼文化，女报时尚编 978-7-5511-2105-7 花山文艺出版社

半仙印 红摇著 978-7-5511-2107-1 花山文艺出版社

官人有药 一只胖云著 978-7-5511-2108-8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写给你 大鱼文化，女报时尚编 978-7-5511-2111-8 花山文艺出版社



幸而我有你 容光著 978-7-5511-2112-5 花山文艺出版社

贺新郎 林笛儿著 978-7-5511-2116-3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念之差,情动一场 纳兰湘湘著 978-7-5511-2155-2 花山文艺出版社

来自天然星的伊迪奥特 卢因诚著 978-7-5511-2176-7 花山文艺出版社

情长过时光 烟罗等著 978-7-5511-2179-8 花山文艺出版社

后来我们都哭了.II,废墟 夏七夕[著] 978-7-5511-2181-1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少女执事幻物馆 南风语著 978-7-5511-2183-5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大神莫冲动 海汐著 978-7-5511-2185-9 花山文艺出版社

名流巨星:完结篇 青罗扇子[著] 978-7-5511-2245-0 花山文艺出版社

春风不若你微笑 折火一夏著 978-7-5511-2246-7 花山文艺出版社

星星上的花.2 烟罗[著] 978-7-5511-2248-1 花山文艺出版社

我在流光里枕着你的声音 小江著 978-7-5511-2287-0 花山文艺出版社

窗外风景:中短篇小说集 解永会著 978-7-5511-2302-0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千零一恋 是今[著] 978-7-5511-2426-3 花山文艺出版社

你还会记得我吗?在很久很久以后 京秋呼轮著 978-7-5511-2437-9 花山文艺出版社

赌玉 王宇民著 978-7-5511-2471-3 花山文艺出版社

浮生梦 (英) 达芙妮·杜穆里埃著 978-7-5511-2472-0 花山文艺出版社

萌字号学院 西雨客著 978-7-5511-2487-4 花山文艺出版社

鲁南风雷 张文东著 978-7-5511-2493-5 花山文艺出版社

慈禧传 胡泽编著 978-7-5511-2494-2 花山文艺出版社

掬云得月 葛丽萍著 978-7-5511-2496-6 花山文艺出版社

晚清三杰 王第著 978-7-5511-2497-3 花山文艺出版社

校董大人冷飕飕 莲沐初光著 978-7-5511-2510-9 花山文艺出版社

向经典深度致敬 谢志强著 978-7-5511-2519-2 花山文艺出版社

狭路相逢萌者胜 沙鸥著 978-7-5511-2528-4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就是要你说爱我 平林漠漠著 978-7-5511-2530-7 花山文艺出版社

从此以后岁月漫长 则慕[著] 978-7-5511-2532-1 花山文艺出版社

连云小镇 张文宝著 978-7-5511-2538-3 花山文艺出版社

许念, 这一次我不会放手 冯梓珊著 978-7-5511-2541-3 花山文艺出版社

微风轻轻起, 我好喜欢你 扣子依依 978-7-5511-2543-7 花山文艺出版社

向莎翁致敬 陆观澜 978-7-5511-2544-4 花山文艺出版社

我在等，等风等你来 云上著 978-7-5511-2545-1 花山文艺出版社

瑶华赋 似水涵著 978-7-5511-2554-3 花山文艺出版社



原来可以等到你 三文愚著 978-7-5511-2555-0 花山文艺出版社

古琴 郝炜华著 978-7-5511-2603-8 花山文艺出版社

时光，一场不散的筵席 家猫甲著 978-7-5511-2635-9 花山文艺出版社

贝壳 烟罗[著] 978-7-5511-2639-7 花山文艺出版社

别那么骄傲.2,致灿烂的你 随侯珠著 978-7-5511-2671-7 花山文艺出版社

心灵笔记 徐泽著 978-7-5511-2742-4 花山文艺出版社

只是突然很想你 安念青著 978-7-5511-2756-1 花山文艺出版社

歌尽桃花.上 靡宝著 978-7-5511-2758-5 花山文艺出版社

歌尽桃花.下 靡宝著 978-7-5511-2758-5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尚书有味 陈武著 978-7-5511-2760-8 花山文艺出版社

我们不在一起未免可惜 破破[著] 978-7-5511-2762-2 花山文艺出版社

我终于失去了你.2 麦九著 978-7-5511-2763-9 花山文艺出版社

看见即热爱 武稚著 978-7-5511-2764-6 花山文艺出版社

愿我如星君如月 小红帽萌妹著 978-7-5511-2779-0 花山文艺出版社

暮色春秋 李晓君著 978-7-5511-2785-1 花山文艺出版社

江湖有小蝉 苏城小柳著 978-7-5511-2857-5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三国史秘本.上 (日) 陈舜臣著 978-7-5511-2867-4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三国史秘本.下 (日) 陈舜臣著 978-7-5511-2867-4 花山文艺出版社

风舞 安宁著 978-7-5511-2889-6 花山文艺出版社

此生我什么也不是 刘鹏艳著 978-7-5511-2901-5 花山文艺出版社

许我心上月 苏鎏著 978-7-5511-2905-3 花山文艺出版社

远方的季节 皇甫卫明著 978-7-5511-3293-0 花山文艺出版社

风雨兼程 周勇才著 978-7-5513-0192-3 太白文艺出版社

禹城劲松 袁银波，罗昆禾著 978-7-5513-0318-7 太白文艺出版社

野马天山:一个西部行者的旅途思想 段遥亭著 978-7-5513-0539-6 太白文艺出版社

仙魔变.Ⅰ,不灭荣耀 无罪著 978-7-5513-0561-7 太白文艺出版社

击鼓传花 李小静著 978-7-5513-0573-0 太白文艺出版社

仙魔变.Ⅱ,血战雷霆 无罪著 978-7-5513-0608-9 太白文艺出版社

慰安妇血泪.上册 孙逊著 978-7-5513-0811-3 太白文艺出版社

慰安妇血泪.下册 孙逊著 978-7-5513-0811-3 太白文艺出版社

宋史其实很有趣 叶之秋著 978-7-5513-0863-2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大明那些九千岁:北大史学博士揭秘明朝太监
秘史.壹,大太监是怎样炼成的

胡丹著 978-7-5513-0864-9 太白文艺出版社



朱自清散文集 朱自清著 978-7-5513-0881-6 太白文艺出版社

周作人散文集 周作人著 978-7-5513-0882-3 太白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散文集 徐志摩著 978-7-5513-0883-0 太白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散文集 郁达夫著 978-7-5513-0884-7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冰心散文集 冰心著 978-7-5513-0885-4 太白文艺出版社

老舍散文集 老舍著 978-7-5513-0886-1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丰子恺散文集 丰子恺著 978-7-5513-0887-8 太白文艺出版社

梁实秋散文集 梁实秋著 978-7-5513-0888-5 太白文艺出版社

鲁迅散文集 鲁迅著 978-7-5513-0889-2 太白文艺出版社

沈从文散文集 沈从文著 978-7-5513-0890-8 太白文艺出版社

神诀记.Ⅰ,初入学院 李勇剑著 978-7-5513-0943-1 太白文艺出版社

思想的天空 李勇剑著 978-7-5513-0961-5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湖时光:遇见24节气 周华诚著 978-7-5514-0189-0 浙江摄影出版社

风景摄影史 林路著 978-7-5514-0206-4 浙江摄影出版社

风光的超越:摄影的审美探索 (英)戴维·沃德著 978-7-5514-0211-8 浙江摄影出版社

风光的境界:拓展视域与风格
(英)乔·科尼什, (英)查理·韦特, (英)戴

维·沃德著
978-7-5514-0218-7 浙江摄影出版社

风光的精要:光线的捕捉与雕刻
(英)乔·科尼什, (英)查理·韦特, (英)戴

维·沃德著
978-7-5514-0235-4 浙江摄影出版社

咔嚓！精彩生活照:全新版 光合网著 978-7-5514-0524-9 浙江摄影出版社

俞源村古建筑群营造技艺 衣晓龙，阴卫编著 978-7-5514-0740-3 浙江摄影出版社

石浦－富岗如意信俗 杨卓娅编著 978-7-5514-0744-1 浙江摄影出版社

周庄 阮仪三著 978-7-5514-0934-6 浙江摄影出版社

风情台湾 《最美中国》编写组编著 978-7-5514-0946-9 浙江摄影出版社

摄影诊所:让你的照片更完美 数码创意编著 978-7-5514-0972-8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37：万里猎影记 孙明经著/摄 978-7-5514-1018-2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东西方生活文化 高梁著 978-7-5514-1086-1 浙江摄影出版社

天骄风采:成吉思汗与蒙古人 内蒙古博物院, 良渚博物院编 978-7-5514-1117-2 浙江摄影出版社

缙云烧饼:追的是绿富美 中共缙云县委编 978-7-5514-1128-8 浙江摄影出版社

尤金·阿杰 (美) 约翰·萨考夫斯基著 978-7-5514-1134-9 浙江摄影出版社

人像摄影进行时,提升内在 高觉著 978-7-5514-1156-1 浙江摄影出版社

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 吴史进[等]编著 978-7-5514-1163-9 浙江摄影出版社

台州章氏骨伤疗法 章允志，章允刚编著 978-7-5514-1164-6 浙江摄影出版社



宁波泥金彩漆 章亚萍编著 978-7-5514-1175-2 浙江摄影出版社

富阳张氏骨伤疗法 方仁英，王人彦编著 978-7-5514-1186-8 浙江摄影出版社

鉴宝,玛瑙·琥珀 邹斌编著 978-7-5514-1217-9 浙江摄影出版社

我城风流 廖伟棠著 978-7-5514-1524-8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中国茶联 裘纪平著 978-7-5514-1561-3 浙江摄影出版社

青城青 美婵著 978-7-5516-1035-3 山东友谊出版社

医案追踪:医疗法律制度解读 主编尚金凯 978-7-5517-0636-0 东北大学出版社

环境保护概述 林静雯编著 978-7-5517-0643-8 东北大学出版社

沈阳昭陵史话 李凤民著 978-7-5517-0654-4 东北大学出版社

立法概述 主编魏海军 978-7-5517-0660-5 东北大学出版社

药学哲学 赵迎欢，吴峰著 978-7-5517-0664-3 东北大学出版社

村落空间与国家权力 刘方玲, 李龙海著 978-7-5517-0670-4 东北大学出版社

爱新觉罗支派沈阳伊氏历史源流 伊恒勤，李凤民编著 978-7-5517-0673-5 东北大学出版社

中日文化比较研究论集.第三辑 主编王秋菊 978-7-5517-0676-6 东北大学出版社

中日文化比较研究论集.第二辑 王秋菊主编 978-7-5517-0691-9 东北大学出版社

中日文化比较研究论集.第一辑 主编王秋菊 978-7-5517-0692-6 东北大学出版社

医案说法 辽宁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
[著]

978-7-5517-0697-1 东北大学出版社

污水处理厂施工技术汇编 张云富主编 978-7-5517-0705-3 东北大学出版社

困顿与抉择:近代中国历史走向 毛军，金万成著 978-7-5517-0707-7 东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政治机会结构
研究

张晓杰著 978-7-5517-0758-9 东北大学出版社

Premiere Pro CS4非线性编辑操作与实例 刘新业，刘岩编著 978-7-5517-0761-9 东北大学出版社

药学文献检索 主编毕玉侠, 于占洋 978-7-5517-0773-2 东北大学出版社

部队男科知识手册 曹志强, 刘宇主编 978-7-5517-0849-4 东北大学出版社

红外热像自动处理技术及其在面瘫诊治中的
应用

刘旭龙著 978-7-5517-0981-1 东北大学出版社

邮票中的鱼类鉴赏.上册,观赏鱼类 潘义川编著 978-7-5517-1066-4 东北大学出版社

邮票中的鱼类鉴赏.下册,食用经济鱼类与奇
异鱼类

潘义川编著 978-7-5517-1067-1 东北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秦书生著 978-7-5517-1136-4 东北大学出版社

泌尿系结石诊断与治疗 李昕[等]主编 978-7-5517-1373-3 东北大学出版社

唐宋绝句五百首 杨大中编 978-7-5517-1382-5 东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药品安全治理变革:历史、逻辑和未来 孙敏著 978-7-5517-1403-7 东北大学出版社

唐诗·宋词·元曲 董原主编 978-7-5518-0136-2 三秦出版社

唐宋诗词鉴赏 董元编著 978--755180-141-6 三秦出版社



三原书院人物 张征主编 978-7-5518-0171-3 三秦出版社

杨家将:最新经典珍藏 (明)熊大木著 978-7-5518-0178-2 三秦出版社

汉武帝传 石静编著 978-7-5518-0342-7 三秦出版社

中庸处世的智慧 史冬梅编著 978-7-5518-0493-6 三秦出版社

家有良夫.Ⅱ 金大著 978-7-5518-0746-3 三秦出版社

绝望的名媛 童央 978-7-5518-0939-9 三秦出版社

四书心解,整理 (清)王吉相著 978-7-5518-0945-0 三秦出版社

四书心解.上册 (清)王吉相著 978-7-5518-0945-0 三秦出版社

四书心解.下册 (清)王吉相著 978-7-5518-0945-0 三秦出版社

断肠殇:朱淑真接受与研究思辨 董军平著 978-7-5518-1090-6 三秦出版社

名人传 (法)罗曼·罗兰著 978-7-5518-1197-2 三秦出版社

老残游记 (清)刘鹗著 978-7-5518-1266-5 三秦出版社

体解易经修佛道 沈亚明，黄瑜著 978-7-5520-0245-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周海旺著 978-7-5520-0436-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世界现代禅诗选 南北主编 978-7-5520-0459-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城市价值与文化伦理 姜晶花著 978-7-5520-0654-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陈伯海文集.第一卷,唐诗学 陈伯海[著] 978-7-5520-0657-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陈伯海文集.第三卷,古文论研究 陈伯海[著] 978-7-5520-0657-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陈伯海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学史学 陈伯海[著] 978-7-5520-0657-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陈伯海文集.第五卷,哲思与审美 陈伯海[著] 978-7-5520-0657-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陈伯海文集.第六卷,文艺评论及杂著 陈伯海[著] 978-7-5520-0657-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陈伯海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化研究 陈伯海[著] 978-7-5520-0657-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国家”与“国民”:井上厦的文学世界 张立波著 978-7-5520-0691-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好民主 坏民主 吉奥桥·阿甘本 ... [等] 978-7-5520-0749-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经济刑法.15 叶青, 顾肖荣主编 978-7-5520-0783-1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中国记:乘桴崛起 周雷著 978-7-5520-0784-8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 (美)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著 978-7-5520-0785-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心理学散论.第一卷 李毅强著 978-7-5520-0792-3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魔法活船三部曲.Ⅲ,命运之船 (美)罗宾·霍布(Robin Hobb)著 978-7-5520-0799-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魔法活船三部曲.Ⅲ,命运之船 (美)罗宾·霍布(Robin Hobb)著 978-7-5520-0799-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李大钊文艺思想研究: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
启蒙现代性的关系

胡言会著 978-7-5520-0805-0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嘹亮的红:桂兴华研究图文集 桂兴华诗歌艺术中心编著 978-7-5520-0820-3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北欧文学论:从北欧中世纪文学瑰宝到“当代
的易卜生”

石琴娥著 978-7-5520-0825-8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生命法学评论.第1卷 倪正茂, 李惠主编 978-7-5520-0830-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人的行为 (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 978-7-5520-0849-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于早期成员的研究 周海林著 978-7-5520-0855-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动态分析 胡键主编 978-7-5520-0860-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报告.第3辑 汪青松, 秦文, 黄红主编 978-7-5520-0862-3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美国城市社会的演变
(美) 霍华德·丘达柯夫, (美) 朱迪丝·史

密斯, (美) 彼得·鲍德温著
978-7-5520-0873-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葬密者.第二部,人迹 钟宇[著] 978-7-5520-0886-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大宇宙 陈坤主编 978-7-5520-0893-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刘半农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 姚涵著 978-7-5520-0910-1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情绪急救:应对各种日常心理伤害的策略与方
法

(美) 盖伊·温奇著 978-7-5520-0913-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解析和应
用

岳伟编著 978-7-5520-0930-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十四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

委员会编
978-7-5520-0933-0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苗疆蛊事:大结局.上 南无袈裟理科佛著 978-7-5520-0936-1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苗疆蛊事:大结局.上 南无袈裟理科佛著 978-7-5520-0936-1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大卫之剑:以色列特种部队 周明, 李巍[著] 978-7-5520-0972-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美利坚之矛:美国海军陆战队 周明, 李巍著 978-7-5520-0973-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文化家族中之女性文学
研究

段继红著 978-7-5520-0986-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素颜·修行 彭彭著 978-7-5520-0988-0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东方的消失和马航现象学 周雷著 978-7-5520-0989-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绿色责任: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伦理思考 段刚著 978-7-5520-0992-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心中的约定 钟祥财著 978-7-5520-0993-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史述要 许俊达等著 978-7-5520-1006-0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经济新常态下人力资本投资与就业研究 董芳，周江涛著 978-7-5520-1018-3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聚焦与印象 曹元勇著 978-7-5520-1023-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私人定制游迪士尼乐园 叶永平编著 978-7-5520-1030-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心理咨询导论 (英)约翰·麦克劳德(John Mcleod)著 978-7-5520-1044-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 (美) 彼得·索尔谢姆著 978-7-5520-1047-3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的家法族规 费成康主编 978-7-5520-1058-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变动的视角: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妇
女史研究

褚艳红主编 978-7-5520-1063-3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 (澳) 彼得·布林布尔科姆著 978-7-5520-1082-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提婆达多问题的再研究 夏金华著 978-7-5520-1098-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武装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师全史.上 陈星波(Raingun)著 978-7-5520-1127-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武装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师全史.下 陈星波(Raingun)著 978-7-5520-1127-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 (美) 阿瑟·赫尔曼著 978-7-5520-1142-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迷失山海 彭彭著 978-7-5520-1223-1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政治典范.卷上 (英)拉斯基(H.J. Laski)著 978-7-5520-1243-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政治典范.卷下 (英)拉斯基(H.J. Laski)著 978-7-5520-1243-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市政原理与方法 (美)孟洛(W.B. Munro)著 978-7-5520-1251-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初民社会 (美)罗维(R.H.Lowie)著 978-7-5520-1264-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西突厥史料 (法)沙畹(E. Chavannes)著 978-7-5520-1266-8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法国革命史.上 (德)威廉·布洛斯(Wilhelm Blos)著 978-7-5520-1286-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法国革命史.下 (德)威廉·布洛斯(Wilhelm Blos)著 978-7-5520-1286-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法国革命史.中 (德)威廉·布洛斯(Wilhelm Blos)著 978-7-5520-1286-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近代文化的基础 H.C.Thomas，W.A.Hamm合著 978-7-5520-1287-3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世界文化史要略 (英)贺益兰(J.S. Hoyland)著 978-7-5520-1289-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世界文化史 (英)斯温(J.E. Swain)著 978-7-5520-1290-3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米塞斯大传 (德) 约尓格·吉多·许尔斯曼著 978-7-5520-1291-0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文化外交官高级研修教
程

陈圣来主编 978-7-5520-1382-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心理咨询技巧:心理咨询师和助人专业人员实
践指南

(英)约翰·麦克劳德(John Mcleod)，(英)茱
莉娅·麦克劳德(Julia Mcleod)著

978-7-5520-1444-0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爱与不爱 不将就 张轩洋 ... [等] 著 978-7-5520-1455-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非洲史学实践:非洲史学史
(尼日利亚)埃比戈贝里·乔·阿拉戈

(Ebiegberi Joe Alagoa)著
978-7-5520-1501-0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江南与上海:区域中国的现代转型 黄仁伟主编 978-7-5520-1514-0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先辈的战场:中共著名抗日将领后人回忆录 张黎明主编 978-7-5520-1518-8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光虫 路云[著] 978-7-5520-1587-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在雷声中停顿 马叙著 978-7-5521-0346-5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金字塔 格致著 978-7-5521-0650-3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成吉思汗大传.上 巴根著 978-7-5521-0688-6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成吉思汗大传.下 巴根著 978-7-5521-0688-6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客居在城市的玉米 高彩梅著 978-7-5521-0740-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大时代 孤苏城著 978-7-5521-0819-4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大散文 高维生主编 978-7-5521-0913-9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冉冉升起:善爱赢天下/为大爱放歌/痴爱的见
证

图影编 978-7-5521-0990-0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大隋雄主杨坚 陈胜编著 978-7-5521-1009-8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索伦铁骑:一代名将海兰察.上 涂志勇，涂君平著 978-7-5521-1138-5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索伦铁骑:一代名将海兰察.下 涂志勇，涂君平著 978-7-5521-1138-5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边陲草原静悄悄 叶鸣著 978-7-5521-1171-2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先锋队旗帜下的京演人 北京演艺集团编著 978-7-5522-6821-8 北京教育出版社

乐队总谱及教师用书.3 (美)布鲁斯·皮尔森编著 978-7-5523-0434-3 上海音乐出版社

潘志涛的舞言视界 赵铁春, 王昕主编 978-7-5523-0600-2 上海音乐出版社

歌词文化鉴赏教程 李罡主编 978-7-5523-0845-7 上海音乐出版社

越南采风六记 陈铭道著 978-7-5523-0930-0 上海音乐出版社

芭蕾让我遇见你 朱妍著 978-7-5523-0951-5 上海音乐出版社

叫板 火会亮著 978-7-5525-0910-6 阳光出版社

遍地香草 漠月著 978-7-5525-1006-5 阳光出版社

冬日的恩典 夏汉著 978-7-5525-1183-3 阳光出版社

宿命的伤感 田军著 978-7-5525-1183-3 阳光出版社

盆地这边 吴悯著 978-7-5525-1183-3 阳光出版社

词语的偏执 朱怀金著 978-7-5525-1183-3 阳光出版社

肖川诗选 肖川著 978-7-5525-1255-7 阳光出版社

仙嫁 萦索著 978-7-5525-1580-0 阳光出版社

宁夏诗歌选.上册 杨梓主编 978-7-5525-1649-4 阳光出版社

宁夏诗歌选.下册 杨梓主编 978-7-5525-1649-4 阳光出版社

王妃不好惹 墨白焰著 978-7-5525-1670-8 阳光出版社

回族传统伦理思想研究 梁向明著 978-7-5525-1671-5 阳光出版社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民间文学卷 杨继国主编 978-7-5525-1697-5 阳光出版社

宁夏空气质量状况及其预测预报 刘玉兰主编 978-7-5525-2050-7 阳光出版社

回族家谱考论 张訸著 978-7-5525-2193-1 阳光出版社

审美批评与个案研究:当代宁夏文学论稿 李生滨，田燕著 978-7-5525-2632-5 阳光出版社

仁政学说创始者孟子 李朝阳主编 978-7-5525-2829-9 阳光出版社

兼容并蓄者荀子 李朝阳主编 978-7-5525-2830-5 阳光出版社

启蒙先驱者黄宗羲 李朝阳主编 978-7-5525-2942-5 阳光出版社

自然无为者老子 李朝阳主编 978-7-5525-2943-2 阳光出版社

朴素唯物论者王夫之 李朝阳主编 978-7-5525-2945-6 阳光出版社



人生逍遥者庄子 李朝阳主编 978-7-5525-2947-0 阳光出版社

阳神.9,众圣之殿 梦入神机著 978-7-5526-1278-3 宁波出版社

阳神.10,枭雄末路 梦入神机著 978-7-5526-1279-0 宁波出版社

四明风韵 鲍贤昌，陆良华编著 978-7-5526-2083-2 宁波出版社

宁波鼠疫纪实 水银编著 978-7-5526-2237-9 宁波出版社

四明清诗略.上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 978-7-5526-2295-9 宁波出版社

四明清诗略.下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 978-7-5526-2295-9 宁波出版社

四明清诗略.中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 978-7-5526-2295-9 宁波出版社

一位农民工35年的寻梦之旅 梁武钦著 978-7-5526-2379-6 宁波出版社

如来，如愿:听佛学大师解读《金刚经》 星云大师等著 978-7-5527-0139-5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伏羲与史前社会艺术心理学 郑贵祥著 978-7-5527-0256-9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自在:星云大师的人生智慧课 星云大师著 978-7-5527-0291-0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我一直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 举世无双大英雄著 978-7-5527-0377-1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人生难得是初心:星云大师谈人间万事 星云大师著 978-7-5527-0383-2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说唐全传.上 (清)佚名著 978-7-5528-0377-8 天津古籍出版社

说唐全传.下 (清)佚名著 978-7-5528-0377-8 天津古籍出版社

醒世婚缘传.上 (清)西周生著 978-7-5528-0385-3 天津古籍出版社

醒世婚缘传.下 (清)西周生著 978-7-5528-0385-3 天津古籍出版社

胜因:毛泽东靠什么统一大陆？.上册 武更斌著 978-7-5529-0551-9 白山出版社

胜因:毛泽东靠什么统一大陆？.下册 武更斌著 978-7-5529-0551-9 白山出版社

胜因:毛泽东靠什么统一大陆？.中册 武更斌著 978-7-5529-0551-9 白山出版社

司徒雷登情系燕京大学 阮振铭著 978-7-5529-1272-2 白山出版社

国药准字 肖飞著 978-7-5529-1276-0 白山出版社

债情 奚宝书著 978-7-5529-1303-3 白山出版社

最强特种兵.2 丛林狼著 978-7-5529-1317-0 白山出版社

21世纪中国未来战争与环境安全问题研究 杜超著 978-7-5529-1338-5 白山出版社

全面解析《西游记》 王魁著 978-7-5529-1381-1 白山出版社

都市特种兵.3,暗影 神我很乖著 978-7-5529-1396-5 白山出版社

守望边关 陈海波著 978-7-5529-1739-0 白山出版社

内丹医学思想研究 何振中著 978-7-5531-0392-1 巴蜀书社

道教生育思想研究 贾来生著 978-7-5531-0417-1 巴蜀书社

从人到神——恺撒 吴定初, 黄萍主编 978-7-5531-0622-9 巴蜀书社

早期中国哲学略论 冯达文著 978-7-5531-0709-7 巴蜀书社



抗菌消炎中药速查:不可不知的“天然抗生素
”

袁端红著 978-7-5532-0136-8 贵州科技出版社

涎腺病理学 主编吕翔, 张湘燕 978-7-5532-0175-7 贵州科技出版社

中医五行研究及临床应用 主编戴永生 978-7-5532-0300-3 贵州科技出版社

卫生宝鉴比对与新用 原著 (元) 罗天益 978-7-5532-0304-1 贵州科技出版社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比对与新用 原著 (清) 陈梦雷等 978-7-5532-0305-8 贵州科技出版社

张氏医通比对与新用 原著 (清) 张璐 978-7-5532-0307-2 贵州科技出版社

外科正宗比对与新用 原著 (明) 陈实功 978-7-5532-0308-9 贵州科技出版社

疡医大全比对与新用 原著 (清) 顾世澄 978-7-5532-0309-6 贵州科技出版社

中国蚋科昆虫 陈汉彬主编 978-7-5532-0350-8 贵州科技出版社

验方新编 比对与新用 原著 (清) 鲍相璈 978-7-5532-0366-9 贵州科技出版社

内科临床思维 主编李卓江 978-7-5532-0398-0 贵州科技出版社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 比对与新用 原著 (清) 陈梦雷等 978-7-5532-0424-6 贵州科技出版社

古今医鉴 比对与新用 (明) 龚信原著 978-7-5532-0427-7 贵州科技出版社

仁斋直指方论 比对与新用 原著 (南宋) 杨士瀛 978-7-5532-0428-4 贵州科技出版社

杂病广要 比对与新用 原著 (日本) 丹波元坚 978-7-5532-0447-5 贵州科技出版社

现代重症医学与重症监测学 王迪芬主编 978-7-5532-0471-0 贵州科技出版社

特色中草药及配方.1 杨卫平,夏同珩主编 978-7-5532-0487-1 贵州科技出版社

特色中草药及配方.2 杨卫平，夏同珩主编 978-7-5532-0488-8 贵州科技出版社

特色中草药及配方.3 杨卫平，夏同珩主编 978-7-5532-0489-5 贵州科技出版社

特色中草药及配方.4 杨卫平，夏同珩主编 978-7-5532-0490-1 贵州科学技术出版社

特色中草药及配方.5 杨卫平，夏同珩主编 978-7-5532-0491-8 贵州科技出版社

特色中草药及配方.6 杨卫平，夏同珩主编 978-7-5532-0492-5 贵州科技出版社

国家公祭:解读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资料集.1

朱成山, 朱同芳主编 978-7-5533-0572-1 南京出版社

全球化和环境挑战:21世纪的安全观重构 (德) 汉斯·冈特·布劳赫 ... [等] 编 978-7-5533-0731-2 南京出版社

南京历代名著 徐宁编 978-7-5533-1148-7 南京出版社

南京传世名著:经典飞入百姓家 本书编写组编 978-7-5533-1172-2 南京出版社

中国战区受降始末 胡菊蓉著 978-7-5533-1265-1 南京出版社

平凡的日子里，遇见最美的意外 王娟娟编著 978-7-5533-1275-0 南京出版社

你也可以光芒万丈 胡洁萍编著 978-7-5533-1276-7 南京出版社

南京历代经典诗词 冯亦同编著 978-7-5533-1416-7 南京出版社

不问忧伤，不负时光 南瑶著 978-7-5533-1436-5 南京出版社

人生不迷茫，青春不落幕 宋歌，祈莫昕著 978-7-5533-1437-2 南京出版社



唯有心清，才能勇敢面对 十三移著 978-7-5533-1439-6 南京出版社

岁月静好，浅笑安然 杨承清著 978-7-5533-1451-8 南京出版社

心有阳光，不惧远方 霍晨昕著 978-7-5533-1452-5 南京出版社

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 杨玉萍著 978-7-5533-1453-2 南京出版社

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 代安娜著 978-7-5533-1455-6 南京出版社

爱上生命中的不完美 王娟娟著 978-7-5533-1456-3 南京出版社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倪亮著 978-7-5533-1457-0 南京出版社

盲目的乌鸦 土屋隆夫[著] 978-7-5534-0112-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危险的童话 土屋隆夫[著] 978-7-5534-0115-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赫眼 三津田信三[著] 978-7-5534-0120-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密室·自闭之物 三津田信三 978-7-5534-0121-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第十三位名侦探 山口雅也[著] 978-7-5534-0122-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舞姬 森鸥外[著] 978-7-5534-0139-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 刘述先著 978-7-5534-0151-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国学知识大全:最切合今人实际的国学入门读

物
吕思勉著 978-7-5534-0551-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吸血鬼学院.Ⅳ,血色誓言 (美)蕾切尔·米德著 978-7-5534-1028-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普劳图斯.上 王焕生译 978-7-5534-1043-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普劳图斯.下 王焕生译 978-7-5534-1043-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普劳图斯.中 王焕生译 978-7-5534-1043-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一生要学习的常用合同签约技巧与范例:掌握

合同签订主动权
孙广春著 978-7-5534-1096-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创意课 (美) 蒂娜·齐莉格著 978-7-5534-1122-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写乐杀人事件 高桥克彦[著] 978-7-5534-1488-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掌心迷路 石田衣良[著] 978-7-5534-1489-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泰伦提乌斯 [(古罗马)泰伦提乌斯著] 978-7-5534-1496-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绯色的记忆 高桥克彦[著] 978-7-5534-1783-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异邦人 西泽保彦[著] 978-7-5534-2081-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新门新娘
(美)约翰·狄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著
978-7-5534-2082-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罗斯柴尔德王朝 (英)约翰·科尔曼(John Coleman)著 978-7-5534-2228-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丰臣秀吉 加藤广[著] 978-7-5534-2791-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晴子情歌.上 (日) 高村薰著 978-7-5534-2792-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晴子情歌.下 (日) 高村薰著 978-7-5534-2792-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新李尔王.上 (日)高村薰著 978-7-5534-2793-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新李尔王.下 (日)高村薰著 978-7-5534-2793-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曳日马.上 (日)高村薰[著] 978-7-5534-2794-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曳日马.下 (日)高村薰[著] 978-7-5534-2794-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新选组 (日)松浦玲主编 978-7-5534-3085-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食色天下 石章鱼著 978-7-5534-4056-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向古人借智慧:历史的回音 李伟明著 978-7-5534-4439-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火枪与玫瑰:谁能靠得住 杨不易著 978-7-5534-4440-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你是我追不到的时光.2 苏半夏著 978-7-5534-4442-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食色天下.2 石章鱼著 978-7-5534-4443-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奔跑，在梦将消失的地方 罗尘[著] 978-7-5534-4498-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情定今笙 月野兔著 978-7-5534-4499-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爱你在我初见时 卿本佳人著 978-7-5534-4500-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总裁，有啥稀罕 某只鱼著 978-7-5534-4507-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清潭洞爱丽丝.1 金智允等著 978-7-5534-4594-6 测绘出版社

清潭洞爱丽丝.2 金智允等著 978-7-5534-4594-6 测绘出版社

火与玫瑰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著 978-7-5534-4812-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亚爱一郎的狼狈 泡坂妻夫[著] 978-7-5534-5197-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华丽的丧服 土屋隆夫[著] 978-7-5534-5285-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食色天下.3 石章鱼著 978-7-5534-5295-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后宫秘史 霍晨昕编著 978-7-5534-5320-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情有独钟 居筱亦著 978-7-5534-5342-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北斋事件 (日) 高桥克彦著 978-7-5534-5544-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请原谅我闯入你的世界 马若水[著] 978-7-5534-5548-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武动苍穹.1 何常在著 978-7-5534-5549-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武动苍穹.2 何常在著 978-7-5534-5550-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武动苍穹.3 何常在著 978-7-5534-5551-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文学的故事 (英)汉弗瑞著 978-7-5534-5684-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伦敦：《一次朝圣》 (英) 布兰查德·杰罗尔德著 978-7-5534-5750-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梦的解析 (奥)弗洛伊德著 978-7-5534-5779-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青春是一首跑调的歌儿 [丁志阔著] 978-7-5534-5792-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盛世收藏 倾覆著 978-7-5534-5793-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武动苍穹.4 何常在著 978-7-5534-5794-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博尔贾宫廷:布尔夏德日记选 (英) 杰弗里·帕克编 978-7-5534-5905-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向下扎根 向上结果 林玉椿著 978-7-5534-5959-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大唐文青:唐诗背后的故事 冬郎著 978-7-5534-5961-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法国大革命.上 (法)斯塔尔夫人著 978-7-5534-6157-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法国大革命.下 (法)斯塔尔夫人著 978-7-5534-6157-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因为疼痛 所以珍惜 范保华著 978-7-5534-6247-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只要在路上，全世界都会帮你 李瑞[著] 978-7-5534-6248-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贝多芬:完成生命的意志 (法) 菲利普·奥特西耶著 978-7-5534-6309-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凡·高:磨难中的热情 (法) 帕斯卡尔·博纳富著 978-7-5534-6310-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莫扎特: 乐神的爱子 (法) 米歇尔·帕鲁蒂著 978-7-5534-6312-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巴赫: 世人称颂的乐长 (法) 波勒·迪布歇著 978-7-5534-6313-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亚历山大大帝:在版图的最前线 (法) 皮埃尔·勃里安著 978-7-5534-6347-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弗洛伊德: 科学时代的解梦师 (法) 皮埃尔·巴班著 978-7-5534-6348-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一起孤独 [(日)本多孝好著] 978-7-5534-6471-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长脚蚊白须的冒险 [(日)藤原伊织著] 978-7-5534-6472-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天国太远了 [(日)土屋隆夫著] 978-7-5534-6473-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米乐的囚犯 [(日)土屋隆夫著] 978-7-5534-6474-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黄金的血脉,天之卷 [(日)半村良著] 978-7-5534-6475-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泽公司

总门谷.上 [(日)高桥克彦著] 978-7-5534-6476-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总门谷.下 [(日)高桥克彦著] 978-7-5534-6476-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鲤沼家的悲剧 (日)宫野村子[著] 978-7-5534-6494-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紫苑府之谜 (日)宫野村子[著] 978-7-5534-6495-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狙击里维埃拉.上 (日)高村薰[著] 978-7-5534-6496-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神的裁决 (日)宫野村子著 978-7-5534-6497-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降雪 [(日)藤原伊织著] 978-7-5534-6498-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恶.上 (日)奥田英朗著 978-7-5534-6499-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恶.下 (日)奥田英朗著 978-7-5534-6499-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黄金的血脉,地之卷 [(日)半村良著] 978-7-5534-6500-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泽公司

黄金的血脉,人之卷 (日)半村良[著] 978-7-5534-6501-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黎明叛变者.上 宇月原晴明著 978-7-5534-6502-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黎明叛变者.下 宇月原晴明著 978-7-5534-6502-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歌麿杀赝事件 [(日)高桥克彦著] 978-7-5534-6503-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广重事件 [(日)高桥克彦著] 978-7-5534-6504-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你所缅怀的是放不下的自己 戴佳 978-7-5534-6506-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闺蜜:在天最黑的时候陪你等天亮 Sophia Gui 978-7-5534-6507-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三略 (周)姜尚著 978-7-5534-6756-6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列子 冯慧娟编 978-7-5534-6757-3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二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著 978-7-5534-6758-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墨子 (战国)墨子著 978-7-5534-6759-7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荀子 (战国)荀子著 978-7-5534-6760-3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励志枕边书 冯慧娟编 978-7-5534-6761-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心态决定命运 冯慧娟编 978-7-5534-6762-7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信任危机 原娟著 978-7-5534-6838-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伊甸学园 追月逐花著 978-7-5534-6839-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狙击里维埃拉.下 (日)高村薰[著] 978-7-5534-6840-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首席法医可可 安澜悠然著 978-7-5534-6845-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战国七雄 童超主编 978-7-5534-6849-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三国风云 童超主编 978-7-5534-6858-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当代运动与艺术潮流,世界服饰卷 李香浓编著 978-7-5534-6872-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卡耐基人性的弱点 (美)卡耐基著 978-7-5534-6960-7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一分钟口才训练 冯慧娟编 978-7-5534-6979-9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桃花结上结 盗盗著 978-7-5534-7261-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韩非子 (战国)韩非著 978-7-5534-7300-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郎在对门唱山歌 李春平著 978-7-5534-7317-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姓氏 冯慧娟编 978-7-5534-7545-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孟子 冯慧娟编 978-7-5534-7546-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苏东坡·辛弃疾词 (宋)苏东坡，(宋)辛弃疾著 978-7-5534-7548-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古文观止 冯慧娟编 978-7-5534-7549-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千家诗 冯慧娟编 978-7-5534-7550-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柳永·李清照词 (宋)柳永，(宋)李清照著 978-7-5534-755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呐喊 鲁迅著 978-7-5534-7552-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人间词话 冯慧娟编 978-7-5534-755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希腊神话 冯慧娟编 978-7-5534-7554-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沉思录 (古罗马)奥勒留著 978-7-5534-7556-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成语故事 冯慧娟编 978-7-5534-7557-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李白·杜甫诗 (唐)李白，(唐)杜甫著 978-7-5534-7558-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庄子 (战国)庄子著 978-7-5534-7560-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美)海伦·凯勒著 978-7-5534-7561-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千字文 (南朝梁)周兴嗣著 978-7-5534-7562-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美的词 (宋)苏轼等著 978-7-5534-7564-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美的散文,中国卷 胡适等著 978-7-5534-7565-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汉字 冯慧娟编 978-7-5534-7566-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美的散文,世界卷 (美)惠特曼等著 978-7-5534-7567-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宽容 (美)房龙著 978-7-5534-7568-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美的诗 徐志摩等著 978-7-5534-7569-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菜根谭 (明)洪应明著 978-7-5534-7570-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罗马神话 冯慧娟编 978-7-5534-7571-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人类的故事 (美)房龙著 978-7-5534-7572-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三十六计 冯慧娟编 978-7-5534-7573-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诗经 冯慧娟编 978-7-5534-7574-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四书 冯慧娟编 978-7-5534-7575-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唐诗 冯慧娟编 978-7-5534-7576-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历史年表 冯慧娟编 978-7-5534-7577-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文化常识 冯慧娟编 978-7-5534-7578-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老子 (春秋)老子著 978-7-5534-7580-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元曲 冯慧娟编 978-7-5534-7581-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飞鸟集 (印)泰戈尔著 978-7-5534-7585-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宋词 冯慧娟编 978-7-5534-7587-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五经 冯慧娟编 978-7-5534-7588-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诸子百家哲理寓言 冯慧娟编 978-7-5534-7589-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朱自清散文 朱自清著 978-7-5534-7591-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资治通鉴 (北宋)司马光著 978-7-5534-7592-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山海经 冯慧娟编 978-7-5534-7595-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世界文化常识 冯慧娟编 978-7-5534-7596-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红楼梦诗词 (清)曹雪芹著 978-7-5534-7599-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史记 (西汉)司马迁著 978-7-5534-7600-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国家地理 冯慧娟编 978-7-5534-7601-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朝花夕拾 鲁迅著 978-7-5534-7603-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孙子兵法 (春秋)孙武著 978-7-5534-7605-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文心雕龙 (南朝梁)刘勰著 978-7-5534-7606-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战国策 冯慧娟编 978-7-5534-7607-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说文解字 冯慧娟编 978-7-5534-7608-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孝经 冯慧娟编 978-7-5534-7609-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论语 冯慧娟编 978-7-5534-7610-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快读二十四史 (西汉)司马迁等著 978-7-5534-7612-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长生殿 (清)洪昇著 978-7-5534-7716-9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孔子家语 冯慧娟编 978-7-5534-7718-3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素书 (西汉)黄石公著 978-7-5534-7758-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世说新语 (南北朝)刘义庆著 978-7-5534-7759-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楚辞经典 (汉)刘向著 978-7-5534-7760-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汉赋经典 冯慧娟编 978-7-5534-7761-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唐宋八大家散文 冯慧娟编 978-7-5534-7762-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牡丹亭 (明)汤显祖著 978-7-5534-7763-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西厢记 (元)王实甫著 978-7-5534-7764-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徐霞客游记 (明)徐弘祖著 978-7-5534-7765-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聊斋 (清)蒲松龄著 978-7-5534-7766-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增广贤文 冯慧娟编 978-7-5534-7767-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冰鉴 (清)曾国藩著 978-7-5534-7769-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华句典 冯慧娟编 978-7-5534-7771-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奇趣楹联 冯慧娟编 978-7-5534-7772-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华书法 冯慧娟编 978-7-5534-7773-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绘画 冯慧娟编 978-7-5534-7775-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天工开物 (明)宋应星著 978-7-5534-7777-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失落的文明 冯慧娟编 978-7-5534-7778-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世界上下五千年 冯慧娟编 978-7-5534-7779-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培根论说文集 (英)培根著 978-7-5534-7780-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罗马文明 冯慧娟编 978-7-5534-7781-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希腊文明 冯慧娟编 978-7-5534-7782-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古埃及文明 冯慧娟编 978-7-5534-7783-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玛雅文明 冯慧娟编 978-7-5534-7784-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印度文明 冯慧娟编 978-7-5534-7785-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拜占庭文明 冯慧娟编 978-7-5534-7786-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巴比伦文明 冯慧娟编 978-7-5534-7787-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老子的智慧 冯慧娟编 978-7-5534-7788-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三十六计的智慧 冯慧娟编 978-7-5534-7789-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孙子兵法的智慧 (春秋)孙武著 978-7-5534-7790-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优雅-格调 冯慧娟编 978-7-5534-779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智慧书 (西)葛拉西安著 978-7-5534-779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著 978-7-5534-7794-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新月集 (印)泰戈尔著 978-7-5534-7795-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徐志摩的诗 徐志摩著 978-7-5534-7796-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彷徨 鲁迅著 978-7-5534-7797-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野草集 鲁迅著 978-7-5534-7798-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冯慧娟编 978-7-5534-7799-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西洋绘画 冯慧娟编 978-7-5534-7801-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蒙田美文 (法)蒙田著 978-7-5534-7803-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园丁集 (印)泰戈尔著 978-7-5534-7804-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大视野:历史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 牛先锋, 王秦泉著 978-7-5534-8192-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罗马帝国衰亡史.I (英)爱德华·吉本著 978-7-5534-922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罗马帝国衰亡史.II (英)爱德华·吉本著 978-7-5534-922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罗马帝国衰亡史.III (英)爱德华·吉本著 978-7-5534-922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罗马帝国衰亡史.IV (英)爱德华·吉本著 978-7-5534-922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罗马帝国衰亡史.IX (英)爱德华·吉本著 978-7-5534-922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罗马帝国衰亡史.V (英)爱德华·吉本著 978-7-5534-922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罗马帝国衰亡史.VI (英)爱德华·吉本著 978-7-5534-922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罗马帝国衰亡史.VII (英)爱德华·吉本著 978-7-5534-922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罗马帝国衰亡史.VIII (英)爱德华·吉本著 978-7-5534-922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罗马帝国衰亡史.X (英)爱德华·吉本著 978-7-5534-9221-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平家物语.1,青龙之卷 (日)宫尾登美子著 978-7-5534-9222-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平家物语.2,白虎之卷 (日)宫尾登美子著 978-7-5534-9222-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平家物语.3,朱雀之卷 (日)宫尾登美子著 978-7-5534-9222-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平家物语.4,玄武之卷 (日)宫尾登美子著 978-7-5534-9222-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真田太平记.一,天魔之夏 池波正太郎[著] 978-7-5534-922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真田太平记.七,关原 池波正太郎[著] 978-7-5534-922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真田太平记.三,上田攻防战 池波正太郎[著] 978-7-5534-922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真田太平记.九,二条城 池波正太郎[著] 978-7-5534-922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真田太平记.二,秘密 池波正太郎[著] 978-7-5534-922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真田太平记.五,秀赖诞生 池波正太郎[著] 978-7-5534-922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真田太平记.八,纪州九度山 池波正太郎[著] 978-7-5534-922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真田太平记.六,家康东下 池波正太郎[著] 978-7-5534-922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真田太平记.十,大板入城 池波正太郎[著] 978-7-5534-922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真田太平记.十一,大阪夏之阵 池波正太郎[著] 978-7-5534-922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真田太平记.十二,云之峰 池波正太郎[著] 978-7-5534-922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真田太平记.四,甲贺问答 池波正太郎[著] 978-7-5534-922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自卑与超越 (奥)阿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著 978-7-5534-9226-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心灵 醉心灵,心灵的触碰 汪建民著 978-7-5534-9227-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心灵 醉心灵,幸福玫瑰 汪建民著 978-7-5534-9228-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心灵 醉心灵,珍惜与包容 汪建民著 978-7-5534-9229-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心灵 醉心灵,浓浓亲情 汪建民著 978-7-5534-9230-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心灵 醉心灵,感恩的心 汪建民著 978-7-5534-9232-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心灵 醉心灵,智慧之灯 汪建民著 978-7-5534-9234-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心灵 醉心灵,终将逝去的青春 汪建民著 978-7-5534-9235-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最心灵 醉心灵,坚韧·淡定 汪建民著 978-7-5534-9236-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全球化视野下的生产者责任:电子废物跨境转

移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童昕著 978-7-5534-9794-5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小说创作修辞论 吕玉铭著 978-7-5534-9799-0
吉林出版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居住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估与对策 毛志锋等著 978-7-5534-9810-2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责

任公司

论生态文明及其当代价值 张敏著 978-7-5534-9812-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区域生态规划理论、方法与实践 王家骥等编著 978-7-5534-9818-8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人类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三种文明论 毛志锋著 978-7-5534-9819-5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责

任公司
生态文明消费模式研究:基于资源性供给紧约

束的视角
许进杰著 978-7-5534-9822-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生态文明与中国生态治理模式创新 洪富艳著 978-7-5534-9823-2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五位一体:生态城市理论与实践 王彦鑫著 978-7-5534-9824-9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李想著 978-7-5534-9832-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阵痛与重生: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研究 乔丽著 978-7-5534-9835-5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宫廷政变 童超主编 978-7-5534-9839-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帝相之争 童超主编 978-7-5534-9840-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老残游记 (清)刘鹗著 978-7-5534-9982-6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彭公案 (清)贪梦道人著 978-7-5534-9983-3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笑林广记 (清)游戏主人著 978-7-5534-9984-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朱子家训 (明)朱柏庐著 978-7-5534-9985-7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诸葛亮兵法 (三国)诸葛亮著 978-7-5534-9986-4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锻造你的核心竞争力 冯慧娟编 978-7-5534-9989-5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礼仪资本 冯慧娟编 978-7-5534-9990-1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每天进步一点点 冯慧娟编 978-7-5534-9991-8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让你与众不同的8种职场素质 冯慧娟编 978-7-5534-9992-5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思路决定出路 冯慧娟编 978-7-5534-9993-2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太平广记 冯慧娟编 978-7-5534-9994-9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声律启蒙 (清)车万育著 978-7-5534-9996-3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小窗幽记 (明)陈继儒著 978-7-5534-9997-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卡耐基人性的优点 (美)卡耐基著 978-7-5534-9998-7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外婆买条鱼来烧 杨忠明著 978-7-5535-0034-8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为何美国是老大:美利坚200年改革实录 高连奎著 978-7-5535-0137-6 上海文化出版社

许倬云说历史:这个世界病了吗？ 许倬云著 978-7-5535-0287-8 上海文化出版社

远去的人 薛舒著 978-7-5535-0307-3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中国历史评论.第五辑 王育济主编 978-7-5535-0323-3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穿堂风 畸笔叟著 978-7-5535-0371-4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野狐禅 畸笔叟著 978-7-5535-0372-1 上海文化出版社

你来看此花时 熊莺著 978-7-5535-0385-1 上海文化出版社

每一首歌都有TA要去的地方 小新著 978-7-5535-0388-2 上海文化出版社

小富则集而藏 郑逸梅著 978-7-5535-0412-4 上海文化出版社

我就是为它而来:十年山川行记 颜长江著 978-7-5535-0415-5 上海文化出版社

立雪程门漾秋声:李蔷华 费爱能著 978-7-5535-0418-6 上海文化出版社

种水仙花的男人 邓笛编译 978-7-5535-0422-3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五个帝王的红楼身影 刘建平著 978-7-5535-0424-7 上海文化出版社

历史有魏道 魏新著 978-7-5535-0426-1 上海文化出版社

扁康桃源 (韩)徐孝锡著 978-7-5535-0457-5 上海文化出版社

流风余韵:嘉定文化拾贝 练川文编 978-7-5535-0529-9 上海文化出版社



华夏 (德)贺东劢(Thomas O. Hollmann)著 978-7-5535-0569-5 上海文化出版社

岁时历:日日是好日 郑静著 978-7-5535-0573-2 上海文化出版社

强化培训——雅思写作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雅思研究院著 978-7-5536-1709-1 浙江教育出版社

剑桥雅思12周完全攻略,阅读 耿耿 ... [等] 编著 978-7-5536-3732-7 浙江教育出版社

健康心理学 郭成，赵小云等编著 978-7-5536-4029-7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天背完四级核心词汇 新东方考试研究中心编著 978-7-5536-4705-0 浙江教育出版社

江南水乡古镇:江南市井文化中的珍贵遗存 许超著 978-7-5537-0314-5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1G101图集精识快算,框架——剪力墙结构 张军主编 978-7-5537-0372-5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苏州古典园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载体 宫灵娟著 978-7-5537-0569-9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徽州 山水村落:繁荣徽文化留下的最后物证 曹上秋，周国宝著 978-7-5537-1466-0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分类精讲,速记四级单词 李文昊, 赵岚主编 978-7-5537-1553-7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英语易混淆单词大全 俞亨通, 钟亚捷 978-7-5537-2598-7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完美英语随口说 (韩) 克莱尔·朴著 978-7-5537-2660-1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建筑之旅:民族风情浓郁的自然生态博
物馆,黔东南苗乡侗寨

徐辉著 978-7-5537-3027-1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建筑之旅: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民
居,福建客家土楼

徐辉著 978-7-5537-3028-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腰椎间盘突出症 姜宏主编 978-7-5537-3583-2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室外家具搭配 凤凰空间·华南编辑部编 978-7-5537-3826-0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龚正丰骨伤学术经验荟萃 李红卫,张志刚主编 978-7-5537-3912-0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董金狮图说无毒食物怎么选怎么吃 董金狮主编 978-7-5537-3936-6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学常识:精版 丹彤主编 978-7-5537-4222-9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语语法就这么简单 曾韦婕著 978-7-5537-4247-2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跆拳道入门看这本就够了 杨刚强主编 978-7-5537-4271-7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寄生虫病临床检验技术 刘继鑫，孙艳宏主编 978-7-5537-4292-2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语必备语法测试大全集 郑莹芳英语教学团队著 978-7-5537-4293-9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茶全图鉴 主编王玲, 于雅婷 978-7-5537-4302-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A+英语单词学习法 张慈庭英语研发团队著 978-7-5537-4383-7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轻松玩转英语语法大全集 李维英语教学团队编著 978-7-5537-4595-4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文阅读看这本就够了大全集 (韩) 李善玉著 978-7-5537-4639-5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终极制霸15000单词大全集 李文昊主编 978-7-5537-4642-5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文写作看这本就够了大全集 (韩) 朴相俊, 郑意石著 978-7-5537-4643-2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帝内经中医养生与疾病预测 李祖长编著 978-7-5537-4661-6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帝内经九型体质养生经 李祖长编著 978-7-5537-4668-5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四合院文化的承袭与演绎:宛平九号 张兴宇编著 978-7-5537-4885-6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看图识病诊断皮肤病.一,单纯疱疹 林仲著 978-7-5537-5043-9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文E-mail实用大全 张慈庭英语研发团队著 978-7-5537-5045-3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女人不生病的纪律:女人身心性护养宝典 张鹤瑶著 978-7-5537-5194-8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语单词实用大全 曾韦婕, 张慈庭著 978-7-5537-5290-7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通俗天文学:权威增补本 (美)西蒙·纽康著 978-7-5537-5301-0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路未央花已遍芳:那些动人的英文诗 (英) 威廉·华兹华斯, 约翰·济悲等著 978-7-5537-5462-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繁星·春水 冰心著 978-7-5537-5484-0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哈佛高材生精选3000必背单词 伦纳德著 978-7-5537-5583-0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考来考去就这7000单词 我识全球语文教学中心著 978-7-5537-5584-7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胃靠养 肠靠清:消化科医生教你一生拥有好
胃口

李博著 978-7-5537-5662-2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的枕边英语书,刹那花开，你我邂逅美丽 李文昊, (美) 金姆著 978-7-5537-5719-3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的枕边英语书,这些，成就独一无二的你 李文昊, (美) 金姆著 978-7-5537-5720-9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的枕边英语书,看天，看雪，看时间的背影 李文昊, (美) 金姆著 978-7-5537-5721-6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协和0~3岁小儿营养与辅食添加全书 陈伟编著 978-7-5537-6102-2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科临床处方手册 徐卫，李建勇主编 978-7-5537-6295-1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化疗处方手册 丁永斌，王水，易永祥主编 978-7-5537-6324-8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子夜 茅盾著 978-7-5537-6325-5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林家铺子 茅盾著 978-7-5537-6326-2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分类精讲：速记六级单词 李文昊, 赵岗主编 978-7-5537-6441-2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强4000单词，玩着学就对了 李文昊, 赵岚主编 978-7-5537-6533-4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让话题火热有趣的说话术 (日)野口敏著 978-7-5537-6631-7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饕笔记 张振楣著 978-7-5537-6717-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从基础发音到流利口语，看这本就够了 李文昊, 宗书芹主编 978-7-5537-6752-9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男人·女人·我自己 (韩) 慎珠熙著 978-7-5537-6800-7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你其实不懂你自己:全图解好读又好玩的隐性
心理学

(日)涩谷昌三著 978-7-5537-6801-4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语阅读能力训练，这样听就对了.1 (美) 阿曼达·詹尼尔·弗雷尔克森著 978-7-5537-6803-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视觉传达设计考研高分攻略 突围设计考研编著 978-7-5537-6913-4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光的解读 许东亮著 978-7-5537-7434-3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食疗本草 (唐)孟诜著 978-7-5537-8036-8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语录:超值版 唐浩明[著] 978-7-5538-0331-9 岳麓书社



大美如歌《诗经》 何慎怡编著 978-7-5538-0344-9 岳麓书社

而立集:湖南省津市市文物工作三十周年纪念
文集

彭佳主编 978-7-5538-0372-2 岳麓书社

曾国藩:注释本.上卷 唐浩明著 978-7-5538-0374-6 岳麓书社

曾国藩:注释本.下卷 唐浩明著 978-7-5538-0374-6 岳麓书社

曾国藩:注释本.中卷 唐浩明著 978-7-5538-0374-6 岳麓书社

陶澍诗文选注 陶澍研究学会选注 978-7-5538-0375-3 岳麓书社

鬼手 孙了红著 978-7-5538-0386-9 岳麓书社

秋海棠 秦瘦鸥著 978-7-5538-0390-6 岳麓书社

水浒传:绣像珍藏本.上 (明)施耐庵著 978-7-5538-0393-7 岳麓书社

水浒传:绣像珍藏本.下 (明)施耐庵著 978-7-5538-0393-7 岳麓书社

三国演义:绣像珍藏本.上 (明) 罗贯中著 978-7-5538-0394-4 岳麓书社

三国演义:绣像珍藏本.下 (明) 罗贯中著 978-7-5538-0394-4 岳麓书社

宋词三百首:插图珍藏本 (清) 上彊村民选编 978-7-5538-0396-8 岳麓书社

西游记:绣像珍藏本.上 (明) 吴承恩著 978-7-5538-0399-9 岳麓书社

西游记:绣像珍藏本.下 (明) 吴承恩著 978-7-5538-0399-9 岳麓书社

知堂序跋.一 周作人著文 978-7-5538-0422-4 岳麓书社

知堂序跋.三 周作人著文 978-7-5538-0422-4 岳麓书社

知堂序跋.二 周作人著文 978-7-5538-0422-4 岳麓书社

中国土家族婚俗考 彭剑秋著 978-7-5538-0435-4 岳麓书社

燃烧不尽是诗情:钟敦和格律诗词续集 钟敦和著 978-7-5538-0566-5 岳麓书社

世说三昧 刘强著 978-7-5538-0595-5 岳麓书社

冯玉祥传 简又文著 978-7-5538-0623-5 岳麓书社

水浒全传 施耐庵,罗贯中著 978-7-5538-0625-9 岳麓书社

构建教育新模式 张卓玉著 978-7-5539-0599-0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与点:我的时光之书 郑艳著 978-7-5539-2794-7 湖南教育出版社

周汝登集.上册 (明) 周汝登著 978-7-5540-0659-7 浙江古籍出版社

周汝登集.下册 (明) 周汝登著 978-7-5540-0659-7 浙江古籍出版社

周汝登集.中册 (明) 周汝登著 978-7-5540-0659-7 浙江古籍出版社

许景澄集.1 (清)许景澄著 978-7-5540-0679-5 浙江古籍出版社

许景澄集.2 (清)许景澄著 978-7-5540-0679-5 浙江古籍出版社

许景澄集.3 (清)许景澄著 978-7-5540-0679-5 浙江古籍出版社

许景澄集.4 (清)许景澄著 978-7-5540-0679-5 浙江古籍出版社

许景澄集.5 (清)许景澄著 978-7-5540-0679-5 浙江古籍出版社



沈德符集 (明) 沈德符著 978-7-5540-0690-0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物年鉴.2013 浙江文物年鉴编委会编 978-7-5540-0734-1 浙江古籍出版社

商盘集.1 (清)商盘著 978-7-5540-0772-3 浙江古籍出版社

商盘集.2 (清)商盘著 978-7-5540-0772-3 浙江古籍出版社

商盘集.3 (清)商盘著 978-7-5540-0772-3 浙江古籍出版社

商盘集.4 (清)商盘著 978-7-5540-0772-3 浙江古籍出版社

老祖宗说礼仪 刘正平, 黄茜娅著 978-7-5540-0863-8 浙江古籍出版社

老祖宗说饮食 金新著 978-7-5540-0864-5 浙江古籍出版社

长安大录 朱鸿著 978-7-5541-0442-2 西安出版社

鱼病防控关键技术:常见鱼病防控疑难问题破
解方案

高春生，王春秀，司丽芳主编 978-7-5542-0529-7 中原农民出版社

花季心海导航:成长中的烦恼解惑 丁恺芝，一丁编著 978-7-5542-0550-1 中原农民出版社

农业创业培训 郭中华主编 978-7-5542-0551-8 中原农民出版社

白云阁藏本《伤寒杂病论》 (东汉)张仲景著 978-7-5542-0584-6 中原农民出版社

最新婴幼儿家庭护理一本通 刘文希编著 978-7-5542-0745-1 中原农民出版社

怀孕280天知识百科 刘文希编著 978-7-5542-0747-5 中原农民出版社

产前产后宜与忌一本通:家庭保健升级版 刘文希编著 978-7-5542-0748-2 中原农民出版社

安胎 养胎 胎教全程指导知识百科 刘文希编著 978-7-5542-0749-9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百花治百病 张虹，李新生，冯卫华主编 978-7-5542-0752-9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牛皮癣 王西京主编 978-7-5542-0755-0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整形美容 翟弘峰，邱长虹主编 978-7-5542-0757-4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中药美容 张虹主编 978-7-5542-0761-1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中草药抗癌 杨建宇，王银燕，张一方主编 978-7-5542-0762-8 中原农民出版社

厨师四大绝技 李顺发，王国君主编 978-7-5542-0763-5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一生八制 王立娜编著 978-7-5542-0768-0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一生八至 王立娜编著 978-7-5542-0771-0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眼病 李纪源主编 978-7-5542-0773-4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乳房疾病 张董晓，张董喆主编 978-7-5542-0791-8 中原农民出版社

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与监管 尚光贞主编 978-7-5542-0808-3 中原农民出版社

小麦、玉米优质高产栽培新技术 吴剑南，胡久义主编 978-7-5542-0841-0 中原农民出版社

蔬菜设施建造与配套栽培技术 苏鹤，赵建波主编 978-7-5542-0844-1 中原农民出版社

小麦生产实用技术 王朝伦[等]主编 978-7-5542-0858-8 中原农民出版社

玉米生产实用技术 王朝伦，王震，康超主编 978-7-5542-0859-5 中原农民出版社



蔬菜生产实用技术 王朝伦，杨占朝，邢彩云主编 978-7-5542-0860-1 中原农民出版社

田振国临证验案妙方心得集 田振国，柳越冬主编 978-7-5542-1295-0 中原农民出版社

王长洪医案 王长洪，柳越冬，高文艳主编 978-7-5542-1298-1 中原农民出版社

怀药无公害生产技术 吕际成，吕春锋主编 978-7-5542-1458-9 中原农民出版社

从化大写意 杨子明著 978-7-5543-0033-6 羊城晚报出版社

暴富传奇.2,绝地反击 古流著 978-7-5543-0047-3 羊城晚报出版社

现代中国大学史论:西学东渐与中国新旧体诗
话的分野.第四卷

彭继媛著 978-7-5543-0209-5 羊城晚报出版社

红楼补梦 许映明，马雪芬著 978-7-5543-0215-6 羊城晚报出版社

唐力心灵随笔 唐力著 978-7-5543-0234-7 羊城晚报出版社

未了梦 来忧古著 978-7-5543-0257-6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宁知县杜凤治 陈兆卓著 978-7-5543-0267-5 羊城晚报出版社

天涯诀 国王陛下等著 978-7-5543-0298-9 羊城晚报出版社

一个人的诗学 刘子乐著 978-7-5543-0302-3 羊城晚报出版社

全职高手:全新典藏版.3,黄金攻略 蝴蝶蓝著 978-7-5543-0307-8 羊城晚报出版社

张欣张梅文学作品评论集 张欣，张梅编 978-7-5543-0333-7 羊城晚报出版社

中国新诗百年百首 老刀编 978-7-5543-0348-1 羊城晚报出版社

绝境 了一容著 978-7-5544-1439-2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跟随内心的声音 王爱玲主编 978-7-5545-2320-9 河北教育出版社

让未来转身 主编王爱玲 978-7-5545-2321-6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不忘初心 主编王爱玲 978-7-5545-2322-3 河北教育出版社

给心窗点一盏灯 王爱玲主编 978-7-5545-2323-0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与天真签约 王爱玲主编 978-7-5545-2326-1 河北教育出版社

愿做山间一泓水 主编王爱玲 978-7-5545-2327-8 河北教育出版社

沃野寻芳:中央工艺美院在河北李村 周喜俊著 978-7-5545-2727-6 河北教育出版社

心若优雅，自有力量 尼娜著 978-7-5546-0203-4 古吴轩出版社

人生没有太早和太晚，一切都刚刚好 米苏著 978-7-5546-0230-0 古吴轩出版社

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全世界都会为你
让路

张梦璐著 978-7-5546-0265-2 古吴轩出版社

画苑撷英:苏州科技学院师生美术与设计优秀
作品集

王荣庆主编 978-7-5546-0441-0 古吴轩出版社

大内傲娇学生会.Ⅰ 星野樱著 978-7-5546-0447-2 古吴轩出版社

王妃不简单 白墨著 978-7-5546-0458-8 古吴轩出版社



琢玉:2014中国(苏州)“子冈杯”玉石雕精品
博览会获奖作品集

马建庭主编 978-7-5546-0504-2 古吴轩出版社

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完整全译本 (美) 约翰·D. 洛克菲勒著 978-7-5546-0539-4 古吴轩出版社

夫人不好了.Ⅱ 杏遥未晚著 978-7-5546-0547-9 古吴轩出版社

让所有人都听你的:卡耐基口才的艺术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5546-0559-2 古吴轩出版社

欢喜眼中钉 北溟有鱼著 978-7-5546-0567-7 古吴轩出版社

女汉子大改造 水何采采著 978-7-5546-0571-4 古吴轩出版社

山水之韵 朱浴宇著 978-7-5546-0587-5 古吴轩出版社

狮子林 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编 978-7-5546-0599-8 古吴轩出版社

超级说服力:在任何场合说服任何人 李劲著 978-7-5546-0602-5 古吴轩出版社

背锅闯江湖 殊默 978-7-5546-0616-2 古吴轩出版社

和亲囧途 林潮汐著 978-7-5546-0618-6 古吴轩出版社

当时拒绝就对了 应卫强著 978-7-5546-0628-5 古吴轩出版社

笨鸟先“肥” 叶秋著 978-7-5546-0629-2 古吴轩出版社

肥水想流外人田 一世安著 978-7-5546-0646-9 古吴轩出版社

销售如何说，顾客才会听；销售如何做，顾
客才会买

陆冰著 978-7-5546-0668-1 古吴轩出版社

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 米苏著 978-7-5546-0676-6 古吴轩出版社

楮墨芸香 曹俊主编 978-7-5546-0681-0 古吴轩出版社

直男心理学 (韩)卢珠亨著 978-7-5546-0683-4 古吴轩出版社

光辉的历程 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 978-7-5546-0712-1 古吴轩出版社

沧海楼诗集 陈公孟著 978-7-5546-0714-5 古吴轩出版社

鼋渚百咏 徐志钧选注 978-7-5546-0724-4 古吴轩出版社

鼋渚百联 龚近贤选注 978-7-5546-0724-4 古吴轩出版社

鼋渚绿植 邬秉左编著 978-7-5546-0724-4 古吴轩出版社

鼋渚掌故 沙云编撰 978-7-5546-0724-4 古吴轩出版社

鼋渚百图 朱蓉等著 978-7-5546-0724-4 古吴轩出版社

做个淡定从容的女子 卢一桐著 978-7-5546-0727-5 古吴轩出版社

卡耐基社交艺术与处世智慧 (美)戴尔·卡耐基著 978-7-5546-0741-1 古吴轩出版社

虞山闲笔 常熟日报社编 978-7-5546-0751-0 古吴轩出版社

墨韵:谭政民书法诗词篆刻艺术 谭政民著 978-7-5546-0753-4 古吴轩出版社

华为管理法 黄志伟编著 978-7-5546-0854-8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工笔画家艺术研究,工笔重彩篇 陈军，翟杰辉编 978-7-5547-0568-1 天津杨柳青画社



源源本本:90后新概念,散文卷 蓓蓓主编 978-7-5548-0815-3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音乐中的文学 闫笑雨, 尚红编著 978-7-5548-1033-0 广东教育出版社

高校真相:你离名校有多远 求上编 978-7-5548-1185-6 广东教育出版社

红军长征热点面对面 石仲泉著 978-7-5548-1266-2 广东教育出版社

长征:英雄与信仰的史诗 亓阵之，萧晟著 978-7-5548-1267-9 广东教育出版社

大学生人文素养 张智,尹彤主编 978-7-5549-0626-2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文学生态视域下的河北沿渤海文学研究 汪云霞著 978-7-5549-0926-3 辽宁教育出版社

曾阅散文集 曾阅著 978-7-5550-0126-3 海峡文艺出版社

文化漳州.上卷,历史文化 中共漳州市委宣传部，漳州市文学界联合会
编

978-7-5550-0210-9 海峡文艺出版社

文化漳州.下卷,民俗文化 中共漳州市委宣传部，漳州市文学界联合会
编

978-7-5550-0210-9 海峡文艺出版社

文化漳州.中卷,旅游文化 中共漳州市委宣传部，漳州市文学界联合会
编

978-7-5550-0210-9 海峡文艺出版社

艺之大者:福鼎提线木偶宗师姚仁贵传 李永庆, 饶晓著 978-7-5550-0216-1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东周列国故事 秋名编 978-7-5550-0256-7 海峡文艺出版社

我家门前那条河 福建省水利厅, 人民网福建频道编 978-7-5550-0268-0 海峡文艺出版社

松石斋诗文选 林尚义著 978-7-5550-0282-6 海峡文艺出版社

悦读文谈:福州市党员干部读书征文作品
选.2014

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福州日报社编 978-7-5550-0320-5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都文化与台湾 闽都文化研究会编 978-7-5550-0396-0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不是去向是归途 萧然著 978-7-5550-0404-2 海峡文艺出版社

大陆新娘 李大刚主编 978-7-5550-0428-8 海峡文艺出版社

健民短语 杨健民著 978-7-5550-0464-6 海峡文艺出版社

福建好人传.2014卷 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编 978-7-5550-0477-6 海峡文艺出版社

没有行人的路上 宋立伟, 吕蕴岚著 978-7-5550-0492-9 海峡文艺出版社

封疆大吏林则徐 邵纯著 978-7-5550-0499-8 海峡文艺出版社

林则徐演义 张传兴著 978-7-5550-0500-1 海峡文艺出版社

福建·寿宁冯梦龙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 王凌，刘春民主编 978-7-5550-0528-5 海峡文艺出版社

简笔:一个人的精神地图 简福海著 978-7-5550-0532-2 海峡文艺出版社

山长水远 黄文山著 978-7-5550-0535-3 海峡文艺出版社

乡野·乡情·乡韵 吴建华著 978-7-5550-0537-7 海峡文艺出版社

山海交响 许怀中著 978-7-5550-0538-4 海峡文艺出版社

前行的痕迹 戎章榕著 978-7-5550-0539-1 海峡文艺出版社

福地闽风写春秋 楚欣著 978-7-5550-0540-7 海峡文艺出版社

八闽任扶摇 王晓岳著 978-7-5550-0541-4 海峡文艺出版社

人与山水的约会 朱忠谷著 978-7-5550-0544-5 海峡文艺出版社



我为福大点赞
福州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编
978-7-5550-0586-5 海峡文艺出版社

梦想集结:在榕高校大学生诗歌300首 吕纯晖,郭志杰主编 978-7-5550-0605-3 海峡文艺出版社

麟江潮 曾章团主编 978-7-5550-0623-7 海峡文艺出版社

露痕集 陈丰著 978-7-5550-0632-9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人要籍评鉴.上 何少川主编 978-7-5550-0654-1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人要籍评鉴.下 何少川主编 978-7-5550-0654-1 海峡文艺出版社

留下曾经的足迹 张锦才主编 978-7-5550-0657-2 海峡文艺出版社

纸上的硝烟 倪伟李著 978-7-5550-0665-7 海峡文艺出版社

嘉登琅岐 萧何主编 978-7-5550-0690-9 海峡文艺出版社

蔡其矫集 王炳根选编 978-7-5550-0742-5 海峡文艺出版社

大爱妈祖 黄明安著 978-7-5550-0744-9 海峡文艺出版社

木兰春涨 梁征著 978-7-5550-0803-3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台文学艺术研究 闽台文缘编委会编著 978-7-5550-0810-1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台历史文化研究 闽台文缘编委会编著 978-7-5550-0825-5 海峡文艺出版社

认识的水滴 郭志杰著 978-7-5550-0880-4 海峡文艺出版社

解甲之后的辉煌:陈明端将军率福建省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十年助残历程

谢逸溪著 978-7-5550-0883-5 海峡文艺出版社

戒律,全球恋爱约会圣经 (美) 艾伦·费恩, (美) 雪莉·施耐德著 978-7-5551-0295-3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戒律.Ⅱ,幸福婚姻的金科玉律 (美)艾伦·费恩, (美)雪莉·施耐德著 978-7-5551-0296-0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昼颜 (日)井上由美子，(日)百濑忍著 978-7-5551-0368-4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烈火的召唤 (美)弗朗西斯卡·海格著 978-7-5551-0524-4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小谎言 (澳)莉安·莫利亚提著 978-7-5551-0530-5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就要你好好的 (英) 乔乔·莫伊斯著 978-7-5551-0548-0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失忆的爱丽丝 莉安·莫利亚提著 978-7-5551-0610-4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写出我心:普通人如何通过写作表达自己 (美) 娜塔莉·戈德堡著 978-7-5551-0642-5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不属我们的世纪 (美) 马修·托马斯著 978-7-5551-0654-8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真有效简易艾灸 成向东主编 978-7-5552-0036-9 青岛出版社

瓜饭楼手批甲戌本石头记 冯其庸评批 978-7-5552-0256-1 青岛出版社

瓜饭楼手批己卯本《石头记》.上 冯其庸评批 978-7-5552-0257-8 青岛出版社

瓜饭楼手批己卯本《石头记》.下 冯其庸评批 978-7-5552-0257-8 青岛出版社

拖后腿的螃蟹 作者 (英) 杰奥夫·汤普森 978-7-5552-0735-1 青岛出版社

纨绔世子妃.4,点江山 西子情著 978-7-5552-0915-7 青岛出版社



纨绔世子妃.4,点江山 西子情著 978-7-5552-0915-7 青岛出版社

动动肩胛骨也能瘦 (日) 永濑冴子著 978-7-5552-0928-7 青岛出版社

永恒的丰碑: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赵智奎著 978-7-5552-0979-9 青岛出版社

中国人, 你真的了解孔子吗? 王大千编著 978-7-5552-1114-3 青岛出版社

减肥不反弹的老偏方:100味排毒净肠通便中
药方

李兴广编著 978-7-5552-1298-0 青岛出版社

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 王充闾著 978-7-5552-1312-3 青岛出版社

世界著名演讲精粹,一切皆有可能 (美) 比尔·盖茨 ... 等著 978-7-5552-1525-7 青岛出版社

流动的坐标:关之喆理 关喆著 978-7-5552-1638-4 青岛出版社

名人名校演讲精粹,让人生充满激情 (美)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 等著 978-7-5552-1933-0 青岛出版社

纽伦堡审判 (英)保罗·罗兰德著 978-7-5552-2323-8 青岛出版社

寻味英伦 张帆[著] 978-7-5552-2364-1 青岛出版社

私语英伦 张帆[著] 978-7-5552-2365-8 青岛出版社

生存体力:你活下去需要做的最少的运动 (韩) 阿朱拉, 克莱萨著 978-7-5552-2702-1 青岛出版社

鬼吹灯.1,精绝古城 天下霸唱著 978-7-5552-2706-9 青岛出版社

鬼吹灯.2,龙岭迷窟 天下霸唱著 978-7-5552-2707-6 青岛出版社

鬼吹灯.3,云南虫谷 天下霸唱著 978-7-5552-2708-3 青岛出版社

鬼吹灯.5,黄皮子坟 天下霸唱著 978-7-5552-2710-6 青岛出版社

铁汉柔情:曹茂恩随笔集 曹茂恩著 978-7-5552-3026-7 青岛出版社

心灵侦探八云.1 (日)神永学著 978-7-5552-3119-6 青岛出版社

最初的你是我最后的爱 夜蔓著 978-7-5552-3188-2 青岛出版社

最动听的事 师小札 978-7-5552-3189-9 青岛出版社

非你不爱 桑玠 978-7-5552-3192-9 青岛出版社

倾心不怕晚 桑玠 978-7-5552-3193-6 青岛出版社

努力，是为了不辜负自己 沈十六著 978-7-5552-3194-3 青岛出版社

愿所有爱不负等待 居经纬著 978-7-5552-3196-7 青岛出版社

古琴奇缘之霜华引.上 温暮生著 978-7-5552-3203-2 青岛出版社

古琴奇缘之霜华引.下 温暮生著 978-7-5552-3203-2 青岛出版社

心灵侦探八云.5,绵延的思念 (日) 神永学著 978-7-5552-3260-5 青岛出版社

心灵侦探八云.6,失意边缘 (日)神永学著 978-7-5552-3261-2 青岛出版社

心灵侦探八云.7,灵魂的去向 (日)神永学著 978-7-5552-3262-9 青岛出版社

心灵侦探八云.8,脱轨的灵魂 (日)神永学著 978-7-5552-3263-6 青岛出版社

爱的年份 李筱懿，陶妍妍主编 978-7-5552-3264-3 青岛出版社

好姑娘向暖而生 向暖著 978-7-5552-3268-1 青岛出版社



你正美好, 何必彷徨 芝麻 978-7-5552-3271-1 青岛出版社

随情所欲 桑玠 978-7-5552-3306-0 青岛出版社

细数那些叫思念的羊 张晓风著 978-7-5552-3307-7 青岛出版社

孙建光细说中药养生祛病 孙建光主编 978-7-5552-3319-0 青岛出版社

倘若我在彼岸 片山恭一[著] 978-7-5552-3362-6 青岛出版社

愿你敢爱如当年 陌忘芊著 978-7-5552-3470-8 青岛出版社

以宠为名 淡樱[著] 978-7-5552-3493-7 青岛出版社

美人娇.上册 笑佳人著 978-7-5552-3499-9 青岛出版社

美人娇.下册 笑佳人著 978-7-5552-3499-9 青岛出版社

梦想会证明一切 李婧[著] 978-7-5552-3501-9 青岛出版社

孤王寡女.1,千字引 姒锦[著] 978-7-5552-3502-6 青岛出版社

孤王寡女.1,千字引 姒锦[著] 978-7-5552-3502-6 青岛出版社

一生一世笑苍穹.2,女扮男装 君子江山[著] 978-7-5552-3510-1 青岛出版社

一生一世笑苍穹.2,女扮男装 君子江山[著] 978-7-5552-3510-1 青岛出版社

落花之美 林少华著 978-7-5552-3518-7 青岛出版社

乡愁与良知 林少华著 978-7-5552-3519-4 青岛出版社

凤凰错.1,宁弃天下换卿心 阿彩著 978-7-5552-3640-5 青岛出版社

凤凰错.1,宁弃天下换卿心 阿彩著 978-7-5552-3640-5 青岛出版社

梦想，让我们的生活无可替代 墨君[著] 978-7-5552-3643-6 青岛出版社

总裁的隐婚新娘.上 聿天使著 978-7-5552-3644-3 青岛出版社

总裁的隐婚新娘.下 聿天使著 978-7-5552-3644-3 青岛出版社

总裁的隐婚新娘.中 聿天使著 978-7-5552-3644-3 青岛出版社

天赐良缘.上 我才一岁嘛 978-7-5552-3699-3 青岛出版社

天赐良缘.下 我才一岁嘛 978-7-5552-3699-3 青岛出版社

天赐良缘.中 我才一岁嘛 978-7-5552-3699-3 青岛出版社

错嫁良缘:完美珍藏版.2,一代军师 浅绿 978-7-5552-3702-0 青岛出版社

错嫁良缘:完美珍藏版.2,一代军师 浅绿 978-7-5552-3702-0 青岛出版社

错嫁良缘.3,后宫疑云 浅绿 978-7-5552-3703-7 青岛出版社

错嫁良缘.3,后宫疑云 浅绿 978-7-5552-3703-7 青岛出版社

错嫁良缘:完美珍藏版.1,洗冤录 浅绿 978-7-5552-3704-4 青岛出版社

半岛时光 夏不绿著 978-7-5552-3711-2 青岛出版社

走漫长悠远的路，切莫心急 马超著 978-7-5552-3712-9 青岛出版社

其实你拥有一切，什么都不缺 慕容若兮著 978-7-5552-3713-6 青岛出版社



爱自己, 是一场修行 马超著 978-7-5552-3714-3 青岛出版社

生活要有光:地球另一端的来信 洛艺嘉[著] 978-7-5552-3735-8 青岛出版社

不动声色地成长 陆小墨著 978-7-5552-3736-5 青岛出版社

世上没有灰姑娘 鱼樵著 978-7-5552-3769-3 青岛出版社

浪漫需要揭穿 怪物不二著 978-7-5552-3770-9 青岛出版社

独爱你一味 是今著 978-7-5552-3798-3 青岛出版社

后来我们会怎样.上 浩瀚著 978-7-5552-3799-0 青岛出版社

后来我们会怎样.下 浩瀚著 978-7-5552-3799-0 青岛出版社

今文渊源:近百年中国文章之变 刘绪源著 978-7-5552-3801-0 青岛出版社

国民男神.上 水千澈[著] 978-7-5552-3802-7 青岛出版社

国民男神.下 水千澈[著] 978-7-5552-3802-7 青岛出版社

国民男神.中 水千澈[著] 978-7-5552-3802-7 青岛出版社

山东苔藓志 任昭杰，赵遵田主编 978-7-5552-3835-5 青岛出版社

燕倾天下:白金纪念版.上 天下归元[著] 978-7-5552-3965-9 青岛出版社

燕倾天下:白金纪念版.下 天下归元[著] 978-7-5552-3965-9 青岛出版社

燕倾天下:白金纪念版.中 天下归元[著] 978-7-5552-3965-9 青岛出版社

我不想被这个世界改变 沈善书著 978-7-5552-3968-0 青岛出版社

温柔的刃.上 黑果[著] 978-7-5552-3970-3 青岛出版社

温柔的刃.下 黑果[著] 978-7-5552-3970-3 青岛出版社

温柔的刃.中 黑果[著] 978-7-5552-3970-3 青岛出版社

唯愿此生不负你.上 姒锦[著] 978-7-5552-3971-0 青岛出版社

唯愿此生不负你.下 姒锦[著] 978-7-5552-3971-0 青岛出版社

她不服, 他来治.上部 简思著 978-7-5552-3974-1 青岛出版社

她不服, 他来治.下部 简思著 978-7-5552-3974-1 青岛出版社

她不服, 他来治.中部 简思著 978-7-5552-3974-1 青岛出版社

踮起脚尖来爱你.上 圣妖著 978-7-5552-3975-8 青岛出版社

踮起脚尖来爱你.下 圣妖著 978-7-5552-3975-8 青岛出版社

世界喜欢顽强的姑娘 周维格著 978-7-5552-3979-6 青岛出版社

兰烛寐.上 归采薇著 978-7-5552-3982-6 青岛出版社

兰烛寐.下 归采薇著 978-7-5552-3982-6 青岛出版社

捕惑君心.上册 顾凤衣著 978-7-5552-3985-7 青岛出版社

捕惑君心.下册 顾凤衣著 978-7-5552-3985-7 青岛出版社

捕惑君心.中册 顾凤衣著 978-7-5552-3985-7 青岛出版社



一寸相思.上 紫微流年 978-7-5552-3992-5 青岛出版社

一寸相思.下 紫微流年 978-7-5552-3992-5 青岛出版社

余生太长，你太难忘 福禄丸子[著] 978-7-5552-3993-2 青岛出版社

致亲爱的你 云葭著 978-7-5552-3995-6 青岛出版社

活出那份娓娓道来 江泓著 978-7-5552-4001-3 青岛出版社

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 李甜甜著 978-7-5552-4006-8 青岛出版社

所有的梦想都需要全力以赴 袁小球著 978-7-5552-4007-5 青岛出版社

盛世江山之浴火成凰.上 真爱未凉著 978-7-5552-4008-2 青岛出版社

盛世江山之浴火成凰.下 真爱未凉著 978-7-5552-4008-2 青岛出版社

盛世江山之浴火成凰.中 真爱未凉著 978-7-5552-4008-2 青岛出版社

心静下来，就闻到了香气 舒童著 978-7-5552-4017-4 青岛出版社

愿爱温暖你的世界 酒衫霖著 978-7-5552-4018-1 青岛出版社

感谢你来过我的世界 安梳颜著 978-7-5552-4019-8 青岛出版社

喜欢你喜欢我的样子 乌云冉冉著 978-7-5552-4046-4 青岛出版社

为荷包记 火锅著 978-7-5552-4047-1 青岛出版社

以一朵花的姿态行走 柒月暖阳著 978-7-5552-4108-9 青岛出版社

风起青萍:纪念典藏版 皎皎著 978-7-5552-4159-1 青岛出版社

君子一诺:十年纪念典藏版 皎皎著 978-7-5552-4160-7 青岛出版社

总有一天你会喜欢我 囧囧有妖著 978-7-5552-4198-0 青岛出版社

关于我和肖的一切 落难天使著 978-7-5552-4222-2 青岛出版社

日本文学研究:东京·上海·广州——漂泊的
身体与文本

李征，谭晶华，魏大海主编 978-7-5552-4256-7 青岛出版社

永不褪色的优雅——杨绛 吴玲著 978-7-5552-4350-2 青岛出版社

俏金枝.上册 百事荒 978-7-5552-4363-2 青岛出版社

俏金枝.下册 百事荒 978-7-5552-4363-2 青岛出版社

将门嫡女之定乾坤.上 千山茶客著 978-7-5552-4387-8 青岛出版社

将门嫡女之定乾坤.下 千山茶客著 978-7-5552-4387-8 青岛出版社

紫诏天音:典藏版 步非烟[著] 978-7-5552-4404-2 青岛出版社

锦绣江山之溺宠皇妃.上册 唐梦若影著 978-7-5552-4411-0 青岛出版社

锦绣江山之溺宠皇妃.下册 唐梦若影著 978-7-5552-4411-0 青岛出版社

锦绣江山之溺宠皇妃.中册 唐梦若影著 978-7-5552-4411-0 青岛出版社

藏在回忆里的深爱 芸生著 978-7-5552-4440-0 青岛出版社

穿越时光的优雅 顾长安著 978-7-5552-4469-1 青岛出版社



焰娘 黑颜[著] 978-7-5552-4503-2 青岛出版社

经年留影 如是非迎著 978-7-5552-4506-3 青岛出版社

只因暮色难寻.上 御井烹香 978-7-5552-4507-0 青岛出版社

只因暮色难寻.下 御井烹香 978-7-5552-4507-0 青岛出版社

只因暮色难寻.中 御井烹香 978-7-5552-4507-0 青岛出版社

春花厌 黑颜[著] 978-7-5552-4508-7 青岛出版社

爱自己，一切都是自由的:萧红的倾城往事 晓松溪月著 978-7-5552-4511-7 青岛出版社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上 忘记呼吸的猫著 978-7-5552-4584-1 青岛出版社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下 忘记呼吸的猫著 978-7-5552-4584-1 青岛出版社

为你私人订制的烦恼药方 韩大爷的杂货铺著 978-7-5552-4586-5 青岛出版社

日不落的南极 苏格著 978-7-5552-4622-0 青岛出版社

国学发微:外五种 刘师培著 978-7-5554-0498-9 广陵书社

读书随笔:外五种 刘师培著 978-7-5554-0501-6 广陵书社

经学教科书 伦理教科书 刘师培著 978-7-5554-0502-3 广陵书社

敢问库布其 马玉明, 吕荣著 978-7-5555-0208-1 远方出版社

语言的突破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5555-0461-0 远方出版社

生死场 萧红著 978-7-5555-0479-5 远方出版社

李鸿章全传 林小光著 978-7-5555-0512-9 远方出版社

左宗棠全传 林小光著 978-7-5555-0513-6 远方出版社

蒙古风俗.上 郭雨桥著 978-7-5555-0520-4 远方出版社

蒙古风俗.下 郭雨桥著 978-7-5555-0520-4 远方出版社

猎云记 肖睿著 978-7-5555-0559-4 远方出版社

晚清首富胡雪岩 布衣著 978-7-5555-0560-0 远方出版社

民国校长 布衣编著 978-7-5555-0561-7 远方出版社

红与黑 (法)司汤达著 978-7-5555-0578-5 远方出版社

一统华夏:忽必烈大帝之文韬武略.上 冯苓植著 978-7-5555-0590-7 远方出版社

一统华夏:忽必烈大帝之文韬武略.下 冯苓植著 978-7-5555-0590-7 远方出版社

从逃学大王到文学大师 王凯著 978-7-5555-0612-6 远方出版社

抗日名将张自忠 鹿理梅著 978-7-5555-0613-3 远方出版社

阴山文化研究 《阴山学刊》编辑部编 978-7-5555-0616-4 远方出版社

追爱,百转千回 若之著 978-7-5555-0620-1 远方出版社

深情暗恋 苏向暖著 978-7-5555-0621-8 远方出版社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何乐逸著 978-7-5555-0625-6 远方出版社



震撼崛起:成吉思汗及其英武儿孙.上 冯苓植著 978-7-5555-0632-4 远方出版社

震撼崛起:成吉思汗及其英武儿孙.下 冯苓植著 978-7-5555-0632-4 远方出版社

穿越乌兰布和 陈志国著 978-7-5555-0684-3 远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现存寺庙考 迟利著 978-7-5555-0693-5 远方出版社

季节已过，爱依旧 若之著 978-7-5555-0725-3 远方出版社

你若静好,蓦然阑珊 若之著 978-7-5555-0726-0 远方出版社

不因你远离我而放弃 若之著 978-7-5555-0727-7 远方出版社

我的生活质量 邵丽著 978-7-5559-0052-8 河南文艺出版社

阿鲁老和尚开示,理解死亡 阿鲁老和尚著 978-7-5559-0068-9 河南文艺出版社

大相国寺音乐及中州佛教音乐体系整理与研
究

尼树仁编著 978-7-5559-0090-0 河南文艺出版社

看遍人生风景 周大新著 978-7-5559-0092-4 河南文艺出版社

大相国寺音乐及相关佛曲的研究与编译:简谱
版

尼树仁编著 978-7-5559-0094-8 河南文艺出版社

永远的阿赫玛托娃 叶兆言著 978-7-5559-0125-9 河南文艺出版社

阿鲁老和尚开示,说说无常 阿鲁老和尚著 978-7-5559-0134-1 河南文艺出版社

枕黄记 林白著 978-7-5559-0167-9 河南文艺出版社

在家者说 史铁生著 978-7-5559-0179-2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一切都是刚刚好 杨重源，齐萱著 978-7-5559-0252-2 河南文艺出版社

故都的秋:郁达夫作品 郁达夫[著] 978-7-5559-0275-1 河南文艺出版社

民国的腔调 胡竹峰著 978-7-5559-0284-3 河南文艺出版社

李白自天而降 张炜著 978-7-5559-0317-8 河南文艺出版社

抗战中的国际友人 王晓华, 孙宅巍主编 978-7-5559-0321-5 河南文艺出版社

舞姬:森鸥外中短篇小说集 (日)森鸥外著 978-7-5559-0367-3 河南文艺出版社

春秋五霸,齐桓公 秦俊著 978-7-5559-0371-0 河南文艺出版社

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在台湾中山大学的文学
讲座

王安忆著 978-7-5559-0376-5 河南文艺出版社

金哥日记 刘佩金著 978-7-5559-0445-8 河南文艺出版社

裁决.4,双重身份 七十二编[著] 978-7-5560-0500-0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

公司

裁决.3,锋芒初露 七十二编[著] 978-7-5560-0501-7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爱尔兰咖啡:完美彩插版 蔡智恒著 978-7-5560-0739-4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龙族.1,向着太阳疾驰的骏马 (韩)李荣道著 978-7-5560-1745-4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龙族.2,被诅咒的神林地 (韩)李荣道著 978-7-5560-2234-2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旋风少女.1 明晓溪著 978-7-5560-2935-8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旋风少女.2 明晓溪著 978-7-5560-2936-5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旋风少女.4 明晓溪著 978-7-5560-2938-9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孔雀森林 蔡智恒著 978-7-5560-2983-9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明若晓溪.I,水晶般透明 明晓溪著 978-7-5560-3201-3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鲸鱼女孩 池塘男孩 蔡智恒著 978-7-5560-3487-1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的名字叫黑 王稼骏著 978-7-5561-0027-9 湖南文艺出版社

搞不定人, 你怎么带团队? 杨长征, 蒋兴文著 978-7-5561-0079-8 湖南人民出版社

知北游.3,冰海龙窟 洛水著 978-7-5561-0119-1 湖南人民出版社

柳宗元研究:2006-2014 王晚霞主编 978-7-5561-0187-0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代名将段德昌 中共南县党史编纂委员会编 978-7-5561-0189-4 湖南人民出版社

教师期望效应 丁蕙著 978-7-5561-0198-6 湖南人民出版社

早春时节 978-7-5561-0208-2 湖南人民出版社

谷子元纪念文集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561-0294-5 湖南人民出版社

追念颜元叔 余光中等著 978-7-5561-0301-0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文学80家评介 龙熙银主编 978-7-5561-0363-8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外志愿服务比较研究 张湘涛主编 978-7-5561-0666-0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大人物的世界史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著 978-7-5561-0755-1 湖南人民出版社

路上有微光 猫力著 978-7-5561-0882-4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天边的火烧云:致70、80的爸爸们 彭东明著 978-7-5561-0903-6 湖南人民出版社

高溪镇 鲁小平著 978-7-5561-0973-9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天之炽.2,女武神 江南著 978-7-5561-1015-5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斗破苍穹之大主宰.16 天蚕土豆著 978-7-5561-1027-8 湖南人民出版社

河伯之书 奇露亚著 978-7-5561-1070-4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有温度的宣传:长沙宣传人乙未感言 张湘涛主编 978-7-5561-1102-2 湖南人民出版社

破茧001 李梓新主编 978-7-5561-1332-3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斗罗大陆.第三部,龙王传说 唐家三少著 978-7-5562-1850-9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月光航线 薇拉著 978-7-5562-2089-2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辛蒂瑞拉的微笑 巧乐吱著 978-7-5562-2102-8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圆梦樱花塔 茶茶著 978-7-5562-2119-6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山海变.1,指间错 八月槎著 978-7-5562-2120-2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浮生物语外传,七夜 裟椤双树著 978-7-5562-2432-6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浮生纪事 七日晴著 978-7-5562-2455-5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非凡华丽家族之千面月神 艾可乐著 978-7-5562-2489-0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斗罗大陆.第三部,龙王传说 唐家三少著 978-7-5562-2832-4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华盛顿传 (美)华盛顿·欧文著 978-7-5563-0085-3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林肯传 (美)戴尔·卡耐基著 978-7-5563-0086-0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富兰克林自传 (美)本杰明·富兰克林著 978-7-5563-0087-7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论语 大学 中庸 (春秋)孔子著 978-7-5563-0203-1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文化遗存 范玉强，陈景林主编 978-7-5563-0207-9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法国大革命 (法)勒庞著 978-7-5563-0214-7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超有趣的精神分析 心理之谜研究会编著 978-7-5564-0187-1 湖北教育出版社

精神医生知道的秘密 (美)盖瑞·斯莫尔，(美)琪琪·沃根著 978-7-5564-0852-8 湖北教育出版社

愿你与时光彼此温暖 方达主编 978-7-5564-0920-4 湖北教育出版社

X密码 何马著 978-7-5567-0029-5 海峡书局

我的学术生涯:学坛所见所闻所知 杜书瀛著 978-7-5568-0132-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首席幕僚 随波逐流著 978-7-5568-0241-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首席高参.9 瑞根著 978-7-5568-0288-3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首席高参.10 瑞根著 978-7-5568-0289-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首席高参.7 瑞根著 978-7-5568-0358-3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首席高参.8 瑞根著 978-7-5568-0359-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斗破乾坤.1 食堂包子著 978-7-5568-0384-2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斗破乾坤.2 食堂包子著 978-7-5568-0385-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斗破乾坤.3 食堂包子著 978-7-5568-0386-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斗破乾坤.4 食堂包子著 978-7-5568-0387-3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斗破乾坤.5 食堂包子著 978-7-5568-0388-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兽血大陆.1 灵隐狐著 978-7-5568-0389-7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兽血大陆.2 灵隐狐著 978-7-5568-0390-3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兽血大陆.3 灵隐狐著 978-7-5568-0391-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兽血大陆.4 灵隐狐著 978-7-5568-0392-7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兽血大陆.5 灵隐狐著 978-7-5568-0393-4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武破苍穹.1 雨辰宇著 978-7-5568-0394-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武破苍穹.2 雨辰宇著 978-7-5568-0395-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武破苍穹.3 雨辰宇著 978-7-5568-0396-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武破苍穹.4 雨辰宇著 978-7-5568-0397-2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武破苍穹.5 雨辰宇著 978-7-5568-0398-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都市诡话.2 董协著 978-7-5568-0700-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首席智囊.3 任振华著 978-7-5568-0737-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鬼域笔录.2 范铁生著 978-7-5568-0785-7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材料帝国.2 齐橙著 978-7-5568-0787-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易学之道:为政从商养心 伍旭升著 978-7-5568-0958-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魔兽战神.2,十大战王 龙人著 978-7-5568-0975-2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首席高参.15 瑞根著 978-7-5568-1146-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大西迁1937 徐志明著 978-7-5568-1156-4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魔兽战神.3,十大战王 龙人著 978-7-5568-1174-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骗枭 冯精志著 978-7-5568-1263-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首席高参.14 瑞根著 978-7-5568-1273-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胜算.2 何常在著 978-7-5568-1285-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胜算.4 何常在著 978-7-5568-1287-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胜算.5 何常在著 978-7-5568-1288-2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胜算.6 何常在著 978-7-5568-1289-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胜算.7 何常在著 978-7-5568-1290-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5中国最美散文 张秀枫主编 978-7-5568-1435-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千古悲摧帝王侯: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 黎隆武著 978-7-5568-1536-4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三国谜案 辣笔小球著 978-7-5568-1586-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骗枭.2 冯精志著 978-7-5568-1587-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魔兽战神.6,众生战场 龙人著 978-7-5568-1611-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动物庄园 (英)乔治·奥威尔著 978-7-5568-1655-2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局外人 (法)阿尔贝·加缪著 978-7-5568-1662-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陆家古宅 孙磊著 978-7-5568-2024-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连城璧 (清)李渔著 978-7-5568-2100-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禅真逸史 (清)清溪道人著 978-7-5568-2101-3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魏阉全传 (清)佚名著 978-7-5568-2104-4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好逑传 (清)明教中人著 978-7-5568-2139-6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超级战兵.2,京都风云 一丝不苟著 978-7-5568-2359-8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青山妩媚 朱槿著 978-7-5570-0016-5 广东旅游出版社

爱上潜水:发现最美的水下世界 王洁著/摄影 978-7-5570-0046-2 广东旅游出版社

英雄联盟.1,苍天冥瞳 步渊亭著 978-7-5570-0089-9 广东旅游出版社

沧海行.3,清霄调 赖尔著 978-7-5570-0097-4 广东旅游出版社

我喜欢你好多年 林栀蓝著 978-7-5570-0129-2 广东旅游出版社

斩龙.6,逐鹿天下 失落叶著 978-7-5570-0141-4 广东旅游出版社



刀剑神皇.2,至尊双圣 乱世狂刀著 978-7-5570-0147-6 广州旅游出版社

夜游少年 早安夏天著 978-7-5570-0159-9 广东旅游出版社

从创意到创业:听大咖聊创业经 徐松涛编著 978-7-5570-0188-9 广东旅游出版社

静下来才能看到自己 王凡编著 978-7-5570-0197-1 广东旅游出版社

智慧与传奇：孝庄太后:图文修订版 李古寅，田方主编 978-7-5570-0211-4 广东旅游出版社

亿万大人物.Ⅲ 东尽欢著 978-7-5570-0218-3 广东旅游出版社

匆匆半夏 商锦维著 978-7-5570-0221-3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凡间:人生是一场电影 李茗章, 李亦凡著 978-7-5570-0226-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女人不独立，始终是猫咪 徐小婷著 978-7-5570-0228-2 广东旅游出版社

我非得写个故事把你弄哭 林潮汐著 978-7-5570-0243-5 广东旅游出版社

同桌告急 争渡老人著 978-7-5570-0244-2 广东旅游出版社

十年荣光·与光同成灰 调调著 978-7-5570-0247-3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不请自来 一条好柴著 978-7-5570-0251-0 广东旅游出版社

斩龙.8,黄金时代 失落叶 978-7-5570-0257-2 广东旅游出版社

吾喵归处 矜夜著 978-7-5570-0260-2 广东旅游出版社

感悟人生:张祥雷诗文集 张祥雷著 978-7-5570-0262-6 广东旅游出版社

补天石之天坑 补天石著 978-7-5570-0270-1 广东旅游出版社

如娇似狼 阮笙绿著 978-7-5570-0374-6 广东旅游出版社

女法医手记之证词 刘真著 978-7-5570-0375-3 广东旅游出版社

曾仕强品三国:一本读懂三国背后的职场江湖 曾仕强著 978-7-5570-0378-4 广东旅游出版社

唯我心.上 明月珰著 978-7-5570-0408-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唯我心.下 明月珰著 978-7-5570-0408-8 广东旅游出版社

流血不流泪 邹炽云著 978-7-5570-0410-1 广东旅游出版社

人生最美是淡然 王凡编著 978-7-5570-0601-3 广东旅游出版社

生活这件事再难也别跟自己过不去 李帆编著 978-7-5570-0609-9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临床普通外科诊疗精粹 金鑫等编著 978-7-5576-0036-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学新进展 王玉珍等编著 978-7-5576-0046-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 陈鹏等编著 978-7-5576-0047-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骨外科诊疗新进展 牛万春等编著 978-7-5576-0049-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优雅女人的礼仪书 陈琅语编著 978-7-5576-0091-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品味男人的礼仪书 李飞编著 978-7-5576-0092-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医生写给女人一生的健康书 仇思源著 978-7-5576-0193-5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胸外科疾病诊断与治疗 周广华等编著 978-7-5576-0280-2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肛肠病诊疗精粹 张厚杰等编著 978-7-5576-0281-9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中医特色专科诊疗精要 张福全等编著 978-7-5576-0283-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实用临床儿科学 孙海蓉等编著 978-7-5576-0284-0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精编临床中医内科诊疗学 张海文等编著 978-7-5576-0290-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糖尿病患者胰岛素使用教育管理规范 978-7-5576-0300-7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脑电图原理与临床应用 杨丽等编著 978-7-5576-0303-8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脊柱诊疗学 孟庆辉等编著 978-7-5576-0305-2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内科疾病诊疗新进展 宋东晓等编著 978-7-5576-0313-7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临床护理学基础 吴敏等编著 978-7-5576-0314-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精编临床内科常见病诊疗进展 王文静等编著 978-7-5576-0315-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骨伤诊疗学 刘歆等编著 978-7-5576-0364-9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疾病诊疗新编 徐哲等编著 978-7-5576-0365-6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内科疾病临床诊疗 桂萍等编著 978-7-5576-0415-8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检验与临床 刘学博等编著 978-7-5576-0609-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子宫健康书 夏梦著 978-7-5576-0610-7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清调补慢性病之道 梁峰主编 978-7-5576-0687-9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临床护理操作技能 李美妮等编著 978-7-5576-0882-8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爱上你的乳房:完美健康乳房保养书 李志敏著 978-7-5576-0980-1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实用护理学 刘秀玲等编著 978-7-5576-1218-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吃得明白 李海英编著 978-7-5576-1273-3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茶经 茶道 谢德群, 谢红波编著 978-7-5576-1411-9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精准医疗 陈枢青著 978-7-5576-1456-0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区民主建设与文化活动 覃红梅主编 978-7-5576-1869-8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走进大同 王保忠著 978-7-5577-0044-7 山西经济出版社

实用中医临床诊疗学.上 彭小菊，隋希文，杨宪章等主编 978-7-5578-0126-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中医临床诊疗学.下 彭小菊，隋希文，杨宪章等主编 978-7-5578-0126-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内科疾病防治与新技术应用.上 崔文建，张文宗，李占海等主编 978-7-5578-0145-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内科疾病防治与新技术应用.下 崔文建，张文宗，李占海等主编 978-7-5578-0145-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脑血管病诊疗与进展.上 李丹，聂靖炜，张晓愉等主编 978-7-5578-0153-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脑血管病诊疗与进展.下 李丹，聂靖炜，张晓愉等主编 978-7-5578-0153-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诊疗基础与临床处置要点.上 薛晓英，宗秀红，伦巍巍等主编 978-7-5578-0154-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诊疗基础与临床处置要点.下 薛晓英，宗秀红，伦巍巍等主编 978-7-5578-0154-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口腔科疾病临床诊治学.上 陈晖，冯艳红，牟艳云等主编 978-7-5578-0155-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口腔科疾病临床诊治学.下 陈晖，冯艳红，牟艳云等主编 978-7-5578-0155-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明耳鼻喉科头颈外科学.上 张君华，薛建荣，隆梅辉等主编 978-7-5578-0156-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明耳鼻喉科头颈外科学.下 张君华，薛建荣，隆梅辉等主编 978-7-5578-0156-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的内科治疗与康复.上 杨玉芳，孙向军，刘守泉等主编 978-7-5578-0157-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的内科治疗与康复.下 杨玉芳，孙向军，刘守泉等主编 978-7-5578-0157-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及相关疾病诊治学.上 杨家福，王慧东，柯西江等主编 978-7-5578-0158-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脊柱及相关疾病诊治学.下 杨家福，王慧东，柯西江等主编 978-7-5578-0158-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各系统常见肿瘤的综合诊治.上 刘太锋，张恒伟，余丹等主编 978-7-5578-0172-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各系统常见肿瘤的综合诊治.下 刘太锋，张恒伟，余丹等主编 978-7-5578-0172-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寿秘诀身上找 郭诚杰，张卫华著 978-7-5578-0211-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人应该这样用药 裴学义，裴胜著 978-7-5578-0218-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六百年沈氏祛病绝学 沈绍功著 978-7-5578-0219-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单桂敏灸除百病:身体暖暖的，女人美美的.3 单桂敏著 978-7-5578-0220-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疾病综合诊疗常规.上 杜建东，王珍，徐继莲等主编 978-7-5578-0239-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疾病综合诊疗常规.下 杜建东，王珍，徐继莲等主编 978-7-5578-0239-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儿科常见病诊断与治疗 陈凤海等编著 978-7-5578-0309-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护理学临床新进展 高明霞等编著 978-7-5578-0310-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内科常见病诊疗新进展 杨宪武等编著 978-7-5578-0322-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疾病诊疗新进展.上 随萍，李哲，杨震等主编 978-7-5578-0326-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疾病诊疗新进展.下 随萍，李哲，杨震等主编 978-7-5578-0326-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骨科常见病诊治与急救.上 黄锐，闫厚军，宋华等主编 978-7-5578-0327-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骨科常见病诊治与急救.下 黄锐，闫厚军，宋华等主编 978-7-5578-0327-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急危重症诊断与处理措施.上 朱永林，赵琴，金玉姬等主编 978-7-5578-0329-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急危重症诊断与处理措施.下 朱永林，赵琴，金玉姬等主编 978-7-5578-0329-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神经疾病诊疗精要.上 李建军，尚丽丽，郭秀凤等主编 978-7-5578-0331-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神经疾病诊疗精要.下 李建军，尚丽丽，郭秀凤等主编 978-7-5578-0331-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疾病诊断治疗学.上 屈苗苗，陈晓芳，徐括琴等主编 978-7-5578-0332-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疾病诊断治疗学.下 屈苗苗，陈晓芳，徐括琴等主编 978-7-5578-0332-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常见肿瘤疾病诊断与治疗.上 韩磊，许刚，赵立民等主编 978-7-5578-0333-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常见肿瘤疾病诊断与治疗.下 韩磊，许刚，赵立民等主编 978-7-5578-0333-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外科疾病诊断与治疗学 王云[等]主编 978-7-5578-0338-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临床创伤骨科学.上 余方圆[等]主编 978-7-5578-0339-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临床创伤骨科学.下 余方圆[等]主编 978-7-5578-0339-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营养学与护理技术 万国华等编著 978-7-5578-0342-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常见病中西医结合诊疗学.上 刘芳等编著 978-7-5578-0345-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常见病中西医结合诊疗学.下 刘芳等编著 978-7-5578-0345-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外科疾病监护与治疗.上 吴刚等编著 978-7-5578-0347-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外科疾病监护与治疗.下 吴刚等编著 978-7-5578-0347-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重症医学与麻醉技术.上 韩国哲等编著 978-7-5578-0348-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重症医学与麻醉技术.下 韩国哲等编著 978-7-5578-0348-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学临床新进展.上 钟喜杰等编著 978-7-5578-0349-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学临床新进展.下 钟喜杰等编著 978-7-5578-0349-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神经内科诊疗进展.上 刘露等编著 978-7-5578-0351-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神经内科诊疗进展.下 刘露等编著 978-7-5578-0351-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外科疾病临床诊疗与危重症处置.上 刘念等编著 978-7-5578-0352-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外科疾病临床诊疗与危重症处置.下 刘念等编著 978-7-5578-0352-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临床肿瘤学进展.上 刘瑞宝等编著 978-7-5578-0353-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临床肿瘤学进展.下 刘瑞宝等编著 978-7-5578-0353-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诊疗与护理.上 魏秀芝[等]主编 978-7-5578-0360-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诊疗与护理.下 魏秀芝[等]主编 978-7-5578-0360-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内科诊疗进展 丁国正主编 978-7-5578-0362-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疾病诊疗新进展 孙波主编 978-7-5578-0394-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肿瘤临床诊疗技术与方法 苏雷[等]主编 978-7-5578-0425-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内分泌学 郭琳茹[等]主编 978-7-5578-0426-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骨科手术与康复治疗学.上册 雷宁波主编 978-7-5578-0429-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骨科手术与康复治疗学.下册 雷宁波主编 978-7-5578-0429-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学 周毕军，杨坦，曹志等主编 978-7-5578-0430-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影像学临床诊断与治疗应用.上 王正江，燕宏军，李卫东等主编 978-7-5578-0433-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影像学临床诊断与治疗应用.下 王正江，燕宏军，李卫东等主编 978-7-5578-0433-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治疗与健康指导.上 张冬雅，张旻炜，程萍等主编 978-7-5578-0434-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治疗与健康指导.下 张冬雅，张旻炜，程萍等主编 978-7-5578-0434-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综合诊疗与急症救治.上 尚秀娟，王义平，索冬卫等主编 978-7-5578-0435-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综合诊疗与急症救治.下 尚秀娟，王义平，索冬卫等主编 978-7-5578-0435-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神经外科诊疗与重症救护.上 孙泽林，赵志勇，吴震等主编 978-7-5578-0437-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神经外科诊疗与重症救护.下 孙泽林，赵志勇，吴震等主编 978-7-5578-0437-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脏疾病内科诊疗.上 祁建军，龚家川，陈嘉等主编 978-7-5578-0438-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脏疾病内科诊疗.下 祁建军，龚家川，陈嘉等主编 978-7-5578-0438-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泌尿外科诊断与治疗精要.上 乔良伟，何钢，陈德红等主编 978-7-5578-0439-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泌尿外科诊断与治疗精要.下 乔良伟，何钢，陈德红等主编 978-7-5578-0439-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诊疗与进展.上 赵婕，熊玲，王长武等主编 978-7-5578-0440-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诊疗与进展.下 赵婕，熊玲，王长武等主编 978-7-5578-0440-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呼吸病诊断与治疗精要.上 吴秋歌，张晓婷，邓曦东等主编 978-7-5578-0441-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呼吸病诊断与治疗精要.下 吴秋歌，张晓婷，邓曦东等主编 978-7-5578-0441-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临床诊断与治疗精要.上 欧阳嵘，饶小娟，王苑铭等主编 978-7-5578-0442-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临床诊断与治疗精要.下 欧阳嵘，饶小娟，王苑铭等主编 978-7-5578-0442-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系统疾病综合诊疗要点.上 刘南，朱爱萍，闫慧等主编 978-7-5578-0444-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液系统疾病综合诊疗要点.下 刘南，朱爱萍，闫慧等主编 978-7-5578-0444-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学基础与疾病特色疗法.上 焦素杰，程旭锋，李小燕等主编 978-7-5578-0445-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学基础与疾病特色疗法.下 焦素杰，程旭锋，李小燕等主编 978-7-5578-0445-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肛肠外科疾病处置与并发症防治.上 李曙光，蔺兵虎，常为伟等主编 978-7-5578-0446-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肛肠外科疾病处置与并发症防治.下 李曙光，蔺兵虎，常为伟等主编 978-7-5578-0446-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内科医师临床与实践.上 白延涛，陈正君，陈炜等主编 978-7-5578-0447-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内科医师临床与实践.下 白延涛，陈正君，陈炜等主编 978-7-5578-0447-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儿童保健与常见病治疗.上 崔立华，袁二伟，季冬等主编 978-7-5578-0449-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儿童保健与常见病治疗.下 崔立华，袁二伟，季冬等主编 978-7-5578-0449-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急诊急救技术与处置方法.上 程慧，杨鹏平，吴桂华等主编 978-7-5578-0450-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急诊急救技术与处置方法.下 程慧，杨鹏平，吴桂华等主编 978-7-5578-0450-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临床诊断与综合治疗.上 刘红，赵悦，张淑娟等主编 978-7-5578-0451-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临床诊断与综合治疗.下 刘红，赵悦，张淑娟等主编 978-7-5578-0451-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临床诊治精要.上 武侠，安桂凤，张玉峰等主编 978-7-5578-0453-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临床诊治精要.下 武侠，安桂凤，张玉峰等主编 978-7-5578-0453-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与诊断应用.上 卫颖，朱世军，李志刚等主编 978-7-5578-0454-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与诊断应用.下 卫颖，朱世军，李志刚等主编 978-7-5578-0454-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外科诊疗基础与手术精要.上 徐胜，张二伟，张文超等主编 978-7-5578-0456-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外科诊疗基础与手术精要.下 徐胜，张二伟，张文超等主编 978-7-5578-0456-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科康复治疗学.上 郑新杰，周辉，陈华先等主编 978-7-5578-0458-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科康复治疗学.下 郑新杰，周辉，陈华先等主编 978-7-5578-0458-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内科疾病综合诊疗学.上 魏明明，王涛，崔龙等主编 978-7-5578-0459-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内科疾病综合诊疗学.下 魏明明，王涛，崔龙等主编 978-7-5578-0459-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妇产科诊疗与手术学.上 周剑利，吴月丽，史登玉等主编 978-7-5578-0460-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妇产科诊疗与手术学.下 周剑利，吴月丽，史登玉等主编 978-7-5578-0460-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声检查与诊疗精要.上 潘虹霞，姚飞，屈登雅等主编 978-7-5578-0462-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声检查与诊疗精要.下 潘虹霞，姚飞，屈登雅等主编 978-7-5578-0462-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心胸临床诊断与治疗 杨如松，朱冰，吕兵主编 978-7-5578-0463-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上 刘严等编著 978-7-5578-0476-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下 刘严等编著 978-7-5578-0476-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实用口腔医学.上 张爱民等编著 978-7-5578-0477-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实用口腔医学.下 张爱民等编著 978-7-5578-0477-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眼科学.上 杨亚男,等编著 978-7-5578-0479-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眼科学.下 杨亚男,等编著 978-7-5578-0479-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疾病诊断与治疗.上 白利军等编著 978-7-5578-0481-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疾病诊断与治疗.下 白利军等编著 978-7-5578-0481-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老年心血管急危重症诊疗学 刘伟等编著 978-7-5578-0484-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诊疗思路与临床实践 王兴文,等编著 978-7-5578-0486-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中医针灸推拿学 刘卫国编著 978-7-5578-0488-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儿科中西医诊疗学 庞维胜等编著 978-7-5578-0489-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外科疾病诊疗策略 许加军编著 978-7-5578-0490-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孙香兰等编著 978-7-5578-0491-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骨科临床诊疗与康复实践.上 孙以成等编著 978-7-5578-0492-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骨科临床诊疗与康复实践.下 孙以成等编著 978-7-5578-0492-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疗护理常规 李培秀，张静，任芳主编 978-7-5578-0501-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疾病诊治与药物应用.上 张敏，郇述玲，武煜等主编 978-7-5578-0507-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疾病诊治与药物应用.下 张敏，郇述玲，武煜等主编 978-7-5578-0507-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心血管疾病诊断与治疗.上 刘朝亮，潘华，刘涛等主编 978-7-5578-0508-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心血管疾病诊断与治疗.下 刘朝亮，潘华，刘涛等主编 978-7-5578-0508-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临床护理基础与技能应用.上 张红冉，汤丽勇，牛茹等主编 978-7-5578-0511-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临床护理基础与技能应用.下 张红冉，汤丽勇，牛茹等主编 978-7-5578-0511-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放射技术及诊断治疗应用.上 王治民，车宽余，郭强等主编 978-7-5578-0513-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放射技术及诊断治疗应用.下 王治民，车宽余，郭强等主编 978-7-5578-0513-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新进展.上 张丽萍等编著 978-7-5578-0561-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新进展.下 张丽萍等编著 978-7-5578-0561-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明中药使用手册 李靖等主编 978-7-5578-0564-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妇产科疾病临床实践 贾莲花，杜淑萍，史勤彩主编 978-7-5578-0566-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医院护理操作与规范 武学秀，赵丽，陈淑芳主编 978-7-5578-0573-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中西医诊疗学 陈亭亭[等]主编 978-7-5578-0575-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学检验学.上 王梅春，王学波，王景胜等主编 978-7-5578-0579-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学检验学.下 王梅春，王学波，王景胜等主编 978-7-5578-0579-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麻醉技术与疼痛治疗.上 王昊，姚继红，贾飞等主编 978-7-5578-0580-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麻醉技术与疼痛治疗.下 王昊，姚继红，贾飞等主编 978-7-5578-0580-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急危重症临床救治.上 陈维萍，颜新奇，任冬冬等主编 978-7-5578-0581-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急危重症临床救治.下 陈维萍，颜新奇，任冬冬等主编 978-7-5578-0581-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临床儿科疾病诊断治疗学.上 卫丽，张体健，石建莉等主编 978-7-5578-0582-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临床儿科疾病诊断治疗学.下 卫丽，张体健，石建莉等主编 978-7-5578-0582-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综合内科疾病诊疗实践.上 孟玲，王薇，邹晓华等主编 978-7-5578-0583-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综合内科疾病诊疗实践.下 孟玲，王薇，邹晓华等主编 978-7-5578-0583-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疾病诊疗与并发症防治.上 燕在春，夏海平，阿布都吉力力等主编 978-7-5578-0585-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科疾病诊疗与并发症防治.下 燕在春，夏海平，阿布都吉力力等主编 978-7-5578-0585-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CT与MRI诊断 孙立新,等编著 978-7-5578-0588-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危重症处置与麻醉策略.上 王懿春,等编著 978-7-5578-0589-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危重症处置与麻醉策略.下 王懿春,等编著 978-7-5578-0589-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针灸治疗学.上 师有栋,等编著 978-7-5578-0590-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针灸治疗学.下 师有栋,等编著 978-7-5578-0590-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病临床诊疗与皮肤美容整形.上 闫铁夫等编著 978-7-5578-0591-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病临床诊疗与皮肤美容整形.下 闫铁夫等编著 978-7-5578-0591-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护理学新编.上 聂艳等编著 978-7-5578-0593-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护理学新编.下 聂艳等编著 978-7-5578-0593-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疾病护理要点与规范.上 刘洪艳，吴婷，吴婧等主编 978-7-5578-0615-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疾病护理要点与规范.下 刘洪艳，吴婷，吴婧等主编 978-7-5578-0615-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疾病诊疗与手术精要.上 魏国俊，董林，杨建国等主编 978-7-5578-0616-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疾病诊疗与手术精要.下 魏国俊，董林，杨建国等主编 978-7-5578-0616-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中医诊疗基本功与临床.上 王锦鹏，于德强，李海刚等主编 978-7-5578-0618-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中医诊疗基本功与临床.下 王锦鹏，于德强，李海刚等主编 978-7-5578-0618-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诊断与治疗策略.上 刘昊雯，王淑芳，刘凤等主编 978-7-5578-0620-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诊断与治疗策略.下 刘昊雯，王淑芳，刘凤等主编 978-7-5578-0620-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常见病的临床诊治方法.上 张靖，李香玉，孙大宏等主编 978-7-5578-0622-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常见病的临床诊治方法.下 张靖，李香玉，孙大宏等主编 978-7-5578-0622-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用中成药与西药临床合理联用与禁忌.上 田英，杨爱霞，袁忠烈等主编 978-7-5578-0626-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用中成药与西药临床合理联用与禁忌.下 田英，杨爱霞，袁忠烈等主编 978-7-5578-0626-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常见疾病综合诊疗 张继华，董凯峰，苏静等主编 978-7-5578-0627-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诊疗常规与手术要点 张正娥，张崇媛主编 978-7-5578-0628-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肿瘤诊疗学 爨国庆，胡莲，余花艳等主编 978-7-5578-0632-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中医特色诊疗.上 李正军，范富辉，黄川等主编 978-7-5578-0635-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中医特色诊疗.下 李正军，范富辉，黄川等主编 978-7-5578-0635-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当代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上 李欣[等]主编 978-7-5578-0645-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当代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下 李欣[等]主编 978-7-5578-0645-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诊断与治疗 刘国青[等]主编 978-7-5578-0646-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治疗新技术及临床实践.上 张勇，郭德芬，李志刚等主编 978-7-5578-0661-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治疗新技术及临床实践.下 张勇，郭德芬，李志刚等主编 978-7-5578-0661-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ICU监测与治疗实践.上 谢宇曦，王培栋，邓巍等主编 978-7-5578-0696-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ICU监测与治疗实践.下 谢宇曦，王培栋，邓巍等主编 978-7-5578-0696-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耳鼻喉－头颈外科学.上 谭华章，熊欣，张建伟等主编 978-7-5578-0700-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耳鼻喉－头颈外科学.下 谭华章，熊欣，张建伟等主编 978-7-5578-0700-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超声医学临床应用精要.上 吴静宁，葛亮，祝青等主编 978-7-5578-0703-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超声医学临床应用精要.下 吴静宁，葛亮，祝青等主编 978-7-5578-0703-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合理用药指南 李靖等主编 978-7-5578-0709-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结直肠疾病诊断治疗学 魏立平编著 978-7-5578-0727-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内科疾病诊疗新进展.上 许维涛等编著 978-7-5578-0731-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内科疾病诊疗新进展.下 许维涛等编著 978-7-5578-0731-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常见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学.上 于同卫等编著 978-7-5578-0732-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常见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学.下 于同卫等编著 978-7-5578-0732-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高血压诊疗进展与临床实践.上 郭青榜等编著 978-7-5578-0733-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高血压诊疗进展与临床实践.下 郭青榜等编著 978-7-5578-0733-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疾病临床诊治与进展.上 胡英等编著 978-7-5578-0735-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疾病临床诊治与进展.下 胡英等编著 978-7-5578-0735-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上 别国梁等编著 978-7-5578-0736-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下 别国梁等编著 978-7-5578-0736-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康复治疗学.上 孙远标等编著 978-7-5578-0737-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康复治疗学.下 孙远标等编著 978-7-5578-0737-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普通外科诊疗技巧.上 丁海波等编著 978-7-5578-0739-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普通外科诊疗技巧.下 丁海波等编著 978-7-5578-0739-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常见疾病诊疗学 牟新军等编著 978-7-5578-0742-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CT诊断精要 赵长安等编著 978-7-5578-0743-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肝胆外科诊疗策略 徐延田编著 978-7-5578-0744-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急症处置与疾病治疗.上 朱军义，柏兴利，鲜晓明等主编 978-7-5578-0746-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急症处置与疾病治疗.下 朱军义，柏兴利，鲜晓明等主编 978-7-5578-0746-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急诊医学.上 王阳，何光平，范迎宾等主编 978-7-5578-0747-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急诊医学.下 王阳，何光平，范迎宾等主编 978-7-5578-0747-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肿瘤综合诊治新策略.上 谷振芳，徐炎华，肖秀兰等主编 978-7-5578-0748-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肿瘤综合诊治新策略.下 谷振芳，徐炎华，肖秀兰等主编 978-7-5578-0748-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消化系统疾病治疗学.上 江晓肖，向晓星，罗琴等主编 978-7-5578-0749-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消化系统疾病治疗学.下 江晓肖，向晓星，罗琴等主编 978-7-5578-0749-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临床口腔科疾病.上 程维平，李立恒，陈书宝等主编 978-7-5578-0750-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临床口腔科疾病.下 程维平，李立恒，陈书宝等主编 978-7-5578-0750-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肛肠疾病诊治及微创应用.上 郝东鹏，丁汉军，于洋等主编 978-7-5578-0752-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肛肠疾病诊治及微创应用.下 郝东鹏，丁汉军，于洋等主编 978-7-5578-0752-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超声波诊断技术与临床应用.上 杨静，高华，李志刚等主编 978-7-5578-0753-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超声波诊断技术与临床应用.下 杨静，高华，李志刚等主编 978-7-5578-0753-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科检查与疾病诊疗.上 葛嫣然，张振才，楚妙等主编 978-7-5578-0754-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科检查与疾病诊疗.下 葛嫣然，张振才，楚妙等主编 978-7-5578-0754-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内科诊疗基础与临床处置要点.上 刘莹，王林梅，张念等主编 978-7-5578-0756-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内科诊疗基础与临床处置要点.下 刘莹，王林梅，张念等主编 978-7-5578-0756-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烧伤与美容整形外科操作技术与临床实践.上 刘芳，杨智勇，张建军等主编 978-7-5578-0757-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烧伤与美容整形外科操作技术与临床实践.下 刘芳，杨智勇，张建军等主编 978-7-5578-0757-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皮肤病诊断与治疗要点.上 孙心君，赵峰，杨家彬等主编 978-7-5578-0759-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皮肤病诊断与治疗要点.下 孙心君，赵峰，杨家彬等主编 978-7-5578-0759-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急症与常见病治疗学.上 张晓云，王静芳，周晓景等主编 978-7-5578-0762-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急症与常见病治疗学.下 张晓云，王静芳，周晓景等主编 978-7-5578-0762-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外科基础与手术精要.上 苏泽林，刘少录，王宏峰等主编 978-7-5578-0764-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外科基础与手术精要.下 苏泽林，刘少录，王宏峰等主编 978-7-5578-0764-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的临床诊断与治疗.上 朱坤兵，贾纯亮，滕菲等主编 978-7-5578-0765-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的临床诊断与治疗.下 朱坤兵，贾纯亮，滕菲等主编 978-7-5578-0765-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童疾病诊治与新生儿重症监护.上 孙志群，许津莉，徐琳等主编 978-7-5578-0766-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童疾病诊治与新生儿重症监护.下 孙志群，许津莉，徐琳等主编 978-7-5578-0766-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外科疾病处理与手术精要.上 史文宇，庄正陵，石晶等主编 978-7-5578-0768-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外科疾病处理与手术精要.下 史文宇，庄正陵，石晶等主编 978-7-5578-0768-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疾病救治学.上 徐谦，王凤敏，尚芙蓉等主编 978-7-5578-0769-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疾病救治学.下 徐谦，王凤敏，尚芙蓉等主编 978-7-5578-0769-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实用男科疾病诊疗精要 黄新飞，姜杰，潘运高等主编 978-7-5578-0771-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感染病学.上 尚秀娟，杨学慧，郑延和等主编 978-7-5578-0773-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感染病学.下 尚秀娟，杨学慧，郑延和等主编 978-7-5578-0773-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麻醉与疼痛医学.上 刘铁军，刘霄尧，纪维等主编 978-7-5578-0774-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麻醉与疼痛医学.下 刘铁军，刘霄尧，纪维等主编 978-7-5578-0774-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明神经内科综合治疗学.上 孙军，魏玲莉，张艳霞等主编 978-7-5578-0775-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明神经内科综合治疗学.下 孙军，魏玲莉，张艳霞等主编 978-7-5578-0775-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普通外科与血管外科学.上 陈俊卯，张会英，贾廷印等主编 978-7-5578-0776-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普通外科与血管外科学.下 陈俊卯，张会英，贾廷印等主编 978-7-5578-0776-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心血管内科疾病诊断与治疗.上 范晓涌，刘波，郭攀等主编 978-7-5578-0777-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心血管内科疾病诊断与治疗.下 范晓涌，刘波，郭攀等主编 978-7-5578-0777-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病理技术与诊断基础.上 张文丽，王晓燕，楚广民等主编 978-7-5578-0778-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病理技术与诊断基础.下 张文丽，王晓燕，楚广民等主编 978-7-5578-0778-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病的中医证治精要.上 焦颖华，张守光，陶海兵等主编 978-7-5578-0779-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病的中医证治精要.下 焦颖华，张守光，陶海兵等主编 978-7-5578-0779-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科急症与常见病治疗学.上 李钊，陈永彪，桑纯利等主编 978-7-5578-0781-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科急症与常见病治疗学.下 李钊，陈永彪，桑纯利等主编 978-7-5578-0781-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科疾病临床诊治要点.上 孟庆飞，韩立显，卢骁鹏等主编 978-7-5578-0782-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科疾病临床诊治要点.下 孟庆飞，韩立显，卢骁鹏等主编 978-7-5578-0782-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临床检验诊断与新技术应用.上 赵俊暕，毛有彥，袁聪玲等主编 978-7-5578-0783-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临床检验诊断与新技术应用.下 赵俊暕，毛有彥，袁聪玲等主编 978-7-5578-0783-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科急症与常见病治疗学.上 黄文龙，俞兰，赵璐等主编 978-7-5578-0784-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科急症与常见病治疗学.下 黄文龙，俞兰，赵璐等主编 978-7-5578-0784-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常见症状体征观察与护理.上 张卫红，孙宏，周立芝等主编 978-7-5578-0786-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常见症状体征观察与护理.下 张卫红，孙宏，周立芝等主编 978-7-5578-0786-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疾病诊断治疗学.上 刘永峰，栾宏佳，江亚等主编 978-7-5578-0791-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疾病诊断治疗学.下 刘永峰，栾宏佳，江亚等主编 978-7-5578-0791-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内科诊疗与内镜应用.上 张锐，赵银彪，刘国通等主编 978-7-5578-0792-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内科诊疗与内镜应用.下 张锐，赵银彪，刘国通等主编 978-7-5578-0792-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护理基础与专科实践.上 仝彤，梅艳，罗秀玲等主编 978-7-5578-0796-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护理基础与专科实践.下 仝彤，梅艳，罗秀玲等主编 978-7-5578-0796-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疾病治疗与重症监护.上 刘海英，何晓英，张志丽等主编 978-7-5578-0800-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疾病治疗与重症监护.下 刘海英，何晓英，张志丽等主编 978-7-5578-0800-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疾病诊治方法与救治关键.上 朱萍，吕文林，王小菊等主编 978-7-5578-0802-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疾病诊治方法与救治关键.下 朱萍，吕文林，王小菊等主编 978-7-5578-0802-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学基础与诊疗精要.上 吴治德，叶科峰，刘颖慧等主编 978-7-5578-0804-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学基础与诊疗精要.下 吴治德，叶科峰，刘颖慧等主编 978-7-5578-0804-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心胸外科疾病处置方法.上 柯宏刚，柏启州，濮仁富等主编 978-7-5578-0806-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心胸外科疾病处置方法.下 柯宏刚，柏启州，濮仁富等主编 978-7-5578-0806-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ICU监测与治疗学.上 万御易，张强，任陇滨等主编 978-7-5578-0807-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ICU监测与治疗学.下 万御易，张强，任陇滨等主编 978-7-5578-0807-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麻醉与复苏.上 张惠艳，张坤鹏，李保华等主编 978-7-5578-0808-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麻醉与复苏.下 张惠艳，张坤鹏，李保华等主编 978-7-5578-0808-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内科常用技术与诊疗要点.上 杨丽霞，何晓英，卢东齐等主编 978-7-5578-0809-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内科常用技术与诊疗要点.下 杨丽霞，何晓英，卢东齐等主编 978-7-5578-0809-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风湿免疫病诊断与治疗要点.上 高燕鲁，兰培敏，闫丽等主编 978-7-5578-0810-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风湿免疫病诊断与治疗要点.下 高燕鲁，兰培敏，闫丽等主编 978-7-5578-0810-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当代针灸特色疗法.上 王建林，薛正海，王旭光等主编 978-7-5578-0811-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当代针灸特色疗法.下 王建林，薛正海，王旭光等主编 978-7-5578-0811-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技术与临床实践 刘春红主编 978-7-5578-0812-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疾病病理诊断要点及药物治疗精要.上 曲震理，要建超，王静等主编 978-7-5578-0825-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疾病病理诊断要点及药物治疗精要.下 曲震理，要建超，王静等主编 978-7-5578-0825-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肿瘤内科疾病临床诊疗学 程鹏[等]主编 978-7-5578-0907-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外科疾病处置与并发症防治.上 任雷，赵忠伟，王熙宸等主编 978-7-5578-0908-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外科疾病处置与并发症防治.下 任雷，赵忠伟，王熙宸等主编 978-7-5578-0908-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中医诊疗精要.上 赵学印，刘美玶，李召民等主编 978-7-5578-0909-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中医诊疗精要.下 赵学印，刘美玶，李召民等主编 978-7-5578-0909-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疾病诊治与康复.上 李艳丽，孙祖真，孙洁等主编 978-7-5578-0910-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疾病诊治与康复.下 李艳丽，孙祖真，孙洁等主编 978-7-5578-0910-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心血管疾病预防与治疗.上 张权，郭秋荣，徐广等主编 978-7-5578-0917-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心血管疾病预防与治疗.下 张权，郭秋荣，徐广等主编 978-7-5578-0917-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普外科急症处置与疾病治疗.上 吉文伟，苏永红，樊敦徽等主编 978-7-5578-0925-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普外科急症处置与疾病治疗.下 吉文伟，苏永红，樊敦徽等主编 978-7-5578-0925-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家级名医秘验方 隋殿军，王迪主编 978-7-5578-0932-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民间偏方奇效方 胡永盛主编 978-7-5578-0933-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特效穴位速查手册 刘乃刚，郭长青，张慧方主编 978-7-5578-0941-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学新理论与应用进展 马建林[等]主编 978-7-5578-0977-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临床诊疗与新进展 李艳芳[等]主编 978-7-5578-0978-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临床指南 柳英丽[等]主编 978-7-5578-0985-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中西医危重症学精要.上 景凤英，张莲莲，杨建茹等主编 978-7-5578-0989-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中西医危重症学精要.下 景凤英，张莲莲，杨建茹等主编 978-7-5578-0989-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常见病诊治与康复.上 陶艳玲，李文，梁卉等主编 978-7-5578-0990-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常见病诊治与康复.下 陶艳玲，李文，梁卉等主编 978-7-5578-0990-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护理学理论与操作.上 李桂英，陈凤，王艳等主编 978-7-5578-0991-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护理学理论与操作.下 李桂英，陈凤，王艳等主编 978-7-5578-0991-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疾病诊断与综合治疗.上 倪训军，武煜，沈玉国等主编 978-7-5578-0992-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疾病诊断与综合治疗.下 倪训军，武煜，沈玉国等主编 978-7-5578-0992-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肿瘤诊疗新进展.上 张燕慧，王传岱，刘晓莉等主编 978-7-5578-0993-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肿瘤诊疗新进展.下 张燕慧，王传岱，刘晓莉等主编 978-7-5578-0993-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医学影像诊断精要.上 徐永运，耿杰，刘业东等主编 978-7-5578-0994-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医学影像诊断精要.下 徐永运，耿杰，刘业东等主编 978-7-5578-0994-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危重症救护与处理措施.上 李静艳，张晓娟，王娟等主编 978-7-5578-0997-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危重症救护与处理措施.下 李静艳，张晓娟，王娟等主编 978-7-5578-0997-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消化系统疾病诊疗学.上 伞锕镅，王海燕，倪训军等主编 978-7-5578-0998-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消化系统疾病诊疗学.下 伞锕镅，王海燕，倪训军等主编 978-7-5578-0998-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肿瘤疾病诊疗应用.上 王丽萍，吴小进，蒋志强等主编 978-7-5578-0999-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肿瘤疾病诊疗应用.下 王丽萍，吴小进，蒋志强等主编 978-7-5578-0999-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常见病诊治与重症救护.上 周宁，贾海鹏，单德伟等主编 978-7-5578-1000-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常见病诊治与重症救护.下 周宁，贾海鹏，单德伟等主编 978-7-5578-1000-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药物学.上 李艳丽，台磊，杨景柯等主编 978-7-5578-1001-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药物学.下 李艳丽，台磊，杨景柯等主编 978-7-5578-1001-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胸外科诊断与治疗学 江华主编 978-7-5578-1002-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护理教育管理与实践 周秀荣[等]主编 978-7-5578-1004-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外科护理知识 杨志敏[等]主编 978-7-5578-1007-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影像检查与诊断技术.上 彭伟等编著 978-7-5578-1012-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影像检查与诊断技术.下 彭伟等编著 978-7-5578-1012-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基础护理学 刘国玲著 978-7-5578-1016-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诊疗技术常规 刘承德著 978-7-5578-1018-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常见细菌感染的实验室诊断与治疗 达选秀著 978-7-5578-1019-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康复医学 马志刚著 978-7-5578-1024-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学与中医诊疗技术 马菊英,马海燕,刘妍主编 978-7-5578-1026-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学诊疗与护理精要 李霞,等主编 978-7-5578-1027-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外科常见疾病诊疗常规 徐晓胜著 978-7-5578-1029-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学 李瑞英著 978-7-5578-1030-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内科与急诊医学 邢清梅[等]主编 978-7-5578-1034-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妇产与儿科学.上 张龙[等]主编 978-7-5578-1035-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妇产与儿科学.下 张龙[等]主编 978-7-5578-1035-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急危重症学.上 王新刚[等]主编 978-7-5578-1036-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急危重症学.下 王新刚[等]主编 978-7-5578-1036-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临床医学 孙浩等主编 978-7-5578-1041-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传染病的防治.上 张萍,等主编 978-7-5578-1046-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常见传染病的防治.下 张萍,等主编 978-7-5578-1046-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综合治疗学.上 吴玉卓,等主编 978-7-5578-1047-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综合治疗学.下 吴玉卓,等主编 978-7-5578-1047-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康复治疗学.上 郝晶，刘冬芝，左刚等主编 978-7-5578-1049-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康复治疗学.下 郝晶，刘冬芝，左刚等主编 978-7-5578-1049-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疾病内科治疗与内镜应用.上 高强，张永强，杨廷旭等主编 978-7-5578-1050-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消化疾病内科治疗与内镜应用.下 高强，张永强，杨廷旭等主编 978-7-5578-1050-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肛肠疾病综合治疗学 闫观升，罗贤茂，王永明等主编 978-7-5578-1054-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内科疾病救治关键.上 刘澄英，楚荷莹，任涛等主编 978-7-5578-1055-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内科疾病救治关键.下 刘澄英，楚荷莹，任涛等主编 978-7-5578-1055-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学.上 门翔，王世波，李军等主编 978-7-5578-1056-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学.下 门翔，王世波，李军等主编 978-7-5578-1056-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常见病临床防治.上 孔春燕，赵军方，李松等主编 978-7-5578-1059-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口腔常见病临床防治.下 孔春燕，赵军方，李松等主编 978-7-5578-1059-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科疾病临床诊疗学.上 王丽昆，乌云塔娜，王雪等主编 978-7-5578-1066-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皮肤科疾病临床诊疗学.下 王丽昆，乌云塔娜，王雪等主编 978-7-5578-1066-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脏病诊疗及急性肾损伤救治.上 马小芬，孔维伟，张德琴等主编 978-7-5578-1070-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肾脏病诊疗及急性肾损伤救治.下 马小芬，孔维伟，张德琴等主编 978-7-5578-1070-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老年医学.上 王志新，罗学胜，魏娟红等主编 978-7-5578-1075-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老年医学.下 王志新，罗学胜，魏娟红等主编 978-7-5578-1075-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中西医皮肤性病学 眭岩，周琳，李天举等主编 978-7-5578-1077-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耳鼻咽喉综合治疗学.上 孟纲要，王晓辉，芦二永等主编 978-7-5578-1080-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耳鼻咽喉综合治疗学.下 孟纲要，王晓辉，芦二永等主编 978-7-5578-1080-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急诊医学.上 曹美芹，郝万明，杨贤义等主编 978-7-5578-1085-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急诊医学.下 曹美芹，郝万明，杨贤义等主编 978-7-5578-1085-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临床内分泌学.上 吉书红，赵猛，李晨惠等主编 978-7-5578-1086-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临床内分泌学.下 吉书红，赵猛，李晨惠等主编 978-7-5578-1086-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男科规范诊疗学 赵战魁，赵小东，魏森鑫等主编 978-7-5578-1089-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脑血管疾病诊疗与重症监护.上 董伟,等主编 978-7-5578-1090-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脑血管疾病诊疗与重症监护.下 董伟,等主编 978-7-5578-1090-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脑血管外科治疗学 孙立倩，杜成华，王锋等主编 978-7-5578-1091-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实用急诊医学.上 庞艳雷，杨辉，王学思等主编 978-7-5578-1093-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实用急诊医学.下 庞艳雷，杨辉，王学思等主编 978-7-5578-1093-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手术麻醉与围术期处理.上 尚书军，王莉娟，朱雅萍等主编 978-7-5578-1094-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手术麻醉与围术期处理.下 尚书军，王莉娟，朱雅萍等主编 978-7-5578-1094-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消化病学.上 张艳梅，王忠琼，刘勇等主编 978-7-5578-1096-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消化病学.下 张艳梅，王忠琼，刘勇等主编 978-7-5578-1096-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医学影像学.上 师毅冰，王培诚，蒋沫轩等主编 978-7-5578-1098-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医学影像学.下 师毅冰，王培诚，蒋沫轩等主编 978-7-5578-1098-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科疾病诊治与显微手术应用.上 张秋丽，朱习峪，汪永等主编 978-7-5578-1100-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科疾病诊治与显微手术应用.下 张秋丽，朱习峪，汪永等主编 978-7-5578-1100-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理基础与药物临床应用.上 孙谦，许华，贾苗辉等主编 978-7-5578-1101-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药理基础与药物临床应用.下 孙谦，许华，贾苗辉等主编 978-7-5578-1101-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上 陈劲，郝新平，陈勇等主编 978-7-5578-1103-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下 陈劲，郝新平，陈勇等主编 978-7-5578-1103-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综合诊治新策略.上 刘萍，郝玉萍，王颖等主编 978-7-5578-1105-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综合诊治新策略.下 刘萍，郝玉萍，王颖等主编 978-7-5578-1105-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诊断与治疗.上 郑红志，刘国萍，姚丽丽等主编 978-7-5578-1107-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分泌疾病诊断与治疗.下 郑红志，刘国萍，姚丽丽等主编 978-7-5578-1107-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肝胆外科学 薛峰，张佩君，于德洋等主编 978-7-5578-1110-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老年病防治学.上 吴东波，蒲娟娟等主编 978-7-5578-1111-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老年病防治学.下 吴东波，蒲娟娟等主编 978-7-5578-1111-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实用药物学基础与治疗.上 郑雪梅,等主编 978-7-5578-1113-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实用药物学基础与治疗.下 郑雪梅,等主编 978-7-5578-1113-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肿瘤治疗学.上 孔凡华，唐天友，王政等主编 978-7-5578-1115-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肿瘤治疗学.下 孔凡华，唐天友，王政等主编 978-7-5578-1115-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重症监护与急诊急救.上 陈士信，陈琛，刘晓耘等主编 978-7-5578-1116-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重症监护与急诊急救.下 陈士信，陈琛，刘晓耘等主编 978-7-5578-1116-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妇产科临床指南 崔丹凤[等]主编 978-7-5578-1122-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临床治疗与合理用药.上 赵卉等编著 978-7-5578-1125-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临床治疗与合理用药.下 赵卉等编著 978-7-5578-1125-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麻醉与疼痛治疗.上 刘晶宇等编著 978-7-5578-1126-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麻醉与疼痛治疗.下 刘晶宇等编著 978-7-5578-1126-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常见病诊疗与合理用药.上 杨军等编著 978-7-5578-1128-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常见病诊疗与合理用药.下 杨军等编著 978-7-5578-1128-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常见病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诊疗策略.上 吕士琦,等编著 978-7-5578-1129-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常见病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诊疗策略.下 吕士琦,等编著 978-7-5578-1129-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儿科规范化诊疗学 陈玲编著 978-7-5578-1130-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急诊与重症监护技术.上 延军[等]编著 978-7-5578-1131-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急诊与重症监护技术.下 延军[等]编著 978-7-5578-1131-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外科危重症监护治疗学.上 李凯等编著 978-7-5578-1135-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外科危重症监护治疗学.下 李凯等编著 978-7-5578-1135-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儿科疾病学 孙志群等主编 978-7-5578-1137-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生儿临床常见疾病诊疗学 孙志群等主编 978-7-5578-1138-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眼科疾病临床指南 颜宪伟[等]主编 978-7-5578-1139-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麻醉技术 徐德玲[等]主编 978-7-5578-1140-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学 范常云[等]主编 978-7-5578-1142-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神经疾病学.上 吕雪飞，衣永尚，李兆生等主编 978-7-5578-1143-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神经疾病学.下 吕雪飞，衣永尚，李兆生等主编 978-7-5578-1143-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急症与常见病治疗学.上 马翔凌，谭相如，乔芳等主编 978-7-5578-1144-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急症与常见病治疗学.下 马翔凌，谭相如，乔芳等主编 978-7-5578-1144-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医学检验与卫生检验技术.上 尚立成，王晓芳，葛丽雅等主编 978-7-5578-1145-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医学检验与卫生检验技术.下 尚立成，王晓芳，葛丽雅等主编 978-7-5578-1145-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心脏外科学 张志东，马杰，安景辉等主编 978-7-5578-1146-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康复治疗学 张裴景，徐辉等主编 978-7-5578-1147-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疑难病诊断与案例分析.上 陈晓辉,等编著 978-7-5578-1154-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经内科疑难病诊断与案例分析.下 陈晓辉,等编著 978-7-5578-1154-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名医吴萍养生说: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临床
营养科主任21年经验

吴萍编著 978-7-5578-1163-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实用临床医疗.上 姬琳[等]主编 978-7-5578-1166-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实用临床医疗.下 姬琳[等]主编 978-7-5578-1166-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疾病与创伤治疗学.上 王立江，陈杰，杨锴等主编 978-7-5578-1169-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疾病与创伤治疗学.下 王立江，陈杰，杨锴等主编 978-7-5578-1169-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皮肤性病综合诊疗学 陈洁，刘轩先，庞利涛等主编 978-7-5578-1172-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骨与关节外科治疗学.上 姜雪峰，李俊杰，许江峰等主编 978-7-5578-1173-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骨与关节外科治疗学.下 姜雪峰，李俊杰，许江峰等主编 978-7-5578-1173-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骨病学.上 任一等编著 978-7-5578-1180-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骨病学.下 任一等编著 978-7-5578-1180-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疗感染与检验 张龙跃[等]主编 978-7-5578-1191-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五官科疾病临床诊治要点.下 李谊，张坚，李向杰等主编 978-7-5578-1194-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五官科疾病临床诊治要点.下 李谊，张坚，李向杰等主编 978-7-5578-1194-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基础与操作实践.上 阮兰红[等]主编 978-7-5578-1195-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基础与操作实践.下 阮兰红[等]主编 978-7-5578-1195-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骨科疾病处置方法.上 李炳亮，王守彬，冯云华等主编 978-7-5578-1196-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骨科疾病处置方法.下 李炳亮，王守彬，冯云华等主编 978-7-5578-1196-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外科诊治精要.上 李光新，吕守田，王新会等主编 978-7-5578-1197-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外科诊治精要.下 李光新，吕守田，王新会等主编 978-7-5578-1197-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中医临床诊疗应用.上 李刚，陈战斌，徐冰等主编 978-7-5578-1198-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中医临床诊疗应用.下 李刚，陈战斌，徐冰等主编 978-7-5578-1198-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诊治与介入手术应用.上 姚海木，张颖，马宁等主编 978-7-5578-1199-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诊治与介入手术应用.下 姚海木，张颖，马宁等主编 978-7-5578-1199-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急危重症综合治疗学.上 闫丽英[等]主编 978-7-5578-1201-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急危重症综合治疗学.下 闫丽英[等]主编 978-7-5578-1201-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外科操作规范与手术技巧.上 徐斌[等]主编 978-7-5578-1203-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外科操作规范与手术技巧.下 徐斌[等]主编 978-7-5578-1203-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常见疾病诊断与治疗.上 屈兴玲，李同民，王凤梅主编 978-7-5578-1204-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常见疾病诊断与治疗.下 屈兴玲，李同民，王凤梅主编 978-7-5578-1204-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外科学 陈睿[等]编著 978-7-5578-1214-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感染性疾病学.上 侯新生[等]主编 978-7-5578-1219-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感染性疾病学.下 侯新生[等]主编 978-7-5578-1219-5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中医学.上 杨友军[等]主编 978-7-5578-1220-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中医学.下 杨友军[等]主编 978-7-5578-1220-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医学诊疗与护理 刘成玲[等]主编 978-7-5578-1223-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编药物与急诊急救学 范瑞杰,杨淑玲,牛文霞主编 978-7-5578-1225-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疾病诊治与护理 吕德华，张彩云，尹小菊主编 978-7-5578-1227-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麻醉与临床急救医学 朱贤嫒[等]主编 978-7-5578-1232-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常见病外科诊疗.上 李红专等编著 978-7-5578-1241-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科常见病外科诊疗.下 李红专等编著 978-7-5578-1241-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心血管疾病综合治疗学.上 刘志涛等编著 978-7-5578-1242-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心血管疾病综合治疗学.下 刘志涛等编著 978-7-5578-1242-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外科学 徐纪海，宗劲，李成华主编 978-7-5578-1278-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麻醉技术与疼痛学.上 刘海艳,秦枫,李春伟主编 978-7-5578-1282-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麻醉技术与疼痛学.下 刘海艳,秦枫,李春伟主编 978-7-5578-1282-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心内科学.上 王雷，范卫泽，昝春辉等主编 978-7-5578-1307-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心内科学.下 王雷，范卫泽，昝春辉等主编 978-7-5578-1307-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临床CT影像诊断学 李建军[等]主编 978-7-5578-1333-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急危重症救护精要.上 辛美云，王爱军，孙霞等主编 978-7-5578-1335-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急危重症救护精要.下 辛美云，王爱军，孙霞等主编 978-7-5578-1335-2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内科诊治精要.上 汤凤莲[等]主编 978-7-5578-1336-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内科诊治精要.下 汤凤莲[等]主编 978-7-5578-1336-9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诊疗新进展.上 姜铁超，孙洋，路长鸿等主编 978-7-5578-1337-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诊疗新进展.下 姜铁超，孙洋，路长鸿等主编 978-7-5578-1337-6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骨科手术学 王永恒[等]主编 978-7-5578-1356-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超声医学 刘永娟著 978-7-5578-1359-8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呼吸内镜介入诊疗 李德志等编著 978-7-5578-1371-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心脏介入护理 王昱瑾编著 978-7-5578-1387-1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临床内科学 辛丽红，朱天兴，曹旺波主编 978-7-5578-1440-3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实用骨科学 李茂华，姜新海，于国平主编 978-7-5578-1441-0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科疾病学 尹凤云[等]主编 978-7-5578-1442-7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肝脏的基础与临床 陈文美主编 978-7-5578-1443-4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代汉语词典:全新双色版 曾林主编 978-7-5579-0015-1 四川辞书出版社

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双色版 钟维克编著 978-7-5579-0030-4 四川辞书出版社

歇后语词典:双查版 王陶宇, 孙玉芬编著 978-7-5579-0066-3 四川辞书出版社

寻找故乡 石战杰著 978-7-5580-0849-8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人生若只如初见 《传世经典》编委会编 978-7-5580-0887-0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细节决定成败 冯慧娟编 978-7-5581-0110-6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孽海花 (清)曾朴著 978-7-5581-0116-8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喻世明言 (明)冯梦龙著 978-7-5581-0118-2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桃花扇 (清)孔尚任著 978-7-5581-0120-5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笠翁对韵 (清)李渔著 978-7-5581-0121-2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初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著 978-7-5581-0122-9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忠经 (东汉)马融著 978-7-5581-0123-6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围炉夜话 (清)王永彬著 978-7-5581-0124-3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贞观政要 (唐)吴兢著 978-7-5581-0125-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龙文鞭影 (明)萧良有著 978-7-5581-0126-7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颜氏家训 (北齐)颜之推著 978-7-5581-0127-4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跟卡耐基学人际交往 冯慧娟编 978-7-5581-0131-1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跟卡耐基学商务礼仪 冯慧娟编 978-7-5581-0132-8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受益一生的职场寓言 冯慧娟编 978-7-5581-0134-2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我能 冯慧娟编 978-7-5581-0135-9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性格决定命运 冯慧娟编 978-7-5581-0136-6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一分钟习惯培养 冯慧娟编 978-7-5581-0137-3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逆境中成功的14种思路 冯慧娟编 978-7-5581-0139-7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责任胜于能力 冯慧娟编 978-7-5581-0140-3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最伟大的励志经典 冯慧娟编 978-7-5581-0141-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松下幸之助·经营之神的人生智慧 拾月主编 978-7-5581-0761-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郑午昌 郑午昌著 978-7-5581-0844-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王易 王易著 978-7-5581-0845-7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吴梅 吴梅著 978-7-5581-0846-4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柳诒徴:中国文化史.上 柳诒徴著 978-7-5581-0847-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柳诒徴:中国文化史.下 柳诒徴著 978-7-5581-0847-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柳诒徴:中国文化史.中 柳诒徴著 978-7-5581-0847-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梁启超 梁启超著 978-7-5581-0848-8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刘师培著 978-7-5581-0849-5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王国维 王国维著 978-7-5581-0850-1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白话文学史 胡适[著] 978-7-5581-0851-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姚永朴 姚永朴著 978-7-5581-0852-5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 李石岑著 978-7-5581-0853-2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梁启超 梁启超著 978-7-5581-0854-9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通史.上 吕思勉[著] 978-7-5581-0855-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通史.下 吕思勉[著] 978-7-5581-0855-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经子解题 吕思勉[著] 978-7-5581-0856-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民族史 吕思勉[著] 978-7-5581-0857-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吕思勉：中国政治史 吕思勉著 978-7-5581-0858-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诸子概论 陈柱[著] 978-7-5581-0859-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李守常 : 史学要论 李守常,著##朱希祖著 978-7-5581-0860-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史纲 张荫麟[著] 978-7-5581-0861-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蒋伯潜 蒋伯潜著 978-7-5581-0862-4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柳诒徵 柳诒徵著 978-7-5581-0863-1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王桐龄:中国史.上 王桐龄著 978-7-5581-0864-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王桐龄:中国史.下 王桐龄著 978-7-5581-0864-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王桐龄:中国史.中 王桐龄著 978-7-5581-0864-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社会史论 熊得山[著] 978-7-5581-0865-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明史讲义 孟森[著] 978-7-5581-0866-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孟森:清史讲义 孟森著 978-7-5581-0867-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钱基博:古籍举要 978-7-5581-0868-6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蔡元培：《石头记》索隐 蔡元培等著 978-7-5581-1186-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 陈青之著 978-7-5581-1187-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 陈青之著 978-7-5581-1187-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何炳松:世界简史.上 何炳松[著] 978-7-5581-1188-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何炳松:世界简史.下 何炳松[著] 978-7-5581-1188-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郑振铎.上册 郑振铎著 978-7-5581-1189-1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郑振铎.下册 郑振铎著 978-7-5581-1189-1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蔡元培：中国人道德修养读本 蔡元培著 978-7-5581-1190-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曹伯韩：国学常识 曹伯韩著 978-7-5581-1191-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陈师曾 中国绘画史 郑昶 978-7-5581-1192-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何炳松：通史新义 何炳松著 978-7-5581-1193-8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蒋星德：曾国藩传 蒋星德著 978-7-5581-1194-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雷通群:西洋教育通史 雷通群著 978-7-5581-1195-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著] 978-7-5581-1196-9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钱基博:经学通志 钱基博著 978-7-5581-1197-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许地山：道教史 许地山著 978-7-5581-1198-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许地山:国学与国粹 978-7-5581-1199-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薛砺若：宋词通论 薛砺若著 978-7-5581-1200-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朱自清：中国歌谣 朱自清著 978-7-5581-1201-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朱自清：经典常谈 论雅俗共赏 朱自清著 978-7-5581-1202-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朱自清：新诗杂话 朱自清著 978-7-5581-1203-4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天工开物 (明)宋应星[著] 978-7-5581-1483-0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古代名诗·名词·名句(精选).上,诗仙李白 

诗圣杜甫
孔庆东主编 978-7-5581-1484-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古代名诗·名词·名句(精选).下,婉约词 柳
永 李清照

孔庆东主编 978-7-5581-1484-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古代名诗·名词·名句(精选).中,豪放词 苏

东坡 辛弃疾
孔庆东主编 978-7-5581-1484-7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红楼梦诗词 (清)曹雪芹[著] 978-7-5581-1489-2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世界文明大观.上,埃及文明·玛雅文明 孔庆东主编 978-7-5581-1491-5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世界文明大观.下,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 孔庆东主编 978-7-5581-1491-5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世界文明大观.中,希腊文明·罗马文明 孔庆东主编 978-7-5581-1491-5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四书五经:精选.上 孔庆东主编 978-7-5581-1494-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四书五经:精选.下 孔庆东主编 978-7-5581-1494-6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上 王桐龄著 978-7-5581-1763-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下 王桐龄著 978-7-5581-1763-3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陈柱中国散文史 陈柱著 978-7-5581-1767-1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 梁启超[著] 978-7-5581-1773-2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著] 978-7-5581-1778-7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伤寒易玄 紫极著 978-7-5582-0265-0 武汉出版社



清明上河图密码.4,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
与杀局

冶文彪著 978-7-5596-0066-0 北京联合出版社

幼学琼林 林大为主编 978-7-5601-5793-1 吉林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礼仪规范教程 宋霞，虞沧主编 978-7-5601-6654-4 吉林大学出版社

包公案 (明)安遇时著 978-7-5601-684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白话聊斋 (清)蒲松龄著 978-7-5601-6861-6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三言二拍 (明)冯梦龙，(明)凌濛初著 978-7-5601-6887-6 吉林大学出版社

白居易诗集 白居易著 978-7-5601-6908-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白诗集 李白著 978-7-5601-6909-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训练 侯丽萍，张慧全主编 978-7-5602-6833-0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体育与健康教程 陈广智,张殿福,罗华平主编 978-7-5602-8008-0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人 —— 自然”观 赵轶峰主编 978-7-5602-9054-6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蒋锡金与中国现代文艺运动 吴景明著 978-7-5602-9056-0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书研究:经部和子部 张明著 978-7-5602-9057-7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吟诵与诗教 陈向春著 978-7-5602-9396-7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俄语四、六级考试综合指导及真题模拟
训练:2012年新题型

林丽, 周长雨, 苏楠楠编 978-7-5603-3462-2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大学俄语历年四级统考真题分类解析 主编陈国亭, 沈淇春 978-7-5603-3966-5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大学俄语六级考试真题模拟训练 林丽编 978-7-5603-4026-5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全新大学俄语四级考试真题模拟训练 林丽编 978-7-5603-4027-2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活性污泥生物相显微观察 施悦[等]主编 978-7-5603-4350-1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环境实验化学 尤宏，沈吉敏，孙丽欣主编 978-7-5603-4404-1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发音质量自动评测技术 张珑 ... [等] 著 978-7-5603-5415-6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Levy噪音驱动的传染病模型的动力学行为 张向华著 978-7-5603-5925-0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色彩教程 党天才，张炜主编 978-7-5604-2050-9 西北大学出版社

设计心理学 编著邵璐, 姜波 978-7-5604-2053-0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外文学名著导读 方蕴华，刘向斌主编 978-7-5604-2217-6 西北大学出版社

话说陕西:唐月照关河.4,隋唐五代卷(公元
581年至公元960年)

黄留珠总主编 978-7-5604-2585-6 西北大学出版社

话说陕西: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06年.2,秦
卷

黄留珠总主编 978-7-5604-2586-3 西北大学出版社

话说陕西:115万年前至公元前771年 从混沌
初开到礼乐文明 漫话史前至西周时期的陕

西.1,远古西周卷

黄留珠总主编 978-7-5604-2587-0 西北大学出版社



话说陕西:历史在这里转折.6,民国卷(公元
1912年至公元1949年)

黄留珠总主编 978-7-5604-2642-6 西北大学出版社

话说陕西:斜阳下的乐章.5,宋元明清卷(公元
960年至公元1911年)

黄留珠总主编 978-7-5604-2643-3 西北大学出版社

话说陕西:汉风荡神州.3,汉魏六朝卷(公元前
206年至公元581年)

黄留珠总主编 978-7-5604-2644-0 西北大学出版社

论语说什么:修身养性 济世兴邦 王翼成著 978-7-5604-2992-2 西北大学出版社

党员干部廉政13讲 马银录编著 978-7-5604-3060-7 西北大学出版社

公家猫 樟叶著 978-7-5604-3143-7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围产期保健宣教概论 乔秋飞编著 978-7-5604-3384-4 西北大学出版社

乐理与视唱练耳 李斌杰，来小玲主编 978-7-5604-3438-4 西北大学出版社

声乐与幼儿歌曲演唱 来小玲，杜鹏宇主编 978-7-5604-3439-1 西北大学出版社

美术与幼儿美术创作,素描 刘丹龙，贾小飞主编 978-7-5604-3444-5 西北大学出版社

手工制作 孙平燕，刘丹龙主编 978-7-5604-3446-9 西北大学出版社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导游读本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编著 978-7-5604-3469-8 西北大学出版社

黄克功案件:电影文学剧本 王兴东等著 978-7-5604-3472-8 西北大学出版社

说兵论道:智为致胜 谋赢天下 王翼成著 978-7-5604-3813-9 西北大学出版社

秦东历史文化研究.2015年卷 丁德科主编 978-7-5604-3814-6 西北大学出版社

51天中国行:一个土耳其人的西部文化体验之
旅

(土)白振国著 978-7-5604-3845-0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毒物全史.21-30卷,毒性大案 史志诚主编 978-7-5604-3852-8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毒物全史.81-90卷,毒物文化史 史志诚主编 978-7-5604-3865-8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毒物全史.11-20卷,毒物史话 史志诚主编 978-7-5604-3868-9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毒物全史.61-70卷,毒物利用史 史志诚主编 978-7-5604-3869-6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毒物全史.41-50卷,毒理科学史 史志诚主编 978-7-5604-3870-2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毒物全史.51-60卷,毒理学分支学科史 史志诚主编 978-7-5604-3871-9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毒物全史.1-10卷,毒物与人类文明史 史志诚主编 978-7-5604-3872-6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毒物全史.31-40卷,毒性灾害史 史志诚主编 978-7-5604-3873-3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世界毒物全史.71-80卷,毒物管理史 史志诚主编 978-7-5604-3874-0 西北大学出版社

路遥研究论集 段建军主编 978-7-5604-3892-4 西北大学出版社

六级词汇词根+联想记忆法 俞敏洪编著 978-7-5605-3045-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单词加码记忆法,挑战级 吴惠珠编著 978-7-5605-3200-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数学基础过关660题,数学三 主编李永乐 978-7-5605-3441-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考研英语时文阅读宝典120+60 (夜读) 主编徐绽 978-7-5605-4171-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听力特训 新东方考试研究中心编著 978-7-5605-4250-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综合特训 新东方考试研究中心编著 978-7-5605-4278-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综合特训 新东方考试研究中心编著 978-7-5605-4309-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六级词汇分频精讲速记 新东方考试研究中心编著 978-7-5605-4310-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雅思词汇词根+联想记忆法 俞敏洪编著 978-7-5605-4347-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分泌科疾病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杨传梅 978-7-5605-4704-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英语专业四级阅读特训 金利编著 978-7-5605-5230-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英语专业四级听力特训 金利编著 978-7-5605-5231-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英语专业八级人文知识与改错特训 金利编著 978-7-5605-5238-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风湿病理论与实践 总主编张秀英 978-7-5605-5353-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心脏内科疾病理论与实践 总主编张田生 978-7-5605-5354-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雅思写作进阶 杨宁编著 978-7-5605-5379-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雅思阅读进阶 李维, 刘舜华编著 978-7-5605-5502-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操作技术 郝金霞总主编 978-7-5605-5540-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普通外科诊疗指南 总主编刘新文 978-7-5605-5541-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骨科常见病诊疗学 总主编侯军华 978-7-5605-5555-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常见急危重症诊断与处理 总主编赵爱华 978-7-5605-5557-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党课教程 主编陈红 978-7-5605-5652-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眼科疾病诊疗学 苏莉总主编 978-7-5605-5668-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缺血性心脏病临床新进展 沃金善总主编 978-7-5605-5669-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感觉与知觉
(美) 哈维·查理德·施夫曼 (Harvey 

Richard Schiffman) 著
978-7-5605-5800-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年考研英语听名师讲阅读基础 王玲, 宫东风编著 978-7-5605-5807-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内科常见病诊疗精粹 总主编梁洪亮 978-7-5605-5883-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肿瘤诊疗学 总主编孙爱民 978-7-5605-5886-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超声医学诊断学 张居杰总主编 978-7-5605-5975-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简单易学治病果蔬 编著张俊莉 978-7-5605-6006-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学概论 邵凤玲总主编 978-7-5605-6007-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学导论 温存庆总主编 978-7-5605-6135-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临床疾病护理操作规程 潘娟总主编 978-7-5605-6138-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临床儿科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董兆华 978-7-5605-6139-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临床口腔病学 总主编左金华 978-7-5605-6140-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护理学基础 李莲英总主编 978-7-5605-6141-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编临床检验与诊断 总主编曹巧华 978-7-5605-6143-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耳鼻咽喉疾病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李军 978-7-5605-6152-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医学影像基础与临床 总主编李琴 978-7-5605-6153-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眼科病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王文芳 978-7-5605-6154-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妇产科常见急危重症 总主编丁艳丽 978-7-5605-6155-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妇产科疾病诊断与治疗 曹小燕总主编 978-7-5605-6156-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儿科疾病诊疗手册 编著程力平, 张群威, 杨亚东 978-7-5605-6157-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急诊医学 总主编任爱农 978-7-5605-6187-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创伤骨科诊疗精要 总主编魏晓健 978-7-5605-6231-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神经内科疾病诊疗精要 总主编于宗明 978-7-5605-6232-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急危重症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刘宏生 978-7-5605-6233-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普通外科疾病诊断与处理 总主编徐佟 978-7-5605-6234-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三基”操作指南 总主编何淑年 978-7-5605-6235-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药物学基础 总主编刘元 978-7-5605-6236-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内科护理学 总主编李娟 978-7-5605-6248-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药学新进展 总主编魏平 978-7-5605-6249-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儿科诊疗临床指南 总主编马翠玲 978-7-5605-6250-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实用超声诊断学 总主编徐菊兰 978-7-5605-6251-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外科护理学 总主编姚荷娉 978-7-5605-6289-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三秦古今联语 张志春编著 978-7-5605-6377-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课间实习指导 主编李卫民 978-7-5605-6428-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骨科诊疗学 总主编李刚 978-7-5605-6430-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医学检验与临床应用 总主编冷雪娇 978-7-5605-6431-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实用临床麻醉学 总主编毕光焰 978-7-5605-6432-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骨科伤病诊疗技巧 总主编刘承涛 978-7-5605-6458-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常见肝病诊疗进展 总主编李晓斐 978-7-5605-6460-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消化内科疾病诊疗精要 总主编刘晓政 978-7-5605-6461-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心脏内科疾病诊疗精要 总主编贾明辉 978-7-5605-6464-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技术 周永红 ... [等] 主编 978-7-5605-6472-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感染性疾病理论与实践 总主编商庆华 978-7-5605-6473-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外科学课间实习指导 主编于进 978-7-5605-6475-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科学课间实习指导 主编刘亚娟 978-7-5605-6476-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超声诊断临床指南 总主编吴世秀 978-7-5605-6488-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医临床常见病辨证论治指南 高玉红总主编 978-7-5605-6489-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操作常规 总主编赵晓军 978-7-5605-6490-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乳腺癌全程管理学 王炳高, 王翠平, 牟宗珂主编 978-7-5605-6537-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精粹 总主编刘婷 978-7-5605-6538-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疾病诊疗常规 朱晶萍主编 978-7-5605-6542-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内分泌疾病诊疗精要 总主编张东鹏 978-7-5605-6548-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儿科诊疗精粹 总主编李彪 978-7-5605-6584-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医学影像诊断学精要 总主编姜中华 978-7-5605-6585-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神经内科疾病诊断学 总主编杨涛 978-7-5605-6586-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基础检验 总主编于建华 978-7-5605-6587-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心胸外科学 总主编成志国 978-7-5605-6588-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中医针灸推拿学 总主编张生玉 978-7-5605-6589-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儿科基础与临床 总主编何国玲 978-7-5605-6661-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儿科学课间实习指导 主编闫宗荣 978-7-5605-6669-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神经外科诊疗学 总主编景慎东 978-7-5605-6671-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甲状腺疾病诊治 总主编邵堂雷 978-7-5605-6673-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编临床药物基础与应用 总主编徐文正 978-7-5605-6674-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肾脏病理论与实践 总主编张金锋 978-7-5605-6675-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传染性肝炎诊治新进展 总主编李延玲 978-7-5605-6677-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骨科临床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刘小刚 978-7-5605-6678-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神疾病临床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宋修丽 978-7-5605-6694-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常见病护理操作技术 总主编张学玲 978-7-5605-6701-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论语之儒家思想 主编何秀丽 978-7-5605-6732-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神经系统疾病理论与实践 总主编王晓英 978-7-5605-6745-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基础护理学 总主编马玉琳 978-7-5605-6747-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口腔科疾病诊疗学 总主编谢迎 978-7-5605-6748-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肿瘤诊断与治疗学 总主编叶伟军 978-7-5605-6751-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眼科学诊疗精粹 总主编苏月云 978-7-5605-6759-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骨科诊疗护理学 总主编孙建萍 978-7-5605-6771-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超低功耗生物医学信号处理:用于起搏器的模
拟小波滤波器方法

(美) 尚德罗·A·P·哈达德, (美) 沃特
·A·赛尔丁著

978-7-5605-6777-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社会救助理论与实务 主编胡芳肖 978-7-5605-6807-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刘应科中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师实践技能通
关掌中宝

刘应科主编 978-7-5605-6820-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编实用临床外科学 岳宏总主编 978-7-5605-6827-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针灸推拿治疗学 赵宗仙总主编 978-7-5605-6828-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内分泌疾病诊疗新进展 彭芸花总主编 978-7-5605-6829-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实用临床骨科疾病学 总主编雒永生 978-7-5605-6830-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皮肤性病诊疗学 总主编周评 978-7-5605-6831-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心脏病学临床诊疗精粹 总主编王静 978-7-5605-6836-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实用临床麻醉学 秦成伟总主编 978-7-5605-6837-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医药文化.三 炎继明编著 978-7-5605-6838-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妇产科疾病诊断治疗学 刘昕总主编 978-7-5605-6856-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型糖尿病终极预防营养基因组健康管理指南 主编官方霖, 王冲 978-7-5605-6863-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神经外科疾病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李晓兵 978-7-5605-6888-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妇产科疾病诊疗学 主编张庆悦 ... [等] 978-7-5605-6893-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实用社区医生诊疗指南 主编袁慧 ... [等] 978-7-5605-6905-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铅污染诊断表征及防控区域划分技术 李旭祥 ... [等] 著 978-7-5605-6930-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超声诊断学精要 总主编李旭霞 978-7-5605-6947-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编临床泌尿外科新进展 总主编刘强 978-7-5605-6948-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社区护理 编著张玉莲 978-7-5605-6988-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编护理学基础与临床 胡东芳总主编 978-7-5605-6989-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护理操作技术 贾占芳总主编 978-7-5605-7060-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呼吸内科疾病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林典义 978-7-5605-7069-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基因组拷贝数变异与基因组病 梁德生，邬玲仟卷主编 978-7-5605-7146-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人类单基因遗传疾病 邬玲仟，梁德生主编 978-7-5605-7147-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内科常见病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李美 978-7-5605-7185-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临床肿瘤诊疗最新进展 总主编贾玉峰 978-7-5605-7186-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中医治疗与康复 杨江霞主编 978-7-5605-7187-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儿科疾病诊疗最新进展 屈晓总主编 978-7-5605-7210-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整形外科手术学 主编苏法仁 ... [等] 978-7-5605-7212-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儿科常见病治疗学 总主编韩琦 978-7-5605-7219-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急危重症护理学 总主编任小芳 978-7-5605-7223-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临床妇产科学 总主编程芳 978-7-5605-7224-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护理学基础与临床 总主编张丽萍 978-7-5605-7226-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30岁以后最想要的怀孕书 (日)河合兰著 978-7-5605-7240-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学 总主编杜春艳 978-7-5605-7242-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常见肿瘤化疗 马杰编著 978-7-5605-7292-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心脏内科疾病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樊振波 978-7-5605-7295-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实用社区医生诊疗指南.下册 张小龙 ... [等]主编 978-7-5605-7302-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实用护理学指南 总主编关梅菊 978-7-5605-7305-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九三年 (法)雨果著 978-7-5605-7363-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上 (法)大仲马著 978-7-5605-7364-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中 (法)大仲马著 978-7-5605-7368-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下 (法)大仲马著 978-7-5605-7369-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屠格涅夫散文诗 (俄)屠格涅夫著 978-7-5605-7374-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木偶奇遇记 (意)科洛迪著 978-7-5605-7380-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波斯人信札 (法)孟德斯鸠著 978-7-5605-7384-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学研究 马霄著 978-7-5605-7427-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常见病诊疗精要 总主编邵鹏 978-7-5605-7454-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耳鼻咽喉常见病诊疗学 总主编江燕 978-7-5605-7455-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儿科急症 周黎黎总主编 978-7-5605-7456-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骨病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叶钢 978-7-5605-7457-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内科疾病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郜金辉 978-7-5605-7459-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医学影像诊断学 总主编王志中 978-7-5605-7461-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消化内科疾病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杜文贞 978-7-5605-7462-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磁共振波谱诊断学 主编张明 978-7-5605-7463-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中医内科诊断治疗学 总主编张云霞 978-7-5605-7469-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单病种护理质量手册 主编张玉莲 978-7-5605-7541-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甲状腺疾病诊疗精粹 张玉怀总主编 978-7-5605-7542-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笑面人.上 (法)雨果著 978-7-5605-7554-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环绕月球 (法)凡尔纳著 978-7-5605-7567-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简单易学治病药茶 编著张俊莉 978-7-5605-7594-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简单易学治病药酒 编著张俊莉 978-7-5605-7595-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实用临床麻醉学 总主编陈庆国 978-7-5605-7598-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三个火枪手.上 (法)大仲马著 978-7-5605-7618-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二十年后.上 (法)大仲马著 978-7-5605-7620-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悲惨世界.上 (法)雨果著 978-7-5605-7622-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悲惨世界.中 (法)雨果著 978-7-5605-7623-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悲惨世界.下 (法)雨果著 978-7-5605-7624-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使用护理指南 总主编李海英 978-7-5605-7652-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风湿免疫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 马秀琴总主编 978-7-5605-7681-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草药提取分离技术原理与应用 苏瑾主编 978-7-5605-7683-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精神病学 总主编亓高超 978-7-5605-7684-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儿科常见病诊疗精粹 章青兰总主编 978-7-5605-7711-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中医临床常见病诊疗学 总主编张明平 978-7-5605-7720-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口腔病学 许桓溪总主编 978-7-5605-7721-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临床精神疾病诊疗新进展 崔孝菊总主编 978-7-5605-7722-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诊疗最新进展 总主编卢慧 978-7-5605-7732-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 张成刚,等编著 978-7-5605-7743-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药事管理研究三十年:杨世民师生论文集.上
册

杨世民等著 978-7-5605-7747-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药事管理研究三十年:杨世民师生论文集.下
册

杨世民等著 978-7-5605-7747-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最强大脑使用手册 王宏才，张浩琳，唐春花著 978-7-5605-7749-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眼科病学 邵毅总主编 978-7-5605-7756-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编耳鼻咽喉病临床诊治 栾绍敏总主编 978-7-5605-7757-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眼科学诊疗精粹 刘媛总主编 978-7-5605-7797-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三兆灯笼 刘园园著 978-7-5605-7801-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蒲城土布 赵农著 978-7-5605-7803-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咸阳木雕 张潇娟著 978-7-5605-7804-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宝鸡社火 张西昌著 978-7-5605-7806-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编临床针灸推拿治疗学 张锡三总主编 978-7-5605-7807-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外科诊疗学 总主编朱天健 978-7-5605-7845-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岐山箱画 杨晓兰著 978-7-5605-7865-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编实用临床护理学 索有桂总主编 978-7-5605-7870-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编临床普通外科诊疗新进展 总主编王春林 978-7-5605-7871-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医学影像设备与临床诊断学 李基臣总主编 978-7-5605-7872-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泥叫叫 赵胡楠著 978-7-5605-7884-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外科护理精要 王茹总主编 978-7-5605-7887-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编临床急危重症诊疗学 刘英,等编著 978-7-5605-7916-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感染性疾病诊疗新进展 刘凤霞等编著 978-7-5605-7917-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乳腺科诊疗精要 李燕宁总主编 978-7-5605-7918-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眼科疾病诊疗最新进展 何宏伟总主编 978-7-5605-7931-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冠状动脉非介入性多排螺旋CT成像图集 主编 (西) 庞斯-亚多, 列达-佩特拉加 978-7-5605-7947-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神经外科诊疗精粹 王其瑞总主编 978-7-5605-7977-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骨关节病诊疗新进展 唐兆鹏总主编 978-7-5605-7979-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糖尿病临床新进展 刘金荣总主编 978-7-5605-7991-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骨伤科诊疗新进展 景刚总主编 978-7-5605-8013-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皮肤科临床诊疗精要 梁红宁总主编 978-7-5605-8059-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精编实用临床药物学 伏计能编著 978-7-5605-8060-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泌尿外科诊疗精粹 韩桂强总主编 978-7-5605-8075-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陕西文化概论 李永平,魏月爱主编 978-7-5605-8078-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名著选粹:英文版 潘晓慧编著 978-7-5605-8081-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胸外科诊疗学 王垂芳,等编著 978-7-5605-8113-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外科诊疗新进展 王新刚总主编 978-7-5605-8121-7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基础护理操作技术 郭迎倩总主编 978-7-5605-8142-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妇产科学 李能霞,等编著 978-7-5605-8143-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针灸推拿学 孟祥慧,等编著 978-7-5605-8145-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创伤骨科诊疗新进展 牛艳平总主编 978-7-5605-8162-0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临床内科学进展 孙建总主编 978-7-5605-8165-1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走出痛风认识和防治误区 杨玺编著 978-7-5605-8167-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肿瘤临床诊疗学 杜芹总主编 978-7-5605-8207-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眼科学 孟祥波,等编著 978-7-5605-8208-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口腔医学病历书写教程 主编蒋泽先, 叶平 978-7-5605-8214-6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麻醉学基础与临床 孟勇总主编 978-7-5605-8218-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从黄浦江边到兴庆湖畔 黄上恒[等]编 978-7-5605-8276-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学基础 杨晓,等编著 978-7-5605-8307-5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网络数据的统计分析:R语言实践
(美)埃里克·D·克拉泽克(Eric D. 

Kolaczyk)，(匈)加博尔·乔尔迪(Gabor 
Csardi)著

978-7-5605-8478-2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文明图腾 张金花，任小岗著 978-7-5605-8570-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代结直肠肛门病学 魏东，高春芳主编 978-7-5605-8586-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物临床试验管
理制度和标准操作规程

陆明莹主编 978-7-5605-8702-8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心肌炎临床研究与进展 王聪霞主编 978-7-5605-8752-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临床实用护理手册 周彬，杜世霞，岳海红主编 978-7-5605-8806-3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机械CAD/CAM技术 张建成, 方新主编 978-7-5606-2786-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易经的智慧 秦泉主编 978-7-5606-3738-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细说趣说万事万物由来 杨建峰主编 978-7-5606-3739-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通晓语文知识必读手册 杨建峰主编 978-7-5606-3741-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运动营养与健康 苏振阳, 白光斌, 于少勇著 978-7-5606-3827-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樊昌信教授校园纪事:清华、北大、育英、西
电与我

樊昌信著 978-7-5606-3992-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欧洲执政绿党
(德)斐迪南·穆勒一罗密尔，(英)托马斯·

波古特克主编
978-7-5607-2905-3 山东大学出版社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 (英)戴维·佩珀著 978-7-5607-2906-0 山东大学出版社

绿色政治思想 (苏)安德鲁·多布森著 978-7-5607-2907-7 山东大学出版社

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 刘京希著 978-7-5607-3294-7 山东大学出版社

环境政治国际比较 郇庆治主编 978-7-5607-3382-1 山东大学出版社

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 郇庆治主编 978-7-5607-3385-2 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 (澳) 约翰·德赖泽克著 978-7-5607-3485-9 山东大学出版社

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 (希)塔基斯·福托鲍洛斯著 978-7-5607-3533-7 山东大学出版社

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 (美) 默里·布克金著 978-7-5607-3556-6 山东大学出版社

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
新方法

(德)马丁·耶内克, 克劳斯·雅各布主编 978-7-5607-4566-4 山东大学出版社

全球环境整治:权力、观点和实践 (美) 罗尼·利普舒茨著 978-7-5607-4567-1 山东大学出版社

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与公民参与 (英) 马克·史密斯, 皮亚·庞萨帕著 978-7-5607-4568-8 山东大学出版社

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 (澳) 罗宾·艾克斯利著 978-7-5607-4572-5 山东大学出版社

拉封丹《寓言集》与中国寓言:寓意及文体研
究

王佳著 978-7-5607-4582-4 山东大学出版社

女性主义特征的及物性研究:中篇小说《饥饿
》个案分析

秦俊红著 978-7-5607-4668-5 山东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研究 崔桂田等著 978-7-5607-4714-9 山东大学出版社

李朝后期社会汉诗研究 (韩)陈在教著 978-7-5607-4727-9 山东大学出版社

血友病综合治疗 张心声[等]主编 978-7-5607-4756-9 山东大学出版社

房痴 邱德军著 978-7-5607-4796-5 山东大学出版社

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 程春梅，于红珍主编 978-7-5607-4826-9 山东大学出版社

基础医学与临床.一 主编李嘉琳, 曲文芙 978-7-5607-5106-1 山东大学出版社

信息化医疗 吴民，丁逸旻著 978-7-5607-5372-0 山东大学出版社

药学概论 张庆柱主编 978-7-5607-5400-0 山东大学出版社



滨海夜话,世情随思 梁良著 978-7-5607-5507-6 山东大学出版社

滨海夜话,凡事絮语 梁良著 978-7-5607-5508-3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中国音乐文化与钢琴音乐研究:1949~1979 王梅著 978-7-5607-5545-8 山东大学出版社

晏子春秋品读 王玉喜著 978-7-5607-5548-9 山东大学出版社

雕虫斋咏史七律诗集:新声新韵 寇养厚著 978-7-5607-5550-2 山东大学出版社

转型期小说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研究 赵纪娜,张晓燕,潘峰著 978-7-5607-5562-5 山东大学出版社

冠心病与临床 玄军编著 978-7-5607-5583-0 山东大学出版社

药物治疗学 张庆柱主编 978-7-5607-5595-3 山东大学出版社

绩效评价、校正及优化研究:以职业病防治领
域为例

张乐，窦丹丹，孟祥鹏主编 978-7-5607-5596-0 山东大学出版社

基础德语.上册 王志强，戴启秀编著 978-7-5608-4184-7 同济大学出版社

营养平衡与科学配餐方法 蔡鸣主编 978-7-5608-4211-0 同济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应试向导 主编蒋蓓琦, 张涛 978-7-5608-5491-5 同济大学出版社

政策分析新模式 诸大建 ... [等] 著 978-7-5608-5586-8 同济大学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应试向导 主编李长勤, 朱建忠 978-7-5608-5588-2 同济大学出版社

建筑师王大闳:1942-1995 徐明松著 978-7-5608-5600-1 同济大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应试向导 主编邢子英, 慕彰磊 978-7-5608-5606-3 同济大学出版社

岁月·情怀:原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同
仁回忆

本书编委会编 978-7-5608-5608-7 同济大学出版社

第11届长三角科技论坛环境保护分论坛暨上
海市环境科学学会第18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江苏省环境科学学
会，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编

978-7-5608-5647-6 同济大学出版社

邮票上的海洋故事 杨健, 郝一舒编著 978-7-5608-5663-6 同济大学出版社

儿科学应试向导 主编刘钢, 李福兴 978-7-5608-5737-4 同济大学出版社

邮票上的英国文学 杨健, 郝一舒编著 978-7-5608-5763-3 同济大学出版社

英德汉常用科技缩写词大全 张洋主编 978-7-5608-5847-0 同济大学出版社

现代医院护理管理制度与执行流程 施雁, 朱晓萍主编 978-7-5608-5849-4 同济大学出版社

五分钟泌尿外科咨询 (美)Leonard G. Gomella主编 978-7-5608-5850-0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课堂笔记 张蕴慧主编 978-7-5608-5877-7 同济大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实验 主编崔玉发, 廖世华, 米树文 978-7-5608-5921-7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国际会议英语:程式与技巧 董琇编著 978-7-5608-5973-6 同济大学出版社

全科医师临床诊断思路 于德华, 郑加麟主编 978-7-5608-6000-8 同济大学出版社

管理伦理学 顾剑编著 978-7-5608-6016-9 同济大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应试向导 主编薛冰, 池良杰 978-7-5608-6018-3 同济大学出版社



医院建设项目管理:政府公共工程管理改革与
创新

张建忠, 乐云主编 978-7-5608-6056-5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医学概念辩证:从细胞学谈中医 王君伟著 978-7-5608-6080-0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医推拿与影像学读片分析:附131例临床典
型病例报告

吴文豹著 978-7-5608-6193-7 同济大学出版社

波斯 张松著 978-7-5608-6293-4 同济大学出版社

关节内骨折治疗精要 拉杰什·马尔霍特拉(Rajesh Malhotra)编著 978-7-5608-6318-4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口腔临床修复材料学 杨华伟著 978-7-5608-6424-2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医适宜技术操作规范 谢薇，李俊华主编 978-7-5608-6459-4 同济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樊葳葳，陈俊森，钟华编 978-7-5609-2153-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定量数据分析 秦晓晴著 978-7-5609-2705-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生态家居 荆其敏, 张丽安编著 978-7-5609-5372-4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城市大跃进 尹国均编著 978-7-5609-6107-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双赢的战略:透析企业与环境的关系 郑风田, 崔海兴主编 978-7-5609-6144-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500个最美的背景墙设计,客厅 李玉亭编 978-7-5609-6478-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500个最美的背景墙设计,卧室 李玉亭编 978-7-5609-6479-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500个最美的背景墙设计,餐厅 李玉亭编 978-7-5609-6480-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大学心事:心理咨询师与你聊成长 章劲元，郭晓丽编著 978-7-5609-6709-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先天性巨结肠症及其同源病
Alexander M. Holschneider，Prem 

Puri[原著]
978-7-5609-6787-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英语课堂教学策略与研究方法 罗毅，蔡慧萍主编 978-7-5609-6888-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战略环境评价若干关键问题的探讨 周敬宣, 宇鹏编著 978-7-5609-6921-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庭院设计,花园及前庭设计 日本靓丽出版社编 978-7-5609-7808-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庭院设计,自然庭院 日本靓丽出版社编 978-7-5609-7809-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庭院设计,50个花园改造案例 日本靓丽出版社编 978-7-5609-7816-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永磁扰动无损检测技术 孙燕华，康宜华，邱晨著 978-7-5609-7965-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院前急救护理 杜成芬，肖敏主编 978-7-5609-7973-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过敏反应科 (变态反应科) 医生手册 主编刘光辉 978-7-5609-8175-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四步创业法 (美) Steven Gary Blank著 978-7-5609-8248-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台前幕后:小时代大人物的真实 张英编 978-7-5609-9032-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ASP.NET MVC 4 Web编程
Jess Chadwick, Todd Snyder, Hrusikesh 

Panda著
978-7-5609-9114-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Contract law Emily Finch, Stefan Fafinski 978-7-5609-9397-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综合测评和动态监测研
究

李博著 978-7-5609-9422-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向司马懿借智慧:学会一套管理自己内心的好
方法

海华编著 978-7-5609-9472-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重生 (英)特莉·特里著 978-7-5609-9520-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拾味台北·心旅行 蛋蛋in北京著 978-7-5609-9578-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裂变 (英)特莉·特里著 978-7-5609-9585-4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大气污染与儿童血铅预测模型 张宏志 ... [等] 编译 978-7-5609-9587-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微生物学 王宜磊，方尚玲，刘杰主编 978-7-5609-9717-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生命科学导论 王金亭，马宏，王玉江主编 978-7-5609-9727-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时光阡陌，你未曾走远 端木向宇著 978-7-5609-9742-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健康评估考试宝典 主编路兰, 肖国华, 李成浩 978-7-5609-9752-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体育保健学 主编王广兰, 汪学红 978-7-5609-9799-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京城艺事 祝兆良著 978-7-5609-9801-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运动解剖学 主编王松 978-7-5609-9845-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品唐诗 施蛰存著 978-7-5609-9851-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忽必烈大帝 (新加坡)饶伙发著 978-7-5609-9865-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林高微型小说 (新加坡)林高著 978-7-5609-9866-4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抢救中胜222 (新加坡)毕莫著 978-7-5609-9867-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无指幸福 (新加坡)小寒著 978-7-5609-9868-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星空依然闪烁 (新加坡)希尼尔,学枫主编 978-7-5609-9873-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摆渡”人的“船艄梦”:现代性视域中的高
晓声小说研究

张春红著 978-7-5609-9875-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狂流 王尚义著 978-7-5609-9894-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美国敌人卡斯特罗 王来军著 978-7-5609-9966-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黄书:黄种人的过去与未来 张洪量著 978-7-5609-9971-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大生意.Ⅵ 顾博编 978-7-5611-5573-8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实务与礼仪 主编刘春斌, 杨俊 978-7-5611-8168-3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案例与实训教程

于庆峰，王丽娟主编 978-7-5611-9510-9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文献信息检索实用教程 主编杜辉华, 喻心麟 978-7-5611-9624-3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国与日本:文化交流与相互认识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编 978-7-5611-9720-2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木之美:创意木设计 Design & Vision 工作室编著 978-7-5611-9722-6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新编日本文学史 崔香兰, 张蕾编著 978-7-5611-9776-9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震撼世界的名人演讲 翟芳主编 978-7-5612-3461-7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方典型区域风蚀粉尘释放的实验观测
和数值模拟研究

梅凡民著 978-7-5612-3722-9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实用英语词汇学 主编王文化, 李红 978-7-5612-3763-2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环境保护与管理 樊玉光，林红先编著 978-7-5612-4157-8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军队涉核岗位人员放射性个人剂量管理若干
问题研究

尚爱国编著 978-7-5612-4517-0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青铜器论著索引 王晓丽，杨远新主编 978-7-5612-4694-8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核武器辐射防护技术基础 尚爱国 ... [等] 编著 978-7-5612-4745-7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实用社交礼仪 李曾辉,曾诺主编 978-7-5612-4891-1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Web应用开发基础 谢钟扬，危孟君，董海峰主编 978-7-5612-5008-2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美国管理协会商业书信指南 (美) 杰弗里 L. 斯格林, 爱德华·科尔曼著 978-7-5613-3694-6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善待自己每一天 东方笑主编 978-7-5613-3709-7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再苦也要乐一乐 东方笑主编 978-7-5613-3751-5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活着就是幸福 东方笑主编 978-7-5613-3933-6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生中国人:是孙悟空？还是变形金刚？ (美)杨谨伦(Gene Luen Yang)著绘 978-7-5613-4389-0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榜样:青少年品格塑造指南 (美)芭芭拉·A·刘易斯著 978-7-5613-4998-4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枕带林泉:苏州园林之宅园关系研究 张建宇著 978-7-5613-5344-8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小姨多鹤 严歌苓作品 978-7-5613-5692-0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

限公司

遥远的回声 (英)薇儿·麦克德米德(Val Mcdermid)著 978-7-5613-5925-9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

限公司

西夏史 唐荣尧著 978-7-5613-6865-7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无尽之路 (英)薇儿·麦克德米德著 978-7-5613-7127-5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

限公司

大学生国防教育新编教程 李四军主编 978-7-5613-7159-6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

限公司

西安生态文明建设模式与评价 王晓峰著 978-7-5613-7526-6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中国历代名赋之乐舞论 李永明，刘丽兰，李天著 978-7-5613-7555-6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美丽新世界 (英)阿道司·赫胥黎著 978-7-5613-7570-9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

限公司

龙与鹰:中美政治的文化比较 (美) 罗素·邓肯著 978-7-5613-7829-8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

限公司

犬的证词 (美)罗伯特·克拉斯(Robert Crais)著 978-7-5613-7932-5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老槐树:熊召政诗文书法作品集 熊召政著 978-7-5613-7993-6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神探夏洛克.2 (英)阿瑟·柯南·道尔，(英)马丁·弗瑞曼
著

978-7-5613-8069-7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她世纪:隋唐的那些女性 于赓哲著 978-7-5613-8082-6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心理学的故事 (美) 莫顿·亨特著 978-7-5613-8209-7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高校后勤服务与管理规范,饮食卷 王武海, 路正社主编 978-7-5613-8215-8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我的中国梦:1983年中国纪行 (美) 伯顿·沃森著 978-7-5613-8258-5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雪漱集:張紅春詩詞書畫作品新輯 978-7-5613-8285-1 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文学开拓者的诗歌艺术 黎风著 978-7-5613-8312-4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守望家园:陕西农民护宝纪实 段德新主编 978-7-5613-8318-6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平衡的失败:唐玄宗的得与失.上 于赓哲著 978-7-5613-8333-9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活出莲花的芳香 释满济著 978-7-5613-8411-4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探究 马家骏著 978-7-5613-8494-7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柔巴依集:英汉对照
(英)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著
978-7-5613-8559-3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清初咏物诗研究 刘利侠著 978-7-5613-8575-3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狼嗥:红柯中短篇小说集 红柯著 978-7-5613-8631-6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万万没想到:《西游记》可以这样读.上册 李天飞著 978-7-5613-8639-2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万万没想到:《西游记》可以这样读.下册 李天飞著 978-7-5613-8639-2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历史的驴友 熊召政著 978-7-5613-8648-4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千古风流 熊召政著 978-7-5613-8649-1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明朝帝王师 熊召政著 978-7-5613-8650-7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明朝大悲咒 熊召政著 978-7-5613-8651-4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历史的乡愁:中国文化演讲录 熊召政著 978-7-5613-8652-1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扬葩振藻集: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点建立三十周年毕业博士代表论文集.上册

张新科主编 978-7-5613-8661-3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扬葩振藻集: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点建立三十周年毕业博士代表论文集.下册

张新科主编 978-7-5613-8661-3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儿童与青少年焦点解决短期心理咨询 茵素·金·柏格, 特蕾西·史丹纳合著 978-7-5614-3270-9 四川大学出版社

禅——悟前与悟后 萧平实居士述 978-7-5614-5032-1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药安全性预警研究 高天，何燕主编 978-7-5614-6007-8 四川大学出版社

新文学的叩问与反思 孙拥军著 978-7-5614-6287-4 四川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案例教程 主编张艳兵, 白丽丽 978-7-5614-6824-1 四川大学出版社

志愿军老兵诗集 袁永生，沈鹤翔主编 978-7-5614-6840-1 四川大学出版社

法医学 主编刘敏 978-7-5614-7028-2 四川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走出“纠结” 罗红著 978-7-5614-7111-1 四川大学出版社

法医学进展与实践.第八卷 主编侯一平 978-7-5614-7160-9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新诗抒情方式研究:以林庚、穆旦为
中心

谭梅，陶永莉，高博涵著 978-7-5614-7170-8 四川大学出版社

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社会交往与修身 胡映, 刘轶编著 978-7-5614-7215-6 四川大学出版社

易经全本详解 王道正注译 978-7-5614-7880-6 四川大学出版社

环境保护概论 主编邓仕槐 978-7-5614-7936-0 四川大学出版社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经典研究:以宇文所安
为例

殷晓燕著 978-7-5614-7976-6 四川大学出版社

《庄子》新解 侯柯芳编著 978-7-5614-7988-9 四川大学出版社

槐荫词 王世焕著 978-7-5614-8055-7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质谱及其联用技术:在卫生检验中的应用 高舸主编 978-7-5614-8242-1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8辑,文化遗产：多样性
与共同性

钱中文,曹顺庆主编 978-7-5614-8503-3 四川大学出版社

大熊猫栖息地:资源包 傅之屏，刘昊主编 978-7-5614-8518-7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断代文化诗学:唐诗宋词元曲文化概论稿 劳秦汉著 978-7-5614-8560-6 四川大学出版社

生经简注 (西晋)竺法护译 978-7-5614-8617-7 四川大学出版社

形式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辨 乔琦著 978-7-5614-8670-2 四川大学出版社

领导用人谋略:识人聚才与用贤的智慧 逄奉辉本册主编 978-7-5614-8761-7 四川大学出版社

剑光谍影:话说中国古代暗战中的著名人物 王学如编著 978-7-5614-8785-3 四川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管理 主编廖燕, 李欢, 陈本会 978-7-5614-8876-8 四川大学出版社

社区护理学 主编张群 978-7-5614-8879-9 四川大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黄素群, 王艳秋 978-7-5614-8897-3 四川大学出版社

现代心理学实验理论与操作 辛勇主编 978-7-5614-8931-4 四川大学出版社

和而不同:宗教对话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之
道

陈建明主编 978-7-5614-8969-7 四川大学出版社

化学家的故事 何晓波主编 978-7-5614-9014-3 四川大学出版社

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 (俄罗斯) 瓦连京·奥西波夫著 978-7-5614-9017-4 四川大学出版社

我的旅美生涯 郭鼎力著 978-7-5614-9081-5 四川大学出版社

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大钊 秦川编著 978-7-5614-9090-7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0辑,文化与传播符号学 钱中文,曹顺庆主编 978-7-5614-9103-4 四川大学出版社

《春秋公羊傳》通釋 陳冬冬校注 978-7-5614-9109-6 四川大學出版社

血沃巴山 唐敦教著 978-7-5614-9111-9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临床肿瘤学 主编卢铀 978-7-5614-9122-5 四川大学出版社

比较文学：东方与西方.Autumn/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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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614-9126-3 四川大学出版社



阿来研究.第3辑 主编陈思广 978-7-5614-9130-0 四川大学出版社

澳大利亚生态文学传统与演变 主编向兰 978-7-5614-9163-8 四川大学出版社

民国荣县档案选编,抗战 四川大学荣县档案馆主编 978-7-5614-9216-1 四川大学出版社

王安石日录辑校 (宋)王安石原著 978-7-5614-9226-0 四川大学出版社

宋代文化研究.第二十二辑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

化研究中心编
978-7-5614-9279-6 四川大学出版社

老年照护者手册 董碧蓉主编 978-7-5614-9312-0 四川大学出版社

环境监测实验指导 王安, 曹植菁, 杨怀金编 978-7-5614-9315-1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一个女画家的世界之二 姚思敏著 978-7-5614-9375-5 四川大学出版社

灰色大地:美国灾难与灾害景观 (美) 肯尼斯·富特著 978-7-5614-9513-1 四川大学出版社

跨文化视域下的美国研究 陈杰，王欣主编 978-7-5614-9556-8 四川大学出版社

法医学进展与实践.第九卷 侯一平主编 978-7-5614-9814-9 四川大学出版社

唐诗三百首格律透视 黄宏规著 978-7-5614-9925-2 四川大学出版社

数据挖掘的应用与实践:大数据时代的案例分
析

李涛等著 978-7-5615-4294-1 厦门大学出版社

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册 (明)林希元撰 978-7-5615-4935-3 厦门大学出版社

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册 (明)林希元撰 978-7-5615-4935-3 厦门大学出版社

那个叫世界的地方到底在哪 鲍尔吉·原野著 978-7-5615-5311-4 厦门大学出版社

周来兴医学文集.二 周艺 ... [等] 整理 978-7-5615-5394-7 厦门大学出版社

做有人情味的医者.第三辑 杨叔禹主编 978-7-5615-5412-8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围手术期内环境平衡与临床 主编沈七襄, 屠伟峰, 胡宏强 978-7-5615-5440-1 厦门大学出版社

民风野趣幽然醉 倪雪君选编 978-7-5615-5580-4 厦门大学出版社

雅记清词写流韵 倪雪君选编 978-7-5615-5582-8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台古城堡 陈名实著 978-7-5615-5589-7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主体与存在 潘志恒著 978-7-5615-5733-4 厦门大学出版社

咱厝的好声音:闽南童谣答嘴鼓 郭建居著 978-7-5615-5766-2 厦门大学出版社

阳光下行走 蔡伟强著 978-7-5615-5782-2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一个厦门人在宁波的浮光掠影 蔡伟强著 978-7-5615-5783-9 厦门大学出版社

鼓浪屿侨客 颜允懋, 颜如璇, 颜园园著 978-7-5615-5801-0 厦门大学出版社

思若三齋詩詞對聯集 杜振醉著 978-7-5615-5809-6 廈門大學出版社

存在之思:《天路历程》研究 吴文南著 978-7-5615-5836-2 厦门大学出版社

转喻的修辞批评研究 李克著 978-7-5615-5852-2 厦门大学出版社

耶鲁大学图书馆馆藏日本侵华战争珍稀档案
汇编与翻译:[中英文本]

岳峰等[译] 978-7-5615-5890-4 厦门大学出版社



鱼, 玄机 颜非著 978-7-5615-5899-7 厦门大学出版社

太姥诗文集 周瑞光, 白荣敏编 978-7-5615-5900-0 厦门大学出版社

百越研究.第四辑,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
十六次年会论文集

吴春明，蓝达居，何斌主编 978-7-5615-5919-2 厦门大学出版社

角膜胶原交联技术及临床应用 吴护平, 林志荣著 978-7-5615-5940-6 厦门大学出版社

亦佳室诗文钞 (清)苏廷玉撰 978-7-5615-5942-0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台中医药文化丛论 主编黄有霖 978-7-5615-5947-5 厦门大学出版社

前生源化学条件下磷对生命物质的催化与调
控

赵玉芬[等]著 978-7-5615-5967-3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南吴氏妇科传承蕴秘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吴熙全国名
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 全国劳动模范吴熙

劳模工作室编

978-7-5615-5984-0 厦门大学出版社

黉门絮语:朱水涌随笔集 朱水涌著 978-7-5615-5986-4 厦门大学出版社

佛教八宗教理行果 释心皓著 978-7-5615-6001-3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南吴氏不孕症诊疗经典经验 吴熙, 严炜, 吴岩著 978-7-5615-6015-0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南吴氏:妇科病诊疗经典经验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吴熙全国名
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 全国劳动模范吴熙

劳模工作室

978-7-5615-6016-7 厦门大学出版社

JCI认证中怎样改进护理流程 丁玉兰编著 978-7-5615-6051-8 厦门大学出版社

JCI认证中怎样提高护理质量:鲜活的案例 丁玉兰编著 978-7-5615-6052-5 厦门大学出版社

民事诉讼法案例与法条分析 丁兆增, 林艺容 ... 等编著 978-7-5615-6061-7 厦门大学出版社

教育责任与责任教育 曾淑煌著 978-7-5615-6067-9 厦门大学出版社

清水润生:第八届海峡论坛清水祖师文化论集 谢庆云，刘家军主编 978-7-5615-6099-0 厦门大学出版社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费乐仁汉学要义论纂 费乐仁原著 978-7-5615-6118-8 厦门大学出版社

珠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运行机制研究 谢伟著 978-7-5615-6124-9 厦门大学出版社

小兰雪堂诗集 王步蟾撰 978-7-5615-6159-1 厦门大学出版社

寄傲山馆词稿 沉锈莹撰 978-7-5615-6164-5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医学社会史探微 张孙彪著 978-7-5615-6178-2 厦门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入学教育 主编毛茂山, 郑建阳, 杨艳 978-7-5615-6192-8 厦门大学出版社

科学诠释学的现象学 曹志平等著 978-7-5615-6200-0 厦门大学出版社

邂逅流年 李美华著 978-7-5615-6224-6 厦门大学出版社

鼓浪屿历史名人画传 周旻绘著 978-7-5615-6235-2 厦门大学出版社

融会与建构——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
社会变迁研究

王卫东著 9.78756E+1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做一个幸福的教师:陶继新教育讲演录 陶继新著 978-7-5617-5932-5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语教学方法与策略 主编鲁子问, 康淑敏 978-7-5617-6055-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效课堂八讲 刘金玉著 978-7-5617-7817-3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nglish pedagogy 主编鲁子问 978-7-5617-9466-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身体的历史.卷二,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
界大战

总主编阿兰·科尔班, 让－雅克·库尔第纳, 
乔治·维加埃罗

978-7-5617-9549-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身体的历史.卷一,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本卷主编乔治·维加埃罗 978-7-5617-9647-4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师如何做课题 李冲锋著 978-7-5617-9651-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
(美) 约翰·D.布兰思福特, 安·L.布朗, 罗

德尼·R.科金等编著
978-7-5617-9827-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理咨询师的14堂必修课 (美)路易斯·科佐林诺(Louis Cozolino)著 978-7-5617-9876-8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科学发展观与图书馆员快乐指数 徐建华著 978-7-5618-5106-7 天津大学出版社

品读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历史 董小伟著 978-7-5618-5387-0 天津大学出版社

楚天茶语:荆楚茶饮文化 蔡烈伟，石芬芳著 978-7-5618-5460-0 天津大学出版社

当代科普四十讲 解涛，林骅主编 978-7-5618-5492-1 天津大学出版社

四级听力100主题 新东方四六级研究中心编著 978-7-5619-2608-6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考研英语词汇串记 赵丽编著 978-7-5619-2681-9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这句话, 日语怎么说 主编金利 978-7-5619-2840-0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这个词, 日语怎么说 主编金利 978-7-5619-2875-2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商务英语应急600词 金利主编 978-7-5619-3017-5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国际英语语法大全+精记精炼:汉译版 Rachel Finnie ... [等] 编著 978-7-5619-3746-4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古代科技中的智慧 史晓雷，周志宇著 978-7-5619-3851-5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新汉语普通话教程,听记篇 总主编何平, 王静 978-7-5619-3870-6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人文学术：东方与西方:北京语言大学中外研
究生学术论文集

张华，赵璞主编 978-7-5619-4056-3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历史 费晟著 978-7-5619-4079-2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国际会议英语速查大全+常用表达句典 朴喜权编著 978-7-5619-4104-1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语近义词典:汉英双解 王还主编 978-7-5619-4170-6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语言的节奏特征研究:从行为到神经机制 张林军编著 978-7-5619-4172-0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俄罗斯文学的“第二性” 陈方著 978-7-5619-4173-7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语语法的多层面考察 张宝林著 978-7-5619-4329-8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语的韵律形态 王丽娟著 978-7-5619-4350-2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语的句法词 庄会彬著 978-7-5619-4410-3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语的韵律词 裴雨来著 978-7-5619-4411-0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音步和重音 端木三著 978-7-5619-4413-4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的思想源泉:儒释道 王传龙著 978-7-5619-4522-3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宋代动结式的及物性研究 王丹霞著 978-7-5619-4558-2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测言语理解与表达专项教
材: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主编吴绍南 978-7-5620-4764-3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指引 孙平，梁智刚主编 978-7-5620-4847-3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文选.第14辑 曹义孙主编 978-7-5620-5007-0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治理视角之下的东亚区域化:以东盟为案例的
分析

李东屹著 978-7-5620-5704-8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诚信与教育 李慧敏著 978-7-5620-5756-7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制度转型期的利益集团现象及其治理 杨少星著 978-7-5620-5767-3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正义的游戏 (英) 杰弗里·罗伯逊著 978-7-5620-5875-5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研究 马辉著 978-7-5620-5971-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法律传统论文集 (美)孔杰荣,爱德华,陈张富美编 978-7-5620-5975-2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生态环境治理
研究

杨启乐著 978-7-5620-6024-6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心路历程:与大学生朋友分享 王芬著 978-7-5620-6030-7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研究 舒洪水, 肖新喜, 谭堃等著 978-7-5620-6034-5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食品安全法律维权速查速用全集:案例应用版 段建辉著 978-7-5620-6078-9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律维度下的科技 李丽辉主编 978-7-5620-6135-9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 (美)保罗·卡恩著 978-7-5620-6139-7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研究 李青武著 978-7-5620-6353-7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导议的义务 叶竹盛著 978-7-5620-6358-2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考研英语大纲词汇55进阶大全 林健主编 978-7-5620-6369-8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国际食品法典》与食品安全公共治理 江虹, 吴松江著 978-7-5620-6393-3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考研英语词汇/语法及长难句官方指南 主编王江涛 978-7-5620-6401-5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常绍舜著 978-7-5620-6539-5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差别生态责任研究 李光禄, 刘明明等著 978-7-5620-6655-2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界往事:民国时期民法学家群体及其志业 蔡晓荣著 978-7-5620-6661-3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逻辑导论学习指导 孔红编著 978-7-5620-6862-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国际关系史 刘艳, 李晓燕编著 978-7-5620-6947-8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美丽新世界:《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记 (美)玛丽·安·葛兰顿(Mary Ann Glendon)
著

978-7-5620-7004-7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第三卷,法律人物专辑 张生主编 978-7-5620-7020-7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提高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能力 刘大秀, 刘源编著 978-7-5621-4769-5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农业产业化 标准化 现代化知识读本 李贵春, 李虎, 宋彦峰著 978-7-5621-4771-8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会保障制度学习读本 张一名著 978-7-5621-4775-6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公共财政知识读本 彭红斌, 李昕编 978-7-5621-4776-3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干部法律知识读本 张丽红主编 978-7-5621-4778-7 人民出版社

野战内科常见疾病诊断与治疗 钱桂生，任家顺主编 978-7-5621-7340-3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冬日梦魇 (英)凯特·摩斯(Kate Mosse)著 978-7-5621-7528-5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夜宴:30部中国歌剧现场乐评 紫茵著 978-7-5621-7842-2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陈兴芜著 978-7-5621-7921-4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规范化科室创建在医院管理中的理论与实践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医院成本控制研究室编 978-7-5621-7981-8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区管医院差异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医院成本控制研究室编 978-7-5621-7997-9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缙云山药用植物 江广渝，江宁拱编著 978-7-5621-8066-1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超级心理驾驭术 (美)道格拉斯·勒登著 978-7-5622-5900-8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辛亥志士朱峙三藏札选编 胡香生辑录 978-7-5622-7123-9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谱牒彙编 傅宏星主编、校订 978-7-5622-7155-0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难先集 张难先著 978-7-5622-7211-3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田桐集 田桐著 978-7-5622-7212-0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卓民全集.第一卷,纯粹理性批判 (德)康德(Immanuel Kant)著 978-7-5622-7218-2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太雷研究新论 丁言模, 李良明著 978-7-5622-7443-8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物散论 傅宏星主编、校订 978-7-5622-7456-8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物通论 傅宏星主编 978-7-5622-7529-9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灵之约: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研究中心十
周年纪念

王左丹主编 978-7-5623-3380-7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心灵之约: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研究中心十
周年纪念

王左丹主编 978-7-5623-3380-7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心灵之约: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研究中心十
周年纪念

王左丹主编 978-7-5623-3380-7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在这里，感悟爱国 杜小明主编 978-7-5623-4455-1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主编吕志 978-7-5623-4611-1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当我们与神相遇:用神性向往改变习性生活 徐肖楠著 978-7-5623-4615-9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李麟佑文集 李麟佑编著 978-7-5623-4785-9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岁月留痕·诗集 庞正著 978-7-5623-4844-3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ISO 13485:2016《医疗器械 质量管理体系 
用于法规的要求》实战应用

张峰, 郭新海主编 978-7-5623-4943-3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客家古邑古道 王元林著 978-7-5623-4978-5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环境义务规范论:消费视界中环境公民的义务
建构

秦鹏, 杜辉著 978-7-5624-6763-2 重庆大学出版社



搜救队:谜团1947 胡诺皋著 978-7-5624-7042-7 重庆大学出版社

红色沙皇之眼 (英)山姆·伊斯特兰(Sam Eastland)著 978-7-5624-7369-5 重庆大学出版社

第七个十字架 (德)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著 978-7-5624-7455-5 重庆大学出版社

遗忘
(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著
978-7-5624-7743-3 重庆大学出版社

寻味中国 (美)林留清怡(Jen Lin-Liu)著 978-7-5624-7773-0 重庆大学出版社

迟暮鸟语 (美)凯特·威廉(Kate Wilhelm)著 978-7-5624-7872-0 重庆大学出版社

在乡下 (美)博比·安·梅森(Bobbie Ann Mason)著 978-7-5624-7932-1 重庆大学出版社

昆虫丽影 李元胜著 978-7-5624-8442-4 重庆大学出版社

体育与健康 主编傅文生 978-7-5624-8514-8 重庆大学出版社

跟我去清迈:全新泰北慢生活攻略 晴天小树著 978-7-5624-8650-3 重庆大学出版社

以人为中心心理咨询实践
(英)戴夫·默恩斯(Dave Mearns), 布赖恩·
素恩(Brian Thorns), 约翰·迈克李欧(John 

Mcleod)著

978-7-5624-8686-2 重庆大学出版社

色香味的陷阱 (德) 汉斯-乌尔里希·格里姆著 978-7-5624-8854-5 重庆大学出版社

参与观察法:关于人类研究的一种方法 丹妮·L. 乔金森著 978-7-5624-8922-1 重庆大学出版社

时间会证明一切 (英)杰弗里·阿切尔(Jeffrey Archer)著 978-7-5624-8950-4 重庆大学出版社

抑郁症的非药物疗法 (美)詹姆斯·S.戈登(James S. Gordon)著 978-7-5624-9024-1 重庆大学出版社

超越奇迹:焦点解决短期治疗
(美)史蒂夫·德·沙泽尔(Steve de 

Shazer)[等]著
978-7-5624-9111-8 重庆大学出版社

精神分析治愈之道 (美)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著 978-7-5624-9133-0 重庆大学出版社

焦虑症和恐惧症:一种认知的观点
(美)艾伦·T. 贝克(Aaron T. Beck)，(美)
加里·埃默里(Gary Emery)，(美)鲁斯·L. 

格林伯格(Ruth L. Greenberg)著

978-7-5624-9192-7 重庆大学出版社

忆秦娥 孙甘露著 978-7-5624-9195-8 重庆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选项课教程 主编向超宗, 邢峰 978-7-5624-9293-1 重庆大学出版社

成为香奈儿 (美)C.W. 加特纳(C.W. Gortner)著 978-7-5624-9317-4 重庆大学出版社

寻食启事 殳俏著 978-7-5624-9327-3 重庆大学出版社

会读才会写:导向论文写作的文献阅读技巧 菲利普·钟和顺著 978-7-5624-9339-6 重庆大学出版社

布拉格之冬1937-1948:奥尔布赖特二战回忆
录

(美)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著 978-7-5624-9344-0 重庆大学出版社

胖子之城 殳俏著 978-7-5624-9389-1 重庆大学出版社

音乐疗法
(英)蕾切尔·达恩利-史密斯(Rachel 
Darnley-Smith)，(英)海伦·M. 佩蒂

(Helen M. Patey)著

978-7-5624-9580-2 重庆大学出版社



焦点解决短期咨询和治疗技术 (英)保罗·汉图(Paul Hanton)著 978-7-5624-9614-4 重庆大学出版社

椀一式:手边的漆器 (日)原研哉编著 978-7-5624-9617-5 重庆大学出版社

戏剧疗法 (英)多洛丝·兰格利(Dorothy Langley)著 978-7-5624-9805-6 重庆大学出版社

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 米歇尔·福柯等著 978-7-5624-9858-2 重庆大学出版社

临终心理与陪伴研究 余德慧等著 978-7-5624-9875-9 重庆大学出版社

大学国防教育教程 吴忠国主编 978-7-5626-2010-5 国防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军事理论与技能教程 《大学生军事理论与技能教程》编委会编 978-7-5626-2048-8 国防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军事训练教程 孙凯主编 978-7-5626-2173-7 国防大学出版社

世界九大军工企业军用飞机产品汇编 李胜利主编 978-7-5626-2275-8 国防大学出版社

谁来保卫未来的中国？:经济波动背景下大学
生征募的制度稳定性与政策弹性

罗敏主编 978-7-5626-2361-8 国防大学出版社

现代海战 郭松岩编著 978-7-5626-2404-2 国防大学出版社

管理学原理 陈洪安编著 978-7-5628-3423-6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新编信息检索与利用 主编徐庆宁, 陈雪飞 978-7-5628-3999-6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晨读夜诵·每天读一点英语名篇诵读精华 徐广联, 陆道夫, 张绍华主编 978-7-5628-4048-0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超强大应急5000英文单词随身带:高频+分类
记忆法

主编金利 978-7-5628-4050-3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8天突破雅思听力词汇:这个答案词，你记了
吗？

钱林编著 978-7-5628-4099-2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美社会工作专业化比较研究 柴定红著 978-7-5628-4123-4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掌握基础1000词, 挑战10000单词不再难 主编杨唯伟, 付卉 978-7-5628-4129-6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英语名篇晨读精华:升级版 朱振武主编 978-7-5628-4142-5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英语名篇夜读精华:升级版 朱振武主编 978-7-5628-4143-2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晨读夜诵,英语名篇诵读精华大全集 徐广联, 张扬, 徐文哲主编 978-7-5628-4154-8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英语四级词汇速记手册:必考短语+常用搭配 主编刘宇慧 978-7-5628-4164-7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速记！英语四级词汇:搭配+联想记忆法 主编刘宇慧 978-7-5628-4171-5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速记！英语四六级词汇:搭配+联想记忆法 主编刘宇慧 978-7-5628-4174-6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归纳&联想托福必考10000词 编著LiveABC 978-7-5628-4189-0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晨读夜诵:英汉对照,英语经典短篇小说大全
集

冯庆华总主编 978-7-5628-4247-7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英语万词速成词根+词缀记忆法 主编李五全, 陈倩 978-7-5628-4259-0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晨读夜诵:英汉对照,英语小故事大道理大全
集

冯庆华总主编 978-7-5628-4263-7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晨读夜诵:英汉对照,欧美文化常识大全集 冯庆华总主编 978-7-5628-4275-0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证券法 李龙主编 978-7-5628-4349-8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药药理学 主编顾江萍 978-7-5628-4352-8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导论 (美)Peter De Jong，(美)Insoo Kim Berg
著

978-7-5628-4354-2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语言文化探索 赵宏著 978-7-5628-4379-5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英语发音入门+1000基础单词、500实用会话 闵晓哲编著 978-7-5628-4399-3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浅析鲁迅作品 (日)花村嘉英著 978-7-5628-4407-5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精神健康社会工作 (美)Roberta G. Sands著 978-7-5628-4467-9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新模式 (美)Dennis Saleebey著 978-7-5628-4475-4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药用天然产物全合成:合成路线精选 曾步兵，任江萌主编 978-7-5628-4497-6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创新药物发现:实践、过程和展望 (美) Jie Jack Li, E. J. Corey著 978-7-5628-4499-0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第7辑 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会编 978-7-5628-4526-3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会计英语 主编韩福才, 孙志洁 978-7-5629-2966-6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医学科研实验室仪器管理手册 辛玉虎编著 978-7-5630-3614-1 河海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数字档案馆建设理论与实践 谢波主编 978-7-5630-3817-6 河海大学出版社

管理决策方法:理论、模型与应用 吴丹编著 978-7-5630-3824-4 河海大学出版社

水生态文明与制度建设研究 彭岳津著 978-7-5630-4009-4 河海大学出版社

唤醒东方睡狮的第一声春雷:南社研究学术论
文集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编 978-7-5630-4015-5 河海大学出版社

法理学 王勇主编 978-7-5632-2936-9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商法学 魏国君, 林懿欣, 朱莉编著 978-7-5632-2972-7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航运与物流市场营销 孙家庆，唐丽敏，于少强编著 978-7-5632-3025-9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中外国际贸易食品安全标准的比较研究 纪新著 978-7-5632-3236-9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 王宏印著 978-7-5632-3237-6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航运史.上卷 孙光圻[等]编著 978-7-5632-3268-0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航运史.下卷 孙光圻[等]编著 978-7-5632-3268-0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医护急救:课程+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译 978-7-5632-3347-2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美学史 (英)B. 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著 978-7-5633-3207-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思考中医:伤寒论导论 刘力红著 978-7-5633-3919-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手工艺 (日)柳宗悦著 978-7-5633-6285-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的六七十年代 蒙敏生摄 978-7-5633-6586-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方民族史十论 姚大力著 9.78756E+1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适的前半生: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
中的胡适(1891-1927)

邵建著 978-7-5633-6915-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 (德)彼得·布瑞克(Perter Blickle)著 978-7-5633-7112-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施拉德论施拉德 (英)凯文·杰克逊编 978-7-5633-7422-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奥逊·威尔斯：人生故事 (英)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著 978-7-5633-7455-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真民族史 孙进己等著 9.78756E+1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云雀叫了一整天 木心 978-7-5633-7794-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流亡的巴黎: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 (法)艾曼纽·卢瓦耶著 978-7-5633-8400-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契丹民族史 孙进己等著 9.78756E+1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放映001 苏静主编 978-7-5633-9318-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哀悼乳房 西西著 978-7-5633-9352-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有味 汪涵著 978-7-5633-9366-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曲人鸿爪 张充和口述 978-7-5633-9388-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何年何月何大宝 何洁著 978-7-5633-9654-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金陵女大:金陵女儿图片故事 孙建秋编著 978-7-5633-9813-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给没有收信人的信:陈乐民文存 陈丰编 978-7-5633-9949-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5,创作编·散
文 纪实 诗歌 剧本卷

金柄珉,李存光主编 978-7-5634-7070-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国朝医学,儿科学卷 林长青, 王骏主编 978-7-5634-9045-5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国朝医学,内科学卷 李根培主编 978-7-5634-9046-2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国朝医学,方剂学卷 金明玉主编 978-7-5634-9047-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国朝医学,药学卷 朴仁范主编 978-7-5634-9048-6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国朝医学,妇科学卷 金顺福主编 978-7-5634-9049-3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国朝医学,医学史卷 崔海英主编 978-7-5634-9051-6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国朝医学,古籍精选卷 郑明昱, 延光海, 崔海英主编 978-7-5634-9052-3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中国朝医学,《东医寿世保元》精解卷 李根培, 徐玉锦主编 978-7-5634-9053-0 延边大学出版社

通信经济学 吴洪，黄秀清，苑春荟编著 978-7-5635-1533-2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 王德胜主编 978-7-5635-1944-6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普通话教程 付成波主编 978-7-5635-2839-4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考研专业课真题必练 (含关键考点点评),微
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徐军, 李海燕, 张申浩本书主编 978-7-5635-3304-6 北京邮电学院出版社

办公自动化设备教程 胡小强编著 978-7-5635-4255-0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科技史与方法论 梁洪亮编著 978-7-5635-4450-9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中国智慧医疗健康发展报告.2015 孙金立，周平编著 978-7-5635-4765-4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模拟试题汇编 王昆欣主编 978-7-5637-1526-8 旅游教育出版社

看图学最有用的汉语 (韩)能率教育有限公司编绘 978-7-5637-1665-4 旅游教育出版社

英国 实业之日本社海外版编辑部编著 978-7-5637-2222-8 旅游教育出版社

皇城脚下四合院 北京市东城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编 978-7-5637-2640-0 旅游教育出版社



罗马军团消失之谜 刘兰芳主编 978-7-5637-2741-4 旅游教育出版社

开始在英国自助旅行 李芸德编著/摄影 978-7-5637-3087-2 旅游教育出版社

中国香港 (美) 贝帝·魏, 伊丽莎白·李著 978-7-5637-3104-6 旅游教育出版社

中国自助游, 现在就开始 Now Start丛书编委会编 978-7-5637-3277-7 旅游教育出版社

中国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测算及其低碳发展
评价研究

汤姿著 978-7-5637-3290-6 旅游教育出版社

人生与旅游:微言小议 魏小安著 978-7-5637-3359-0 旅游教育出版社

旅游与人生:好玩玩好 魏小安著 978-7-5637-3362-0 旅游教育出版社

摩洛哥往事 薛璐娜著 978-7-5637-3399-6 旅游教育出版社

社会学导论 主编孙立平 978-7-5638-1111-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论非传统的经济学智慧 (美)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著 978-7-5638-1451-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研究 郭晓宏著 978-7-5638-1811-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应用写作新编 夏京春编著 978-7-5638-1850-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央商务区(CBD)楼宇经济发展研究:2010年
北京CBD研究基地年度报告

张杰著 978-7-5638-1905-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 主编袁秋菊, 高慧 978-7-5638-2331-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 王飞鹏编著 978-7-5638-2340-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新视野:欧美大学亲历2014 张连城，郎丽华主编 978-7-5638-2363-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学刊.第3卷 第3辑，2015年9月 主编刘冠军 978-7-5638-2407-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动物情愫 梁启超, 胡适等著 978-7-5638-2436-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平的味儿 梁启超, 胡适等著 978-7-5638-2437-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洋都市 梁启超, 胡适等著 978-7-5638-2438-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时人评述 梁启超, 胡适等著 978-7-5638-2439-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高校大学生运动损伤防护与急救 孙杨著 978-7-5638-2447-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声像、文字中的文化解读与传播 郭媛媛，叶静著 978-7-5638-2507-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农村医生工作满意度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来
自公立医院的微观证据

董香书著 978-7-5638-2516-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丝路漫漫 李铁著 978-7-5638-2543-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幽默与口才 张笑恒编著 978-7-5639-2358-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这样做就会有钱 兰子编著 978-7-5639-2546-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思路决定出路的50个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的50
个密码

魏永艳编著 978-7-5639-2972-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公民社会主义荣辱观读本 王贵水著 978-7-5639-3044-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把心灵抓在手掌上 高维生著 978-7-5639-3051-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自是林泉多蕴藉:园林卷 宋建勋编著 978-7-5639-3326-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一尘一刹一楼台:寺庙卷 李玉青编著 978-7-5639-3328-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微思想:世界名著经典名言名段必读 孙朦编著 978-7-5639-3331-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追赶快乐的自己 澜涛主编 978-7-5639-3378-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中国小说排行榜 《小说选刊》评选 978-7-5639-3401-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品牌影响中国.上册 吴纲, 尹杰著 978-7-5639-3405-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品牌影响中国.下册 吴纲, 尹杰著 978-7-5639-3405-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失恋女人必读的99个爱情疗伤故事 李尚芳子主编 978-7-5639-3468-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恋爱女人必读的99个爱情感动故事 李尚芳子主编 978-7-5639-3469-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婚后女人必读的99个爱情哲理故事 葛永慧主编 978-7-5639-3470-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单身女人必读的99个爱情幸福故事 葛永慧主编 978-7-5639-3471-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父母讲读馆:中华经典传说故事 孙志军编著 978-7-5639-3485-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科技法学 主编孙玉荣 978-7-5639-3524-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倚仗临风听暮蝉——王维 朱丹红著 978-7-5639-3673-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突破公众演讲的十二堂必修课 吕波著 978-7-5639-3692-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读者文摘精华,爱情卷 杨晖主编 978-7-5639-3700-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读者文摘精华,生命卷 杨晖主编 978-7-5639-3701-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读者文摘精华,顿悟卷 杨晖主编 978-7-5639-3702-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读者文摘精华,感恩卷 杨晖主编 978-7-5639-3703-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英雄时代:强盛的秦汉帝国 马兆锋编著 978-7-5639-3731-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血色青铜:夏商周历史密码 马兆锋编著 978-7-5639-3733-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欧洲文明的基石:古罗马文明 盛文林编著 978-7-5639-3739-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还原18个消失的古王国,世界卷 苏山编著 978-7-5639-3763-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还原18个著名的古战场,中国卷 苏山编著 978-7-5639-3765-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药理学实验教程 主编温瑞兴, 肖向茜 978-7-5639-3772-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极易误读的历史常识 盛文林编著 978-7-5639-3781-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打造精彩自我:大学生生活全攻略 周文敏编著 978-7-5639-3797-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翻过山越过岭:大学生考研全攻略 周文敏编著 978-7-5639-3799-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叩开生存之门:大学生求职全攻略 周文敏编著 978-7-5639-3800-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云水禅心主编 978-7-5639-3815-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你身边的创业明星:最适合中国草根人物的创
业书

高美编著 978-7-5639-3818-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夜阑犹剪灯花弄:品读《漱玉词》 张觅著 978-7-5639-3824-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统计方法引论 于善奇著 978-7-5639-3843-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面试宝典 刘一兵编著 978-7-5639-3894-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俞敏洪为什么能 汪建民编著 978-7-5639-3939-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英雄史 白波著 978-7-5639-3940-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美女史 叶初夏著 978-7-5639-3941-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一本书掌握社交心理 汪建民编著 978-7-5639-3985-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公关口才 张小雨编著 978-7-5639-3996-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你心向阳, 春暖花开:积极心态助你一生好运 今心著 978-7-5639-4030-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沉默的食物:如何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武庆新编著 978-7-5639-4049-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烟消云散:如何迎回我们的蓝天 武庆新编著 978-7-5639-4051-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消失的大陆:如何守护我们依存的家园 武庆新编著 978-7-5639-4052-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优秀管理法则:如何成为优秀管理者 吕宁编著 978-7-5639-4066-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资治通鉴故事全集.上册 丁振宇主编 978-7-5639-4070-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资治通鉴故事全集.下册 丁振宇主编 978-7-5639-4070-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清华管理课 张笑恒编著 978-7-5639-4074-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人间有味是清欢:古诗词中的风雅饮食 张觅著 978-7-5639-4086-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一夜芙蓉红泪多:古诗词中的唯美典故 张觅著 978-7-5639-4089-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跟马云学口才 郑一群著 978-7-5639-4102-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最美的100个地方 魏郁珉主编 978-7-5639-4120-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大师名作赏析 苏山编著 978-7-5639-4128-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侯仁之与北京城 朱祖希著 978-7-5639-4133-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医院信息化概论 主编吴水才, 常战军, 顾建钦 978-7-5639-4155-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碳减排路径及模式选择研究:基于北京市四大
支柱产业节能减排效益分析

赵立祥主编 978-7-5639-4156-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民国才女舌尖上的美丽与优雅 周小蕾著 978-7-5639-4159-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民国才子舌尖上的爱恋与才思 周小蕾著 978-7-5639-4160-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民国名伶舌尖上的温婉与动人 周小蕾著 978-7-5639-4161-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民国名士舌尖上的豪迈与洒脱 周小蕾著 978-7-5639-4162-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你一定要懂的地理知识 王贵水编著 978-7-5639-4178-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你一定要懂的科技知识 王贵水编著 978-7-5639-4180-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你一定要懂的文学知识 王贵水编著 978-7-5639-4181-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中国随笔排行榜 张秀枫主编 978-7-5639-4185-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李柯克幽默精品选 (加) 李柯克著 978-7-5639-4191-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幽默越简单越好 吕长青编著 978-7-5639-4222-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人体健康与环境 李坚, 梁文俊, 陈莎编著 978-7-5639-4234-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与世界伟人共进晚餐 (美) 房龙著 978-7-5639-4241-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宽容 (美) 房龙著 978-7-5639-4242-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善待你的欲望:不要耗尽最美的年华 魏庆岷著 978-7-5639-4246-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古诗词中的绝世才子 张觅著 978-7-5639-4257-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藕花深处金石韵:李清照和她的艺术世界 高立著 978-7-5639-4258-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诗酒趁年华:古诗词中的诗酒人生 郭瑞祥著 978-7-5639-4259-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山水问君心:古诗词中的山水世界 江晓英著 978-7-5639-4260-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心态越简单越好 吕长青编著 978-7-5639-4262-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快人一步读名著 李丹编著 978-7-5639-4263-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受益一生的说话课 汪建民编著 978-7-5639-4264-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人生规划课:学生时代要养成的八种素质 李锡林编著 978-7-5639-4270-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阅读至上 武庆新著 978-7-5639-4271-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茶饭书 李丹崖著 978-7-5639-4304-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都将诗情付酩酊:古文人之酒趣 马浩著 978-7-5639-4333-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月在花飞处:解读古代诗词背后的故事 李婍著 978-7-5639-4363-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读者文摘精华:青春版,从你的世界里路过 谢玲主编 978-7-5639-4379-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读者文摘精华:青春版,来自星星的你 谢玲主编 978-7-5639-4381-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读者文摘精华:青春版,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 谢玲主编 978-7-5639-4382-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读者文摘精华:青春版,匆匆那年 谢玲主编 978-7-5639-4383-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读者文摘精华:青春版,小时代 谢玲主编 978-7-5639-4384-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读者文摘精华:青春版,谁的青春不迷茫 谢玲主编 978-7-5639-4385-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川味好安逸 李幼谦著 978-7-5639-4386-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既见君子:诗经中的君子之道 夏葳著 978-7-5639-4388-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人间烟火 邹剑川著 978-7-5639-4389-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吮指谈吃 彭忠富著 978-7-5639-4391-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饮啄杂谭 王鸣江著 978-7-5639-4396-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非常了得，非常知识 王阳编著 978-7-5639-4401-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风中密码:那些青春中亲切美好的故事 张觅著 978-7-5639-4402-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老人与海:海明威精选集 (美)海明威著 978-7-5639-4430-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且向花间留晚照:诗词曲文里的不老花事 灵犀无翼著 978-7-5639-4439-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醉里挑灯看剑:侠肝柔肠里的书生意气 杨冬儿著 978-7-5639-4445-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改变命运的十堂演说课 周浩著 978-7-5639-4448-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做一个孤独的散步者:跟黑格尔学人生哲学 谭论著 978-7-5639-4480-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读者文摘大全集:2015版 杨晖主编 978-7-5639-4494-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大江东去浪淘尽:在诗文中找寻东坡一生的足
迹

吕宁著 978-7-5639-4495-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无言谁会凭阑意:诗意深处的人间烟火 朱海兰著 978-7-5639-4536-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一朝误落帝王家:汉宫才女班婕妤的坎坷一生 武庆新著 978-7-5639-4538-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雨送黄昏花易落:生前身后读唐婉 武庆新著 978-7-5639-4540-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曾国藩家书》的智慧 高立编著 978-7-5639-4541-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何曾吹落北风中:从宋诗里开出花来 曾入龙著 978-7-5639-4544-3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不应远离的传统文化 张超编著 978-7-5639-4545-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芙蓉空老蜀江花:品读薛涛诗歌背后的人生故
事

武庆新著 978-7-5639-4549-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英语简历:求职入场券 谢庆芳编著 978-7-5639-4551-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不是人间富贵花:纳兰容若的才情人生 刘松著 978-7-5639-4552-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因为爱情:古诗词中的爱情故事 胡月著 978-7-5639-4553-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一带江山如画:古诗词里的山水故人 詹亮浈著 978-7-5639-4555-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5中国随笔排行榜 张秀枫主编 978-7-5639-4585-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诗词风景:古诗词中的空灵之景 张觅著 978-7-5639-4590-0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散文全集.一 季羡林著 978-7-5639-4591-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散文全集.三 季羡林著 978-7-5639-4591-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散文全集.二 季羡林著 978-7-5639-4591-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散文全集.四 季羡林著 978-7-5639-4591-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何人不起故园情:古诗词里斩不断的乡愁 黄武煜著 978-7-5639-4593-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独立苍茫自咏诗:流传千古的现实主义诗词 武庆新著 978-7-5639-4595-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夜阑卧听风吹雨:流传千古的爱国主义诗词 武庆新著 978-7-5639-4596-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天若有情天亦老:流传千古的浪漫主义诗词 武庆新著 978-7-5639-4597-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你无须完美，温暖就好 杨杨主编 978-7-5639-4603-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满院落花帘不卷:从诗词中品读朱淑真的爱恨
喜忧

武庆新著 978-7-5639-4604-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爱君笔底有烟霞:古诗词中的水墨丹青 张觅著 978-7-5639-4606-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古诗词中的千古相思 张觅著 978-7-5639-4607-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古诗词中的风雅之
乐

张觅著 978-7-5639-4608-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君生我未生:愿曾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灵犀无翼著 978-7-5639-4609-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简明中华历史大观.上 北史编著 978-7-5639-4613-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简明中华历史大观.下 北史编著 978-7-5639-4613-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生活只为爱它的人一展欢颜 苏杭主编 978-7-5639-4637-2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 沈诺夕主编 978-7-5639-4638-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所有的不美好，都只是故事还没有散场 万诗语主编 978-7-5639-4639-6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有梦就去闯:在迷茫中寻找成功的希望 吕宁编著 978-7-5639-4670-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党的儿女,英烈卷 杨凤城主编 978-7-5639-4687-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前方也在下雨，何必匆忙赶路 慕榕著 978-7-5639-4718-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职场暖心话:让人心动的说话艺术 张乾栋编著 978-7-5639-4720-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重塑自信，找回自我 春天编著 978-7-5639-4766-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有一种修为叫静心 吕宁编著 978-7-5639-4857-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铁血红二师:革命将士的长征战记 练建安，詹亮浈著 978-7-5639-4875-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月到风来:闲品《围炉夜话》 陈惠筠编著 978-7-5639-4878-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只闻花香，不谈悲喜: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朱检平编著 978-7-5639-4890-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有一种尺度叫圆融 吕宁编著 978-7-5639-4960-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任正非的哲学 张笑恒编著 978-7-5639-5015-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做人如山，做事如水 申草泥编著 978-7-5639-5016-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别活得太累，学会给自己安慰 胡珂编著 978-7-5639-5017-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王权背后的女人——帝女花 灵犀著 978-7-5639-5019-5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王权背后的女人,宫心计 夏晨曦著 978-7-5639-5020-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王权背后的女人,红颜策 黎乐著 978-7-5639-5021-8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爱是给世界最好的礼物 吕宁编著 978-7-5639-5031-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从“菜鸟”到“牛人”:软文营销实战全攻略 段兴晨著 978-7-5639-5099-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别给人生设限:你之所以能，是相信能 余宗德编著 978-7-5639-5115-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厚道，是一种境界 何思成编著 978-7-5639-5116-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慎独，是一种修心 申草泥编著 978-7-5639-5123-9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一本让你爱不释手的法国简史 江乐兴编著 978-7-5639-5127-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一本让你爱不释手的印度简史 江乐兴编著 978-7-5639-5128-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一本让你爱不释手的世界简史 江乐兴编著 978-7-5639-5129-1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一本让你爱不释手的德国简史 江乐兴编著 978-7-5639-5130-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一本让你爱不释手的意大利简史 江乐兴编著 978-7-5639-5131-4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失望是成熟的开始 田梦著 978-7-5639-5309-7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乡文农语 主编刘坚 978-7-5640-2049-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曾国藩家族 周太编著 978-7-5640-3713-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划船式与撑船式短跑技术理论与实践 蒋炜编著 978-7-5640-4592-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考研政治考点解析 主编陆卫明 ... [等] 978-7-5640-6005-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考研政治专项试题 主编陆卫明 ... [等] 978-7-5640-6059-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液压与气动技术 马韧宾，王鑫秀主编 978-7-5640-6092-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机电设备装调工艺与技术,机械分册 张国军，杨羊主编 978-7-5640-6114-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机电一体化技术基础 倪依纯主编 978-7-5640-6142-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机械制图 满维龙，吴明明，姜炳龙主编 978-7-5640-6161-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数控加工技术 潘冬，赵熹主编 978-7-5640-6291-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机械制图 刘雅荣主编 978-7-5640-6297-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机电一体化技术 刘龙江主编 978-7-5640-6328-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孟玲琴，王志伟主编 978-7-5640-6331-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机械设计基础 孟玲琴，王志伟主编 978-7-5640-6332-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考研政治互联提纲与考点提示 编著常红利 978-7-5640-6761-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HELLO欢 光影华视编著 978-7-5640-6914-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精细化管理持续改善 吴宏彪,赵辉著 978-7-5640-7116-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全国普通高校报考指南.2013年 主编文祺 978-7-5640-7190-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普通话水平测试专用教材
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组，普通话培训研究中

心[编]
978-7-5640-7317-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细节决定成败 汪中求著 978-7-5640-7405-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八桂乡情 陆广文主编 978-7-5640-7462-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心理的类型.上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978-7-5640-7757-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心理的类型.下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978-7-5640-7757-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生命:非常的世界 (英)玛莎·福尔摩斯(Martha Holmes)[等]著 978-7-5640-7775-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组织与管理 (美) 切斯特·I·巴纳德著 978-7-5640-8271-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建设工程法规 主编陈会玲, 郭海虹 978-7-5640-8315-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沟通 就是好好说话 章然编著 978-7-5640-8362-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前汉演义 蔡东藩著 978-7-5640-8455-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两晋演义 蔡东藩著 978-7-5640-8456-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唐史演义 蔡东藩著 978-7-5640-8457-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宋史演义 蔡东藩著 978-7-5640-8458-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明史演义 蔡东藩著 978-7-5640-8459-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民国演义 蔡东藩，许廑夫著 978-7-5640-8460-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人体的奥秘 杨江华编著 978-7-5640-8506-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微信来了 朱艳婷, 丁当著 978-7-5640-8558-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RP沙盘模拟实训教程 主编彭十一 978-7-5640-8618-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新论 凌绍崇, 邱其荣主编 978-7-5640-8737-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 主编张亚 978-7-5640-9054-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网络表达:众意与民意 胡蕊著 978-7-5640-9082-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男人不可不知的心理学 杨赟编著 978-7-5640-9308-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终极博弈:人类的发展与永续 刘静玲, 刘立源, 杨懿著 978-7-5640-9486-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燃烧的地球:地球碳危机及其破解之道 熊定国, 吕晓丹著 978-7-5640-9489-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管理学基础 主编时丕生, 杨丽芳 978-7-5640-9517-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寂静的春天 (美) 蕾切尔·卡逊著 978-7-5640-9716-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沙乡年鉴 (美)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著 978-7-5640-9718-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逆思维逻辑:你的世界皆有可能 郑小兰著 978-7-5640-9836-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校友创业故事集 李振键主编 978-7-5640-9860-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2016考研英语长难句闯三关规律破解 学府考研英语命题研究组组编 978-7-5640-9886-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考研英语专项突破:英语知识运用·新题
型·英译汉

学府考研英语命题研究组组编 978-7-5640-9889-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考研英语写作基础与题型突破 学府考研英语命题研究组组编 978-7-5640-9890-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考研英语高频语法精讲精练 学府考研英语命题研究组编著 978-7-5640-9891-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新编医学哲学 刘虹，张宗明，林辉主编 978-7-5641-2385-7 东南大学出版社

医学逻辑思维 刘虹著 978-7-5641-2869-2 东南大学出版社

数控机床编程与考工实用教程:例题、考题与
习题

高凤英主编 978-7-5641-3618-5 东南大学出版社

急救医疗中心(站) 建设管理规范 978-7-5641-4049-6 东南大学出版社

公立医院 道德风险与声誉治理研究 高山, 石建伟著 978-7-5641-4174-5 东南大学出版社

康复心理学手册
编著 (美) 罗伯特·弗兰克, 米歇尔·罗森

塔尔, 布鲁斯·卡普兰
978-7-5641-4364-0 东南大学出版社

病历书写规范 季国忠,杨莉主编 978-7-5641-4713-6 东南大学出版社

中医护理常规 戴新娟主编 978-7-5641-4750-1 东南大学出版社

手术室优质护理指南 主编杨美玲 978-7-5641-4919-2 东南大学出版社

实用肛瘘治疗学 主编王业皇, 郑雪平 978-7-5641-5016-7 东南大学出版社

梅毒疫情监测与管理 傅更锋主编 978-7-5641-5040-2 东南大学出版社

康复器械技术及路线图规划 喻洪流, 石萍著 978-7-5641-5046-4 东南大学出版社

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综合防治干预 978-7-5641-5047-1 东南大学出版社

泛太平洋地区压力性损伤的防治临床实践指
南

主译霍孝蓉 978-7-5641-5048-8 东南大学出版社

医学机能实验学 主编刘桦, 陈晨 978-7-5641-5072-3 东南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三基”:个案护理 霍孝蓉主编 978-7-5641-5125-6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区卫生服务导论 主编张日新, 范群 978-7-5641-5131-7 东南大学出版社

CSW人群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 978-7-5641-5142-3 东南大学出版社

正畸舌侧矫治技术:蘑菇型弓丝技术与舌侧托
槽

著者Ryoon-Ki Hong, Hee-Moon Kyung 978-7-5641-5176-8 东南大学出版社

红楼艺境探奇 姜耕玉著 978-7-5641-5199-7 东南大学出版社

产科麻醉病例精选 路志红, 熊利泽, 董海龙著 978-7-5641-5207-9 东南大学出版社

绣像水浒传.一 (明)施耐庵,罗贯中著 978-7-5641-5219-2 东南大学出版社

绣像水浒传.三 (明)施耐庵,罗贯中著 978-7-5641-5219-2 东南大学出版社

绣像水浒传.二 (明)施耐庵,罗贯中著 978-7-5641-5219-2 东南大学出版社

绣像水浒传.四 (明)施耐庵,罗贯中著 978-7-5641-5219-2 东南大学出版社

绣像红楼梦.一 (清)曹雪芹著 978-7-5641-5220-8 东南大学出版社

绣像红楼梦.三 (清)曹雪芹著 978-7-5641-5220-8 东南大学出版社

绣像红楼梦.二 (清)曹雪芹著 978-7-5641-5220-8 东南大学出版社

绣像红楼梦.四 (清)曹雪芹著 978-7-5641-5220-8 东南大学出版社

抑郁障碍共病:理论与实践 袁勇贵著 978-7-5641-5229-1 东南大学出版社

60项护理技术操作流程 主编李国宏 978-7-5641-5337-3 东南大学出版社

Schein外科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 主编Moshe Schein ... [等] 978-7-5641-5354-0 东南大学出版社

英语常用短语·四级 王捷, 吴焱红著 978-7-5641-5375-5 东南大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危重症及监护监测 黄永锋主编 978-7-5641-5378-6 东南大学出版社

医学影像后处理技术 王骏 ... [等] 主编 978-7-5641-5379-3 东南大学出版社

优生优育服务指南与技术规范 许豪勤，孙丽洲主编 978-7-5641-5403-5 东南大学出版社

我们是通中人:“通中人”网站作品选萃 “通中人”网站编辑部选编 978-7-5641-5409-7 东南大学出版社

大明一统 马渭源著 978-7-5641-5412-7 东南大学出版社

突发中毒事件应急处置技能训练试题集 主编朱宝立, 谭兆营 978-7-5641-5420-2 东南大学出版社

洪武“运动” 马渭源著 978-7-5641-5425-7 东南大学出版社

黄帝迷踪 马渭源著 978-7-5641-5426-4 东南大学出版社

建文悲歌 马渭源著 978-7-5641-5427-1 东南大学出版社

乱世枭雄 马渭源著 978-7-5641-5428-8 东南大学出版社

明基奠立 马渭源著 978-7-5641-5429-5 东南大学出版社

仁政方隆 马渭源著 978-7-5641-5430-1 东南大学出版社

治隆唐宋 马渭源著 978-7-5641-5431-8 东南大学出版社

生殖医学基础 主编胡捍卫, 朱晓红 978-7-5641-5457-8 东南大学出版社

肿瘤放射治疗物理学 孙新臣, 陈德玉主编 978-7-5641-5475-2 东南大学出版社



传染病防控与事件应急处置试题集 主编朱凤才, 谭兆营 978-7-5641-5505-6 东南大学出版社

维多利亚哥特与中国现代志异 於鲸著 978-7-5641-5560-5 东南大学出版社

求缺集:一个旅游人的手札 邢定康著 978-7-5641-5587-2 东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市制的历史演变与当代改革 刘君德, 范今朝著 978-7-5641-5604-6 东南大学出版社

姑苏名宅 著谢勤国, 王家伦, 陈建红 978-7-5641-5605-3 东南大学出版社

新编护理伦理学 主编张涛, 顾艳荭 978-7-5641-5610-7 东南大学出版社

难治复发急性白血病治疗方案手册 陈宝安，程坚主编 978-7-5641-5675-6 东南大学出版社

英语词汇易错辨误 童三牛编著 978-7-5641-5677-0 东南大学出版社

自我识别心理障碍 主编袁勇贵, 徐治 978-7-5641-5700-5 东南大学出版社

外科学 主编汤文浩 978-7-5641-5733-3 东南大学出版社

舟山群岛人居单元营建理论与方法研究 张焕著 978-7-5641-5752-4 东南大学出版社

现代日本社会文化与经济 游衣明, 刘笑非主编 978-7-5641-5754-8 东南大学出版社

梦想的翅膀 李万青等著 978-7-5641-5762-3 东南大学出版社

演讲与口才实训 主编史钟锋, 张传洲 978-7-5641-5812-5 东南大学出版社

唐诗三百首详注·英译·浅析:普及读本 王福林注译 978-7-5641-5817-0 东南大学出版社

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 (TBL):医学教育中的实
践与探索

王淑珍编著 978-7-5641-5871-2 东南大学出版社

近代西医传播与社会变迁 张晓丽编著 978-7-5641-5876-7 东南大学出版社

环境伦理教育研究 成强著 978-7-5641-5891-0 东南大学出版社

诚恒师韵:“难忘教师”的育人故事 姚天勇主编 978-7-5641-5906-1 东南大学出版社

青岛城市形态演变 蒋正良著 978-7-5641-5940-5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唐的天空 南京老克 978-7-5641-5951-1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城市史 薛冰著 978-7-5641-5975-7 东南大学出版社

元曲三百首 任中敏选编 978-7-5641-6004-3 东南大学出版社

周礼 邓启铜, 刘波, 王川注释 978-7-5641-6005-0 东南大学出版社

仪礼 邓启铜, 刘波, 王川注释 978-7-5641-6007-4 东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心身医学研究:1994-2014 吴爱勤，袁勇贵主编 978-7-5641-6038-8 东南大学出版社

尘封史册:你的足迹依然清晰 林庆龙主编 978-7-5641-6049-4 东南大学出版社

常用肿瘤标志物临床手册 主编王居祥, 胡跃清 978-7-5641-6060-9 东南大学出版社

手术室护士分级培训指南 杨美玲, 李国宏主编 978-7-5641-6143-9 东南大学出版社

居家护理服务理论与实务应用 陈湘玉,陈璐主编 978-7-5641-6160-6 东南大学出版社

京都玉作:中国北方玉作文化研究 苏欣著 978-7-5641-6171-2 东南大学出版社

干眼的成因与防治 沈爱明, 花佳佳编著 978-7-5641-6311-2 东南大学出版社



防病知识专家谈 主编常州市医学会 978-7-5641-6397-6 东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卒中后抑郁障碍规范化诊疗指南 袁勇贵主编 978-7-5641-6413-3 东南大学出版社

老子教读 赵杏根著 978-7-5641-6456-0 东南大学出版社

恶性肿瘤相关治疗临床应用解析 主编缪建华, 束永前 978-7-5641-6468-3 东南大学出版社

工作场所健康促进理论与实践 李霜，张巧耘主编 978-7-5641-6476-8 东南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2016医疗数据统计分
析报告

中国医院协会，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管理
评价办公室组织编写

978-7-5641-6781-3 东南大学出版社

优衣库非常道:柳井正的零售业经营法则 (日)横田增生著 978-7-5642-1364-0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大博弈:中国之危与机,经济篇 占豪 978-7-5642-1495-1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谈判制胜的21条军规 (美)吉姆·托马斯(Jim Thomas)著 978-7-5642-1598-9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新执行 姜汝祥著 978-7-5642-1624-5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民事诉讼法 叶榅平编著 978-7-5642-1900-0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 张新国, 吕晶晶主编 978-7-5642-1957-4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医疗器械监管法规 蒋海洪主编 978-7-5642-2237-6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工业碳排放研究:绩效测算、影响因素与
优化路径

邵帅, 杨莉莉著 978-7-5642-2334-2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Java程序设计:理实一体化教学课程 钱立,郭琳主编 978-7-5643-2856-6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补天:昭通师专2006级学生顶岗支教纪实 任继敏著 978-7-5643-3216-7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主编于冬娟, 李天源 978-7-5643-3298-3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运动人体科学实验 主编王国基 978-7-5643-3837-4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攀登 主编石维明 978-7-5643-3892-3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欺诈风险管理研究 林源著 978-7-5643-4085-8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 成云著 978-7-5643-4091-9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神话的启示:人本主义问题研究 路淑英, 张宏, 姚艳著 978-7-5643-4180-0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诗海启航:格律诗词跟我学 主编朱大公, 陈本厚, 邱旗 978-7-5643-4182-4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案例分析 谢瑜主编 978-7-5643-4415-3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国学经典进阶读本 沈如泉主编 978-7-5643-4581-5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网络文学 梅红编著 978-7-5643-4598-3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民族地区高校特色专业生物科学研究进展 陈功锡, 李鹂主编 978-7-5643-4609-6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苦荞制品中黄曲霉毒素的污染及控制 林巧, 巩发永, 肖诗明编著 978-7-5643-4647-8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谈古论今话教改:历史学教师教育教改论 袁名泽，刘小云主编 978-7-5643-4718-5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华夏谣 李继裕著 978-7-5643-4795-6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理论与创新 蒋慧，周伟萌主编 978-7-5643-4810-6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逻辑基础与日常批判性思维 田华银著 978-7-5643-4813-7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董湘琴《
松游小唱》校注、整理与研究

张起著 978-7-5643-4816-8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写作实训教程 戴承元，李景林主编 978-7-5643-4844-1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形势与政策.2016 支果, 朱炎, 范光杰主编 978-7-5643-4853-3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敦煌所出唐宋书牍整理与研究 王使臻，王使璋，王惠月著 978-7-5643-4998-1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夕阳之歌·八园同乐:两个头五年.第一辑 喻建华著 978-7-5643-5074-1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编健身气功的理论构建 王言群著 978-7-5644-0013-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理论与实践教程 林立，徐瑞芳主编 978-7-5644-0068-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截拳道攻防诀窍全程图解 乔峰 ... [等] 编著 978-7-5644-0073-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跆拳道品势教程 黄鹤主编 978-7-5644-0088-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现代健美操 主编沈国琴 978-7-5644-0432-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分娩日记:41位妈妈的亲身经历 宋薇著 978-7-5644-0485-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现代田径训练高级教程 主编孙南, 熊西北, 张英波 978-7-5644-0617-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国际田联田径裁判法:2010年8月 (第12版) 张英波, 孙南, 骆学锋译 978-7-5644-0742-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篮球裁判员执裁技巧 主编张良祥, 崔哲雄, 黄锐 978-7-5644-0817-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中医运动处方理论及其治疗个案研究 王晓军著 978-7-5644-0824-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羽毛球竞赛规则.[2012] 978-7-5644-0890-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篮球裁判员手册 中国篮球协会审定 978-7-5644-1290-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气排球竞赛规则 978-7-5644-1470-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功能性不稳踝关节的神经肌肉控制研究 张秋霞著 978-7-5644-1544-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体育教学方法学 汪康乐著 978-7-5644-1547-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柔力球运动理论与实践探究 李恩荆著 978-7-5644-1556-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我国高等体育院校附属体
校研究

刘志云著 978-7-5644-1586-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体育社团现状研究 苏连勇著 978-7-5644-1590-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体育赞助关键成功因素研究 李屹松著 978-7-5644-1594-5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时尚体操理论与实践 总主编王文生 978-7-5644-1597-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体操游戏 总主编王文生 978-7-5644-1598-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生命行为的存在:体育哲学、历史与文化的线
索

刘欣然著 978-7-5644-1613-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体育教学内容论 蔺新茂, 毛振明著 978-7-5644-1620-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我国区域优势体育产业选择与培育发展研究 王艳著 978-7-5644-1627-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竞技体育发展之路:走进德国 刘波, 李永宪著 978-7-5644-1654-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季节性户外健身运动安全技术标准研究 季节性户外健身运动安全技术标准研究课题
组著

978-7-5644-1706-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体育教师论 潘建芬, 毛振明, 陈雁飞著 978-7-5644-1741-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运动心理学领域眼动研究文集 李京诚主编 978-7-5644-1804-5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近现代国外著名教育家体育教育观研究 邵伟德, 李启迪著 978-7-5644-1843-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体育哲学 马卫平著 978-7-5644-1853-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教练员执教行为研究 李宁著 978-7-5644-1875-5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团体操的范式理论构建及在我国的发展 赵海波著 978-7-5644-1911-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中国休闲体育发展理论与思考 主编钟秉枢 978-7-5644-1914-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手把手教你弹古筝.贰,古筝技法进阶修炼 兰恕冰编著 978-7-5644-1922-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女士健美养生功 韩金龙,杨艳霞著 978-7-5644-1993-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国民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科普的理论与
实践

张铭著 978-7-5644-2002-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我国体育发展的多视角研究 王智慧 ... [等] 著 978-7-5644-2025-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骨骼肌损伤修复与微观化研究探索 刘永著 978-7-5644-2100-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骨骼肌神经调控与表面肌电图技术应用 王国祥，马胜著 978-7-5644-2189-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武术伤科集萃 洪敦耕编著 978-7-5644-2214-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低功率激光对末端病大鼠跟腱修复作用及其
机制研究

沈勇伟著 978-7-5644-2281-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健身习惯和生活方式对高教社区老年人生活
质量和体质健康的影响

单威著 978-7-5644-2285-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一弹就会:指弹吉他独奏曲流行金曲精选集 刘孟元, 王湾主编 978-7-5644-2339-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第一册 (梁)萧统选编 978-7-5645-0422-9 郑州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案例导学 主编张建林 978-7-5645-0616-2 郑州大学出版社

新英汉药物大词典 主编赵国兴 ... [等] 978-7-5645-1137-1 郑州大学出版社

急诊PGY教学核心案例分析 黄建华主编 978-7-5645-1350-4 郑州大学出版社

中医巧入门 主编崔书克 978-7-5645-1433-4 郑州大学出版社

新编颈椎病学 主编马奎云, 孙孝先 978-7-5645-1528-7 郑州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辨证施治策略与案例 主编李翠萍, 刘成藏 978-7-5645-1592-8 郑州大学出版社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综合训练教程 主编李萍 978-7-5645-1632-1 郑州大学出版社

药理学综合训练教程 主编邵南齐 978-7-5645-1636-9 郑州大学出版社

临床疾病护理常规:一病一护一流程 主编李黎, 马江帆, 郭惠娟 978-7-5645-1651-2 郑州大学出版社

实用心血管药物学 主编高传玉, 程兆云, 寇洁 978-7-5645-1655-0 郑州大学出版社

世态万象:从我窗前经过的人 马国兴，吕双喜主编 978-7-5645-1663-5 郑州大学出版社

心血管疾病动物模型 主编王军, 高传玉 978-7-5645-1726-7 郑州大学出版社



实用血气分析及酸碱紊乱治疗学 主编钱桂生, 任成山, 徐剑铖 978-7-5645-1762-5 郑州大学出版社

护理学导论综合训练教程 主编曹心芳 978-7-5645-1801-1 郑州大学出版社

骨伤科临床用药指南 主编谢艳 ... [等] 978-7-5645-1802-8 郑州大学出版社

呼唤绿色的家园 刘源编著 978-7-5645-1824-0 郑州大学出版社

心理危机及应对 朱慧丽著 978-7-5645-1843-1 郑州大学出版社

临床常见病诊断要点与处方用药 主编陈利昌 978-7-5645-1907-0 郑州大学出版社

外科学综合训练教程 主编左铁锷 978-7-5645-1918-6 郑州大学出版社

医护职业暴露与防护 主编古海荣, 赵美玉 978-7-5645-1929-2 郑州大学出版社

现代呼吸病中西医论治策略 主编王禄, 韩丽华, 孟泳 978-7-5645-1935-3 郑州大学出版社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实训与考核 主编崔军胜, 李少民, 王帅 978-7-5645-1959-9 郑州大学出版社

医学影像诊断实训与考核 主编蒋蕾, 刘宝治, 李拓 978-7-5645-1960-5 郑州大学出版社

医用化学实验 主编董丽 978-7-5645-1962-9 郑州大学出版社

生理学综合训练教程 主编冯向功 978-7-5645-2011-3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说心脏组织动力学 史学义, 吴景兰, 金辉著 978-7-5645-2036-6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说血管组织动力学 史学义, 宗安民, 孙志艳著 978-7-5645-2037-3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说内分泌系统组织动力学 史学义, 丁一, 杨继要著 978-7-5645-2038-0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说神经系统组织动力学 史学义，史万刚著 978-7-5645-2039-7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说呼吸系统组织动力学 史学义著 978-7-5645-2042-7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说泌尿系统组织动力学 史学义, 章静波, 胡卫军著 978-7-5645-2043-4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说生殖系统组织动力学 史学义著 978-7-5645-2044-1 郑州大学出版社

肝胆脾胃病中西医诊疗进展 主编李鲜, 张玉峰, 吴秀霞 978-7-5645-2055-7 郑州大学出版社

眩晕 头晕 头昏300问 主编刘合玉, 张怀亮 978-7-5645-2057-1 郑州大学出版社

实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断与治疗学 主编王亮, 娄卫华, 叶放蕾 978-7-5645-2061-8 郑州大学出版社

肝癌的药物靶向治疗 主编秦建民, 李琦, 朱惠蓉 978-7-5645-2126-4 郑州大学出版社

微创治疗泌尿生殖及浅表疾病 主编李俊卿 978-7-5645-2129-5 郑州大学出版社

生命的图腾就在脚下 王国军主编 978-7-5645-2135-6 郑州大学出版社

天亮，是因为你的脚步 王国军主编 978-7-5645-2137-0 郑州大学出版社

心中有太阳，人生才辉煌 王国军主编 978-7-5645-2138-7 郑州大学出版社

走自己的路，让西瓜去说吧 王国军主编 978-7-5645-2141-7 郑州大学出版社

心血管病诊疗手册 主编黄振文 ... [等] 978-7-5645-2152-3 郑州大学出版社

残障妇女健康手册
原著Jane Maxwell, Julia Watts Belser, 

Darlena David
978-7-5645-2193-6 郑州大学出版社

常用中药材薄层鉴别方法 主编夏华玲 ... [等] 978-7-5645-2244-5 郑州大学出版社



屈光与验光技术 主编刘意, 杨林, 王刚 978-7-5645-2256-8 郑州大学出版社

急诊急救与护理 主编屈沂 978-7-5645-2261-2 郑州大学出版社

从乐园飞往乐园 马国兴，吕双喜主编 978-7-5645-2286-5 郑州大学出版社

创意手工花卉 司瑞棉，苏梦洁主编 978-7-5645-2309-1 郑州大学出版社

书林佳趣录 童翠萍著 978-7-5645-2337-4 郑州大学出版社

书来话长 徐雁著 978-7-5645-2339-8 郑州大学出版社

实用人体解剖学图谱 主编游言文, 徐玉英 978-7-5645-2449-4 郑州大学出版社

中华战创伤学.第1卷,战创伤学总论 总主编付小兵 978-7-5645-2512-5 郑州大学出版社

曹魏文化读本 王海升，张兰花编著 978-7-5645-2557-6 郑州大学出版社

重大灾害事件救护指南 主编罗希芝, 孙明明, 王晓兰 978-7-5645-2679-5 郑州大学出版社

绣像全本水浒传 (明)施耐庵著 978-7-5645-3037-2 郑州大学出版社

道德经图解详析:图文珍藏版 (春秋)老子原著 978-7-5645-3047-1 郑州大学出版社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细说活解:图文珍藏
版

思履主编 978-7-5645-3050-1 郑州大学出版社

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 (春秋)孙武等原著 978-7-5645-3053-2 郑州大学出版社

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 琢言主编 978-7-5645-3057-0 郑州大学出版社

孔子与我聊做人 姜正成编著 978-7-5645-3079-2 郑州大学出版社

老子与我聊处世 姜正成编著 978-7-5645-3080-8 郑州大学出版社

列子与我聊修身 姜正成编著 978-7-5645-3081-5 郑州大学出版社

荀子与我聊责任 姜正成编著 978-7-5645-3085-3 郑州大学出版社

晏子与我聊职场 姜正成编著 978-7-5645-3086-0 郑州大学出版社

前行有声:医生·患者·心理分析 马丽著 978-7-5645-3087-7 郑州大学出版社

实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急诊学 王亮主编 978-7-5645-3133-1 郑州大学出版社

心理学一本通 邢群麟编著 978-7-5645-3169-0 郑州大学出版社

全本黄帝内经 李济生编著 978-7-5645-3179-9 郑州大学出版社

玩的就是心计:商场、职场无往不胜的智慧宝
典

辉浩编著 978-7-5645-3206-2 郑州大学出版社

健康体检营养过剩/代谢异常防治指南 主编魏礼棠 ... [等] 978-7-5646-2670-9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具有病菌信息交流机制的传染病模型的定性
研究

张仲华著 978-7-5646-2784-3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生物系统中噪声的积极效应 唐军，马军著 978-7-5646-2969-4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主编蔡朔冰, 魏丽丽 978-7-5647-1811-4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新探 王玉生著 978-7-5647-1902-9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区域人才资源开发研究 李中斌著 978-7-5647-1908-1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胡居仁与余干之学研究 冯会明著 978-7-5647-1915-9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第三次医学革命与理论思维 何兆雄著 978-7-5647-1929-6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领导与人才资源开发 史策著 978-7-5647-1937-1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外文化交流与华侨华人研究 李未醉著 978-7-5647-1952-4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古代文化与古典文献论稿 陈卫星，张伶俐著 978-7-5647-1959-3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演义大家蔡东藩 李保明著 978-7-5647-1962-3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观音本生故事戏论疏 周秋良著 978-7-5647-2063-6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释义与循环:试弈中国文学的“无底棋盘” 周兰桂著 978-7-5647-2114-5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遇见切·格瓦拉:古巴之旅 匡松著 978-7-5647-2136-7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创新与发展 章罗生著 978-7-5647-2145-9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体育健康管理方法论 李新文著 978-7-5647-2737-6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哲学通论 主编王让新 978-7-5647-2839-7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英语语言文化欣赏:魅力英语 主编邸爱英 978-7-5647-2993-6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我的图书馆 主编柳金发, 李其港 978-7-5647-3253-0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历代文人吟西昌古诗文选读 主编王仁刚 978-7-5647-3298-1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互联网时代的浪漫与痛痒:传统行业转型之道 浩浩汤汤，跑堂风云，秦沐阳编著 978-7-5647-3305-6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立德树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大学生素质教育
研究与实践

戴丽红，潘光林主编 978-7-5647-3865-5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 田明[等]著 978-7-5648-1221-8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语阅读技巧与实践.Book 1,基本阅读技巧 本册主编刘学明, 刘宏 978-7-5648-1743-5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语阅读技巧与实践.Book 1,基本阅读技巧 本册主编刘学明, 刘宏 978-7-5648-1744-2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语阅读技巧与实践.Book 2,计时阅读 本册主编刘学明 978-7-5648-1745-9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语阅读技巧与实践.Book 2,计时阅读 本册主编刘学明 978-7-5648-1746-6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洛桑宣言:非霸权人类学
弗朗辛·塞朗，弗洛朗斯·格雷泽·比多，

蒙齐尔·吉拉尼主编
978-7-5648-1876-0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被改变的思考:基于史学视阈的随想与探究 李学功，祝玉芳著 978-7-5648-2093-0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湘西祭祖习俗 张子伟著 978-7-5648-2131-9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性文化学 赵树勤主编 978-7-5648-2138-8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心理学 燕良轼主编 978-7-5648-2190-6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 顾基平主编 978-7-5648-2191-3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学 胡弼成主编 978-7-5648-2192-0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哲学思维方法论 易小明等著 978-7-5648-2281-1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核心价值与生态文明 李建华主编 978-7-5648-2315-3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国伦理思想史 向玉乔著 978-7-5648-2316-0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科学技术生态化:从主宰到融合 李培超, 郑晓锦著 978-7-5648-2390-0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学艺术生态化:从背景到前景 龙娟,向玉乔著 978-7-5648-2394-8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思维方式生态化:从机械到整合 舒远招, 周晚田著 978-7-5648-2397-9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晨读经典 韩家胜,胡大勇主编 978-7-5648-2542-3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 (意) 吉奥乔·阿甘本著 978-7-5649-0872-0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排球运动发展研究 主编史友宽, 屈东华, 周屹嵩 978-7-5649-1269-7 河南大学出版社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5辑 苗长虹主编 978-7-5649-1342-7 河南大学出版社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主编杨艳东 978-7-5649-1369-4 河南大学出版社

李白凤新诗集 李白凤著 978-7-5649-1542-1 河南大学出版社

李白凤诗词集 李白凤著 978-7-5649-1543-8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篮球运动发展研究 主编杨改生 978-7-5649-1701-2 河南大学出版社

现代文坛派系研究:以“英美留学族”为纽带
的考察

江磊著 978-7-5649-1751-7 河南大学出版社

柏拉图的理想国 (法) 阿兰·巴迪欧著 978-7-5649-1755-5 河南大学出版社

例外的理论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
著

978-7-5649-1756-2 河南大学出版社

影舞 (英) 安吉拉·卡特著 978-7-5649-1790-6 河南大学出版社

凝视的目光 赵牧著 978-7-5649-1878-1 河南大学出版社

张一弓研究 吕东亮编著 978-7-5649-1899-6 河南大学出版社

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 李群编著 978-7-5649-1900-9 河南大学出版社

张宇研究 杨文臣编著 978-7-5649-1902-3 河南大学出版社

白桦研究 陶广学编著 978-7-5649-1903-0 河南大学出版社

刘庆邦研究 杜昆编著 978-7-5649-1904-7 河南大学出版社

李洱研究 王雨海编著 978-7-5649-1907-8 河南大学出版社

墨白研究 杨文臣编著 978-7-5649-1908-5 河南大学出版社

周大新研究 沈文慧编著 978-7-5649-1909-2 河南大学出版社

阎连科研究 方志红编著 978-7-5649-1920-7 河南大学出版社

李佩甫研究 樊会芹编著 978-7-5649-192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中国年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编 978-7-5649-1950-4 河南大学出版社

新夏娃的激情 (英) 安吉拉·卡特著 978-7-5649-1979-5 河南大学出版社

祝允明文学思想研究 徐慧著 978-7-5649-2125-5 河南大学出版社

朱绍侯文集:续集 朱绍侯著 978-7-5649-2181-1 河南大学出版社

生态文明视域下环境伦理与绿色发展研究 田文富著 978-7-5649-2183-5 河南大学出版社

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 阿拉斯戴尔·任甫卢，加林·吉哈诺夫编著 978-7-5649-2310-5 河南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论在中国:1949-2009 周启超主编 978-7-5649-2341-9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约戊戌－五四 郭国灿著 978-7-5649-2396-9 河南大学出版社

行走宣城 阮文武, 方光华, 吴军主编 978-7-5650-0888-7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评·品集 曹志培著 978-7-5650-1221-1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曹多勇中篇小说精选 曹多勇著 978-7-5650-1226-6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畜禽粪便污染的农业系统控制模拟及系统防
控对策

柳建国编著 978-7-5650-1522-9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文化引领与皖江发展:“第五届皖江地区历史
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

刘飞跃，李敬明主编 978-7-5650-1532-8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红十字运动研究.2014年卷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
会编

978-7-5650-1711-7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神话诗学研究 叶永胜著 978-7-5650-1867-1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生命刑法与环境刑法研究 李永升, 张光君著 978-7-5650-1897-8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神山灵语:齐云山故事集 胡冬发主编 978-7-5650-1944-9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博物馆资产财务管理 郑滢著 978-7-5650-1966-1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公共价值论 汪辉勇著 978-7-5650-2007-0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小从词稿 柯伯兴著 978-7-5650-2033-9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银行业务法律合规风险案例解析 主编易丰 978-7-5650-2072-8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旌德记忆 方光华主编 978-7-5650-2093-3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红十字运动研究.2015年卷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

会, 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会编
978-7-5650-2112-1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大美亳州
中共亳州市委宣传部, 亳州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主编
978-7-5650-2155-8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红十字运动:历史回顾与现实关怀 池子华著 978-7-5650-2193-0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完美的忧伤 张择瑞著 978-7-5650-2194-7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玩玉就玩潜山玉 程为本著 978-7-5650-2208-1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皖西名镇分路口 李云胜主编 978-7-5650-2247-0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环境影响评价 主编陈广洲, 徐圣友 978-7-5650-2276-0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带刀客说话 汤传福著 978-7-5650-2290-6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淮上游击队 梁金才著 978-7-5650-2382-8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资本论》选读 曹瑞斓主编 978-7-5650-2397-2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机场昆虫学基础 施泽荣[等]编著 978-7-5650-2400-9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媒体看工大:2010-2015 主编周军, 胡兴祥, 周慧 978-7-5650-2429-0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土地产权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研究

詹王镇著 978-7-5650-2436-8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诗意的栖居:谈环境污染 “科学心”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978-7-5650-2450-4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生命的守望:与生物及医学对话 “科学心”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978-7-5650-2461-0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实践研究:1874-1949 袁灿兴著 978-7-5650-2471-9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明清皖江流域文化消费与社会生活 崔磊著 978-7-5650-2491-7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航空公司运行控制 张亮[等]编著 978-7-5650-2497-9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善待与共存:环保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科学心”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978-7-5650-2533-4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书画安徽 老末编著 978-7-5650-2606-5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科技安徽 刘睿编著 978-7-5650-2610-2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区域生态补偿与协调发展研究:以合肥经济圈
为例

孙贤斌著 978-7-5650-2702-4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文学欣赏引论 张鹏飞著 978-7-5650-2937-0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宣州好人颂 宣州区委宣传部，宣州区文联，宣州区文明
办编

978-7-5650-2942-4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桐城派研究.第十八辑 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编 978-7-5650-2957-8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铁路卫生史研究:1876-1949 黄华平著 978-7-5650-2963-9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 王明韵主编 978-7-5650-2983-7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匾联背后的人文无锡 吴建，崔建周主编 978-7-5651-2054-1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协作之
道

陆亚娜著 978-7-5651-2504-1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校辅导员工作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吴云志著 978-7-5652-1062-4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四卷 傅维利主编 978-7-5652-2057-9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公安经济学 张兆端著 978-7-5653-1414-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刑法概说:总论 童伟华, 徐金挺著 978-7-5653-1494-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重庆法医理论与实践.第二卷 李剑波主编 978-7-5653-1569-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犯罪、羞耻与重整 (澳) 约翰·布雷思韦特著 978-7-5653-1585-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消防监督管理 景绒主编 978-7-5653-1890-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证据法学 李玉华, 王册主编 978-7-5653-1922-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外国入出境管理制度 侯洪宽, 张惠德, 魏晓林编著 978-7-5653-1956-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中国指纹史 沈国文, 徐同祥编著 978-7-5653-2018-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环境设计预防犯罪 (美) Timothy D. Crowe著 978-7-5653-2093-4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警察遇抗防卫与控制 王振华著 978-7-5653-2547-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风险社会中犯罪的规制和侦查 韩德明著 978-7-5653-2694-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 李兴国主编 978-7-5654-0198-5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小艾上班记:备考日记·中级会计实务.2,奋
斗如歌

陈艳红著 978-7-5654-0665-2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劳动与雇佣法经济学 杨伟国, 王瀛, 代懋主编 978-7-5654-1249-3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社会学概论 徐祥运, 刘杰编著 978-7-5654-1829-7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劳动合同管理 唐矿, 刘兰编著 978-7-5654-1914-0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劳动争议处理 刘兰, 唐矿编著 978-7-5654-1926-3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经济信息资源检索与图书馆利用 十所财经高校文献检索课程教材编写组编 978-7-5654-1947-8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碳市场计量经济学分析: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
系与清洁发展机制

(法) 朱利恩·谢瓦利尔著 978-7-5654-2120-4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伦理研究 田芯著 978-7-5654-2230-0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王超主编 978-7-5655-1070-0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紫丁香主要活性成分制备及抗氧化应激活性
评价

刘香萍著 978-7-5655-1220-9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学习指导

杜惠敏, 依里合木·牙生主编 978-7-5655-1227-8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不曾忘却:中国农业大学先贤风范 主编刘建平, 苏雅澄, 王玉斌 978-7-5655-1369-5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访学心语 向红玲，魏岩，吕冠纬主编 978-7-5655-1413-5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生物技术在农业废弃物中的应用与实践 主编科学技术部农村科技司 978-7-5655-1436-4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晴窗集:晓村茶话 徐晓村著 978-7-5655-1526-2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策略与工具 任剑锋著 978-7-5656-1772-0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文社会科学主旨问题报告 刘大椿著 978-7-5656-2007-2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寻找大国学术风范:杨义自选集 杨义著 978-7-5656-2446-9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困学苦思集:马克垚自选集 马克垚著 978-7-5656-2447-6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娃娃谷 (美) 苏珊著 978-7-5656-2508-4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团体心理辅导实务 主编刘视湘, 朱小茼, 贺双燕 978-7-5656-2538-1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艺术心理辅导实务 主编张雯, 刘视湘 978-7-5656-2539-8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箱庭 (沙游) 疗法实务 张雯, 刘视湘著 978-7-5656-2540-4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传统游戏的心理学探索 主编傅纳, 刘视湘 978-7-5656-2541-1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理拓展实务 主编刘视湘, 赵娜 978-7-5656-2542-8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音泭 周建设主编 978-7-5656-2644-9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理疾病的认识与治疗 林家兴著 978-7-5656-2960-0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走出忧郁 骆芳美，郭国祯著 978-7-5656-2980-8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儿童语言障碍 锜宝香著 978-7-5656-3012-5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灵感思维与原始文化 朱存明著 978-7-5656-3216-7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学欣赏 张无为主编 978-7-5657-0849-7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励志思变:我的人生往事 吕文福著 978-7-5657-1295-1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媒体人之于转型时代的别样观察 谭俞雄著 978-7-5657-1379-8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吴景超社会思想研究 邹千江著 978-7-5657-1383-5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疫病防治与健康传播:重庆的天花灭绝实践 刘娟著 978-7-5657-1486-3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国电影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研究 金雪涛著 978-7-5657-1506-8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语言交融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张彤著 978-7-5657-1692-8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著 978-7-5657-1714-7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陈佩斯的喜剧艺术 葛玉清著 978-7-5657-1717-8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高校教学督导与教学质量建设 田智辉, 甘罗嘉主编 978-7-5657-1719-2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从文学到出版:基于文化与商业的双重视角 秦艳华，路英勇著 978-7-5657-1787-1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探索:中国酒店业之父卢鸿炳自传 卢鸿炳, 黄燕丹著 978-7-5658-0150-1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四书五经.一 黄勇主编 978-7-5658-0952-1 汕头大学出版社

史记.一 黄勇主编 978-7-5658-0955-2 汕头大学出版社

娱乐:民间娱乐运动 胡元斌编著 978-7-5658-1526-3 汕头大学出版社

舞蹈:妙舞历史长空 胡元斌编著 978-7-5658-1528-7 汕头大学出版社

音乐:悠扬古乐音韵 胡元斌编著 978-7-5658-1535-5 汕头大学出版社

棋牌:棋牌发明智慧 胡元斌编著 978-7-5658-1538-6 汕头大学出版社

雕塑:雕塑艺术源流 李奎编著 978-7-5658-1540-9 汕头大学出版社

兵书:兵家韬略谋论 郭艳红编著 978-7-5658-1541-6 汕头大学出版社

汉语:悠久汉语历史 郭艳红编著 978-7-5658-1547-8 汕头大学出版社

蒙学:蒙学教育读本 郭艳红编著 978-7-5658-1548-5 汕头大学出版社

经传:儒家经传宝典 郭艳红编著 978-7-5658-1549-2 汕头大学出版社

墨宝:书法传世名作 方士华编著 978-7-5658-1555-3 汕头大学出版社

画系:国画方法体系 方士华编著 978-7-5658-1559-1 汕头大学出版社

长卷:国画长卷风采 方士华编著 978-7-5658-1562-1 汕头大学出版社

雕刻:精湛雕刻工艺 李奎编著 978-7-5658-1565-2 汕头大学出版社

户籍:安居乐业时代 郭伟伟编著 978-7-5658-1578-2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三山:大美中华三山 张建成编著 978-7-5658-1605-5 汕头大学出版社

奇山:佛教道教名山 张建成编著 978-7-5658-1606-2 汕头大学出版社

青铜:国之重器青铜 刘干才编著 978-7-5658-1607-9 汕头大学出版社

玉器:东方玉国之器 刘干才编著 978-7-5658-1608-6 汕头大学出版社

经典保卫战 徐林编著 978-7-5658-1912-4 汕头大学出版社

德军将帅狐狼榜 史习基编著 978-7-5658-1917-9 汕头大学出版社

美国战将龙虎榜 栗爱斌，宋绍松编著 978-7-5658-1918-6 汕头大学出版社

胡雪岩 于东莱等编著 978-7-5658-1939-1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世界历史 马健，张兰菊编著 978-7-5658-1988-9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中国战争 邓金林编著 978-7-5658-1991-9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 王星智编著 978-7-5658-1995-7 汕头大学出版社

海底两万里 (法)凡尔纳著 978-7-5658-2224-7 汕头大学出版社

千秋历史演变 牛月主编 978-7-5658-2310-7 汕头大学出版社

泱泱中华大统 牛月主编 978-7-5658-2311-4 汕头大学出版社

朗朗盛世乾坤 牛月主编 978-7-5658-2312-1 汕头大学出版社

宏图变法大略 牛月主编 978-7-5658-2313-8 汕头大学出版社

安邦定国雄兵 牛月主编 978-7-5658-2314-5 汕头大学出版社

恢宏军事史诗 牛月主编 978-7-5658-2315-2 汕头大学出版社

纵横天下邦交 牛月主编 978-7-5658-2316-9 汕头大学出版社

治国治吏长策 牛月主编 978-7-5658-2317-6 汕头大学出版社

公正严明法治 牛月主编 978-7-5658-2318-3 汕头大学出版社

富国开源税赋 牛月主编 978-7-5658-2321-3 汕头大学出版社

内外商贸并举 牛月主编 978-7-5658-2322-0 汕头大学出版社

民间兴盛百业 牛月主编 978-7-5658-2327-5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国粹书法光辉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30-5 汕头大学出版社

书法传世墨宝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31-2 汕头大学出版社

金石篆刻之光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32-9 汕头大学出版社

千古丹青画史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33-6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国画缤纷艺苑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34-3 汕头大学出版社

画派流芳魅力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35-0 汕头大学出版社

传世国画瑰宝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36-7 汕头大学出版社

扇面版画之美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37-4 汕头大学出版社

剪纸年画风采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38-1 汕头大学出版社

奇妙皮影木偶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39-8 汕头大学出版社

雕塑文化底蕴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40-4 汕头大学出版社

雕刻神工技艺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41-1 汕头大学出版社

岩画千秋古韵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43-5 汕头大学出版社

壁画神秘惊艳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44-2 汕头大学出版社

山石造像神采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346-6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丰富语言文字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47-3 汕头大学出版社

精彩说唱艺术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48-0 汕头大学出版社

浪漫神话传说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49-7 汕头大学出版社

绚丽民间故事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50-3 汕头大学出版社



壮丽英雄史诗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51-0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丰厚散文作品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52-7 汕头大学出版社

瑰丽诗歌殿堂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53-4 汕头大学出版社

词苑绝妙神韵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54-1 汕头大学出版社

文学散曲奇葩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55-8 汕头大学出版社

浩瀚小说源流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56-5 汕头大学出版社

经典小说名作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57-2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四大名著丰碑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58-9 汕头大学出版社

蒙学流传版本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59-6 汕头大学出版社

文学评论精华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60-2 汕头大学出版社

百家哲学著作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61-9 汕头大学出版社

彪炳青史典籍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62-6 汕头大学出版社

精辟政论专著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63-3 汕头大学出版社

兵法谋略奇书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64-0 汕头大学出版社

儒学经传宝典 鹿军士主编 978-7-5658-2366-4 汕头大学出版社

壮美黄河风光 冯欢主编 978-7-5658-2367-1 汕头大学出版社

长江万里画卷 冯欢主编 978-7-5658-2368-8 汕头大学出版社

壮美如画江河 冯欢主编 978-7-5658-2369-5 汕头大学出版社

湖山泊水魅力 冯欢主编 978-7-5658-2370-1 汕头大学出版社

泰山华山之尊 冯欢主编 978-7-5658-2371-8 汕头大学出版社

绝美中华三山 冯欢主编 978-7-5658-2373-2 汕头大学出版社

壮丽奇山险峰 冯欢主编 978-7-5658-2374-9 汕头大学出版社

梦幻天然美景 冯欢主编 978-7-5658-2377-0 汕头大学出版社

奇异自然名胜 冯欢主编 978-7-5658-2380-0 汕头大学出版社

古乐千秋流芳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85-5 汕头大学出版社

传世经典名曲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86-2 汕头大学出版社

美妙民族乐器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87-9 汕头大学出版社

神钧天奏大曲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88-6 汕头大学出版社

翩翩惊鸿妙舞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89-3 汕头大学出版社

兴盛体育项目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90-9 汕头大学出版社

传统娱乐活动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91-6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中华精武神功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92-3 汕头大学出版社

趣味游戏曲艺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93-0 汕头大学出版社



棋牌共娱共欢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94-7 汕头大学出版社

青铜文明之光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95-4 汕头大学出版社

华美玉石神韵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96-1 汕头大学出版社

古朴陶之风韵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97-8 汕头大学出版社

豪华金银重器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399-2 汕头大学出版社

珐琅流光溢彩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400-5 汕头大学出版社

琉璃辉煌金碧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401-2 汕头大学出版社

大漆髹饰光彩 杨宏伟主编 978-7-5658-2402-9 汕头大学出版社

行书绝世精品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405-0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国风长卷神韵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406-7 汕头大学出版社

神奇石窟雕塑 孙常福主编 978-7-5658-2407-4 汕头大学出版社

看得开 拿得起 放得下 杨建峰主编 978-7-5658-2423-4 汕头大学出版社

历代官学传承 周丽霞主编 978-7-5658-2438-8 汕头大学出版社

公平科举选拔 周丽霞主编 978-7-5658-2439-5 汕头大学出版社

传统太学私塾 周丽霞主编 978-7-5658-2440-1 汕头大学出版社

完备教育体系 周丽霞主编 978-7-5658-2441-8 汕头大学出版社

特色书院教育 周丽霞主编 978-7-5658-2442-5 汕头大学出版社

君子必修课目 周丽霞主编 978-7-5658-2443-2 汕头大学出版社

儒家信仰之道 周丽霞主编 978-7-5658-2444-9 汕头大学出版社

皇宫辉煌壮景 胡元斌主编 978-7-5658-2447-0 汕头大学出版社

绝代富丽华宫 胡元斌主编 978-7-5658-2448-7 汕头大学出版社

王府千载胜景 胡元斌主编 978-7-5658-2450-0 汕头大学出版社

古城魅力风韵 胡元斌主编 978-7-5658-2451-7 汕头大学出版社

帝王名臣祭庙 胡元斌主编 978-7-5658-2457-9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三大古都传奇 胡元斌主编 978-7-5658-2462-3 汕头大学出版社

爱伦·坡暗黑故事 (美)爱伦·坡著 978-7-5658-2463-0 汕头大学出版社

读史有智慧 文若愚编著 978-7-5658-2469-2 汕头大学出版社

惊魂的谜团 姜波主编 978-7-5658-2485-2 汕头大学出版社

惊人的巧合 刘天亮编著 978-7-5658-2486-9 汕头大学出版社

南怀瑾的32堂国学课 圣铎编著 978-7-5658-2497-5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1500个世界历史常识 朱立春编著 978-7-5658-2507-1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1500个中国历史常识 朱立春编著 978-7-5658-2508-8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3000个文化常识 星汉编著 978-7-5658-2509-5 汕头大学出版社



汉史其实很有趣 赵君编著 978-7-5658-2533-0 汕头大学出版社

人生要经得起诱惑，扛得住压力，耐得住寂
寞

秦泉主编 978-7-5658-2645-0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世界历史全知道 邢群麟主编 978-7-5658-2657-3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世界奇闻怪事 朱立春编著 978-7-5658-2665-8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世界上最好玩最有趣的500个冷门知识 朱立春主编 978-7-5658-2666-5 汕头大学出版社

受益一生的北大心理课 黄晓林编著 978-7-5658-2669-6 汕头大学出版社

受益一生的北大人文课 张卉妍编著 978-7-5658-2674-0 汕头大学出版社

受益一生的北大国学课 文章编著 978-7-5658-2677-1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战役大全 张卉妍编著 978-7-5658-2678-8 汕头大学出版社

清史原来很有趣 莫忆城编著 978-7-5658-2684-9 汕头大学出版社

细说大汉 桑楚主编 978-7-5658-2711-2 汕头大学出版社

细说大明 桑楚主编 978-7-5658-2712-9 汕头大学出版社

细说大清 桑楚主编 978-7-5658-2713-6 汕头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教训 秦泉主编 978-7-5658-2737-2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的教训 秦泉主编 978-7-5658-2738-9 汕头大学出版社

羊脂球 (法)莫泊桑著 978-7-5658-2747-1 汕头大学出版社

基督山恩仇记.上册 (法)大仲马著 978-7-5658-2752-5 汕头大学出版社

基督山恩仇记.下册 (法)大仲马著 978-7-5658-2752-5 汕头大学出版社

茶花女 (法)小仲马,著##(法)大仲马著 978-7-5658-2758-7 汕头大学出版社

漂亮朋友 (法)莫泊桑著 978-7-5658-2762-4 汕头大学出版社

心理学的智慧 兰若生编著 978-7-5658-2765-5 汕头大学出版社

心理学定律与经济学定律 叶枫编著 978-7-5658-2766-2 汕头大学出版社

演讲与口才知识 问道,达夫编著 978-7-5658-2767-9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容易犯的2000个语言错误 文若愚编著 978-7-5658-2771-6 汕头大学出版社

越问越聪明 朱立春主编 978-7-5658-2779-2 汕头大学出版社

谍影重重 楚淑慧编著 978-7-5658-2783-9 汕头大学出版社

人生随时要明心 秦泉主编 978-7-5658-2787-7 汕头大学出版社

浓厚血缘关系 梁新宇主编 978-7-5658-2818-8 汕头大学出版社

姓氏名号内涵 梁新宇主编 978-7-5658-2819-5 汕头大学出版社

先祖远古背影 李姗姗主编 978-7-5658-2831-7 汕头大学出版社

肩关节成形术 Gary M. Gartsman，T.Bradley Edwards主
编

978-7-5659-0000-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Enzinger & Weiss软组织肿瘤 Sharon W. Weiss，John R. Goldblum主编 978-7-5659-0001-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病理学 许又新著 978-7-5659-0002-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STOELTING麻醉与并存疾病手册
(美)Roberta L. Hines，(美)Katherine E. 

Marschall主编
978-7-5659-0004-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护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5659-0005-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外科手术技术图谱 Frank W. Sellke，Marc Ruel主编 978-7-5659-0010-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纳米医学 (瑞士)Kewal K. Jain著 978-7-5659-001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主管护师）资格考试核心考点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5659-001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成人和儿童呼吸与心脏问题的物理治疗 Jennifer A Pryor，S Ammani Prasad原著 978-7-5659-001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重症医学理论与诊疗技术 封志纯，陈贤楠主编 978-7-5659-001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新编护士用药手册 苏利群，王静芬，苏志成主编 978-7-5659-001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远离强迫 闫俊主编 978-7-5659-003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危重症处理原则和案例分析 刘文娴，吕树铮主编 978-7-5659-003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病学见习实习指南 Myrl R.S. Manley主编 978-7-5659-0039-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麻醉决策
Lois L. Bready，Susan H. Noorily，Dawn 

Dillman主编
978-7-5659-004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知情同意书汇编 王杉，黎晓新主编 978-7-5659-004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 William K. Ovalle[等]原著 978-7-5659-0045-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经颅磁刺激在精神科的临床应用 Mark S. George，Robert H. Belmaker主编 978-7-5659-004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胸心血管手术麻醉分册 卿恩明，赵晓琴主编 978-7-5659-004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进食障碍咨询与治疗 张大荣主编 978-7-5659-004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泌尿系统毒理学 曹毅，卢庆生主编 978-7-5659-005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骨科病理学图谱 (美)Lester E. Wold[等]原著 978-7-5659-005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案例统计分析与SAS应用 冯国双，罗凤基主编 978-7-5659-0053-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上消化道活检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 金珠主编 978-7-5659-005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胸痛:快速诊疗方略 方唯一主编 978-7-5659-005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上肢神经外科学 David J. Slutsky，Vincent R. Hentz主编 978-7-5659-005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运动创伤与疼痛的局部注射治疗法 田得祥著 978-7-5659-005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髋关节外科手术技术 James P. Waddell主编 978-7-5659-006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理治疗:婚姻与辅导 曾文星，徐静，吕秋云著 978-7-5659-007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科护理必备 杨莘，王彩云主编 978-7-5659-009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手术精要与并发症 俞光岩主编 978-7-5659-010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免疫毒理学 谭壮生，赵振东主编 978-7-5659-010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城市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政策 傅鸿鹏著 978-7-5659-011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循证医学基础 唐金陵，Paul Glasziou主编 978-7-5659-012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消化系统毒理学 王民生，马文军主编 978-7-5659-012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液脱落细胞学与睾丸组织病理学 主编曹兴午, 李宏军, 白文俊 978-7-5659-012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危重症护理必备 李春燕，刘颖青主编 978-7-5659-012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肿瘤科护理必备 丁玥主编 978-7-5659-0130-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手术室护理必备 魏革，马育璇主编 978-7-5659-013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米勒麻醉学.上卷 (美)Ronald D. Miller原著 978-7-5659-0138-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米勒麻醉学.下卷 (美)Ronald D. Miller原著 978-7-5659-0138-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科住院医师培训手册:理念与思路 于欣主编 978-7-5659-0141-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Johnston头影测量技术图解手册 Lysle E. Johnston，许天民，滕起民主编 978-7-5659-0147-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科急症 Matthew Castle， Rachel Jones原著 978-7-5659-0148-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认识你自己:大学生心理健康珍藏 胡佩诚主编 978-7-5659-0149-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女性盆底手术精要与并发症 朱兰，郎景和主编 978-7-5659-0153-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瓦斯爆炸伤害学 白俊清，李树峰主编 978-7-5659-016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麻醉与舒适医疗 杨承祥主编 978-7-5659-0161-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疾病临床概览 童笑梅，汤亚南主编 978-7-5659-0163-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消化内科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手册 王晶桐主编 978-7-5659-0165-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调剂学 张晓乐主编 978-7-5659-0166-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手册
(美)Sandra W. Roush，(美)Lynne 

Mclntyre, (美)Linda M. Baldy原著
978-7-5659-0170-6 北京大学出版社

缺血性卒中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二级预防:从
指南到实践

王春雪，秦海强主编 978-7-5659-0174-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注射充填颜面美容 Steven R. Cohen，Trevor M. Born主编 978-7-5659-0175-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头颈部影像病例点评200例
David M. Yousem，Ana Carolina B.S. da 

Motta原著
978-7-5659-0180-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病理解剖:指南和图谱 Walter E. Finkbeiner[等]原著 978-7-5659-018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教师必读——实用教学指导 John A. Dent，Ronald M. Harden原著 978-7-5659-018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脑卒中神经影像学实例解析
Alejandro A. Rabinstein；Steven J. 

Resnick主编
978-7-5659-018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波洛克心血管康复医学教科书 J.Larry Durstine[等]原著 978-7-5659-019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疼痛学 韩济生主编 978-7-5659-019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PET/CT——分子影像学新技术应用 王荣福主编 978-7-5659-019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意识现象与热力学 金怡，黄悦勤编著 978-7-5659-0205-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理治疗:家庭与辅导 曾文星，徐静，吕秋云著 978-7-5659-0206-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Visual FoxPro程序设计实验指导教程 吴明主编 978-7-5659-0208-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Visual FoxPro程序设计教程 吴明主编 978-7-5659-0209-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人文素质与医患沟通技能教程 刘惠军主编 978-7-5659-021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旅行与热带医学手册 Elaine C. Jong，Christopher Sanford主
编

978-7-5659-0212-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科肿瘤学 孙建衡，蔡树模，高永良主编 978-7-5659-021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胃癌 梁寒主编 978-7-5659-0227-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麻醉超声诊断与接入技术 (爱尔兰)Dominic Harmon[等]原著 978-7-5659-022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血液毒理学 李建祥，宋玉果，栗建林主编 978-7-5659-023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诊科疾病临床诊疗规范教程 于学忠，周荣斌，王仲主编 978-7-5659-0231-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小儿外科学图谱 Lewis Spitzer，Arnold G. Coran原著 978-7-5659-023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科失误的预防和处理 原著Stephen R.T. Evans 978-7-5659-0239-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查房医嘱手册 蔺莉, 靳家玉主编 978-7-5659-0240-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沟通技能 (英)Margaret Lloyd，(英)Robert Bor原著 978-7-5659-0245-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Stahl精神药理学精要:神经科学基础与临床
应用

Stephen M. Stahl原著 978-7-5659-024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肩肘外科学 崔国庆主译 978-7-5659-0248-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与进食障碍分手 Jenni Schaefer，Thom Rutledge原著 978-7-5659-0249-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危重症患者麻醉管理进阶参考 王天龙[等]主编 978-7-5659-025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应试指导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写 978-7-5659-025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瓣膜性心脏病:《Braunwald心脏病学》姊妹
卷

Catherine M. Otto, Robert O. Bonow原著 978-7-5659-025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复杂冠状动脉病变的介入治疗 方唯一，霍勇，葛均波主编 978-7-5659-025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麻醉系列丛书,麻醉基本操作分册 主编冯艺 978-7-5659-0258-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常见临床症状的鉴别诊断与治疗:症状诊断思
路与流程

秦明照，左大鹏主编 978-7-5659-0259-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女性肿瘤与性 Anne Katz原著 978-7-5659-0265-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心血管内科查房医嘱手册 李虹伟, 严松彪主编 978-7-5659-026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介入治疗并发症防治 主编李为民, 李悦 978-7-5659-0272-7 北京医学出版社

整形外科手术精要与并发症 李健宁，谷廷敏主编 978-7-5659-027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习题集:2015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写 978-7-5659-0275-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风湿免疫科查房医嘱手册 段婷主编 978-7-5659-0276-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手术精要与并发症 魏丽惠主编 978-7-5659-027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泌尿外科查房医嘱手册 田野, 杨培谦主编 978-7-5659-027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全真模拟及精解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写 978-7-5659-028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药用植物志.第十二卷,被子植物门 艾铁民主编 978-7-5659-0281-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父母与子女的心理辅导:呵护孩子心灵成长 林红，王成彪著 978-7-5659-028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大肠肿瘤筛查及早诊早治100问 韩英主编 978-7-5659-0284-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奈特内科学
Marschall S. Runge, M. Andrew Greganti

主编
978-7-5659-0285-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一本通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著 978-7-5659-028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周氏实用心电图学 Borys Surawicz，Timothy K. Knilans原著 978-7-5659-028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骨科查房医嘱手册 王炳强主编 978-7-5659-029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感染科查房医嘱手册 王红, 田瑛主编 978-7-5659-029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超声心动图学 Catherine M. Otto原著 978-7-5659-029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核心2000题:2015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写 978-7-5659-029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核心考点:2015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写 978-7-5659-029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校医实用手册 周丽主编 978-7-5659-029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胸外科手术技术图谱 JB Zwischenberger原著 978-7-5659-030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骨与软组织肿瘤 主编徐万鹏 978-7-5659-0301-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美国骨科医师学会骨科学教程:骨科知识更新 邱贵兴主译 978-7-5659-0302-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优生优育书简 陈联群主编 978-7-5659-0304-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皮肤病学 主编Martin Black ... [等] 978-7-5659-0306-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MRI读片宝典 王滨主编 978-7-5659-0307-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心外科查房医嘱手册 杨传瑞著 978-7-5659-030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律失常介入治疗 吴立群，宿燕岗主编 978-7-5659-0309-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胸外科查房医嘱手册 龚民主编 978-7-5659-0311-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子宫颈细胞与组织病理 廖秦平, 耿力主编 978-7-5659-0312-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电子顺磁共振波谱学及其应用 卢景雰主编 978-7-5659-0313-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物药剂学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 978-7-5659-0329-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肾内科查房医嘱手册 刘文虎，张东亮主编 978-7-5659-0331-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殖医学微创手术学 马彩虹，乔杰主编 978-7-5659-0335-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问题导向学习（PBL）指南 Samy Azer原著 978-7-5659-033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男性肿瘤与性 Anne Katz原著 978-7-5659-033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创伤后应激障碍 王学义，李凌江主编 978-7-5659-034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肿瘤化疗手册 陈忠平，杨群英编著 978-7-5659-0343-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创伤骨科手术技术 Emil H. Schemitsch，Michael D. McKee原
著

978-7-5659-0345-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3套卷 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5659-034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介入图谱
Adnan I. Qureshi，Alexandros L. 

Georgiadis原著
978-7-5659-034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经导管瓣膜治疗术 Christoph Huber,Ted Feldman原著 978-7-5659-035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公共卫生防范能力:美国州和地方计划标准

Division of State and Local Readiness 
in the Office of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原著

978-7-5659-035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健康社会工作手册
(美)Sarah Gehlert, (美)Teri Arthur 

Browne主编
978-7-5659-036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遗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病因、诊断、多学
科护理及治疗

Jo-David Fine，Helmut Hintner原著 978-7-5659-0361-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诊护理必备 徐国英著 978-7-5659-036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心电图精解 牟延光主编 978-7-5659-036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介入放射学:生存指南 David Kessel，Iain Robertson原著 978-7-5659-036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肝移植病例精粹 修典荣、朱继业、原春辉著 978-7-5659-0369-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缺血性脑卒中与五大危险因素 章成国著 978-7-5659-037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理社会肿瘤学 唐丽丽、王建平主编 978-7-5659-0373-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肥胖症:从基础到临床 Gareth Williams, Gema Fruhbeck原著 978-7-5659-0377-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胸部影像学
Theresa C. McLoud，Phillip M. Boiselle

原著
978-7-5659-038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脊髓神经外科手术技术图谱 杨俊，杨海峰著 978-7-5659-038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殖与发育毒理学 李芝兰, 张敬旭主编 978-7-5659-038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科病理鉴别诊断学 Paolo Gattuso[等]原著 978-7-5659-0389-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新编国际护理英语听说教程 沈海燕编著 978-7-5659-0392-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乳房肿瘤整形外科学 Maurice Y Nahabedian原著 978-7-5659-039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老年精神药物速查手册 编者Joel Sadavoy 978-7-5659-039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关节镜外科学 敖英芳主编 978-7-5659-0400-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眼科疾病的发病机制与治疗 Leonard A. Levin, Daniel M. Albert原著 978-7-5659-040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卢瑟福血管外科学.上卷
(美)Jack L. Cronenwett，(加)K. Wayne 

Johnston原著
978-7-5659-041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卢瑟福血管外科学.下卷
(美)Jack L. Cronenwett，(加)K. Wayne 

Johnston原著
978-7-5659-041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脊柱外科学
Jeffrey M. Spivak，Patrick J. Connolly

原著
978-7-5659-0413-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乳腺细胞病理学 Syed Z. Ali,Anil V. Parwani原著 978-7-5659-041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脊柱经皮微创技术
Daniel H.Kim, Kyung-Hoon Kim, Yong-

Chul Kim原著
978-7-5659-0416-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预防心脏病学实践操作手册 (美)Catriona Jennings[等]原著 978-7-5659-042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肩和肘关节手术技术 Donald H. Lee，Robert J. Neviaser原著 978-7-5659-0425-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解读心电图 John R. Hampton原著 978-7-5659-042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罗森急诊医学.上卷 Marx, Hockberger, Walls原著 978-7-5659-042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罗森急诊医学.下卷 Marx, Hockberger, Walls原著 978-7-5659-042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课堂感觉:教育想象力探寻 王振刚著 978-7-5659-043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力衰竭:《Braunwald心脏病学》姊妹卷 Douglas L. Mann原著 978-7-5659-0433-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核医学病例点评200例 Harvey A. Ziessman, Patrice Rehm原著 978-7-5659-043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病性病中西医结合治疗学 雷鹏程主编 978-7-5659-043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血液科查房医嘱手册 主编王昭 978-7-5659-043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血管疾病患者管理手册
(美)Todd E. Rasmussen，(美)W. Darrin 
Clouse，(美)Britt H. Tonnessen主编

978-7-5659-043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颅面生长发育学 Donald H. Enlow，Mark G. Hans原著 978-7-5659-0439-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多发性硬化 刘广志主编 978-7-5659-0440-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脊髓肿瘤外科学 主编王振宇 978-7-5659-0441-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如何生个健康宝宝:备孕·孕产·育儿·不孕 魏丽惠主编 978-7-5659-0443-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枢神经系统常见肿瘤诊疗纲要 中国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编著 978-7-5659-0445-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康复实践操作手册 (奥)Josef Niebauer主编 978-7-5659-0447-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无菌过滤 (美)Maik W. Jornitz主编 978-7-5659-0448-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救与自救 闫波主编 978-7-5659-045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疗器械安全有效性评价:对构建现行体制下
医疗器械科学评价体系的探索

周力田编著 978-7-5659-0455-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普通外科查房医嘱手册 张忠涛主编 978-7-5659-0456-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殖内分泌疾病诊断与治疗 李蓉, 乔杰主编 978-7-5659-046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内分泌科查房医嘱手册 洪旭主编 978-7-5659-0462-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血液学图谱
(英)A. Victor Hoffbrand, (英)John E. 

Pettit, (英)Paresh Vyas著
978-7-5659-0465-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周动脉疾病介入治疗 王深明，常光其主编 978-7-5659-046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宫腔镜技术:宫腔病变的门诊诊断和治疗 Linda D. Bradley，Tommaso Falcone原著 978-7-5659-046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骨肿瘤标准化手术 牛晓辉，郝林主编 978-7-5659-046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卫生服务研究:理论与实践 陈育德, 张拓红主编 978-7-5659-047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结直肠与肛门外科学.上卷
Michael R B Keighley，Norman S 

Williams原著
978-7-5659-0472-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结直肠与肛门外科学.下卷
Michael R B Keighley，Norman S 

Williams原著
978-7-5659-0472-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积极认知行为治疗 唐平主编 978-7-5659-0473-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术中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的应用 赵晓琴主编 978-7-5659-0474-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心脏病学 杜军保主编 978-7-5659-0476-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倒计时90天: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复习指南 山东大学护理学院编 978-7-5659-0484-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诊无创机械通气ABC
Roberto Cosentini，Stefano Aliberti，

Anna Maria Brambilla原著
978-7-5659-048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男科学:男性生殖健康与功能障碍
(德)Eberhard Nieschlag， (德)Hermann 
M. Behre，(德)Susan Nieschlag原著

978-7-5659-049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护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南 山东大学护理学院编 978-7-5659-049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际旅行卫生 世界卫生组织原著 978-7-5659-049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红斑狼疮:从基础到临床 陆前进，张建中，邓丹琪主编 978-7-5659-049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心电图 John R. Hampton原著 978-7-5659-049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查房医嘱手册 王宁宇，马芙蓉主编 978-7-5659-050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士临床思维训练 张洪君, 李葆华主编 978-7-5659-0503-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应用心电图 John R.Hampton原著 978-7-5659-050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主管护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南 山东大学护理学院编 978-7-5659-0509-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挥鞭伤: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 (美)Meridel I. Gatterman原著 978-7-5659-051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耳外科学
(美)Derald E. Brackmann, (美)Clough 

Shelton, Moises A. Arriaga原著
978-7-5659-0514-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脑膜瘤
M.Necmettin Pamir，Peter M. Black，

Rudolf Fahlbusch原著
978-7-5659-0519-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胸部影像病例点评164例
Phillip M. Boiselle，Gerald F. 
Abbott，Theresa C. McLoud原著

978-7-5659-052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西医综合应试宝典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521-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肿瘤治疗通路工具指南:护理实践与教育 Dawn Camp-Sorrell原著 978-7-5659-0522-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临床执业医师应试习题
集:2015.上册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52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临床执业医师应试习题
集:2015.下册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52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临床执业医师应试指导.上
册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52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临床执业医师应试指导.下
册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52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病学精要袖珍手册 Basant K. Puri原著 978-7-5659-0525-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临床执业医师过关冲刺
3000题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527-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临床执业医师考试全真模
拟及精解:2015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529-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考试一本通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531-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电图实践教程:在心电图中学会心电图 程月仙, 王国凤著 978-7-5659-0532-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应试指导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53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清宫配方集成 陈可冀主编 978-7-5659-053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围术期神经系统监测
Antoun Koht，Tod B. Sloan，J.Richard 

Toleikis主编
978-7-5659-053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积水潭 骨与软组织肿瘤病例精粹:多学科综
合讨论

牛晓辉，丁易主编 978-7-5659-0541-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血管与介入影像病例点评171例
(美)Nael E. A. Saad, (美)Suresh 

Vedantham, (美)Jennifer E. Gould原著
978-7-5659-0546-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结直肠外科学 Robin K.S. Phillips原著 978-7-5659-0547-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人文素质与医患沟通技能 刘惠军主编 978-7-5659-0549-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律植入装置的感染与处理 李学斌，郭继鸿主编 978-7-5659-0551-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过关冲
刺2000题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552-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肿瘤支持治疗学 Mellar P. Davis[等]原著 978-7-5659-0554-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移植护理必备 王颖，颜霞主编 978-7-5659-055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美国结直肠外科医师学会结直肠外科学 David E. Beck[等]原著 978-7-5659-0558-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药用植物志.第十卷,被子植物门双子叶
植物纲

艾铁民主编 978-7-5659-056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口腔执业医师应试习题集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56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考试一本通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56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关注你的脉搏 刘文玲，郭继鸿主编 978-7-5659-056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影像病例点评200例 Thierry A. G. M. Huisman原著主编 978-7-5659-0568-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灾后社会心理支持核心信息卡 马弘主编 978-7-5659-0574-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诊影像病例点评200例 Stuart E. Mirvis[等]原著 978-7-5659-0575-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内科疾病诊疗掌中宝 丁文惠，洪涛，霍勇主编 978-7-5659-057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口腔急诊常见疾病诊疗手册 姬爱平主编 978-7-5659-0577-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食管胃外科学
(英)S. Michael Griffin，(英)Simon A. 

Raimes原著
978-7-5659-057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化学治疗与生物治疗实践指南及建议
(美)Martha Polovich，(美)Julie M. 

Whitford，(美)Mikaela Olsen著
978-7-5659-057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胆道微创外科学 刘京山，张宝善主编 978-7-5659-058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口腔组织学与病理学 高岩，李铁军主编 978-7-5659-058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脑卒中防治百问 樊东升主编 978-7-5659-0589-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日本大肠癌临床病理处理规范 日本大肠癌研究会原著 978-7-5659-0594-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电图入门教程 程月仙著 978-7-5659-059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部分膝关节置换术 Keith R. Berend，Fred D. Cushner原著 978-7-5659-059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与生物学实验室安全技术管理 范宪周，孟宪敏主编 978-7-5659-060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公共卫生硕士（MPH）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
及考试指南:2013版

胡永华，姜庆五主编 978-7-5659-0602-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微创胸外科手术图谱
Robert J. McKenna, Jr.，Ali 

Mahtabifard，Scott J. Swanson原著
978-7-5659-060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双相障碍探究:美国文化中的躁狂和抑郁 Emily Martin原著 978-7-5659-0607-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肾活检病理学 邹万忠主编 978-7-5659-060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肱骨近端骨折的外科治疗 付中国，张殿英主编 978-7-5659-061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科医学之妇女保健 Danielle Mazza原著 978-7-5659-0611-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机械循环支持:《Braunwald心脏病学》姊妹
卷

Robert L. Kormos，Leslie W. Miller原著 978-7-5659-0612-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公共卫生硕士（MPH）专业学位联考应试习题
集:2013版

刘民主编 978-7-5659-0614-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预防心脏病学:《Braunwald心脏病学》姊妹
篇

Roger S. Blumenthal，JoAnne M. Foody，
Nathan D. Wong原著

978-7-5659-0615-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院现场评价:评审员工作手册 周军，李岩主编 978-7-5659-0617-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理学 Michelle A. Clark[等编] 978-7-5659-0620-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职业精神培育
Richard L. Cruess，Sylvia R. Cruess，

Yvonne Steinert原著
978-7-5659-0625-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埃德勒眼科生理学 Leonard A. Levin[等]原著 978-7-5659-0629-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许又新文集 许又新著 978-7-5659-0630-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眼科治疗手册:临床指南
(美)Bruce E. Onofrey，(美) Leonid 

Skorin, Jr.，(美)Nicky R. Holdeman著
978-7-5659-063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律失常经典心电图:《心脏电生理：从细胞
到临床》姊妹篇

Mithilesh K. Das，Douglas P. Zipes原著 978-7-5659-063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风湿性疾病的肌肉骨骼超声:标准化操作及应
用

张卓莉主编 978-7-5659-063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镜超声学 Robert H. Hawes，Paul Fockens原著 978-7-5659-063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护师）资格考试历年考题汇编
及精解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写 978-7-5659-063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护师)资格考试核心2000题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写 978-7-5659-0639-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半月板 Philippe Beaufils，René Verdonk原著 978-7-5659-0640-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美国医疗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国际部(JCI)医
院评审－应审指南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原著 978-7-5659-0641-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PET与分子影像分册 丛书主编郭启勇 978-7-5659-0642-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耳乳突显微外科学 (意)Mario Sanna[等]主编 978-7-5659-0643-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童青少年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指导:有氧
适宜运动处方汇编

宋逸，马军主编 978-7-5659-0644-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感染性疾病治疗中的药物相互作用
Stephen C. Piscitelli，Keith A. 
Rodvold，Manjunath P. Pai主编

978-7-5659-0645-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辛曼泌尿外科手术图解
Joseph A. Smith, Jr.，Stuart S. 
Howards，Glenn M. Preminger原著

978-7-5659-064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科病理学.上卷 Juan Rosai原著 978-7-5659-064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科病理学.下卷 Juan Rosai原著 978-7-5659-064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葡萄膜炎图谱 杨柳主编 978-7-5659-065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前必读 吕厚山主编 978-7-5659-065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寻找大医精神 邢远翔主编 978-7-5659-065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殖医学实验室技术 刘平，乔杰主编 978-7-5659-0653-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护师)资格考试习题集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写 978-7-5659-065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流行病学:疾病结局的研究 Noel S. Weiss原著 978-7-5659-0656-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奈特简明骨科学彩色图谱 Jon C. Thompson原著 978-7-5659-0659-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护师）资格考试全真模拟及精
解:2015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写 978-7-5659-066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脊柱手术指南 Uwe Vieweg，Frank Grochulla原著 978-7-5659-066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骨质疏松症图谱 Eric S. Orwoll原著 978-7-5659-066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髋关节炎的手术治疗:重建、置换与翻修
William J. Hozack, Javad Parvizi, 

Benjamin Bender原著
978-7-5659-0664-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实习教学指南 郑维扬，方国存，刘杰主编 978-7-5659-0665-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足踝外科学精要 David B. Thordarson原著 978-7-5659-066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斜视手术彩色图谱:策略与技巧 Kenneth W. Wright原著 978-7-5659-0667-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临床技能 Richard B. Goldbloom原著 978-7-5659-067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病百问 朱学骏著 978-7-5659-0671-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性健康了才健康 孙希诰，王应立主编 978-7-5659-0673-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运动创伤检查法 曲绵域，田得祥编著 978-7-5659-067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血管介入治疗手册 Morton J. Kern原著 978-7-5659-067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育力保护与生殖储备 乔杰主编 978-7-5659-0691-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专属你的解决方案:完美皮肤保养指南 Leslie Baumann, M.D.原著 978-7-5659-070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母乳喂养培训教程 王惠珊，曹彬主编 978-7-5659-070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科医学之心理健康
Grant Blashki，Fiona Judd，Leon 

Piterman原著
978-7-5659-0711-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物膜与医学 程时主编 978-7-5659-0714-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骨关节与软组织分册 丛书主编郭启勇 978-7-5659-072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医学博士英语统考复习宝典 李菡主编 978-7-5659-072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头颈分册 郭启勇主编 978-7-5659-072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科疾病及相关诊疗技术进展 范贤明，曾晓荣，徐勇主编 978-7-5659-0729-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瘙痒 Laurent Misery，Sonja Stander原著 978-7-5659-073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养老奉亲书 (宋)陈直著 978-7-5659-0734-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口腔修复工艺学 主编周永胜, 佟岱 978-7-5659-0755-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口腔黏膜病学 主编华红, 刘宏伟 978-7-5659-0756-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口腔种植学 主编林野 978-7-5659-0758-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泌尿生殖分册 丛书主编郭启勇 978-7-5659-0777-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疫苗手册:临床医生实用指南 Gary S. Marshall原著 978-7-5659-077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微创减肥外科学
Philip R. Schauer，Bruce D. Schirmer，

Stacy A. Brethauer原著
978-7-5659-077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应试习题集 唐军民，张雷主编 978-7-5659-078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度与深度镇静的临床应用 原著Richard D. Urman, Alan D. Kaye 978-7-5659-0781-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爱心护理院管理规范 李宝库主编 978-7-5659-0782-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实践技能考试站站通 郭晓蕙主编 978-7-5659-0784-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电生理解剖实用手册 S. Yen Ho，Sabine Ernst原著 978-7-5659-0790-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实践技能考试站站通:2015 郭晓蕙主编 978-7-5659-0792-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电图实例精解 Dean Jenkins，Stephen Gerred原著 978-7-5659-0793-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胸部分册 丛书主编郭启勇 978-7-5659-0797-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创新卫生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外交 Daniel Low-Beer[等]原著 978-7-5659-0798-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欧氏重症监护手册 Andrew D Bersten, Neil Soni原著 978-7-5659-0801-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应试习题集 傅松滨主编 978-7-5659-080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养老奉亲书 (宋)陈直著 978-7-5659-0804-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实用方法 田本淳主编 978-7-5659-080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超声引导下区域麻醉:周围神经阻滞及置管实
用操作方法

Fernando L. Arbona，Babak Khabiri，
John A. Norton原著

978-7-5659-080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抗结核病固定剂量复方制剂药品GMP检查指南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

验中心编写
978-7-5659-081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老年患者的口腔修复治疗 冯海兰主编 978-7-5659-0811-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生理学 宋德懋主编 978-7-5659-081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小儿的姿势 有马正高，北原佶原著 978-7-5659-0813-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应试习题集 唐朝枢，刘志跃主编 978-7-5659-081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早泄：从病因到诊断和治疗
Emmanuele A. Jannini，Chris G. 
McMahon，Marcel D. Waldinger原著

978-7-5659-081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心血管分册 丛书主编郭启勇 978-7-5659-081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积水潭创伤骨科护理 高小雁，彭贵凌主编 978-7-5659-0821-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直肠、肛管与会阴重建手术学
Andrew P. Zbar，Robert D. Madoff，

Steven D. Wexr原著
978-7-5659-082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心脏病知识 颜红兵，孙羽主编 978-7-5659-0825-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老年护理师实务培训:高级 尚少梅主编 978-7-5659-0826-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老年期痴呆专业照护:护理人员实务培训 洪立，王华丽主编 978-7-5659-0827-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MCCB中国常模手册 于欣主编 978-7-5659-0828-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爱心护理院医生手册 李宝库主编 978-7-5659-0829-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爱心护理院护士手册 李宝库主编 978-7-5659-0831-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基础与临床 陈可冀主编 978-7-5659-0832-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决策 Stuart B. Mushlin,Harry L. Greene II原
著

978-7-5659-083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聪明的照护者:家庭痴呆照护教练书 洪立，王华丽著 978-7-5659-0837-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眼科常见疾病的CT及MRI图谱 李若溪主编 978-7-5659-0839-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高血压防治追梦半世纪: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事

刘力生主编 978-7-5659-084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5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高分
冲刺5套卷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0841-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人老睡眠不老 主编陈贵海 978-7-5659-0842-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老年高血压诊治进展 刘梅林主编 978-7-5659-0845-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希夫肝脏病学
Eugene R. Schiff，Willis C. Maddrey，

Michael F. Sorrell原著
978-7-5659-084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强迫症知识问答集 闫俊编著 978-7-5659-084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病理生理学 孟凡星，高维娟主编 978-7-5659-085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动脉血气实例精解:“二断五定”快速判
读法

董尚文主编 978-7-5659-0857-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冷冻消融治疗心律失常 Audrius J. Bredikis，David J. Wilber原
著

978-7-5659-085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实验设计分析与SAS实现 主编冯国双, 刘德平 978-7-5659-0860-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医学影像信息学与质量
控制分册

丛书主编郭启勇 978-7-5659-0862-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抗原修复技术:免疫组织化学发展史上的里程
碑

石善溶，顾江，吴秉铨主编 978-7-5659-086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Yao & Artusio麻醉学:问题为中心的病例讨
论

Fun-Sun F. Yao原著主编 978-7-5659-0868-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叶酸对健康和疾病的作用 Lynn B. Bailey原著主编 978-7-5659-0869-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影像诊断 陈步星[等]主编 978-7-5659-087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系统解剖学 张卫光主编 978-7-5659-087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诊断病理学手册 主编廖松林 978-7-5659-0878-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围术期二维经食管超声心动图实用手册 Annette Vegas原著 978-7-5659-0879-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病理学 李良主编 978-7-5659-0880-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病理学 主编张子敬, 周建华 978-7-5659-0881-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外科学 严仲瑜，高嵩主编 978-7-5659-0882-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学 Bradley S. Marino, Katies S. Fine 978-7-5659-0884-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 Tamara Callahan, Aaron B. Caughey 978-7-5659-0885-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病学 Frank W. Drislane ... [等] 978-7-5659-088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乳腺肿瘤临床病理学 阚秀，丁华野，沈丹华主编 978-7-5659-088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药用植物志.第十一卷,被子植物门 主编艾铁民 978-7-5659-088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周神经阻滞与超声介入解剖 Admir Hadzic原著 978-7-5659-0893-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严重创伤救治规范 姜保国主编 978-7-5659-089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科药物解析 David Healy原著 978-7-5659-089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麻醉病例精粹 张欢主编 978-7-5659-0899-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ICU气道湿化精要 原著Antonio Matias Esquinas 978-7-5659-090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临床思维教程:以问
题为中心的探讨

涂平，陈喜雪编著 978-7-5659-0901-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诊心电图快速解读:心电图视觉记忆指南
Jennifer L. Martindale，David F.M. 

Brown原著
978-7-5659-090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医学免疫学 王月丹主编 978-7-5659-0905-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读书与思维:开启医学生的人文视野 刘萍主编 978-7-5659-0908-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血管医学精要 主编王宏宇 978-7-5659-0909-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形态学实验教程,病理学分册 主编张子敬 978-7-5659-091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儿科学 童笑梅，汤亚南主编 978-7-5659-0912-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Huszar基础心律失常和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解析和处理

Keith Wesley原著 978-7-5659-0913-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心律失常与电生理学:《Braunwald心脏
病学》姊妹卷

Ziad F. Issa，John M. Miller，Douglas 
P. Zipes原著

978-7-5659-0915-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球卫生谈判与导航:全球卫生外交案例研究 Ellen Rosskam，Ilona Kickbusch原著 978-7-5659-091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要点速记 周德山主编 978-7-5659-0917-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经颅磁刺激与神经精神疾病 王学义，陆林主编 978-7-5659-091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童运动发育迟缓康复训练图谱 刘振寰，戴淑凤主编 978-7-5659-091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应试习题集 李刚，马文丽主编 978-7-5659-092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童肾脏病知识百问 贾玉静主编 978-7-5659-0921-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病理学精要图谱
Kasia S. Masterpol，Andrea Primiani，

Lyn M. Duncan原著
978-7-5659-0922-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应试习题集 高秀来主编 978-7-5659-0923-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威廉姆斯产科学 F. Gary Cunningham ... [等] 978-7-5659-0925-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威廉姆斯妇科学 Barbara L. Hoffman ... [等] 978-7-5659-0926-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住院医师/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培训
指南

李岩主编 978-7-5659-092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积水潭骨科疼痛管理 高小雁，彭贵凌主编 978-7-5659-0929-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周神经超声图谱 Siegfried Peer，Hannes Gruber原著 978-7-5659-0930-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寄生虫学 Sougata Ghosh 978-7-5659-0931-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1世纪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再定位 柯杨主编 978-7-5659-0933-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恶性肿瘤骨转移及骨相关疾病临床诊疗专家
共识:2014版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
会(CRPC)，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

业委员会(CSCO)[编]

978-7-5659-0934-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理学应试习题集 乔国芬，娄建石，陶亮主编 978-7-5659-0935-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Huszar基础心律失常和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袖珍指南:解析和处理

原著Keith Wesley 978-7-5659-093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历年考题汇编及精解 杨芳宇主编 978-7-5659-0937-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高原医学 主编格日力 978-7-5659-0938-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美国骨矿研究学会骨矿盐疾病与代谢性骨病
学

Clifford J. Rosen原著 978-7-5659-094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3年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编] 978-7-5659-094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理学要点速记 主编铁璐 978-7-5659-094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要点速记 郑群主编 978-7-5659-094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VB-MAPP语言行为里程碑评估及安置程序.上
册,指南

Mark L. Sundberg原著 978-7-5659-094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VB-MAPP语言行为里程碑评估及安置程序.下
册,概况

Mark L. Sundberg原著 978-7-5659-094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机能实验学 主编朱志红 978-7-5659-094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诊断学要点速记 白静主编 978-7-5659-0948-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质量管理:实践指南
Fabiola Bento，Sandro Esteves，Ashok 

Agarwal原著
978-7-5659-0950-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病理学精要与习题 Arthur S. Schneider, Philip A. Szanto 978-7-5659-0953-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理学精要与习题 Linda S. Costanzo 978-7-5659-0954-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理学精要与习题 Gary C. Rosenfeld, David S. Loose 978-7-5659-0955-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精要与习题 Kyung Won Chung, Harold M. Chung 978-7-5659-095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精要与习题
Louise Hawley, Richard J. Ziegler, 

Benjamin L. Clarke
978-7-5659-0957-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精要与习题 Michael A. Lieberman, Rick Ricer 978-7-5659-095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疑难病例 周衡主编 978-7-5659-096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神经病理学经典与疑难病例荟萃:全国临
床神经病理读片讨论会10周年纪念专辑

全国临床神经病理读片讨论会组织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脑神经病理专业组编

978-7-5659-096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医学人文评论.2014 张大庆主编 978-7-5659-0963-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师管理制度的国际比较 简伟研, 熊先军, 郭岩著 978-7-5659-096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排忧解男题 姜辉，商学军，唐珍主编 978-7-5659-0965-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儿科分册 丛书主编郭启勇 978-7-5659-0966-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上颈椎与颅脊交界区重建 Petr Suchomel, Ondrej Choutka原著 978-7-5659-096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口岸重点传染病排查及检验技术实用手册 主编祁军 978-7-5659-0969-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超声病例点评119例 原著Karen L.Reuter, John P.McGahan 978-7-5659-0971-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真皮充填注射美容实用指南 原著Rebecca Small, Dalano Hoang 978-7-5659-097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肉毒杆菌毒素注射美容实用指南 原著Rebecca Small, Dalano Hoang 978-7-5659-0974-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消化分册 丛书主编郭启勇 978-7-5659-0977-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血管生物学 董尔丹，张幼怡主编 978-7-5659-097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克氏外科学 Courtney M. Townsend[等]原著 978-7-5659-097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积水潭小儿骨科护理 高小雁,董秀丽主编 978-7-5659-098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神经分册 丛书主编郭启勇 978-7-5659-0981-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新概念心电图 郭继鸿著 978-7-5659-098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凯利风湿病学.上卷 原著Gary S. Firestein ... [等] 978-7-5659-098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凯利风湿病学.下卷 原著Gary S. Firestein ... [等] 978-7-5659-098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新概念老年医学 董碧蓉主编 978-7-5659-0990-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影像信息学 王骏, 周晓政, 陈安民主编 978-7-5659-0991-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美国医师执照考试USMLE STEP 2 CS临床技能 Tao Le ... [等] 著 978-7-5659-0993-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住院医师病例分析与讨论
Debra L. Klamen, Edward R. Yeomans, 

Charlie C. Kilpatrick
978-7-5659-0994-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科住院医师病例分析与讨论 Debra L. Klamen, Susan Thompson 978-7-5659-0995-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科住院医师病例分析与讨论 Debra L. Klamen ... [等] 978-7-5659-0996-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儿科重症疾病诊断与治疗 赵春，孙正芸主编 978-7-5659-0998-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骨盆肿瘤外科学 郭卫主编 978-7-5659-0999-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LASIK：角膜屈光手术新进展
Lucio Buratto，Stephen G. Slade，Marco 

Tavolato原著
978-7-5659-100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情商修炼和压力管理 孙红,张辉,张曼华编著 978-7-5659-100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脊柱外科手术技术 Alexander R.Vaccaro，Eli M.Baron原著 978-7-5659-100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实用心血管病学 郭继鸿[等]主编 978-7-5659-100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美容整形外科学
原著Sherrell J. Aston, Douglas S. 
Steinbrech, Jennifer L. Walden

978-7-5659-100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肾移植患者管理手册 主编徐涛 978-7-5659-1008-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高血压病学 吴寿岭[等]主编 978-7-5659-1009-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要点速记 张卫光主编 978-7-5659-1011-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南:精华版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1012-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口腔颌面外科门诊手术操作规范与技巧 赵吉宏主编 978-7-5659-1013-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家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笔试重难点精析 刘钊编写 978-7-5659-1014-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掌握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 主编Springhouse工作室 978-7-5659-101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案例统计分析与SAS应用 主编冯国双, 罗凤基 978-7-5659-1017-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研究中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及SAS实现 主编冯国双, 刘德平 978-7-5659-101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Kanski临床眼科学 Jack J Kanski,Brad Bowling原著 978-7-5659-101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家临床执业(含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
能操作通关宝典:2015

刘钊编写 978-7-5659-102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国家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笔试重难点
精析

刘钊编写 978-7-5659-102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快乐伙伴 陪我成长: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幼
儿园支持性游戏

潘燕生，吕玲，李向荣主编 978-7-5659-102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花朵的梦 心泉的爱: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实
践

潘燕生,吕玲,李向荣主编 978-7-5659-1026-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脑血运重建:颅内外血管搭桥手术技术 Saleem I. Abdulrauf原著 978-7-5659-102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组织学与胚胎学 唐军民主编 978-7-5659-102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温暖港湾 助我远航: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家
庭支持性游戏

潘燕生,吕玲,李向荣主编 978-7-5659-1029-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用心浇灌 静待花开: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故
事和游戏案例

潘燕生,吕玲,李向荣主编 978-7-5659-103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早产与足月新生儿神经学评估
原著Lilly MS Dubowitz, Victor Dubowiz, 

Eugenio Mercuri
978-7-5659-103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乳腺分册 郭启勇主编 978-7-5659-1034-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肩关节功能解剖图谱 原著Giovanni Di Giacomo ... [等] 978-7-5659-1035-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心脏起搏、除颤与再同步治疗 Kenneth A. Ellenbogen[等]原著 978-7-5659-103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老年保健流行病学 李立明主编 978-7-5659-103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三十华载济众生，凝心聚力谱新篇 霍勇主编 978-7-5659-104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应试习题集 安云庆，姚智主编 978-7-5659-104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医学细胞生物学 杨保胜主编 978-7-5659-1043-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肉毒毒素
(加)Alastair Carruthers，(加)Jean 

Carruthers原著
978-7-5659-104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学生肥胖控制和健康促进:中小学校指导手册 陈天娇，马军主编 978-7-5659-104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减压疗法:心脏病患者的行为干预 (美)Ellen A. Dornelas原著 978-7-5659-104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注射充填美容医学 Mauricio de Maio, Berthold Rzany原著 978-7-5659-1050-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冠状动脉疾病影像学 霍勇[等]主编 978-7-5659-1054-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非脊柱疼痛介入影像学:介入医师指导用书 原著Mubin I. Syed, Azim Shaikh 978-7-5659-1055-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灵芝的现代研究 林志彬主编 978-7-5659-1056-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应试指南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1057-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殖显微外科医师实用手册 原著Jay I. Sandlow 978-7-5659-1059-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张口呼吸:需警惕的不良习惯 主编卢晓峰, 朱敏, 王猛 978-7-5659-1062-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医英译思考与实践 主编陈可冀 978-7-5659-106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用化学 主编徐红, 杜曦 978-7-5659-1066-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科学要点速记 主编张静 978-7-5659-107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双相障碍的诊断、治疗与心境稳定剂的作用
机制

原著寺尾岳, 和田明彦 978-7-5659-1071-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强化题集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5659-1074-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北京DRGs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主编邓小虹 978-7-5659-108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学生重大疾病防控技术实践与应用 马迎华,马军主编 978-7-5659-1083-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务社会工作 编著赵怀娟, 宋宇宏, 杨正霞 978-7-5659-1086-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老年期痴呆专业照护机构:管理者实务培训 洪立主编 978-7-5659-108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医综合全真模拟
及精解:2016

张保春主编 978-7-5659-1101-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药用植物志.第四卷,被子植物 本卷主编陆玲梯 978-7-5659-110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电图查房病例精讲 原著Thomas S. Metkus 978-7-5659-110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男性不育:对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的全面指导
原著Stefan S. Du Plessis, Ashko 

Agarwal, Edmund S. Sabanegh
978-7-5659-110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童肥胖预防与控制: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用书 主编王海俊 978-7-5659-1107-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面部年轻化的综合设计与治疗 主编查旭山 978-7-5659-110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西藏十年行医路 林珊著 978-7-5659-110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全真模拟
及精解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主编 978-7-5659-111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物研究中的分子识别 主编杨铭 978-7-5659-1113-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如何撰写英文生物医学科研论文:论文结构与
风格准则

原著Brian Stephen Budgell 978-7-5659-111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要点速记 主编韩丽敏, 陈军 978-7-5659-111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童感知-运动活动指导:儿童运动和学习技
能训练指南

原著Jill A. Johnstone, Molly Ramon 978-7-5659-111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临床实践 原著Jennifer Treleaven, A. John 
Barrett

978-7-5659-111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危重症处理原则和案例分析.第2辑 主编刘文娴, 吕树铮 978-7-5659-111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案例53例 C. Toy ... [等] 978-7-5659-1120-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微生物学案例54例 Eugene C.Toy ... [等] 978-7-5659-1121-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解剖学案例58例 Eugene C.Toy 978-7-5659-112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病学案例30例 Eugene C.Toy, Michael D.Faulx 978-7-5659-1123-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亚洲人鼻整形术 原著 (韩) 徐万群 978-7-5659-1124-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药理学 主编谭焕然 978-7-5659-1126-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超声诊断指南 主编黄道中, 邓又斌 978-7-5659-1127-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三维超声心动图图谱 原著Edward A. Gill 978-7-5659-1128-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标准化病人辅导:临床能力评价方法 原著Peggy Wallace 978-7-5659-113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摩根临床麻醉学
原著主编John F. Butterworth, David C. 

Mackey, John D. Wasnick
978-7-5659-1131-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强迫障碍 主编崔玉华 978-7-5659-1132-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表观遗传学与复杂性疾病 主编陆前进, 于文强, 吕红 978-7-5659-113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理学助记图表与歌诀 主编余承高, 陈栋梁, 熊哲 978-7-5659-113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患沟通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手册 主编王晶桐 978-7-5659-1135-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老年与心力衰竭:机制和处理 原著Bodh I. Jugdutt 978-7-5659-1139-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颅脑外科疑难病例荟萃 主编张懋植, 杨海峰 978-7-5659-1141-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理学要点速记 主编宋德懋 978-7-5659-1142-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膜片钳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 蔡浩然编著 978-7-5659-1143-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实验指导 主编汪剑威, 高尚 978-7-5659-114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 原著Rita Charon 978-7-5659-114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内科复杂病例巡诊精粹 主编丁文惠, 郭晓蕙 978-7-5659-114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X线读片指南 主编吕国义, 彭俊红 978-7-5659-1151-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要点速记 主编江瑛 978-7-5659-1152-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疗机构战略管理
原著 (美) Peter M. Ginter, W. Jack 

Duncan, Linda E. Swayne
978-7-5659-1154-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法医学实验指导 主编武彦, 陈丽琴 978-7-5659-1157-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胸外科疑难病例诊疗分析精粹 王俊主编 978-7-5659-115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的文化研究:疾病与身体 原著Deborah Lupton 978-7-5659-1161-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MRI读片指南 夏黎明，邵剑波，孙子燕主编 978-7-5659-1162-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 主编黄连军 978-7-5659-1163-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电图一本就够 原著Malcolm S. Thaler 978-7-5659-1164-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疼痛介入治疗图谱 原著Steven D. Waldman 978-7-5659-1165-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叶黄素基础与生物学效应 主编林晓明 978-7-5659-116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牛津骨科学.上卷 主编Christopher Bulstrode 978-7-5659-1167-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牛津骨科学.下卷 主编Christopher Bulstrode 978-7-5659-1167-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研究报告规范解读 主编孙凤 978-7-5659-1170-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要点速记 主编王月丹 978-7-5659-117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理学实践与实验指导 主编张媛, 李玮 978-7-5659-117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形态学实验指导 主编贾永峰, 任明姬 978-7-5659-117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助记图表与歌诀 主编余承高, 陈栋梁, 程桂荣 978-7-5659-1178-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康复:优化运动技能 原著Janet H Carr, Roberta B Shepherd 978-7-5659-1179-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机能实验学教程 主编罗怀青, 何月光 978-7-5659-1180-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律失常分析的电生理策略 原著George J. Klein 978-7-5659-1182-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问题导向学习之理念、方法、实务与经验:医
护教育之新潮流

关超然, 李孟智著 978-7-5659-118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综合实验 主编张欣, 黄国伟 978-7-5659-118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面部年轻化微创手术 Farzad R. Nahai, Foad Nahai原著 978-7-5659-119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化学换肤、微晶磨削与外用产品实用指南
原著Rebecca Smal, Dalano Hoang, 

Jennifer Linder
978-7-5659-119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主编严万森, 王加好 978-7-5659-119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心电图轻松拿满分 程月仙著 978-7-5659-119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积水潭脊柱外科护理 主编高小雁, 陈雅芬, 韩冰 978-7-5659-119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机能学实验指导 主编马丽杰, 龚延萍 978-7-5659-120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经尿道柱状水囊前列腺扩开术 郭应禄著 978-7-5659-1201-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疾病超声诊断路径 主编陈倩 978-7-5659-1202-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科学要点速记 主编肖庭辉, 付极 978-7-5659-120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要点速记 主编张卫光 978-7-5659-1205-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病理学要点速记 主编贾丛伟, 张婷婷 978-7-5659-1206-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起搏器与临床心电生理200问 主编吴立群, 潘文麒, 凌天佑 978-7-5659-1208-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助记图表与歌诀 主编余承高 ... [等] 978-7-5659-121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骨肿瘤手术外科技术
原著Martin M. Malawer, James C. 

Wittig, Jacob Bickels
978-7-5659-1211-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校外学习中心质量管理标准 主编高澍苹 978-7-5659-1217-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要点速记 主编冯兆亿 978-7-5659-121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学要点速记 主编刘黎黎, 桑田 978-7-5659-121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PMMA骨水泥 原著Klaus-Dieter Kuhn 978-7-5659-1226-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成人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 原著John M. Lasala, Jason H. Rogers 978-7-5659-1230-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助记图表歌诀 主编余承高 ... [等] 978-7-5659-1231-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椎间盘:健康与疾病椎间盘的分子与结构研究
原著Irving M. Shapiro, Makarand V. 

Risbud
978-7-5659-123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针灸推拿学实训指导 主编谭亚芹 978-7-5659-1237-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当代医学的困境 原著Charles E. Rosenberg 978-7-5659-1239-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综合实验操作标准及流程.上册 主编姬栋岩, 王春森 978-7-5659-1240-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医学实践技能操作规范 主编赵海平, 刘艳阳, 赵拴枝 978-7-5659-124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2014中国医患关系蓝皮书 丛亚丽，张大庆主编 978-7-5659-124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孤独症儿童早期干预操作手册 贾美香主编 978-7-5659-124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磁共振成像设备技术学 主编韩鸿宾 978-7-5659-1250-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细体形雕塑术:艺术与高级脂肪整形技术
原著Alfredo E. Hoyos, Peter M. 

Prendergast
978-7-5659-1251-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家庭与个体发展 D. W. Winnicott原著 978-7-5659-1252-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如何提升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能力 主编李六亿, 吴安华, 胡必杰 978-7-5659-1253-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内科门诊急诊手册 主编马明信 978-7-5659-1254-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软性接触镜新技术新进展:治疗性接触镜临床
指导手册专版

谢培英主编 978-7-5659-1255-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理药理学 主编常福厚, 刘志跃, 琳琳 978-7-5659-125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诊断学见习指导 主编赵海平, 刘志跃, 刘艳阳 978-7-5659-1257-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步亦曲:高校素质教育模式与对策研究 王红漫著 978-7-5659-125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心血管疾病康复/二级预防临床操作指
南:试行版.2015

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编写 978-7-5659-125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病学.第1卷
主编Jean L. Bolognia, Joseph L. 

Jorizzo, Ronald P. Rapini
978-7-5659-126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病学.第2卷
主编Jean L. Bolognia, Joseph L. 

Jorizzo, Ronald P. Rapini
978-7-5659-126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病学.第3卷
主编Jean L. Bolognia, Joseph L. 

Jorizzo, Ronald P. Rapini
978-7-5659-126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病学.第4卷
主编Jean L. Bolognia, Joseph L. 

Jorizzo, Ronald P. Rapini
978-7-5659-126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科单孔腹腔镜手术学 主编孙大为 978-7-5659-126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肌肉超声
(美)Francis O. Walker，(美)Michael S. 

Cartwright原著
978-7-5659-1266-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技术训练 主编张秋丽, 程爱娟 978-7-5659-126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科学 Gerard M. Doherty 978-7-5659-127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骨科运动医学与运动创伤学手术图谱
Andreas B. Imhoff,Matthias J. 
Feucht,Mohamed Aboalata原著

978-7-5659-1275-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哈里森内科学手册 Dan L. Longo[等]原著 978-7-5659-127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西氏内科学精要 Ivor J. Benjamin 978-7-5659-128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西氏内科学精要 Ivor J. Benjamin 978-7-5659-1281-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西氏内科学.第1卷 Lee Goldman, Andrew I. Schafer 978-7-5659-128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西氏内科学.第2卷 Lee Goldman, Andrew I. Schafer 978-7-5659-128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运动功能的理解性解剖 原著Pierre Rabischong 978-7-5659-128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科临床医师手册 主编徐勇, 李晓明, 刘建 978-7-5659-128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手册:从胎儿到成人 原著Gianfranco Butera ... [等] 978-7-5659-128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诊放射诊断指南 原著Nigerl Raby ... [等] 978-7-5659-1289-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医患沟通艺术 Peter Washer原著 978-7-5659-1293-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全身综合性疾病分册 郭启勇主编 978-7-5659-1300-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科综合药物治疗学 原著Stephen E. Wolverton 978-7-5659-1301-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综合实验操作标准及流程.下册 主编姬栋岩, 陈学政 978-7-5659-1304-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方药实训与实验指导 主编董秋梅, 刘春慧 978-7-5659-1305-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医学见习指导 主编赵海平, 孟兴凯, 刘艳阳 978-7-5659-130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预防医学实验指导 主编高玉敏 978-7-5659-1309-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信息检索实践指导 主编程鸿, 周凤岐 978-7-5659-131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病毒学概览 Lauren Sompayrac著 978-7-5659-131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病的组织病理学诊断 朱学骏[等]编著 978-7-5659-131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信息学教程 主编李毅, 赵乐平 978-7-5659-1318-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心电图轻松拿满分 程月仙主编 978-7-5659-1319-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前列腺癌药物治疗学 主编徐涛 978-7-5659-1320-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从寒热研究探讨中医与西医的共性和特性 梁月华，李良编著 978-7-5659-1321-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眼科光学一本通:眼科光学、屈光和接触镜知
识精要

David G. Hunter，Constance E. West原著 978-7-5659-1323-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男性生殖医学 郭应禄, 辛钟成, 金杰主编 978-7-5659-1325-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泌尿外科专科医师培养教程 主编周利群, 杨勇 978-7-5659-132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医学人文评论.2015 主编张大庆 978-7-5659-1327-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健康教育服务实施与评价指南 主编李英华, 李莉 978-7-5659-132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养护一体化家政服务技术 主编王大成 978-7-5659-133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分泌毒理学 主编李芝兰, 李建祥, 曹毅 978-7-5659-133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时证简要 (清)张树华著 978-7-5659-1333-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北医三院脊柱肿瘤病例讨论集萃 刘忠军，刘晓光，姜亮主编 978-7-5659-133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婴幼儿期脑性瘫痪:目标性活动优化早期生长
和发育

原著Roberta B. Shepherd 978-7-5659-1335-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围术期会诊手册
Molly Blackley Jackson，Somnath 
Mookherjee，Nason P. Hamlin原著

978-7-5659-1336-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鼻咽癌放射治疗技术操作规范 林承光，伍建华主编 978-7-5659-133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鼻咽癌放射治疗临床参考指南 夏云飞，孙颖，陈晨主编 978-7-5659-133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核医学病例图谱 付占立, 何作祥主编 978-7-5659-134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注射美容图谱:全面部与全身治疗 Mario Goisis原著 978-7-5659-134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用植物图鉴 主编谢利德, 赵春颖 978-7-5659-1344-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公立医院薪酬制度的国际比较 侯建林著 978-7-5659-1345-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学
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编 978-7-5659-1347-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消融实践操作培训教程 Amin Al-Ahmad[等]原著 978-7-5659-134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学
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编 978-7-5659-135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药用植物志.第五卷,被子植物门 艾铁民主编 978-7-5659-135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药用植物志.第五卷,被子植物门 艾铁民主编 978-7-5659-135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介入诊疗防护与安全指南 刘长安编著 978-7-5659-135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阴道镜学 E.J. Mayeaux，Jr.，J. Thomas Cox原著 978-7-5659-135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非胰岛素治疗2型糖尿病患者结构化治疗与教
育课程:患者用书

纪立农，李明子主编 978-7-5659-135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美容激光与光子治疗技术
(美)George J. Hruza，(美)Mathew M. 

Avram原著
978-7-5659-1359-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美国住院医师培训匹配全程指导 杨潇，张忠丽编著 978-7-5659-1361-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智化临床实践
Jon G. Allen，Peter Fonagy，Anthony W. 

Bateman原著
978-7-5659-136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癌症患者心理治疗手册 原著Maggie Watson, David W. Kissane 978-7-5659-1363-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抗菌药物应用基础:正确选择抗菌药
物的ABC

Alan R. Hauser原著 978-7-5659-1369-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边缘型人格障碍生存指南:如何与边缘型人格
障碍相处

Alexander L. Chapman，Kim L. Gratz原著 978-7-5659-137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乳腺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图谱:2013版 美国放射学院原著 978-7-5659-1376-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分泌外科学 Tom W.J. Lennard原著主编 978-7-5659-1377-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与管理信息化实践指南 张洪君，成守珍主编 978-7-5659-1378-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高血压防治追梦半世纪: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事.第2辑

刘力生主编 978-7-5659-1383-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风湿病概要 John H. Klippel[等]原著 978-7-5659-1384-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影像引导高剂量率后装精准近距离治疗学 王俊杰[等]主编 978-7-5659-1385-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女性盆腔器官脱垂手术治疗学 韩劲松主编 978-7-5659-1393-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真相:皮肤科学护理 原著Ahmed Al-Qahtani 978-7-5659-139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童脑发育早期干预训练图谱 主编刘振寰 978-7-5659-1399-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律失常规范化防治:从指南到实践 方丕华，张澍主编 978-7-5659-140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周神经阻滞与超声介入解剖:简装版 Admir Hadzic原著 978-7-5659-140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与处置 黄国伟, 姜凡晓主编 978-7-5659-1403-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米勒麻醉学.上卷 Ronald D. Miller原著主编 978-7-5659-1405-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米勒麻醉学.下卷 Ronald D. Miller原著主编 978-7-5659-1405-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乳房重建图谱
原著Mario Rietjens, Mario Casales 

Schorr, Visnu Lohsiriwat
978-7-5659-140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胸部超声学 Gebhard Mathis原著 978-7-5659-1411-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哈里森内科学,神经系统疾病分册 原著Dennis L. Kasper ... [等] 978-7-5659-141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影像学诊断基础教程 (美)Ralph Weissleder[等]原著 978-7-5659-141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抑郁症与糖尿病
Wayne Katon，Mario Maj，Norman 

Sartorius原著
978-7-5659-141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Exeter髋关节:骨水泥全髋关节置换40年的历
史与发展

R.S.M.Ling[等]原著 978-7-5659-142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镜超声学
Robert H. Hawes, Paul Fockens, Shyam 

Varadarajulu原著
978-7-5659-142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单纯超声引导经皮介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 潘湘斌主编 978-7-5659-1430-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3D打印技术与精准粒子植入治疗学 王俊杰主编 978-7-5659-1433-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格雷夫斯病:临床实践指南 Rebecca S. Bahn原著 978-7-5659-1434-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科激光治疗学 David J. Goldberg原著 978-7-5659-1447-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甲状腺和甲状旁腺外科学 Gregory W. Randolph原著 978-7-5659-1454-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电图从入门到精通 Antoni Bayes de Luna原著 978-7-5659-145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自主神经与心律失常 张树龙，吴永全主编 978-7-5659-145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2010-2013年综
合报告

常继乐，王宇主编 978-7-5659-146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传承·创新·展望:中国医院感染管理卅年 李六亿[等]主编 978-7-5659-1464-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老年医学理论与实践.2017 卢长林，俞梦越主编 978-7-5659-1465-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PPDO埋线提升面部年轻化应用 石冰主编 978-7-5659-1469-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互联网+”健康医疗优秀案例精选 邓海华，周冰主编 978-7-5659-1474-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物滥用防治宣传教育手册 贾忠伟主编 978-7-5659-147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慢性疾病防治基层医生诊疗手册:2016年
版,糖尿病学分册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国老年学学
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编著

978-7-5659-1477-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关节置换术感染处理指导 Rihard Terbse原著 978-7-5659-148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慢性疾病防治基层医生诊疗手册:2016年
版,心血管病学分册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国老年学学
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编著

978-7-5659-152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甘肃少数民族文化概论 高小强,铁文英编著 978-7-5660-0822-0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民族体育文化概论 陈丽珠著 978-7-5660-0865-7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丝路密语 张迎春著 978-7-5660-0992-0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大学生廉洁教
育

谭琦著 978-7-5661-1133-3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郎主的传说 讲述常永, 常白氏, 常桂琴 978-7-5661-1158-6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军工建设项目职业卫
生“三同时”工作指南

主编张英香 978-7-5661-1206-4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护理风险案例集 主编张永生, 郎红娟 978-7-5662-0365-6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航空航天生物动力学 孙喜庆，姜世忠主编 978-7-5662-0445-5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历年考点解析.上册 主编颐恒, 郭雅卿 978-7-5662-0468-4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历年考点解析.下册 主编颐恒, 郭雅卿 978-7-5662-0468-4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历年考点解析 主编颐恒, 郭雅卿, 魏杏茹 978-7-5662-0469-1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股骨颈骨折 主编廖永华, 张渊 978-7-5662-0477-6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发育生物学 主编张金山 978-7-5662-0489-9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原生物学 主编黎志东 978-7-5662-0490-5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疼痛生物学 主编李辉 978-7-5662-0492-9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学遗传学 主编郑敏化, 韩骅 978-7-5662-0496-7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神经生物学 主编王键 978-7-5662-0497-4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人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一季],肿瘤科 熊利泽总主编 978-7-5662-0498-1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人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一季],神经内科 熊利泽总主编 978-7-5662-0499-8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人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一季],心血管内科 熊利泽总主编 978-7-5662-0500-1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糖尿病 主编姬秋和 978-7-5662-0501-8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人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一季],消化内科 熊利泽总主编 978-7-5662-0502-5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人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一季],肾脏内科 熊利汉总主编 978-7-5662-0503-2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人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一季],临床免疫科 熊利汉总主编 978-7-5662-0504-9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人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一季],精神科 熊利泽总主编 978-7-5662-0505-6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口腔卫生与保健 主编郭莉 978-7-5662-0510-0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学发展考 主编樊代明 978-7-5662-0511-7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人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一季],呼吸内科 熊利泽总主编 978-7-5662-0512-4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人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一季],血液内科 熊利泽总主编 978-7-5662-0513-1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常见病预防与保健 主编陈佩 978-7-5662-0514-8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生殖健康与优生优育 主编郭春霞 978-7-5662-0517-9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训练伤的预防与处理 主编李刚 978-7-5662-0518-6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质量管理 主编张献清 978-7-5662-0522-3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临床常见疾病及基本药物应用指南 主编郑文奎, 李晓芳, 王敬稳 978-7-5662-0568-1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实验基础医学 主编刘芳娥, 刘利兵 978-7-5662-0570-4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初级卫生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实用手册.上
册

主编陈根成, 潘新花, 黄春芳 978-7-5662-0575-9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初级卫生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实用手册.下
册

主编陈根成, 潘新花, 黄春芳 978-7-5662-0575-9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转化医学理念、策划与实践 主编戴尅戎 978-7-5662-0605-3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生物治疗中的转化医学 主编付小兵, 韩为东, 时占祥 978-7-5662-0607-7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口腔修复学基础 主编陈吉华, 辛海涛 978-7-5662-0616-9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现代伤口临床护理理论和实践 主编胡大海, 周琴, 胡雪慧 978-7-5662-0618-3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肿瘤研究前沿.第14卷 樊代明主编 978-7-5662-0630-5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抑郁症的森田疗法 主编 (日) 中村敬, 施旺红 978-7-5662-0631-2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社交恐怖症的森田疗法 主编施旺红 978-7-5662-0632-9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强迫症的森田疗法 主编施旺红 978-7-5662-0633-6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消化外科病例精析.第三册 主编洪流 978-7-5662-0696-1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战胜自己:顺其自然的森田疗法 主编施旺红 978-7-5662-0700-5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灾害应急与卫勤演练医疗救援护理手册 主编胡雪慧, 张慧杰 978-7-5662-0708-1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院前创伤生命支持 主编 (美) Norman E. McSwain 978-7-5662-0709-8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考前评估测试卷,医学
综合笔试部分

主编赵冰 978-7-5662-0747-0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医抗癌医患对话录 主编王三虎, 朱广媛 978-7-5662-0762-3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医内科学 主编姚兰, 李德双 978-7-5662-0808-8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美国口颌面痛诊疗指南 原著Reny de Leeuw, Gary D. Klasser 978-7-5662-0811-8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神经生物学 主编鞠躬, 武胜昔 978-7-5662-0812-5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学化学 主编肖竦, 姚建华 978-7-5662-0813-2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军队人员常见泌尿、男生殖系疾病及其防治 袁建林主编 978-7-5662-0816-3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临床神经生物学 主编饶志仁 978-7-5662-0818-7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肿瘤放射治疗新技术及临床实践 主编石梅, 马林, 周振山 978-7-5662-0820-0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习题册 主编于志云 978-7-5662-0826-2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习题册 主编于志云 978-7-5662-0827-9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习题册 主编黄延萍 978-7-5662-0828-6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习题册 主编王宁 978-7-5662-0829-3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临床肿瘤学 主编张贺龙, 刘文超 978-7-5662-0837-8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肿瘤研究前沿.第15卷 樊代明主编 978-7-5662-0876-7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血液病分子病理诊断学 主编高广勋, 董宝侠 978-7-5662-0899-6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国际贸易实务 帅建林编著 978-7-5663-0314-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贸易实务 (英文版) (第二版) 辅导用书 帅建林编著 978-7-5663-0801-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学习生活指导 主编李逸凡 978-7-5663-1085-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涉外酒店英语 陈桃秀，陈泳帆主编 978-7-5663-1403-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侵权法上私人妨害制度比较研究 刘丽著 978-7-5663-1417-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走出车道沟的最初岁月:贸大老五届“四个面
向”回忆文辑

贾怀勤主编 978-7-5663-1434-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旅游英语 王红主编 978-7-5663-1445-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 作者郭沛 978-7-5663-1472-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中药饮片规格等级手册 周建理编著 978-7-5664-0474-9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卫生法学 袁新秀, 刘善玖主编 978-7-5664-0498-5 安徽大学出版社

文艺学与民间情怀 方守金著 978-7-5664-0508-1 安徽大学出版社

诸子散文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戴俊霞著 978-7-5664-0660-6 安徽大学出版社

苏雪林与中国现代文学 丁增武著 978-7-5664-0694-1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政府参事工作制度 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 978-7-5664-0701-6 安徽大学出版社

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 鲁克兵著 978-7-5664-0760-3 安徽大学出版社

传承与超越: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比较与当代价值

李雪梅著 978-7-5664-0766-5 安徽大学出版社

药学文化概论 卫强主编 978-7-5664-0783-2 安徽大学出版社

《孝经》今读 韦君琳编著 978-7-5664-0788-7 安徽大学出版社

日本中世、近世文学作品选析 (日) 恩田满编著 978-7-5664-0839-6 安徽大学出版社

我的援藏时光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西藏自

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
978-7-5664-0868-6 安徽大学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的检验诊断与临床 主编秦继宝 ... [等] 978-7-5664-0891-4 安徽大学出版社

大洋洲文学研究.第1卷 詹春娟主编 978-7-5664-0892-1 安徽大学出版社

阅读徽州 赵焰著 978-7-5664-0901-0 安徽大学出版社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space in 
Virginia Woolf`s novels

谷婷婷著 978-7-5664-0909-6 安徽大学出版社

西方戏剧经典.第2册 王小玲, 杨莉芳主编 978-7-5664-0912-6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公务员健康管理研究 胡好著 978-7-5664-0926-3 安徽大学出版社

胡适的婚姻与恋爱 沈寂, 王先斌编著 978-7-5664-0931-7 安徽大学出版社

胡适的新文学 沈寂, 汪晴编著 978-7-5664-0932-4 安徽大学出版社

父子宰相家训: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 (清) 张英, 张廷玉著 978-7-5664-0949-2 安徽大学出版社

胡适的求学之路 沈寂, 张朝胜编著 978-7-5664-0968-3 安徽大学出版社

医学论文写作 姚仁斌主编 978-7-5664-0971-3 安徽大学出版社



英语语言学 主编朱跃, 方瑞芬 978-7-5664-0984-3 安徽大学出版社

社区健康管理专业建设:基于“宽基础、活模
块”理论

邓斌菊著 978-7-5664-0996-6 安徽大学出版社

皖北文化九讲 《安徽优秀传统文化丛书》编写组编 978-7-5664-1021-4 安徽大学出版社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检验诊断与临床 何浩明[等]主编 978-7-5664-1042-9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名人与寿县文化 马启俊主编 978-7-5664-1110-5 安徽大学出版社

农民社交宝典 陈文胜主编 978-7-5664-1113-6 安徽大学出版社

社区健康管理技术 胡月琴，邓斌菊著 978-7-5664-1126-6 安徽大学出版社

蒙古源流 (清) 萨冈彻辰著 978-7-5665-0545-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秘史 余大钧译注 978-7-5665-0546-0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民国报刊史研究 张丽萍著 978-7-5665-0714-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竞技·游戏: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民族体育 鄂尔多斯博物馆主编 978-7-5665-0809-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赵秀娥著 978-7-5665-0811-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地方志总目提要 邬卫华主编 978-7-5665-0937-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阿拉善文学集萃 高乐编译 978-7-5665-1034-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宋史研究论丛.第十四辑 姜锡东主编 978-7-5666-0351-7 河北大学出版社

司法人权论 刘恒志 ... [等] 著 978-7-5666-0459-0 河北大学出版社

公共政策分析视阈下的中国医改研究 胡宏伟著 978-7-5666-0758-4 河北大学出版社

文化忧思录 李振纲著 978-7-5666-0965-6 河北大学出版社

大漠教书日记 李桂枝著 978-7-5666-0984-7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国际视野下高校突发事件应对法律问题研究 聂资鲁, 夏智伦等著 978-7-5667-0437-5 湖南大学出版社

幸福论 龙运杰著 978-7-5667-0441-2 湖南大学出版社

当代哲学导论 徐陶著 978-7-5667-0442-9 湖南大学出版社

美国人到底相信什么 (美) 罗德尼·斯塔克著 978-7-5667-0615-7 湖南大学出版社

别样湘西:永顺县小溪完小义教日记 仲宝平著 978-7-5667-0805-2 湖南大学出版社

现代沟通技巧与实践 主编陈芷村, 李艺晨 978-7-5667-0811-3 湖南大学出版社

周易本义 朱清国著 978-7-5667-0837-3 湖南大学出版社

遗弃的形骸:魏晋名士文学中的身心观 曾小明著 978-7-5667-0916-5 湖南大学出版社

汉字应用水平测试与训练 孙益民, 黄林非主编 978-7-5667-0995-0 湖南大学出版社

艺术与理性: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中心的考察 黄林非著 978-7-5667-1063-5 湖南大学出版社

《战国策》势能论 赵楠著 978-7-5668-1108-0 暨南大学出版社

OM！印度 蔡彤宇著 978-7-5668-1145-5 暨南大学出版社

汉字与渔猎 甘露著 978-7-5668-1292-6 暨南大学出版社



汉字与乐舞 夏永声著 978-7-5668-1298-8 暨南大学出版社

汉字与色彩 郑继娥著 978-7-5668-1314-5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史 里京著 978-7-5668-1321-3 暨南大学出版社

乡愁:何荣佳诗选 何荣佳著 978-7-5668-1325-1 暨南大学出版社

烛光集 王景霓著 978-7-5668-1387-9 暨南大学出版社

流彩的石头 赵金钟著 978-7-5668-1445-6 暨南大学出版社

客家侨商 魏明枢, 韩小林著 978-7-5668-1485-2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一些神奇的字迹 殷鉴著 978-7-5668-1523-1 暨南大学出版社

行云流水为哪般 张德明著 978-7-5668-1524-8 暨南大学出版社

雨夜·月夜 谢应明著 978-7-5668-1525-5 暨南大学出版社

行走世界之巅:梦想与征途的五堂课 刘冰著 978-7-5668-1528-6 暨南大学出版社

全本诗经浅译 邢宪生译注 978-7-5668-1546-0 暨南大学出版社

珠江学术.2015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978-7-5668-1547-7 暨南大学出版社

近百年传统诗词高峰论坛论文集 主编赵松元 978-7-5668-1550-7 暨南大学出版社

普通话水平测试攻略 黄健主编 978-7-5668-1554-5 暨南大学出版社

新编普通话训练教程 主编张永力, 孟庆荣 978-7-5668-1587-3 暨南大学出版社

蓝色的旋律:湛江当代诗歌评点 张德明, 史习斌著 978-7-5668-1603-0 暨南大学出版社

旧时星 刘克定编著 978-7-5668-1612-2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四弦琴 赵蘅著 978-7-5668-1614-6 暨南大学出版社

诗歌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张德明著 978-7-5668-1629-0 暨南大学出版社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二十辑 刘正刚主编 978-7-5668-1635-1 暨南大学出版社

唐宋词 刘斯奋, 刘斯翰编著 978-7-5668-1653-5 暨南大学出版社

冥想集 居一著 978-7-5668-1654-2 暨南大学出版社

海龟解剖 Jeanette Wyneken，Ph.D原著 978-7-5668-1657-3 暨南大学出版社

喋血莱茵河 彼得·海洋著 978-7-5668-1666-5 暨南大学出版社

浮 香草山著 978-7-5668-1671-9 暨南大学出版社

乌迳古道与珠玑文化 赖井洋著 978-7-5668-1675-7 暨南大学出版社

光影集: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 杨惠玲，丁艮平主编 978-7-5668-1679-5 暨南大学出版社

诗话诗说 汤富华著 978-7-5668-1682-5 暨南大学出版社

独上西峰:马和明诗词文集 马和明著 978-7-5668-1684-9 暨南大学出版社

雷州雷神之谜:广东古越人文化寻踪 张应斌著 978-7-5668-1686-3 暨南大学出版社

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一 邹赞著 978-7-5668-1730-3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东李氏先祖考 李挺芳著 978-7-5668-1732-7 暨南大学出版社



管理运筹学 左小德，薛声家编著 978-7-5668-1746-4 暨南大学出版社

漂浮的心象:精神障碍患者“原生艺术”研究 黄灿著 978-7-5668-1763-1 暨南大学出版社

区域卫生信息化理论与实践 黄薇主编 978-7-5668-1766-2 暨南大学出版社

联邦监狱的“间谍” 秀文著 978-7-5668-1769-3 暨南大学出版社

税收微小说:2015年广东地税文学征文精选作
品集

广东地方税收科学研究所编 978-7-5668-1772-3 暨南大学出版社

后深圳时代 王顺健著 978-7-5668-1786-0 暨南大学出版社

儿童曼陀罗绘画分析:理论与实践 陈灿锐，高艳红著 978-7-5668-1856-0 暨南大学出版社

低频电磁生物传导技术与疼痛治疗 王一飞，吴国宪著 978-7-5668-1865-2 暨南大学出版社

经典英国诗歌赏析: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 李勇忠编著 978-7-5669-0556-7 东华大学出版社

英语语法全解 文慧静主编 978-7-5669-0578-9 东华大学出版社

设计色彩表现:物象 邬海青主编 978-7-5669-0619-9 东华大学出版社

旱地冰球运动 袁勇编著 978-7-5669-0663-2 东华大学出版社

哲学社会科学论坛.第9辑,上海高校心理咨询
协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

黄晞建，张海燕主编 978-7-5669-0667-0 东华大学出版社

小王子:英法汉三语对照 (法)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著 978-7-5669-0765-3 东华大学出版社

英译汉教程 司显柱主编 978-7-5669-0886-5 东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词汇词根+联想巧记忆 主编刘金龙, 杨唯伟 978-7-5669-0913-8 东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六级词汇词根+联想巧记忆 主编刘金龙, 高莉敏 978-7-5669-0914-5 东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词汇词根+联想巧记忆:便携版 主编刘金龙, 高莉敏 978-7-5669-0915-2 东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六级词汇词根+联想巧记忆:便携
版

主编刘金龙, 高莉敏 978-7-5669-0916-9 东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词汇词根+词缀巧记忆:乱序版 主编刘金龙, 谷青松 978-7-5669-0917-6 东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六级词汇:乱序版,词根+词缀巧记
忆

主编刘金龙, 叶红卫 978-7-5669-0918-3 东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六级词汇词根+词缀巧记忆:乱序
便携版

主编刘金龙, 刘静 978-7-5669-0921-3 东华大学出版社

英语语法全解 杨丹主编 978-7-5669-0923-7 东华大学出版社

成功的机遇 (美) 奥里森·马登著 978-7-5669-0924-4 东华大学出版社

快乐的人生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5669-0925-1 东华大学出版社

品格的力量:英汉对照 (美) 布克·T·华盛顿著 978-7-5669-0926-8 东华大学出版社

天使的百合 (美) 罗素·H·康维尔著 978-7-5669-0928-2 东华大学出版社

80天环游地球 (法) 儒勒·凡尔纳著 978-7-5669-0944-2 东华大学出版社

金银岛 (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著 978-7-5669-0945-9 东华大学出版社

老人与海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978-7-5669-0946-6 东华大学出版社

鲁滨逊漂流记 (英) 丹尼尔·笛福著 978-7-5669-0947-3 东华大学出版社



所罗门王的宝藏 (英) 亨利·莱德·哈格德著 978-7-5669-0948-0 东华大学出版社

野性的呼唤 (美) 杰克·伦敦著 978-7-5669-0949-7 东华大学出版社

1800个最有用的法语词汇 陈建伟主编 978-7-5669-1150-6 东华大学出版社

海阔扬帆:中国海洋大学校友访谈录.第一辑 张静主编 978-7-5670-0772-7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岩缝中的小草 老农民著 978-7-5670-0824-3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云之端:剑桥游学随笔集 蔡芳著 978-7-5670-0949-3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冶园诗抄 胡鹏著 978-7-5670-0959-2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文学经典赏析 张爱军著 978-7-5670-0970-7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
译作品译介为例

鲍晓英著 978-7-5670-0986-8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老年病诊疗与护理 宋明进[等]主编 978-7-5670-1035-2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王蒙研究.第二辑 主编严家炎, 温奉桥 978-7-5670-1039-0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多学科实验与实践工作坊 董华,金云水主编 978-7-5670-1163-2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临床心脏电生理学基础入门手册 李永洪，王德尚，朱仰伦主编 978-7-5670-1164-9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海大日本研究.第五辑 修斌主编 978-7-5670-1185-4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一部小说与一个时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

温奉桥，张波涛编 978-7-5670-1238-7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从政笔记 戴其晓著 978-7-5671-1293-3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功秘诀 吴宗刚编译 978-7-5671-1396-1 上海大学出版社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价值论研究 陈新汉, 刘冰, 邱仁富等著 978-7-5671-1435-7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世界上最伟大的励志格言 吴宗刚编译 978-7-5671-1439-5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中国公民慈善意识培育 陈东利著 978-7-5671-1475-3 上海大学出版社

地方重塑:国际公共艺术奖案例解读.1 金江波主编 978-7-5671-1493-7 上海大学出版社

地方重塑:国际公共艺术奖案例解读.2 潘力主编 978-7-5671-1493-7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中外比较视阈下的当代西藏文学 卓玛著 978-7-5671-1510-1 上海大学出版社

大运河:环境 人居 历史 刘森林著 978-7-5671-1596-5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世界上最伟大的励志演讲 吴宗刚编译 978-7-5671-1621-4 上海大学出版社

汉字心解 方守狮著 978-7-5671-1696-2 上海大学出版社

美美与共:海派文化与上海人 李伦新, 忻平主编 978-7-5671-1770-9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5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毕业作品集,建筑学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编 978-7-5671-1773-0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5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毕业作品集,数码艺
术与技术·会展艺术·艺术设计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编 978-7-5671-1773-0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5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毕业作品集,雕塑·
版画·油画·国画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编 978-7-5671-1773-0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优秀毕业作品集:贰零壹伍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编 978-7-5671-1773-0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毕业作品集.贰零壹伍,美
术学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编 978-7-5671-1773-0 上海大学出版社

当代生命伦理学:生命科技发展与伦理学的碰
撞

马中良, 袁晓君, 孙强玲编著 978-7-5671-1789-1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诗词选注 杨万里选注 978-7-5671-1801-0 上海大学出版社

古代城市生活与文学叙事 董乃斌主编 978-7-5671-1823-2 上海大学出版社

教育视野下的读古说今 徐旦泽著 978-7-5671-1841-6 上海大学出版社

幸福经济学 陈秋玲，许玲丽，石灵云等编著 978-7-5671-1842-3 上海大学出版社

价值论视阈中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 张文树著 978-7-5671-1868-3 上海大学出版社

语言形式化原理 王迈著 978-7-5671-1918-5 上海大学出版社

莎士比亚精读 张薇著 978-7-5671-2000-6 上海大学出版社

给阅读一点时间:我们时代的阅读迷思 吴靖著 978-7-5671-2230-7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中华古历与推算举要 蒋南华, 黎斌著 978-7-5671-2237-6 上海大学出版社

历史与现实的青藏 李文实等著 978-7-5671-2370-0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夜笔记 胡宝谈著 978-7-5671-2451-6 上海大学出版社

欧美左翼文论与中国问题 曾军主编 978-7-5671-2478-3 上海大学出版社

实践与探索: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统战工
作研究文选.第四辑

沈炜主编 978-7-5671-2648-0 上海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安全读本 杨杰, 王剑星主编 978-7-5672-0622-9 苏州大学出版社

道德之美 江苏省美德基金会苏州分会, 姑苏晚报编 978-7-5672-0742-4 苏州大学出版社

结盟之心:“己”与早期中国哲学 吴忠伟著 978-7-5672-0849-0 苏州大学出版社

语块教学法新探:理论、实证与教学延伸 周正钟著 978-7-5672-0932-9 苏州大学出版社

美国黑白混血现象研究 黄卫峰著 978-7-5672-0965-7 苏州大学出版社

民法理论与实务专题研究 石春玲著 978-7-5672-0994-7 苏州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 陈志军, 张君其主编 978-7-5672-1013-4 苏州大学出版社

埃博拉出血热防治手册 南京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 978-7-5672-1019-6 苏州大学出版社

历史大趋势:无人化社会 章笑力著 978-7-5672-1094-3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英美文学戏仿研究 王程辉著 978-7-5672-1097-4 苏州大学出版社

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田坤著 978-7-5672-1114-8 苏州大学出版社

千斤义方 李照国著 978-7-5672-1156-8 苏州大学出版社

汉字拾趣 郁乃尧著 978-7-5672-1166-7 苏州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新教程 王庆贤, 东芬主编 978-7-5672-1247-3 苏州大学出版社

隐形雾霾:氡的健康危害与防护 童建主编 978-7-5672-1248-0 苏州大学出版社

快乐走向社会:职业生涯规划与指导 方涛主编 978-7-5672-1262-6 苏州大学出版社



余东:运盐河畔古凤城 邹仁岳, 李茂富著 978-7-5672-1275-6 苏州大学出版社

栟茶:古韵新风 宜居宜旅 张锋, 王志国编著 978-7-5672-1276-3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阻断镇湖血吸虫病流行防治史 朱振球主编 978-7-5672-1279-4 苏州大学出版社

诗心词韵:南通古近代诗词漫话 姜光斗著 978-7-5672-1282-4 苏州大学出版社

白蒲:风雅千年 名流接踵 杨春和 ... 等编著 978-7-5672-1305-0 苏州大学出版社

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述要 李兰芬著 978-7-5672-1313-5 苏州大学出版社

教育科学与人生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院编著 978-7-5672-1315-9 苏州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安全教育指南 方正泉主编 978-7-5672-1338-8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耦园之美 (日)吉河 功摄 978-7-5672-1344-9 苏州大学出版社

左右手 缪锦春著 978-7-5672-1393-7 苏州大学出版社

燃烧的琴弦:中国音乐家的成才之路 张振涛著 978-7-5672-1410-1 苏州大学出版社

运动技能学导论 宋元平主编 978-7-5672-1413-2 苏州大学出版社

社区健康教育指导手册 主编武鸣, 李小宁 978-7-5672-1422-4 苏州大学出版社

社区灾难危机中的卫生应急防护手册 主编陆耀良, 武鸣 978-7-5672-1423-1 苏州大学出版社

学习与探索:张謇研究文稿 张廷栖著 978-7-5672-1449-1 苏州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课内实践教程

甘剑斌, 郑芸, 姜建成主编 978-7-5672-1457-6 苏州大学出版社

社区环境卫生实用手册 徐燕，陈晓东主编 978-7-5672-1465-1 苏州大学出版社

社区医用辐射防护手册 余宁乐，朱宝立主编 978-7-5672-1466-8 苏州大学出版社

社区常见传染病预防控制手册 朱凤才，汤奋扬主编 978-7-5672-1467-5 苏州大学出版社

从“完整的人”到行业精英:知行合一的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手册

黄文军主编 978-7-5672-1473-6 苏州大学出版社

流浪的风景:子清现代诗选之二 子清著 978-7-5672-1475-0 苏州大学出版社

社区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实用手册 周明浩，褚宏亮主编 978-7-5672-1490-3 苏州大学出版社

社区心理健康维护手册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团队
主编

978-7-5672-1518-4 苏州大学出版社

社区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手册 主编羊海涛, 曹俊 978-7-5672-1531-3 苏州大学出版社

《学句子·说英语》双语丛书,生活篇 编著杨奉霆 978-7-5672-1541-2 苏州大学出版社

社区预防接种实用手册 马福宝，周明浩主编 978-7-5672-1544-3 苏州大学出版社

旅行医药 拉里·古迪尔(Larry I Goodyer)著 978-7-5672-1548-1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 宋言奇著 978-7-5672-1567-2 苏州大学出版社

家的温度:一位特级教师的心语 蒋玉红著 978-7-5672-1568-9 苏州大学出版社

盛永康海门山歌选 盛永康著 978-7-5672-1584-9 苏州大学出版社

广义流行病学 主编滕国兴, 许锬, 张绍艳 978-7-5672-1676-1 苏州大学出版社



同理心的力量 黎俊康，王晓明著 978-7-5672-1726-3 苏州大学出版社

乌托乡之音:徐青根诗选 徐青根著 978-7-5672-1778-2 苏州大学出版社

搅动水中的月亮:孙月清诗选 孙月清著 978-7-5672-1799-7 苏州大学出版社

高级心理测量学的理论与应用 陈羿君等著 978-7-5672-1851-2 苏州大学出版社

唐诗八百解 陈湛元编著 978-7-5674-0798-5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 曾丽娟, 唐晓英, 张庆霞编著 978-7-5674-0799-2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现代文献检索概论 方松屏编著 978-7-5674-0803-6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 王彩凤, 张壮, 于红丽著 978-7-5674-0804-3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现代图书馆管理体系研究 于瑛主编 978-7-5674-0806-7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Internet网络信息资源检索 主编叶青 ... [等] 978-7-5674-0814-2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大学实用英语语法精要 解连峰, 谷真研主编 978-7-5674-0818-0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环境政策研究 周玉华, 侯璐, 宋杨等著 978-7-5674-0822-7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我说你品:提升您人生品位的500个常读常新
观念

宣立峰著 978-7-5674-0831-9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金上京史话 王永年编著 978-7-5674-0851-7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我的教育视界 窦桂梅著 978-7-5675-0815-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生命之旅 邱常梵著 978-7-5675-1200-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卢浮宫私人词典 (法) 皮埃尔·罗森伯格著 978-7-5675-1359-4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朱立元主编 978-7-5675-2077-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花事 科莱特(Colette)著 978-7-5675-2234-3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 胡绳著 978-7-5675-2267-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律基础 主编徐磊 978-7-5675-2561-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食物瘾君子:经历并战胜贪食症 (法) 凯瑟琳·艾尔薇著 978-7-5675-2765-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师的价值 钱梦龙著 978-7-5675-2787-4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 叶澜著 978-7-5675-2885-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边草 周克希著 978-7-5675-2902-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著 978-7-5675-2906-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青春的悖论 (日)织田作之助著 978-7-5675-3158-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美) 麦高登著 978-7-5675-3270-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痴 (日)坂口安吾著 978-7-5675-3293-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与大师面对面:穿越时空的教育对话 雷玲主编 978-7-5675-3435-3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斜阳 人的失格 (日)太宰治著 978-7-5675-3474-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上 冯友兰著 978-7-5675-3498-8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下 冯友兰著 978-7-5675-3498-8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会解决问题:支持问题解决的学习环境设计
手册

(美)戴维·H. 乔纳森著 978-7-5675-3509-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灰光灯:王寅诗选 [王寅著] 978-7-5675-3608-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师的手艺与绝活:米纽秦家庭治疗精髓
(美)萨尔瓦多·米纽秦(Salvador 

Minuchin)，(美)迈克尔·D·雷特(Michael 
D. Reiter)，(美)夏尔曼·博尔达

978-7-5675-3673-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卷四,同心圆 978-7-5675-3770-5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佛国尊像 罗华庆著 978-7-5675-3784-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明代经学研究论集 林庆彰著 978-7-5675-3902-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房价波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张传勇著 978-7-5675-4244-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环境正义的双重维度:分配与承认 王韬洋著 978-7-5675-4269-3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詞學.第三十四輯 978-7-5675-4286-0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十一辑,中国文论的
诠释学传统

胡晓明主编 978-7-5675-4287-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月亮与六便士 (英)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著 978-7-5675-4292-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那一刻谁影响了历史 葛剑雄著 978-7-5675-4293-8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政治女强人慈禧 沈渭滨著 978-7-5675-4295-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性的枷锁 (英)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著 978-7-5675-4346-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谈国学 季羡林著 978-7-5675-4363-8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俄罗斯)曼德尔施塔姆著 978-7-5675-4373-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土研究的危机与生机 汪琪著 978-7-5675-4656-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飞翔的精灵 郑汝中著 978-7-5675-4690-5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敦煌彩塑 刘永增著 978-7-5675-4693-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来去乡下过日子 (日) 加藤大吾著 978-7-5675-5158-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类性幻想 (英)B·卡尔(Brett Jahr)著 978-7-5675-5169-5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希拉里 密和 我 薛忆沩著 978-7-5675-5186-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锻炼心理学 主编杨剑 978-7-5675-5320-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游仙诗·自然史 蒋浩著 978-7-5675-5352-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秋变与春乐:柏桦诗集(2014) 柏桦著 978-7-5675-5400-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7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978-7-5675-5480-1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欲望几何学 (法)勒内·基拉尔著 978-7-5675-5536-5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分析的限度 (美) 罗森著 978-7-5675-5537-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石道人词笺平 陈柱编 978-7-5675-5560-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遗山诗校注 高咏著 978-7-5676-1569-4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罗成 侯鹏编著 978-7-5676-1612-7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红拂 卞小静编著 978-7-5676-1613-4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程咬金 俞彬彬编著 978-7-5676-1614-1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秦琼 姬军编著 978-7-5676-1615-8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宇文成都 陈静茵编著 978-7-5676-1616-5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单雄信 李幼谦编著 978-7-5676-1617-2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王伯当 范君问编著 978-7-5676-1677-6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魏征 张双柱编著 978-7-5676-1678-3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雄阔海 梁震编著 978-7-5676-1679-0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隋唐系列之伍云召 王发益编著 978-7-5676-1681-3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生活启蒙: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导读 张公善编著 978-7-5676-1693-6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牯牛降蝴蝶 诸立新[等]编 978-7-5676-2366-8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人类性心理学 许智权编著 978-7-5676-2442-9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无头将军吴禄贞 李幼谦著 978-7-5676-2483-2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诗品读 吴振华编著 978-7-5676-2556-3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大地上 陈东吉著 978-7-5676-2582-2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宋散文品读 吴振华编著 978-7-5676-2628-7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暨南中文本科文学作品精选.第一辑 赵春利主编 978-7-5676-2665-2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路春色:明湖四子作品选 黄卓才主编 978-7-5676-2666-9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教育管理论 尹丽春, 柳若愚, 陈丽芬著 978-7-5677-0511-1 吉林大学出版社

刑法学 主编郑云娟, 董丽娇, 王冰 978-7-5677-1805-0 吉林大学出版社

商法学 主编赵青东, 丁力 978-7-5677-2043-5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论 韩霄，金军华主编 978-7-5677-2120-3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主编王晶舒 978-7-5677-2384-9 吉林大学出版社

返祖 袁左鸣著 978-7-5677-2527-0 吉林大学出版社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 温斌编著 978-7-5677-2708-3 吉林大学出版社

汉语音韵学发凡 刘精盛编著 978-7-5677-2810-3 吉林大学出版社

管理信息系统 主编赵雪 978-7-5677-308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云:弓文亭诗集,崖松 弓文亭著 978-7-5677-3384-8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云:弓文亭诗集,微明 弓文亭著 978-7-5677-3384-8 吉林大学出版社

体育发展促进全民健身的思考 韩超，郝君著 978-7-5677-3594-1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程 李玉春主编 978-7-5677-3878-2 吉林大学出版社

做自觉的教育者 宋西君著 978-7-5677-4252-9 吉林大学出版社



教育教学改革与师资队伍建设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高教处编 978-7-5677-4638-1 吉林大学出版社

金代泰山名士稽考 聂立申著 978-7-5677-4745-6 吉林大学出版社

浅表器官超声诊断学 李永晟主编 978-7-5677-4891-0 吉林大学出版社

体育教育的新视野 郭磊著 978-7-5677-5220-7 吉林大学出版社

心身医话 路向新著 978-7-5677-5505-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实用医学影像学诊断 程志伟，胡亚飞主编 978-7-5677-5964-0 吉林大学出版社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多元化发展 汤雪峰著 978-7-5677-5982-4 吉林大学出版社

医道端宗 杜家豪著 978-7-5677-6681-5 吉林大学出版社

公文写作 王珂菲,孔雪燕,吕丹主编 978-7-5677-6838-3 吉林大学出版社

领导科学 马振耀,唐道阳,尹小悦主编 978-7-5677-704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清代马政研究 陈振国著 978-7-5677-7180-2 吉林大学出版社

徘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传统文化积淀与废名
小说的思想艺术诉求

石明园著 978-7-5677-7193-2 吉林大学出版社

翻译研究新视野 刘海娜编著 978-7-5677-7592-3 吉林大学出版社

经方之道:经方治肾病的实践与思考 严仲庆著 978-7-5677-8642-4 吉林大学出版社

实用肝脏病诊疗精要 丁世斌，张明香主编 978-7-5679-0001-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助理医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2014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003-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执业药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新大纲最新
版.上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004-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子宫颈癌、乳腺癌筛查理论与实践 主编丁辉, 韩历丽 978-7-5679-0005-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 李戈主编 978-7-5679-0006-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执业药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新大纲最新
版.下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008-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 刘婷姣主编 978-7-5679-0009-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公卫执业（含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
背

吴军主编 978-7-5679-0010-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 刘洋主编 978-7-5679-0013-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 (美) 约翰·齐默尔曼·鲍尔斯著 978-7-5679-0015-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内科住院医师手册 赵久良，冯云路主编 978-7-5679-0016-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术培训指导手册 主编卢安, 崔泽, 席彪 978-7-5679-0017-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助理医师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025-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师应试习题集 于天源[等]编写 978-7-5679-0026-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 李戈主编 978-7-5679-0027-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师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028-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含助理医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029-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助理医师应试习题集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030-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公卫医师应试指导.上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036-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公卫医师应试指导.下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036-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公卫医师应试习题集 牛侨主编 978-7-5679-0038-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公卫助理医师应试习题集 王嵬，郭爱民主编 978-7-5679-0040-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公卫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含助理医师 李娟，叶琳主编 978-7-5679-0041-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叶世泰与中国变态反应学 978-7-5679-0043-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学基础 主编绳宇 978-7-5679-0046-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血液病诊疗规范 王建祥主编 978-7-5679-0048-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脏起搏器 起博、除颤和再同步治疗 柳景华, 程姝娟, 马长生主编 978-7-5679-0053-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泌尿系统健康:自查·自防·自养 主编王建伯 978-7-5679-0055-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健康:自查·自防·自养 主编李涛 978-7-5679-0056-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循环系统健康:自查·自防·自养 主编吴向东 978-7-5679-0057-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美)Jack Ende原著 978-7-5679-0058-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医院感染管理与法律 郭明华，刘运喜主编 978-7-5679-0059-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汉英中医学精要 梁晓春，孙华主编 978-7-5679-0061-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专家解读,牙疼是病吗 陈杰，范存晖主编 978-7-5679-0063-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公卫助理医师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065-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蒋汉澄医学摄影集 李立明主编 978-7-5679-0066-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医脉:1861-1951 曧之编著 978-7-5679-0071-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分泌和代谢系统健康:自查·自防·自养 主编巴颖 978-7-5679-0075-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院精益管理链 易利华著 978-7-5679-0076-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肿瘤疾病分册 顾晋, 石远凯, 孙忠实主编 978-7-5679-0077-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专家解读:癌细胞从何而来 章静波著 978-7-5679-0078-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颞骨显微外科技术:苏黎世指南 主编Ugo Fisch 978-7-5679-0079-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特殊与少见骨关节病影像诊断学.第二辑 主编邓星河 978-7-5679-0081-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专家解读男性不育症重在调养 主编郭军, 常德贵 978-7-5679-0082-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居民健康信息与基层卫生信息分析利用培训
指导

郭建花，席彪，吕萍主编 978-7-5679-0083-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前列腺炎197个怎么办 李汉忠，李宏军主编 978-7-5679-0085-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护理工作易错环节管理 丁淑贞，郝春艳主编 978-7-5679-0086-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听102岁护士讲述医学实用小常识 赵桂香, 武琳编著 978-7-5679-0087-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4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提要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 978-7-5679-0088-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专家倡导:“氧”出健康 武连华著 978-7-5679-0095-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骨健康:自查·自防·自养 主编黄敏 978-7-5679-0096-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小儿脑瘫现代康复 霍秀芝编著 978-7-5679-0097-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临床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押题密卷 刘文娜主编 978-7-5679-0098-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消化系统健康:自查·自防·自养 主编梁品 978-7-5679-0100-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苯唑西林钠临床应用手册 郑波，周颖主编 978-7-5679-0102-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执业药师考前冲刺掌中宝,药剂学 康震，张建丛书主编 978-7-5679-0104-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执业药师考前冲刺掌中宝,药物化学 康震，张建主编 978-7-5679-0105-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执业药师考前冲刺掌中宝,药物分析学 康震，张建丛书主编 978-7-5679-0106-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执业药师考前冲刺掌中宝,药学综合知识与技
能

康震,张建丛书主编 978-7-5679-0107-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药理学 本卷主编张庆柱 978-7-5679-0108-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与策略发展史要:1984-
2009

齐小秋主编 978-7-5679-0111-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肿瘤内科进展 中国肿瘤医师教育:2014
年

主编石远凯 978-7-5679-0112-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专家解读男性应如何保健 杨惠祥著 978-7-5679-0114-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年鉴.2013 978-7-5679-0115-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 何仲，吴丽萍主编 978-7-5679-0116-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理诊断免疫组化手册 陈杰主编 978-7-5679-0117-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血液与造血系统健康:自查·自防·自养 主编孙光 978-7-5679-0118-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呼吸系统健康:自查·自防·自养 主编王衍富 978-7-5679-0119-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组织胚胎学复习考试指导 主编雷蕾 978-7-5679-0120-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乳房疾病知识大全 张保宁主编 978-7-5679-0122-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肾内科护理学 主编丁淑贞, 朱旭芳 978-7-5679-0125-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颈椎病 武登龙,郭玉兰主编 978-7-5679-0126-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造血器官的基础和临床整合前沿研究 陈国强主编 978-7-5679-0128-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产后抑郁障碍理论与实践 曹连元，邸晓兰，丁辉主编 978-7-5679-0129-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肩周炎 李廷俊,郭玉兰主编 978-7-5679-0133-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4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 978-7-5679-0134-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临床医学 978-7-5679-0135-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基础医学 978-7-5679-0136-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复习精粹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137-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普通外科分册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专家组编 978-7-5679-0138-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骨科分册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专家组编 978-7-5679-0140-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学初级(师)资格考试历年考点精析与避
错:2015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141-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急救护理学——实验指导 刘鹏飞，王永芳，刘继海主编 978-7-5679-0147-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卡尔曼医学教育史 (英)肯尼思·卡尔曼(Kenneth C. Calman)著 978-7-5679-0148-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 (美) 福梅龄著 978-7-5679-0149-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重症监护技术——实验指导 王永芳，张传坤主编 978-7-5679-0150-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历年考点精析与避
错:2015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154-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医学教育研究文萃:2005-2014 彭小忠，管远志，潘慧主编 978-7-5679-0156-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 刘婷姣主编 978-7-5679-0158-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创卓越医院:来自亚洲医院管理奖的报告 易利华编著 978-7-5679-0159-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科恶性肿瘤的近距离放射治疗 主编孙建衡 978-7-5679-0160-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关节炎 王格红,郭玉兰主编 978-7-5679-0162-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从医札记:关爱病人 学会分析 文昭明编著 978-7-5679-0165-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愿善良成为医学的灵魂 高金声著 978-7-5679-0166-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辅导讲义:最新版 刘文娜，刘姝主编 978-7-5679-0168-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基层复合型卫生计生监督人才培训课程规划
书

王苏阳，薛晓林，陈锐主编 978-7-5679-0174-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终关怀与舒缓治疗 宋岳涛，刘运湖主编 978-7-5679-0182-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医师应试习题集 董福生主编 978-7-5679-0188-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190-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项目创新试点操作实务集 张朝阳主编 978-7-5679-0191-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项目创新案例集 张朝阳主编 978-7-5679-0192-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急诊护理学 主编姜平, 姜丽华 978-7-5679-0193-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ICU护理学 主编丁淑贞, 张素 978-7-5679-0194-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室性心动过速:600幅心电图实例 夏宏器编著 978-7-5679-0195-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医师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197-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助理医师应试指导 马国武主编 978-7-5679-0198-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含助理医师 董福生主编 978-7-5679-0199-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桑福德抗微生物治疗指南 (美)Jay P. Sanford著 978-7-5679-0205-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 李戈主编 978-7-5679-0206-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 李冬主编 978-7-5679-0207-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公卫医师应试习题集 牛侨主编 978-7-5679-0210-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公卫助理医师应试习题集 王嵬，郭爱民主编 978-7-5679-0211-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公卫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含助理医师 李娟，叶琳主编 978-7-5679-0212-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师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18-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泌尿外科学:高级医师进阶 刘志宇主编 978-7-5679-0219-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基层高血压诊疗知识汇编 王增武，王文，吴兆苏主编 978-7-5679-0220-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影像学英语教程 主编曲晓峰, 边杰, 郭冬梅 978-7-5679-0221-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复习精粹 费叶萍，张毅主编 978-7-5679-0222-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23-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助理医师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24-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复习精粹 费叶萍，张毅主编 978-7-5679-0225-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应试指导:医学综合.上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26-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应试指导:医学综合.下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26-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师应试习题集:2015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27-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 石芳鑫主编 978-7-5679-0232-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33-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42-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44-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含助理医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45-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助理医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50-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应试题库与解析:医学综合.上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51-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应试题库与解析:医学综合.下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51-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梅毒的诊断与治疗 李世泰主编 978-7-5679-0252-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案例评析汇编
国家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 国家卫生计生

委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编
978-7-5679-0253-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赢在论文,演讲篇
原著 (英) Edward Zanders, Lindsay 

Macleod
978-7-5679-0254-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大型人群队列研究随访监测适宜技术 主编李立明 978-7-5679-0255-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医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2015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257-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呼吸内科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毕丽岩 978-7-5679-0259-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消化内科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段志军 978-7-5679-0260-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律失常专家解读290问 主编贾玉和, 张澍 978-7-5679-0262-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与心血管病 黄峻主编 978-7-5679-0263-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肿瘤内科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张春霞 978-7-5679-0264-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尿道下裂手术 主编李森恺 978-7-5679-0265-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听涛·十年:协和－UCSF内科住院医师交换项
目随想

沈悌，曾学军，黄晓明主编 978-7-5679-0268-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路岩 978-7-5679-0270-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学检验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李玉中 978-7-5679-0271-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医院卓越绩效管理与考评标准大全.上册 任真年主编 978-7-5679-0272-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医院卓越绩效管理与考评标准大全.下册 任真年主编 978-7-5679-0272-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肾内科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杭宏东 978-7-5679-0274-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分泌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杜建玲 978-7-5679-0276-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老年长期照护 主编宋岳涛, 杨兵 978-7-5679-0277-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医改发展报告:2009-2014 《中国医改发展报告》编撰委员会编 978-7-5679-0278-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骨与软组织肿瘤199个怎么办 主编于胜吉 978-7-5679-0280-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释义,神经外科分册 主编张力伟 978-7-5679-0281-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皮肤性病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朴永君 978-7-5679-0283-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普通外科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刘文志, 常庆勇 978-7-5679-0284-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消化肿瘤:看了就明白 严雪敏主编 978-7-5679-0285-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急诊医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唐学杰 978-7-5679-0288-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前行·前列:前列腺癌患者访谈录 主编沈家欢, 郭广亮 978-7-5679-0290-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肿瘤治疗血管通道安全指南 主编徐波, 耿翠芝 978-7-5679-0291-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声门上型喉癌功能性手术 房居高著 978-7-5679-0292-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慢性病预防控制能力调查报告.2011 主编梁晓峰, 施小明 978-7-5679-0309-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甲状腺功能亢进310个怎么办 主编白耀, 连小兰 978-7-5679-0310-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骨外科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姜虹 978-7-5679-0311-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登峰考研西医综合应试指导 主编王登峰, 王文静 978-7-5679-0312-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空气之轻 呼吸之重:呼吸疾病医学专家谈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组织编写 978-7-5679-0314-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释义,内分泌科分册 母义明，邢小平主编 978-7-5679-0316-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科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段志军 978-7-5679-0326-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内科护理学 主编丁淑贞, 姜秋红 978-7-5679-0327-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洪晓军 978-7-5679-0329-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消化内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 丁全峰主编 978-7-5679-0330-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放射医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宋清伟 978-7-5679-0331-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健康心理与长寿人生 袁勇贵, 李英辉编著 978-7-5679-0332-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进展期乳腺癌诊疗共识指南:CABC 2015 主编李慧平, (美) Hope S. Rugo 978-7-5679-0333-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提要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 978-7-5679-0334-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骨科围术期肺部并发症的评估与管理 谢鹤展, 孙旗著 978-7-5679-0335-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2015 王陇德主编 978-7-5679-0336-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临床用药速查手册 韩潇主编 978-7-5679-0337-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超声医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侯秀昆 978-7-5679-0339-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理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王莉芬 978-7-5679-0340-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基层血脂异常诊疗知识汇编 王增武，李建军主编 978-7-5679-0342-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 姜秋红主编 978-7-5679-0343-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药理学复习考试指导 主编艾静 978-7-5679-0344-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心血管系统分册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专家组编 978-7-5679-0349-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消化系统分册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专家组编 978-7-5679-0350-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 王起兰主编 978-7-5679-0362-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下册,肿瘤疾病分册 主编顾晋, 石远凯, 孙忠实 978-7-5679-0363-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释义.上册,肿瘤疾病分册 主编石远凯, 顾晋 978-7-5679-0364-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释义.下册,肿瘤疾病分册 主编石远凯, 顾晋 978-7-5679-0365-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职业化关系:巴林特小组的理论与实践 (德) Heide Otten著 978-7-5679-0366-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严滨, 吕恽怡 978-7-5679-0370-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肿瘤内科进展 中国肿瘤医师教育:2015
年

主编石远凯 978-7-5679-0375-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小儿内科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李国华 978-7-5679-0376-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主编牛侨, 张勤丽 978-7-5679-0377-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肾内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 李平主编 978-7-5679-0381-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专家解读子宫内膜异位症 王清著 978-7-5679-0382-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营养组学 主编张双庆, 黄振武 978-7-5679-0383-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诊断学:问诊与查体 著者 (美) 马克·斯沃茨 978-7-5679-0384-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门诊教学:如何带教医学生和住院医生的指导
用书

原著 (美) Patrick C. Alguire ... [等] 978-7-5679-0387-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脏瓣膜病专家解读237问 主编王巍 978-7-5679-0388-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麻醉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周峰 978-7-5679-0391-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历年考点精析与避
错:2016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393-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肿瘤临床年鉴.2014
中国癌症基金会《中国肿瘤临床年鉴》编辑

委员会编
978-7-5679-0394-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分泌临床综合征速查 陈适, 潘慧, 朱惠娟主编 978-7-5679-0395-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全科医学:高级医师进阶 主编王承明 978-7-5679-0396-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血液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郝春艳主编 978-7-5679-0397-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学初级 (师) 资格考试复习精粹:2016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398-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主管护师资格考试复习精粹 主编李莹, 张琳琳 978-7-5679-0399-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复习精粹:2016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00-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主管护师资格考试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2016
版

主编李莹, 张琳琳 978-7-5679-0401-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辅助检查技术运用培训指导 主编郝冀洪, 席彪 978-7-5679-0402-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消化科疑难病例讨论.第一集 杨桂元主译 978-7-5679-0405-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站在名医身边:“人民好医生”跟诊记 主编罗辉 978-7-5679-0406-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泌尿外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 姜秋红主编 978-7-5679-0409-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用分子药理学 主编王晓良 978-7-5679-0411-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崇明故事: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创新发展的“登
三”之路

徐伟平主编 978-7-5679-0416-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百年梦想 百年树人:北京协和医院“百人计
划”学员文集.第一集

主编赵玉沛, 姜玉新 978-7-5679-0417-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Ⅰ型糖尿病自我保健上上策 主编刘超, 陈国芳 978-7-5679-0418-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骨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丁全峰主编 978-7-5679-0419-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战胜肿瘤:张教授传你克敌利器 主编张力建 978-7-5679-0420-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验动物学 主编秦川 978-7-5679-0423-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眼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 刘莹主编 978-7-5679-0426-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公卫执业 (含助理) 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
背:2016版

吴军主编 978-7-5679-0427-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2016
版

刘婷姣主编 978-7-5679-0428-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2016版 刘洋主编 978-7-5679-0429-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2016版 主编李冬 978-7-5679-0430-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呼吸内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 姜秋红主编 978-7-5679-0434-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年鉴.2014 中国医学科学院编 978-7-5679-0435-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外科医嘱手册 梁力建, 胡文杰, 陈伟主编 978-7-5679-0436-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应试指导:医学综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37-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SCI论文撰写与发表 (美) 詹姆斯·博尔顿, 卢凤香, 郭晶编著 978-7-5679-0438-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神经外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于桂花主编 978-7-5679-0439-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 丁全峰主编 978-7-5679-0440-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应试指导:医学综合.上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41-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应试指导:医学综合.下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41-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 丁全峰主编 978-7-5679-0443-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技术指南 陈锐主编 978-7-5679-0444-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规范用语手册 主编陈锐 978-7-5679-0445-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医师应试指导:2016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46-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助理医师应试指导:2016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47-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助理医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48-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复习精粹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49-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应试题库与解析:医学综合.上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50-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应试题库与解析:医学综合.下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50-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复习精粹:2016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51-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应试题库与解析:医学综合.上
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53-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应试题库与解析:医学综合.下
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53-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辅导讲义:2016版 主编刘文娜, 刘姝 978-7-5679-0454-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大查房.一 主编张奉春 978-7-5679-0455-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医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2016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56-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区卫生服务培训教程 甄蕾主编 978-7-5679-0460-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儿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倪雪莲主编 978-7-5679-0461-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耳鼻喉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吴冰主编 978-7-5679-0463-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2016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64-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基层脑血管病规范诊疗手册 主编王拥军 978-7-5679-0469-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2016版 主编叶波, 陈冰雪 978-7-5679-0470-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2016
版

主编石芳鑫 978-7-5679-0471-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公卫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2016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74-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助理医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2016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77-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79-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助理医师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81-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84-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2016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5679-0487-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临床医师资格考试押题密卷 主编刘文娜 978-7-5679-0489-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2016版 主编叶波, 陈冰雪 978-7-5679-0492-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案例评析汇编:2015 赵延配，陈锐主编 978-7-5679-0502-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身医学:初级医疗的国际入门读物
原著 (德) 费长青, (美) 苏珊·麦克丹尼

尔, (德) 迈克尔·维尔盛
978-7-5679-0503-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律失常中医诊治:国家级名老中医药专家魏
执真经验谈

主编魏执真, 易京红, 韩垚 978-7-5679-0505-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头晕与眩晕诊疗攻略 吴子明, 蒋子栋编著 978-7-5679-0509-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药:千错万错别吃错 陈勇, 刘丽宏主编 978-7-5679-0514-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释义:2016年版,胸外科分册 李单青主编 978-7-5679-0518-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释义:2016年版,眼科分册 王宁利主编 978-7-5679-0519-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普通外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吴冰主编 978-7-5679-0520-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6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调查制度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 978-7-5679-0521-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释义:2016年版,血液内科分册 黄晓军主编 978-7-5679-0524-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释义:2016年版,妇产科分册 郎景和主编 978-7-5679-0531-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戴红主编 978-7-5679-0533-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临床医学 刘德培,侯春林主编 978-7-5679-0537-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二,临床医学 刘德培,吴欣娟主编 978-7-5679-0539-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伦理学 杜慧群, 刘奇, 李传俊主编 978-7-5679-0543-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图解风湿病学 蒋明主编 978-7-5679-0549-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中医药学 刘德培，王士贞主编 978-7-5679-0550-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中医药学 刘德培，肖永庆主编 978-7-5679-0563-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需要接受现代科学洗礼 王台著 978-7-5679-0565-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流动人口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 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编著 978-7-5679-0566-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传染科临床护理 姜平，姜丽华主编 978-7-5679-0588-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分泌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陈正女主编 978-7-5679-0589-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男性不育诊治札记 李宏军著 978-7-5679-0590-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老年医学伦理问题分析及应用 田喜慧主编 978-7-5679-0599-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肿瘤内科进展 中国肿瘤医师教育.2016
年

主编石远凯 978-7-5679-0602-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床位管理 葛建一著 978-7-5679-0604-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领悟医学职业素养:方法·技巧·案例 温迪·莱文森(Wendy Levinson)[等]著 978-7-5679-0608-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孕产期保健 熊庆主编 978-7-5679-0621-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皮肤科临床护理 丁淑贞,戴红主编 978-7-5679-0626-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死爱痛超声波:协和超声医生手记 张波主编 978-7-5679-0631-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5中国肿瘤临床年鉴
中国癌症基金会《中国肿瘤临床年鉴》编辑

委员会编
978-7-5679-0633-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案例集 张朝阳主编 978-7-5679-0638-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案信息技术指南大全 王森主编 978-7-5679-0639-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护士值班手册 史冬雷主编 978-7-5679-0640-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糖尿病护理指导大全 陈立英,王群,王丽芹主编 978-7-5679-0641-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介入治疗与护理 肖书萍，陈冬萍，熊斌主编 978-7-5679-0646-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教育的领导力 (美)路易斯·潘加罗(LouisPangaro)著 978-7-5679-0650-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不忘初心·追求卓越:中国医院感染管理卅年 索继江,李六亿,王力红,宗志勇主编 978-7-5679-0651-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多部门合作:理论、实证
与模式

李星明主编 978-7-5679-0653-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脏疑难病例解析.二 方全，朱文玲，张抒扬主编 978-7-5679-0662-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神经眼科学
蒂莫西·马丁(Timothy J. Martin)，詹姆士

·科比特(James J. Corbett)著
978-7-5679-0669-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国家疾病分类与代码（ICD-10）应用指导手
册

孟群，刘爱民主编 978-7-5679-0682-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医学教育研究文萃:2014-2016 方福德主编 978-7-5679-0697-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放大胃镜观察技巧 八尾建史原著 978-7-5679-0700-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站在名医身边:“2016人民好医生”跟诊记 罗辉主编 978-7-5679-0701-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古典药物的科学化途径 王台主编 978-7-5679-0739-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考试常见错误及对策 胡冬裴主编 978-7-5679-0774-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艾滋病人群反贫困政策研究 程玲著 978-7-5680-0034-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曾永泉著 978-7-5680-0039-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保险法学 曹兴权著 978-7-5680-0111-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专科疾病护理常规 主编潘瑞红, 刘明秀, 郑晓芹 978-7-5680-0216-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临床常用护理操作规程 主编王莉 ... [等] 978-7-5680-0225-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运动生理学 主编封飞虎, 凌波 978-7-5680-0246-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赢在口才 刘艳著 978-7-5680-0296-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宗教公益慈善研究 陈延超著 978-7-5680-0347-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机制研究 方鹏骞, 贾红英著 978-7-5680-0388-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生态城市主义 汤敏，张朋伟，边春霖主编 978-7-5680-0404-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眼泪是胶囊 (新加坡)小寒著 978-7-5680-0425-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呼兰河传 萧红著 978-7-5680-0436-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华中国学.第三卷 罗家祥主编 978-7-5680-0470-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参与型政治的崛起:中国网民政治心理和行为
的实证考察

张明新著 978-7-5680-0485-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计算机与医学信息应用基础 主编向波, 朱世臣 978-7-5680-0487-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托马斯·杰斐逊自传 (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著 978-7-5680-0498-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大国海权 (美)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著 978-7-5680-0515-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艾森豪威尔全传 林文力著 978-7-5680-0516-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学校心理学 主编许思安 978-7-5680-0519-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尚理·卓越:上海理工大学党建研究论文集 刘道平主编 978-7-5680-0550-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妇科中医特效药膳精粹 主编胡荣 978-7-5680-0583-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外科中医特效药膳精粹 主编陈茂华 978-7-5680-0584-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内科中医特效药膳精粹 主编卢训丛 978-7-5680-0585-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不可不知的英国史 邢莉著 978-7-5680-0631-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我有一颗陌生的心脏 (法) 夏洛特·瓦兰德蕾, (法) 让·阿尔塞
兰著

978-7-5680-0667-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肿瘤科中医特效药膳精粹 主编贺海波, 宋先仁 978-7-5680-0670-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男科中医特效药膳精粹 主编侯晓强 978-7-5680-0671-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非手术治疗 主编马梁明, 朱秋娟, 贡蓉 978-7-5680-0678-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耳鼻咽喉口腔恶性肿瘤非手术治疗 主编屈永涛, 张慧平, 何强 978-7-5680-0679-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眼眶恶性肿瘤非手术治疗 主编庄成明, 唐广贤, 薛梅 978-7-5680-0701-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华中国学.2015年·春之卷(总第四卷) 罗家祥主编 978-7-5680-0790-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冠状动脉左主干病变手册 原著Seung-Jung Park, Gary S. Mintz 978-7-5680-0793-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新编妇产科住院医师问答 主编吴素慧 978-7-5680-0798-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新编呼吸内科住院医师问答 主编成孟瑜, 成建德, 王磊 978-7-5680-0800-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新编肿瘤科住院医师问答 主编裴毅 978-7-5680-0801-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需要浪漫 (韩)郑贤贞，(韩)吴承熙著 978-7-5680-0819-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乐器图书馆 (韩)金重赫著 978-7-5680-0822-8 华中技大学出版社

翻译理论与实践简明教程 主编张万防, 黄宇洁 978-7-5680-0831-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智能侵略 (美)丹尼尔·威尔森著 978-7-5680-0844-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人体结构与功能 章皓，陶冬英主编 978-7-5680-0850-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若不是荒野, 我不会活下去:一个背包客自我
疗愈之旅

(美) 崔西·罗斯 (Tracy Ross) 著 978-7-5680-0854-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恋爱的发现 (韩)郑贤贞，(韩)吴承熙著 978-7-5680-0927-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医学临床教学管理与实践 主编向清平 ... [等] 978-7-5680-0949-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两晋天下:司马家族传 杨益著 978-7-5680-0956-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预防医学实训指导及习题集 主编王瑞, 黄丽娃 978-7-5680-0967-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汉树有情:马应龙的民国往事 得君著 978-7-5680-0976-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海军战略论 (美)马汉著 978-7-5680-1013-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穷游欧洲90天:4000欧元90天欧洲自游行 林果著 978-7-5680-1040-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用医学影像学手册 主编徐霖 978-7-5680-1051-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用超声医学手册 张文君主编 978-7-5680-1052-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核医学手册 主编刘刚 978-7-5680-1053-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医常用方剂快速趣记 曹雪编著 978-7-5680-1074-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毛南族研究文献题录 冯涛编著 978-7-5680-1086-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社会科视域中的历史教育核心知识概念建构
研究

周仕德著 978-7-5680-1099-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议员较量:美国前总统约翰·F. 肯尼迪亲述
两院故事

(美)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著 978-7-5680-1125-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用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手册 主编谢多双, 胡荍, 来瑞平 978-7-5680-1130-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用检验医学手册 主编张吉才, 刘久波, 朱名安 978-7-5680-1131-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缅甸岁月 (英) 乔治·奥威尔著 978-7-5680-1132-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动物庄园 (英) 乔治·奥威尔著 978-7-5680-1133-4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通往维根码头之路 (英) 乔治·奥威尔著 978-7-5680-1134-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海军史,晚清民国卷 左立平著 978-7-5680-1135-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巴黎伦敦落魄记 (英)乔治·奥威尔著 978-7-5680-1139-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致敬加泰罗尼亚 (英) 乔治·奥威尔著 978-7-5680-1140-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心血管内科简明治疗手册 何胜虎主编 978-7-5680-1161-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输血手册 主编刘久波, 罗杰 978-7-5680-1192-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药用基础化学 主编刘德秀, 石慧 978-7-5680-1193-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实用介入放射学手册 主编徐霖, 罗杰 978-7-5680-1195-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断裂与弥合:环境与健康风险中的环境标准问
题研究

谈珊著 978-7-5680-1196-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儿子的冬天 (韩)金周荣著 978-7-5680-1201-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基础护理技术操作规范 主编潘瑞红 ... [等] 978-7-5680-1218-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我在北大听文学 于仲达著 978-7-5680-1225-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诊疗基础与临床 主编朱起贵 978-7-5680-1226-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新编肾内科住院医师问答 于为民主编 978-7-5680-1232-4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过敏反应科 (变态反应科) 护士手册 主编刘光辉 978-7-5680-1241-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古诗词鉴赏300首 主编师满元, 申晓辉 978-7-5680-1244-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护理与管理 主编杨霞, 孙丽 978-7-5680-1249-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回不去的候车站 (新加坡) 小寒著 978-7-5680-1263-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战争艺术概论 (法)若米尼著 978-7-5680-1275-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掘金者:互联网时代的创业先锋 《财经天下》周刊编 978-7-5680-1282-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说话的艺术 刘艳著 978-7-5680-1305-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专科护理技术操作规范 主编潘瑞红 ... [等] 978-7-5680-1306-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传染病护理技术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主编苏玉华 978-7-5680-1319-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观复 腾讯《今日话题》编辑部著 978-7-5680-1336-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苏麻喇姑传:用意志战胜命运的传奇侍女 林文力著 978-7-5680-1338-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华中国学.2015年·秋之卷(总第五卷) 罗家祥主编 978-7-5680-1352-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一生花落随:朱生豪与宋清如 吴俣阳著 978-7-5680-1365-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 主编洪琼 978-7-5680-1368-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冒险家:理想不死的创士记 《财经天下》周刊编 978-7-5680-1373-4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偶像派的商业梦 《财经天下》周刊编 978-7-5680-1375-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姜科植物资源 吴德邻主编 978-7-5680-1401-4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501个疯子.I 张林等著 978-7-5680-1413-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501个疯子.II 张林等著 978-7-5680-1413-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跑过裂谷 (美) 娜奥米·贝那隆著 978-7-5680-1414-4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984 (英) 乔治·奥威尔著 978-7-5680-1418-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蓝色火焰:中国海洋战争简史 桑希臣著 978-7-5680-1429-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说英国设计 梁梅编著 978-7-5680-1451-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CT图像中肺部疾病的计算机辅助诊断方法研
究

王倩著 978-7-5680-1497-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社区卫生服务实践与探索 主编孟浦, 李小红 978-7-5680-1518-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乳腺癌非手术治疗 主编田富国 978-7-5680-1542-4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完全解读哲学名著事典 (日)小川仁志著 978-7-5680-1562-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健康管理的实践与创新 主编谭晓东, 黄希宝 978-7-5680-1566-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林肯传 (美)戴尔·卡耐基著 978-7-5680-1568-4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动态心电图手册 主编刘凡 978-7-5680-1598-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色彩基础 主编陈林, 叶菁, 周晓莹 978-7-5680-1620-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工作告知指南 潘瑞红[等]主编 978-7-5680-1763-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拾味纪:唯爱与美食不可负 曾雅娴著 978-7-5680-1787-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拿破仑传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著 978-7-5680-1792-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军机处二百军 袁灿兴著 978-7-5680-1800-5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右脑商业:创业家的创意训练 (美) 珍妮弗·李著 978-7-5680-1828-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西方文化经典,历史卷
(英)约翰·亚历山大·汉默顿(John 

Alexander Hammerton)编
978-7-5680-1914-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继承者们:站在财富上的奋斗 朱丹红著 978-7-5680-1916-3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大秦宣太后:芈月传 彭娇妍著 978-7-5680-1956-9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病毒疣中西医特色诊疗技术 龙勇[等]主编 978-7-5680-1963-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华中国学.2016年·春之卷（总第六卷） 罗家祥主编 978-7-5680-1968-2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每一天都是最好的生活：杨绛传 从茜著 978-7-5680-2007-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炉边蟋蟀 (英)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著 978-7-5680-2012-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人生的战斗 (英)查尔斯·狄更斯著 978-7-5680-2013-8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杨振宁选集 杨振宁著 978-7-5680-2049-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教堂钟声 (英)查尔斯·狄更斯著 978-7-5680-2052-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诗意地栖居:24位中国现代诗人小传 陈陶编著 978-7-5680-2077-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沉思录:典藏版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Marcus Augustus)著 978-7-5680-2257-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生命迁流与文学叙述:当代农民工题材小说研
究

陈一军著 978-7-5681-0243-8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白山地理系统与生态安全:2007～2010.第
四辑

王野乔, 无正方, 冯江主编 978-7-5681-0627-6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张伯存主编 978-7-5681-0636-8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孔子到梁启超:儒家知识分子政教态度的历
史演进

李双龙, 周雪连著 978-7-5681-0720-4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会偏见与攻击的关系:认知加工偏向的视角 孙连荣著 978-7-5681-0830-0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近现代诗歌管窥 赵静, 张有志著 978-7-5681-1230-7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城乡环境遥感技术及应用 程乾编著 978-7-5681-1380-9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压抑与释放 李涛著 978-7-5681-2240-5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信息分析方法与实践 杨良斌著 978-7-5681-2487-4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间失格 (日)太宰治著 978-7-5682-0012-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如是我闻 (日)太宰治著 978-7-5682-0012-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斜阳 (日)太宰治著 978-7-5682-0012-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潘多拉的盒子 (日)太宰治著 978-7-5682-0012-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儿童教育手册 (意) 蒙台梭利著 978-7-5682-0019-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发现孩子 (意) 蒙台梭利著 978-7-5682-0019-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有吸收力的心灵 (意) 蒙台梭利著 978-7-5682-0019-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童年的秘密 (意) 蒙台梭利著 978-7-5682-0019-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 (意) 蒙台梭利著 978-7-5682-0019-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面向复杂数据的推荐分析研究 熊海涛著 978-7-5682-0054-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家风正 子孙兴:听赵忠心教授讲优秀家风故
事

赵忠心著 978-7-5682-0182-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但曾相见便相知 世间美好在唐诗 吕梦著 978-7-5682-0198-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安舍定 曼汀著 978-7-5682-0295-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人生的境界:季羡林谈人生 季羡林著 978-7-5682-0300-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留德十年 季羡林著 978-7-5682-0318-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为什么我们总是感到不安:给内心不安者的心
理学秘方

(韩) 金贤铁著 978-7-5682-0331-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赋得永久的悔:季羡林谈情感 季羡林著 978-7-5682-0338-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安妮日记 (德)安妮·弗兰克著 978-7-5682-0381-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动物农场 (英)乔治·奥威尔著 978-7-5682-0382-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局外人 (法) 加缪著 978-7-5682-0427-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 张晓玲[等]主编 978-7-5682-0467-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天国 (丹) 彭托皮丹著 978-7-5682-0468-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职涯导航 徐伟主编 978-7-5682-0469-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考研英语核心语法与长难句突破 陈正康主编 978-7-5682-0528-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假飞碟,才是真科学 (中国台湾)杨宪东著 978-7-5682-0529-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别让抑郁打败你 张瑞洁编著 978-7-5682-0542-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因梦集 季羡林著 978-7-5682-0592-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发展概
论

李德富主编 978-7-5682-0595-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我国首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预警
研究

于翠英著 978-7-5682-0671-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著 978-7-5682-0685-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谢丽著 978-7-5682-0707-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职场沟通 这样表达最成功 薛明著 978-7-5682-0717-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5次世界大战 刘慈欣等著 978-7-5682-0731-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上 (美)欧·亨利著 978-7-5682-0797-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下 (美)欧·亨利著 978-7-5682-0797-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Appreciation of the texts in advanced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ylistics

石云霞主编 978-7-5682-0813-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智能图像检索关键技术研究 毛金莲著 978-7-5682-0825-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普通话水平测试专用教材
普通话培训与测试研究中心, 普通话水平测

试教材编写组编
978-7-5682-0906-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鲁滨孙漂流记 (英) 笛福著 978-7-5682-0935-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纪伯伦诗文精选.上 (黎) 纪伯伦著 978-7-5682-0936-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纪伯伦诗文精选.下 (黎) 纪伯伦著 978-7-5682-0936-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英语研究论文写作指导 徐艳英, 刘佳, 吕蓓蓓编著 978-7-5682-0955-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医疗机器人 (法) 乔斯琳·特罗卡思著 978-7-5682-0976-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微纪元:微时代 纳米人主宰地球 刘慈欣等著 978-7-5682-0979-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血海大西洋 (英)彼得·达尔曼主编 978-7-5682-0984-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偷袭珍珠港 (英)彼得·达尔曼主编 978-7-5682-0985-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战争中的大后方 (英)彼得·达尔曼主编 978-7-5682-0986-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反攻欧洲 (英)彼得·达尔曼主编 978-7-5682-0987-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二战”伊始 (英)彼得·达尔曼主编 978-7-5682-0988-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纳粹屠刀下的阴霾 (英) 彼得·达尔曼主编 978-7-5682-0996-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就业指导 杜学森编著 978-7-5682-1079-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婴幼儿护理与习惯养成:0-6岁儿童养育专家
全知道

刘燕华著 978-7-5682-1196-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烟雨纷繁，负你一世红颜 张恨水著 978-7-5682-1200-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陌上谁人依旧，固守流年 梁实秋著 978-7-5682-1201-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时光阡陌，你一直未曾走远 周作人著 978-7-5682-1202-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父与子:中英双语彩色全新版 (德) 埃·奥·卜劳恩著 978-7-5682-1216-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国学入门 李静主编 978-7-5682-1245-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卡夫卡小说精选 (奥地利)卡夫卡著 978-7-5682-1246-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大街.上 (美)辛克莱·路易斯著 978-7-5682-1247-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大街.下 (美)辛克莱·路易斯著 978-7-5682-1247-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大街.中 (美)辛克莱·路易斯著 978-7-5682-1247-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如何迅速建立强大的心理素质 何明昊著 978-7-5682-1312-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一本书读懂销售心理学 司徒超著 978-7-5682-1372-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上册 (奥) 斯·茨威格著 978-7-5682-1408-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下册 (奥) 斯·茨威格著 978-7-5682-1408-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追杀K星人:K星走狗 王晋康著 978-7-5682-1412-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吞噬地球:当人类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刘慈欣 ... 等著 978-7-5682-1415-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罗生门 (日)芥川龙之介著 978-7-5682-1429-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考研英语词汇巅峰联想法精解 王国清编著 978-7-5682-1459-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考研英语基础训练,完形填空与阅读理解B节 王文轲主编 978-7-5682-1499-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考研英语基础训练,翻译和写作 王文轲主编 978-7-5682-1499-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考研英语基础训练,阅读理解A节 王文轲主编 978-7-5682-1499-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A brief analysi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celebrated writers` classical 

刘赢南 ... [等] 编著 978-7-5682-1569-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美国文学名家名作简析 张杰 ... [等] 编著 978-7-5682-1570-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科学·对话 《科学·对话》编写组编著 978-7-5682-1604-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时间之河 王晋康著 978-7-5682-1637-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海淀表情 中共海淀区委宣传部编 978-7-5682-1652-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有些事，一想就流泪 子言著 978-7-5682-1668-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农牧民持续增收的互动
效应分析:以西藏为例

沈宏益, 刘强, 张志恒著 978-7-5682-1706-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这么近 那么远 史默著 978-7-5682-1708-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宪兵父亲的遗言:父女两代人的心路历程 (日) 仓桥绫子著 978-7-5682-1710-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基于网络环境下馆藏档案数字化、编研与利
用研究

卢森林，吴丽华著 978-7-5682-1751-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赢的掌控术:如何做一个真正的赢家 (韩)李太赫著 978-7-5682-1774-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网店美工 童海君主编 978-7-5682-1802-3 北京理工大学大学出版社

社会适应力 邹学家主编 978-7-5682-1881-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傅斯年讲诗经 傅斯年著 978-7-5682-2043-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日瓦戈医生.上 (苏联)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著 978-7-5682-2055-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日瓦戈医生.下 (苏联)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著 978-7-5682-2055-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局外人·鼠疫 (法)阿尔贝·加缪著 978-7-5682-2056-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著 978-7-5682-2064-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镜子 吴晗著 978-7-5682-2068-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宝贝宝贝我爱你 刘慈欣,赵海红等著 978-7-5682-2154-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若你安好,便是晴天 林徽因著 978-7-5682-2179-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又是春天 萧红著 978-7-5682-2182-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无爱不倾城 月满天心著 978-7-5682-2337-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全身而退 巴鲁克著 978-7-5682-2341-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聆听三月:邯郸大学生诗歌节作品精选.2015 王红升，韩燕红，王伟主编 978-7-5682-2390-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灭顶之城 异度侠著 978-7-5682-2413-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百姓租房、售房法律自助手册 张琳编著 978-7-5682-2423-9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遇见·撒哈拉:三毛传 朱云乔, 李清秋, 夏墨著 978-7-5682-2463-5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礼仪修养与形象设计 杜巍主编 978-7-5682-2563-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一看就懂的谈判技巧全图解:升级版 高宏著 978-7-5682-2586-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巅峰听力 王长喜主编 978-7-5682-2833-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巅峰听力 王长喜主编 978-7-5682-2873-2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知识产权挖掘与申报 李秀丽, 刘海主编 978-7-5682-2919-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别计较不完美 如湑著 978-7-5682-3072-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宇宙钟摆:末日胡同 银河行星著 978-7-5682-3150-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海淀表达 中共海淀区委宣传部编 978-7-5682-3568-6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莽荒诡境.I 无意归著 978-7-5682-3627-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压垮世界的泡沫 (美)加雷·加勒特著 978-7-5682-3690-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图说 李建平等编著 978-7-5684-0002-2 江苏大学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大众心理学 袁南峋著 978-7-5684-0036-7 江苏大学出版社

当代文论嬗变 刘小新著 978-7-5684-0048-0 江苏大学出版社

花样跳绳初级教程 主编王奉涛 978-7-5684-0065-7 江苏大学出版社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与文化遗产 杨敬, 谢友宁编著 978-7-5684-0078-7 江苏大学出版社

跨越时空的叙事:福克纳小说研究 葛纪红著 978-7-5684-0083-1 江苏大学出版社

大地珍珠:赛珍珠主题诗书画选萃 江苏大学图书馆编 978-7-5684-0092-3 江苏大学出版社

出海 陈德根著 978-7-5684-0094-7 江苏大学出版社

梦是疼醒的思念 于兆文著 978-7-5684-0106-7 江苏大学出版社

绿野诗钞 姚以燧，孙锁泰主编 978-7-5684-0136-4 江苏大学出版社

产业部门关联碳排放及责任的实证研究 钱明霞著 978-7-5684-0147-0 江苏大学出版社

徐承祖与晚清外交 骆远荣编著 978-7-5684-0171-5 江苏大学出版社

实用护理技能 侯玉华主编 978-7-5684-0214-9 江苏大学出版社

医学统计学练习与测试 主编王福彦 978-7-5684-0217-0 江苏大学出版社

那时花开 李军著 978-7-5684-0256-9 江苏大学出版社

育苗小记 陈惠玲著 978-7-5684-0300-9 江苏大学出版社

现代实用礼仪 主编聂敏 978-7-5685-0047-0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文化乌兰 大美河硕 主编邓椿霖, 薄文忠, 于晓旭 978-7-5685-0124-8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系统药理学:原理、方法及应用 王永华，李燕著 978-7-5685-0330-3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历史沉淀的理性 王玉波著 978-7-5686-0013-2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术语研究关键词 叶其松著 978-7-5686-0030-9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树洞先生 王孜 978-7-5688-0032-7 延边大学出版社

现代儿科护理技术 王丽著 978-7-5688-0687-9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不念已往，不忧未来:在迷茫时候做个明白人 彭清清编著 978-7-5688-0710-4 延边大学出版社

冷眼读人性 韩垒著 978-7-5688-0721-0 延边大学出版社

实用儿科疾病诊断与治疗 张贤锋著 978-7-5688-1116-3 延边大学出版社



艺术疗法 (英)大卫·爱德华斯(David Edwards)著 978-7-5689-0046-1 重庆大学出版社

行为疗法
(加)马丁·M. 安东尼(Martin M. 

Antony)，(美)丽莎白·罗默(Lizabeth 
978-7-5689-0092-8 重庆大学出版社

心理剧疗法 (英)保罗·威尔金斯(Paul Wilkins)著 978-7-5689-0158-1 重庆大学出版社

鲜味:正是人间好食节 凉月满天著 978-7-5699-0009-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鬼遮眼.3,幽冥之门 俞鑫著 978-7-5699-0011-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最佳前男友 侯娜著 978-7-5699-0014-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我和斐济有个约会 杨恭如 978-7-5699-0019-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恰到好处的挫折 (美) 格雷格·S·里德著 978-7-5699-0021-7 中国文史出版社

美学与历史 祝东力著 978-7-5699-0028-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 冯其庸著 978-7-5699-0030-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神奇的数字世界 (日)寄藤文平著 978-7-5699-0035-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王健林的棋:决定万达企业气质的8个关键节
点

张岩著 978-7-5699-0040-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河与流:临河城：1980年代 瓦当著 978-7-5699-0062-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孟小冬:繁华锦瑟三折戏 臧宪柱著 978-7-5699-0072-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担当:做新时期尽责有为好干部 孙青编著 978-7-5699-0076-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中国人到底想要什么 杨佩昌, 王冲, 章文著 978-7-5699-0081-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大家族:赵氏宗祠里演绎百年移民壮歌 风中一影著 978-7-5699-0084-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当代华语电影人物论 吴涤非著 978-7-5699-0093-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天真的不得了 庄羽著 978-7-5699-0108-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西游团队进化手记 王成吉著 978-7-5699-0110-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硅谷高层内部讲话 高磊著 978-7-5699-0114-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胡适著 978-7-5699-0117-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爱自己，一切都是自由的 萧红著 978-7-5699-0118-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随着日子往前走 陆小曼著 978-7-5699-0119-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一切的奇迹在你自己 培根著 978-7-5699-0120-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怎样思想, 就有怎样的生活 爱默生著 978-7-5699-0124-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如果容许我再过一次人生 蒙田著 978-7-5699-0125-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你生活的每一天都那么特别 莎士比亚著 978-7-5699-0127-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去你梦想的方向, 过你想过的生活 梭罗著 978-7-5699-0128-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世界上的事最好一笑了之 泰戈尔著 978-7-5699-0130-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在阴影中向太阳奔跑 尼采著 978-7-5699-0131-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世界上的每一朵玫瑰花都有刺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著 978-7-5699-0132-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酒馆 马语著 978-7-5699-0140-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精准表达 苏静著 978-7-5699-0146-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刺局 圆太极[著] 978-7-5699-0150-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我在这一秒，与你擦肩 宋染青著 978-7-5699-0162-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艺林偶谈 范曾著 978-7-5699-0173-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用细节把日子过成诗 蔡颖卿著 978-7-5699-0187-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修罗武神.2,独步山河 善良的蜜蜂著 978-7-5699-0188-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一个无神论者的静修 李银河著 978-7-5699-0189-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如何讲话有逻辑怎样说服有力量 郎世荣著 978-7-5699-0218-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左耳电影全记录 饶雪漫著 978-7-5699-0222-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血刃.2 尚武著 978-7-5699-0229-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道是道理 抱一法师开示 978-7-5699-0234-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妈妈，让我陪你慢慢走 汤圆创作主编 978-7-5699-0244-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作茧 薛燕平著 978-7-5699-0251-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趣生活 陈全忠著 978-7-5699-0259-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冰岛日记 米周著 978-7-5699-0262-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胡适讲国学 季风编著 978-7-5699-0269-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最好的我 (美)尼古拉斯·斯帕克思(Nicholas Sparks)
著

978-7-5699-0272-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泛沧海.上 耿彦钦著 978-7-5699-0300-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泛沧海.下 耿彦钦著 978-7-5699-0300-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脱稿讲话 即兴发言 王剑著 978-7-5699-0312-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纸上的池塘:你用一纸鹂黄把自己开成莲花的
模样

赵明著 978-7-5699-0315-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隐忍与抗争:抗战中的北平文化界 覃仕勇著 978-7-5699-0324-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伦勃朗 (意) 斯蒂芬尼·祖菲著 978-7-5699-0334-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丢勒 (意) 斯蒂芬尼·祖菲著 978-7-5699-0336-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委拉斯贵支 (意) 罗莎·吉奥吉著 978-7-5699-0337-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我们这些流浪的中国人 梁实秋著 978-7-5699-0348-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愿你的世界里，有最皎洁的月光 延参法师著 978-7-5699-0349-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 (奥)利奥波德·萨克·莫索克著 978-7-5699-0350-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雷军:让创业回归简单 陈润著 978-7-5699-0351-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罗斯福与塔夫脱:白宫讲坛与新闻业的黄金时
代.上

(美) 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著 978-7-5699-0354-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罗斯福与塔夫脱:白宫讲坛与新闻业的黄金时
代.下

(美) 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著 978-7-5699-0354-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回声 程青著 978-7-5699-0359-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给大家看的中国通史 吕思勉著 978-7-5699-0360-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四书五经入门 季风编著 978-7-5699-0361-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王国维讲国学 季风编著 978-7-5699-0362-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人生不过如此而已 梁实秋著 978-7-5699-0367-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脆弱心理学:直面脆弱 从不确定性中受益 王莉著 978-7-5699-0371-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绿旗袍 臧小凡著 978-7-5699-0372-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容忍与自由:胡适 978-7-5699-0423-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为什么我们的决定常出错 (美) 法兰西丝卡·吉诺著 978-7-5699-0429-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小众思维:大多数人认同的不一定是对的 王莉著 978-7-5699-0430-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刺局:[截杀南唐特使的山水局].3 圆太极 [著] 978-7-5699-0436-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圣安德鲁斯岛的阳光 (美) 莉安·西蒙著 978-7-5699-0455-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总会有一个与你温暖相拥 沈善书 978-7-5699-0456-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陈寅恪讲国学 季风编著 978-7-5699-0457-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梁启超讲国学 季风编著 978-7-5699-0458-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如果没有爱上你 张军山著 978-7-5699-0459-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 (加)乔治·乔纳斯著 978-7-5699-0465-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一个人也要过得好 耿沫著 978-7-5699-0474-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也读红楼 张云著 978-7-5699-0494-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喝茶慢 许玉莲著 978-7-5699-0512-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萧红:黄金时代的婉约 李婍著 978-7-5699-0519-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蔡元培传:可以为师 可以为友 可以托终身 李克, 沈燕著 978-7-5699-0520-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请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许小朱著 978-7-5699-0538-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试错:企业与员工双赢的人性化管理法 谭小芳著 978-7-5699-0540-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愿你成为最好的女子 蔡澜 978-7-5699-0541-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卢一桐著 978-7-5699-0544-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一切不合适，都是因为不够爱 红肚兜儿著 978-7-5699-0545-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游牧东京 (日)米田智彦著 978-7-5699-0550-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每一次分开都要好好告别 积雪草著 978-7-5699-0551-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南怀瑾讲国学 季风编著 978-7-5699-0564-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记得有人在等你 李辉，叶匡政等著 978-7-5699-0569-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蔡颖卿著 978-7-5699-0626-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要足够丰盛，才能与这世界平等对望 刘安婷著 978-7-5699-0650-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暮春之令.上 海青拿天鹅著 978-7-5699-0658-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暮春之令.下 海青拿天鹅著 978-7-5699-0658-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高更 (意) 加布里埃·克列帕迪著 978-7-5699-0661-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透纳 (意) 加布里埃·克列帕迪著 978-7-5699-0663-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劳特累克 (意) 西莫娜·巴托勒纳著 978-7-5699-0667-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风从何处来 搜狐文化 978-7-5699-0670-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爱因斯坦与上海神秘人 庄蝶庵著 978-7-5699-0678-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致命拜访 (美) 杰克·芬尼著 978-7-5699-0679-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这世界每一刻都是良辰 王二狗著 978-7-5699-0701-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戏曲文献论集 戴云著 978-7-5699-0733-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近藏集粹: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 吕章申主编 978-7-5699-0738-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游走在保定的七彩时光 武眉凌著 978-7-5699-0742-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不确定之美:给模糊的赞歌 (荷)基斯·范迪姆特著 978-7-5699-0743-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印度，和你想的不一样:凤凰卫视记者眼中的
印度

印度尤著 978-7-5699-0745-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遇见每一个有故事的你 小北著 978-7-5699-0748-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突然就开始想你了 侯拥华著 978-7-5699-0753-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对决.2 许韬著 978-7-5699-0756-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穷理查开悟书 (美)本杰明·富兰克林著 978-7-5699-0758-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一个人，也可以好好吃饭 夏不绿著 978-7-5699-0773-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新时期中国戏曲创作概论 何玉人著 978-7-5699-0780-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梅杈楼文集 林冠夫著 978-7-5699-0786-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曹禺探知录 田本相著 978-7-5699-0789-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精神病患 (美)威廉·彼得·布拉蒂著 978-7-5699-0822-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梅兰芳传 王在梅著 978-7-5699-0827-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你的礼物树在哪里，只有你知道 张璞著 978-7-5699-0829-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遮蔽的文明 陈绶祥著 978-7-5699-0844-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爸爸的猫 杨杨著 978-7-5699-0861-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玻璃店 丁小村著 978-7-5699-0880-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这辈子很短，不要为别人而活 包小彬著 978-7-5699-0884-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再别康桥:徐志摩精选文集 徐志摩著 978-7-5699-0886-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荷塘月色:朱自清精选文集 朱自清著 978-7-5699-0888-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优雅就是不着急 易小昭著 978-7-5699-0889-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培根，王尔德，林徽因等著 978-7-5699-0890-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理想的下午，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蒙田，尼采，徐志摩等著 978-7-5699-0891-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日日是好日 渡边和子 978-7-5699-0893-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愿人心温暖 万物复苏 渡边和子 978-7-5699-0894-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把每一天当成人生奖赏 蒙田，叔本华，胡适等著 978-7-5699-0896-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 徐志摩，林徽因，拜伦等著 978-7-5699-0897-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爱默生，培根，胡适等著 978-7-5699-0914-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在花朵前，春天让我欣喜 郁达夫，梭罗，高尔基等著 978-7-5699-0915-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读读诗，日子会变得漂亮些 莎士比亚，拜伦，徐志摩等著 978-7-5699-0916-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总有一个念想，推着我们向前 爱默生，海明威，梭罗等著 978-7-5699-0925-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心美好时 泰戈尔，王尔德，鲁迅等著 978-7-5699-0926-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奇爱博士:或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 (英)彼得·乔治著 978-7-5699-0930-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风雅颂:诗经三百首精选 许松华注析 978-7-5699-0935-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论美国的民主.上册 (法) 托克维尔著 978-7-5699-0939-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论美国的民主.下册 (法) 托克维尔著 978-7-5699-0939-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享受人生:我的生命美学 李银河著 978-7-5699-0952-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离地一厘米的飞翔 五瓣花著 978-7-5699-0953-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当你老了:叶芝诗歌精选 (爱尔兰) 叶芝著 978-7-5699-0956-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三大思考工具轻松解决各种问题 (日)岸良裕司，(日)岸良真由子著 978-7-5699-1007-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乐活温哥华 叶滔著 978-7-5699-1153-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有事就联系，没事各忙各的 天湖小舟著 978-7-5699-1161-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元上都.上 魏坚著 9.78775E+1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元上都.下 魏坚著 9.78775E+1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黄梅雨 姚志彬著 9787-7-5362-4267-8 岭南美术出版社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 歌德[著] 9787-7-5371-3324-1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5%成败论:一位经理人对成功的感悟 张林桂著 978-7-80000-952-5 印刷工业出版社

横刀枣宜线:枣宜会战影像全纪录 张慧著 978-7-80017-972-3 长城出版社

抗敌豫中南:中原抗战影像全纪录 万娜著 978-7-80017-979-2 长城出版社

上高飞虎旗:上高会战影像全纪录 萧瑶编著 978-7-80017-994-5 长城出版社

考研词汇:词以类记 新东方考研究英语研究中心编著 978-7-80080-787-9 群言出版社

专八词汇词根+联想记忆法 俞敏洪编著 978-7-80080-831-9 群言出版社

考研英语阅读理解精读100篇:高分版 印建坤主编 978-7-80080-967-5 群言出版社



态度第一:世界著名企业员工职业精神强化准
则

978-7-80084-657-1 金城出版社

石室秘录 张灿玾 ... [等] 点校 978-7-80089-01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急救广生集 (清) 程鹏程辑 978-7-80089-01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方选要 (明) 周文采编集 978-7-80089-175-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三信编 (清) 毛世洪撰 978-7-80089-17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奉时旨要 (清) 江涵暾著 978-7-80089-17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理真传 (清) 郑寿全著 978-7-80089-17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法圆通 (清) 郑寿全著 978-7-80089-17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九峰医案 (清) 王九峰著 978-7-80089-23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答问 (清) 梁玉瑜传 978-7-80089-29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验良方全集 (清) 姚俊辑 978-7-80089-33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理沦骈文:外治医说 (清) 吴尚先著 978-7-80089-34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经逢原 (清) 张璐撰 978-7-80089-39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从众录 (清) 陈念祖著 978-7-80089-40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热经纬 (清) 王士雄撰 978-7-80089-40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冷庐医话 (清) 陆以湉著 978-7-80089-40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时珍医学全书 柳长华主编 978-7-80089-47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世医得效方 (元) 危亦林著 978-7-80089-47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类证治裁 (清) 林珮琴编著 978-7-80089-51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证治针经 (清) 郭诚勋著 978-7-80089-52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大成 (明) 杨继洲著 978-7-80089-57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汤头歌诀 (清) 汪昂著 978-7-80089-58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聚英 (明) 高武著 978-7-80089-58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齐氏医案 (清) 齐秉慧撰 978-7-80089-59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柳选四家医案 (清) 柳宝诒评选 978-7-80089-59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求真 (清) 黄宫绣著 978-7-80089-59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纲目拾遗 (清) 赵学敏著 978-7-80089-67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串雅全书 (清)赵学敏著 978-7-80089-67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证治汇补 (清)李用粹编著 978-7-80089-67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来苏集 (清) 柯琴撰 978-7-80089-67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症因脉治 (明) 秦昌遇著 978-7-80089-67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古今医鉴 (明)龚信纂辑 978-7-80089-68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备要 (清)汪昂编撰 978-7-80089-79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勉学堂针灸集成 (清) 廖润鸿编撰 978-7-80089-79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济阴纲目 (明) 武之望著 978-7-80089-801-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罗荣桓传 《罗荣桓传》编写组著 978-7-80092-050-9 当代中国出版社

陈毅传 《陈毅传》编写组著 978-7-80092-053-0 当代中国出版社

徐向前传 《徐向前传》编写组著 978-7-80092-057-8 当代中国出版社

刘伯承传 《刘伯承传》编写组著 978-7-80092-100-1 当代中国出版社

彭德怀传 《彭德怀传》编写组著 978-7-80092-102-5 当代中国出版社

彭德怀传 《彭德怀传》编写组著 978-7-80092-103-2 当代中国出版社

贺龙传 《贺龙传》编写组著 978-7-80092-174-2 当代中国出版社

聂荣臻传 《聂荣臻传》编写组著 978-7-80092-336-4 当代中国出版社

叶剑英传 《叶剑英传》编写组著 978-7-80092-375-3 当代中国出版社

张闻天传 程中原著 978-7-80092-927-4 当代中国出版社

十七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80098-947-6 党建读物出版社

成语大词典:单色本 《成语大词典》编委会编 978-7-80103-868-5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资治通鉴.第一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七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三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九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十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二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五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八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六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十一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十七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十三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十九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十二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十五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十八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十六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十四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十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资治通鉴.第四辑 司马光著 978-7-80106-691-6 线装书局

道德文章 叶兆言文 978-7-80108-368-5 西苑出版社

知识工人孔祥瑞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 ... [等] 编 978-7-80116-591-6 学习出版社

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 廖群著 978-7-80116-595-4 学习出版社

唐代白话诗派研究 项楚[等]著 978-7-80116-597-8 学习出版社

大孝至爱谢延信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 ... [等] 编 978-7-80116-611-1 学习出版社

劳动者之歌.第三辑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编] 978-7-80116-613-5 学习出版社

《昭明文选》研究发展史 王书才著 978-7-80116-620-3 学习出版社

王伟光自选集 王伟光著 978-7-80116-634-0 学习出版社

刘海藩自选集 刘海藩著 978-7-80116-636-4 学习出版社

郑科扬自选集 郑科扬著 978-7-80116-638-8 学习出版社

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978-7-80116-649-4 学习出版社

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978-7-80116-649-4 学习出版社

20世纪末西方新马克思主义 周穗明等著 978-7-80116-652-4 学习出版社

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本书编写组编著 978-7-80116-656-2 学习出版社

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978-7-80116-682-1 学习出版社

徐光春自选集 徐光春著 978-7-80116-689-0 学习出版社

厉以宁自选集 厉以宁著 978-7-80116-691-3 学习出版社

靳辉明自选集 [靳辉明著] 978-7-80116-699-9 学习出版社

逄锦聚自选集 [逄锦聚著] 978-7-80116-701-9 学习出版社

吴敬琏自选集 吴敬琏著 978-7-80116-709-5 学习出版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978-7-80116-714-9 学习出版社

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978-7-80116-725-5 学习出版社

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978-7-80116-730-9 学习出版社

李捷自选集 李捷著 978-7-80116-734-7 学习出版社

张岂之自选集 张岂之著 978-7-80116-735-4 学习出版社

李培林自选集 李培林著 978-7-80116-937-2 学习出版社

蔡昉自选集 蔡昉著 978-7-80116-938-9 学习出版社

行政哲学研究 何颖著 978-7-80116-947-1 学习出版社

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 那木吉拉著 978-7-80116-950-1 学习出版社

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201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 978-7-80116-966-2 学习出版社

秦宣自选集 秦宣著 978-7-80116-972-3 学习出版社

图书馆权利研究 程焕文, 潘燕桃, 张靖著 978-7-80116-987-7 学习出版社



当代中国体育利益格局演化研究 程林林著 978-7-80116-989-1 学习出版社

国际税收基础
(美) Brian J. Arnold, Michael J. 

McIntyre著
978-7-80117-720-9 中国税务出版社

CT读片手册 高凤国,陈为军主编 978-7-80121-874-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X线读片手册 鹿强，侯明辉主编 978-7-80121-893-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B超读片手册 王燕，栗建辉主编 978-7-80121-945-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局部解剖学学习指导 范松青，陈熙，万炜主编 978-7-80121-997-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面子 若木编著 978-7-80128-900-1 中国言实出版社

影响张学良人生的六个女人:赵春桂、宋美龄
、于凤至、谷瑞玉、赵一荻、蒋士云

窦应泰著 978-7-80130-767-5 团结出版社

图说宋氏家族 王东方，聂茂，彭利芝著 978-7-80130-978-5 团结出版社

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 张化著 978-7-80136-980-2 中共党史出版社

赢在校园:大学新生入学必读 高校入学教学编写组编 978-7-80140-590-6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红孩子 楸立著 978-7-80141-901-9 台海出版社

逃亡大森林 崔炳章著 978-7-80141-905-7 台海出版社

劳动最光荣 何休著 978-7-80141-914-9 台海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 冯国超编著 978-7-80145-616-8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李锁清编著 978-7-80145-702-8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世界历史未解之谜 李锁清主编 978-7-80145-757-8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华5000年军事故事 段军龙编 978-7-80145-829-2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要读的50篇游记 淡霞主编 978-7-80145-835-3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二十四史故事.上 主编樊文龙 978-7-80145-861-2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二十四史故事.下 主编樊文龙 978-7-80145-861-2 光明日报出版社

年轻人要读的50首诗歌 佟自光,陈荣赋主编 978-7-80145-910-7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名人地图 吕东亮，姚晓华编著 978-7-80145-914-5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华艺术5000年 夏德美, 童小珍编著 978-7-80145-919-0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要注意的50个细节 宿春礼编著 978-7-80145-931-2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要解决的50个关键问题 宿春礼编著 978-7-80145-932-9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要懂的100个哲理 宿春礼, 王彦明编著 978-7-80145-933-6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历史速读 郭晶，李明卓编著 978-7-80145-934-3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世界历史速读 编著张琦，倪新玉 978-7-80145-935-0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地理未解之谜 何英娇编著 978-7-80145-942-8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世界军事未解之谜 张立洁,姚晓华编著 978-7-80145-946-6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文学速查手册 编著王鸿丽 978-7-80145-953-4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世界文学速查手册 郭月霞，张俊编著 978-7-80145-95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要欣赏的60张唱片 顾建勤, 童小珍著 978-7-80145-966-4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一生要看的60部电影 姚晓华著 978-7-80145-967-1 光明日报出版社

影响人一生的100个管理寓言 段珩著 978-7-80145-977-0 光明日报出版社

影响人一生的100个成功寓言 周蜜编著 978-7-80145-980-0 光明日报出版社

心理学的故事 李汉松编著 978-7-80145-982-4 光明日报出版社

说好难说的话 李小文编著 978-7-80145-983-1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性的弱点全集.上 (美)卡耐基(Dale Carnegie)著 978-7-80145-997-8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性的弱点全集.下 (美)卡耐基(Dale Carnegie)著 978-7-80145-997-8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性的优点全集.上 (美)卡耐基著 978-7-80145-998-5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性的优点全集.下 (美)卡耐基著 978-7-80145-998-5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卡尔·威特的教育 (德)卡尔·威特著 978-7-80145-999-2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张文康主编 978-7-80156-24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林沛湘 林寿宁编著 978-7-80156-25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张文康主编 978-7-80156-37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国医大师卷 张文康主编 978-7-80156-55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谭敬书 佘靖主编 978-7-80156-59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开启中医之门:运气学导论 讲述李阳波 978-7-80156-62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方临床运用.第一辑 李赛美，黄仰模，蔡文就主编 978-7-80156-63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思邈医学全书 张印生，韩学杰主编 978-7-80156-705-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急诊手册 王一镗主编 978-7-80157-531-9 人民军医出版社

口腔正畸临床技术大全 主编 段银钟 978-7-80157-618-7 人民军医出版社

图文古筝基础教程 李汴, 陈希垚编著 978-7-80158-793-0 蓝天出版社

新编办公室人员管理执行标准 主编张浩 978-7-80158-916-3 蓝天出版社

最新工会常用文书写作大全 主编张浩 978-7-80158-917-0 蓝天出版社

新编公务员工作规范实用读本 主编薄文忠 978-7-80158-986-6 蓝天出版社

新编赏罚分明管理制度大全 主编程玉谦 978-7-80158-988-0 蓝天出版社

媒变 萧闲著 978-7-80165-394-9 中国海关出版社

金牌外贸业务员找客户:17种方法·案例·评
析

陈念祥, 张思羽主编 978-7-80165-543-1 中国海关出版社

职工安全与健康知识普及读本 安红昌编著 978-7-80168-921-4 研究出版社

做自己的国王:学会心理控制术 (美) 奥里森·斯威特·马登著 978-7-80168-931-3 研究出版社



相伴一生的中国智慧锦语:每日五句，练就通
达人生

张公武编著 978-7-80168-992-4 研究出版社

彭雪枫传 《彭雪枫传》编写组著 978-7-80170-311-8 当代中国出版社

罗马与长安: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 凌沧洲著 978-7-80170-545-7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就是黄健翔 黄健翔著 978-7-80170-553-2 当代中国出版社

吉胡·阿莎:我要做我想做的一切 吉胡·阿莎著 978-7-80170-558-7 当代中国出版社

谁在暗算股指期货:“黄金十年”中国七大投
资焦点

张庭宾著 978-7-80170-587-7 当代中国出版社

安逗&黑仔:两只牛的生活意见 秋水堂编著 978-7-80170-864-9 当代中国出版社

就这样, 挺过创业难关 许琼林著 978-7-80170-869-4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方政府如何融资 主编田江南 978-7-80170-920-2 当代中国出版社

MBA教不了的创富课 老雕著 978-7-80170-939-4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解读 主编刘凤海, 刘宏 978-7-80172-734-3 兵器工业出版社

成吉思汗 龚禺铭著 9.7878E+12 中国长安出版社

成吉思汗 龚禺铭著 9.7878E+12 中国长安出版社

名品盛宴:世界顶级名品 完全时尚手册,综合
版

时涛编 978-7-80175-824-8 中国长安出版社

死亡笔记 包为著 978-7-80178-451-3 华龄出版社

实用老年中西医结合治疗学 吴咸中主编 978-7-80178-761-3 华龄出版社

实用老年外科学:外科与老年外科学 吕德成主编 978-7-80178-763-7 华龄出版社

实用老年内科学 杨延宗，杜建玲主编 978-7-80178-778-1 华龄出版社

血色南郊 宋老邪著 978-7-80178-959-4 华龄出版社

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手册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编 978-7-80185-862-7 中国检察出版社

宋辽夏金元文化史 叶坦等著 9.7878E+12 东方出版中心

创新能力建设:专业技术人员创新案例 白春礼主编 978-7-80189-851-7 中国人事出版社

乳品人生:男人女人一生不断奶 贝帝编著 978-7-80193-212-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现代急症传染病学 辛绍杰, 周先志主编 978-7-80194-07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胎儿畸形产前超声诊断学 李胜利主编 978-7-80194-108-4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病理学分册 主编 张乃鑫 978-7-80194-195-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实用骨科学 主编 胥少汀, 葛宝丰, 徐印坎 978-7-80194-218-0 人民军医出版社

基础护理临床问答 主编 肖爱军 978-7-80194-255-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手术学全集,普通外科手术学 黎介寿, 吴孟超, 黄志强主编 978-7-80194-472-6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冠心病奇效良方 王晓岚主编 978-7-80194-654-6 人民军医出版社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护理分册 主编 李淑迦 978-7-80194-703-1 人民军医出版社



同型半胱氨酸与内科常见病 刘险峰, 张国华主编 978-7-80194-763-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新编实用儿科药物手册 主编 沈刚 978-7-80194-897-7 人民军医出版社

现代外固定支架治疗学 主编 王秋根, 张秋林 978-7-80194-961-5 人民军医出版社

激流勇进: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 刘益涛著 978-7-80199-284-0 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著 978-7-80199-513-1 中共党史出版社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孙怀东，高锐主编 978-7-80199-924-5 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的第一本英语阅读书:彩图版 方洲主编 978-7-80200-665-2 华语教学出版社

新人口礼赞: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回顾与展
望,黑龙江卷

主编 郑德清 978-7-80202-490-8 中国人口出版社

培养“狮子”:解决父母教子难题 把孩子塑
造成强者

张绍民著 978-7-80203-340-5 中国妇女出版社

新闻礼仪学 胡仁钧著 978-7-80206-943-5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的威胁? (法) 魏柳南著 978-7-80208-797-2 人民日报出版社

美国沉没? 易强著 978-7-80208-825-2 人民日报出版社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律法规基础过关700题 徐颂主编 978-7-80209-482-6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颈动脉支架术——2007 颜红兵主编 978-7-80209-521-2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使圆成方:规范自我的12项修炼 李洁编著 978-7-80210-492-1 西苑出版社

高瞻远瞩:眼界决定世界 王晓军编著 978-7-80210-493-8 西苑出版社

人生超市:打往天堂的电话 郭瑞编著 978-7-80210-495-2 西苑出版社

先行者胜:别拿时间开玩笑 田兵权编著 978-7-80210-498-3 西苑出版社

乱云飞渡:南北朝那些人事儿 姜若木编著 978-7-80210-590-4 西苑出版社

传统节日大观 武士明，王宁编著 978-7-80210-889-9 西苑出版社

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 李惠斌, 薛晓源, 王治河主编 978-7-80211-769-3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人性弱点与人性优点:开启卓越人生的心灵智
慧宝典

(美) 戴尔·卡耐基著 978-7-80213-979-4 海潮出版社

中国商业史 王孝通著 978-7-80214-095-0 团结出版社

保密局头子毛人凤 杨春光编著 978-7-80214-541-2 团结出版社

胭脂绝代之玉娉婷 三月暮雪著 978-7-80214-887-1 团结出版社

地产破冰术:新聚仁10年 李嘉政著 978-7-80215-296-0 中国工商出版社

雾霾天气治理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案例
研究

邓玉华著 978-7-80215-633-3 中国工商出版社

税法 主编熊新忠, 徐黎 978-7-80215-664-7 中国工商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 关于实行党
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

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978-7-80216-514-4 中国方正出版社



商谏:周济谱论国企时弊 周济谱著 978-7-80216-527-4 中国方正出版社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学习
读本

本书编写组编 978-7-80216-528-1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
则》学习问答

中央纪委法规室编写 978-7-80216-600-4 中国方正出版社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务操作指南 主编黄松有, 黎建飞 978-7-80217-638-6 人民法院出版社

老人与海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Hemingway, E.)原著 978-7-80218-861-7 中国宇航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 

F. S.)原著
978-7-80218-862-4 中国宇航出版社

俞敏洪创业人生:脱去身上重重的壳 完成人
生涅槃

《赢在中国》项目组编著 978-7-80219-162-4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刑法表系:刑法条文与配套规定对应分解图表
总览

赵英武编 978-7-80219-205-8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宪法文献通编 王培英编 978-7-80219-217-1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牛根生创业人生 《赢在中国》栏目组编著 978-7-80219-266-9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马云点评创业:CCTV《赢在中国》现场精彩点
评实录

《赢在中国》项目组编著 978-7-80219-267-6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古都北京:珍藏本 阎崇年著 978-7-80219-303-1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雅与颂:华夏上古史诗新考 何新著 978-7-80219-358-1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古都北京:[英文版] 阎崇年著 978-7-80219-385-7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史玉柱点评创业:CCTV《赢在中国》现场精彩
点评实录

《赢在中国》项目组编著 978-7-80219-410-6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日志中国:回望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第
二卷

新京报社编著 978-7-80219-470-0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日志中国:回望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第
3卷

新京报社编著 978-7-80219-471-7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 丁寰翔，余建明，陈立峰等著 978-7-80219-494-6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民事执行要点与技巧 张晓秦，刘玉民主编 978-7-80219-510-3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法律援助年鉴.2008 贾午光主编 978-7-80219-606-3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风雨张居正 郦波著 978-7-80219-651-3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婚姻家庭法律法规手册 本书编辑组编 978-7-80219-709-1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法律援助年鉴.2009 贾午光主编 978-7-80219-726-8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全球化时代有组织犯罪与对策 何秉松主编 978-7-80219-759-6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腐女GaGa 睡懒觉的喵著 978-7-80220-895-7 中国画报出版社

炒股入门与技巧 钟双德编著 978-7-80220-925-1 中国画报出版社

经济型酒店规范化服务指南 赵永秀主编 978-7-80221-399-9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人职初:职场专家给新员工的九课“实”招 阿登著 978-7-80221-507-8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与50位大使对话旅游 伍飞著 978-7-80221-545-0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非常使命:中国“5·12”抗震救灾审计纪实 闫盈全编著 978-7-80221-867-3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秀才遇到兵 徐纪周,朱俊懿著 978-7-80223-893-0 中国三峡出版社

杨澜奥运高端访谈 杨澜编著 978-7-80225-402-2 新星出版社

肥米虫 夜函著 978-7-80225-413-8 新星出版社

搞垮巴林银行之后 (英) 尼克·利森, 伊凡·泰里尔著 978-7-80225-459-6 新星出版社

炒鱿鱼面谈官 (日) 垣根涼介著 978-7-80225-669-9 新星出版社

室内装饰设计与课程设计题型解析 赵青编著 978-7-80227-222-4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资料员一本通 本书编委会编 978-7-80227-422-8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养生药膳对症疗法.上 978-7-80227-639-0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养生药膳对症疗法.下 978-7-80227-639-0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镜·归墟.1 沧月著 978-7-80228-334-3 新世界出版社

魅生,妖颜卷 楚惜刀著 978-7-80228-343-5 新世界出版社

魅生,幻旅卷 楚惜刀著 978-7-80228-408-1 新世界出版社

魅生,凤鸣卷 楚惜刀著 978-7-80228-456-2 新世界出版社

魅生,涅槃卷 楚惜刀著 978-7-80228-726-6 新世界出版社

成吉思汗与蒙古高原 孟松林编著 9.7878E+12 新世界出版社

足迹 朱灵主编 978-7-80228-928-4 新世界出版社

满铁与华北经济1935~1945 解学诗著 9.7878E+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蒙古 郝时远等编著 9.7878E+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周信有 张文康主编 978-7-80231-12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郑魁山 郝晋东主编 978-7-80231-12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屠金城 佘靖主编 978-7-80231-12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管遵惠 管遵惠主编 978-7-80231-12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徐宜厚 徐宜厚编著 978-7-80231-12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宋健民 宋健民著 978-7-80231-15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孔伯华 [孔伯华著述] 978-7-80231-17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泌尿男科疾病诊疗手册 编著王伊光 978-7-80231-17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曹恩泽 佘靖主编 978-7-80231-17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韩百灵 张文康主编 978-7-80231-17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洪广祥 佘靖主编 978-7-80231-18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博士看中医 主编荆志伟 978-7-80231-19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段富津 佘靖主编 978-7-80231-19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脏腑是怎样炼成的:脏腑演化律 王全年著 978-7-80231-19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启源 (金) 张元素著 978-7-80231-20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李洪渊主编 978-7-80231-20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药编辑手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编辑规范课题组
”编

978-7-80231-20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捍卫中医 曹东义著 978-7-80231-21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肝病药物手册 巫善明, 王灵台, 王育群主编 978-7-80231-21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蔡福养 佘靖主编 978-7-80231-21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素问宣明论方 (金)刘完素著 978-7-80231-22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陆永昌 佘靖主编 978-7-80231-22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通俗讲话 胡希恕著 978-7-80231-23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班秀文 佘靖主编 978-7-80231-24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韩冰 佘靖主编 978-7-80231-24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入门通俗演义 陈沫金著 978-7-80231-25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百灵妇科传真 韩延华, 韩延博编著 978-7-80231-25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实用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学 主编李佩文, 崔慧娟 978-7-80231-25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典传承临证录: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
项目医案精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写 978-7-80231-256-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方临床运用.第二辑 主编李赛美, 黄仰模, 蔡文就 978-7-80231-258-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薪火传承集: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传承精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写 978-7-80231-26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防风的药学与临床研究 编著孙晖, 孟祥才 978-7-80231-263-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重辑严氏济生方 (宋) 严用和撰 978-7-80231-264-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临证思辨录: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
项目策论精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写 978-7-80231-26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郑长松妇科 主编郑其国, 郑书翰 978-7-80231-26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内科疾病诊疗手册 主编范秀英, 陈志刚 978-7-80231-269-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方和谦 佘靖主编 978-7-80231-27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石景亮 佘靖主编 978-7-80231-27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妇人大全良方 (宋)陈自明著 978-7-80231-27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兰室秘藏 (金) 李东垣著 978-7-80231-27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金) 刘完素著 978-7-80231-27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素问玄机原病式 (金) 刘完素著 978-7-80231-27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脾胃论 (金) 李东垣著 978-7-80231-28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内外伤辨惑论 (金) 李东垣著 978-7-80231-28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幼科发挥 (明) 万全著 978-7-80231-28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外科精要 (宋) 陈自明著 978-7-80231-28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读书记 (清) 尤在泾著述 978-7-80231-28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明理论 (金) 成无已著 978-7-80231-28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宋) 陈无择著 978-7-80231-28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卫生宝鉴 (元) 罗天益著 978-7-80231-29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濒湖脉学 (明)李时珍著 978-7-80231-29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儿科疾病 主编于作洋 978-7-80231-29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煌经方沙龙.第一期 黄煌主编 978-7-80231-30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盛玉凤 盛玉凤编著 978-7-80231-30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郭振球 佘靖主编 978-7-80231-313-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女科要旨 (清) 陈修园撰 978-7-80231-31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心血管系统疾病 主编付义, 陈冰 978-7-80231-317-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普济本事方 (宋) 许叔微著 978-7-80231-318-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郁仁存 佘靖主编 978-7-80231-319-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年鉴.2007,行政卷 《中国中医药年鉴》(行政卷)编辑委员会编 978-7-80231-32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通俗讲话 何任著 978-7-80231-32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脉因证治 (元) 朱丹溪撰 978-7-80231-32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丹溪心法 (元) 朱丹溪撰 978-7-80231-32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危北海 危北海等编著 978-7-80231-32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诊家正眼 (明) 李中梓撰 978-7-80231-33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小儿药证直诀 (宋) 钱乙著 978-7-80231-33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格致余论 (元) 朱丹溪撰 978-7-80231-33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大黄的药学与临床研究 编著邱颂平 978-7-80231-34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历代药论选 吴昌国编著 978-7-80231-35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小儿运动障碍的理学疗法 主编孙清华 978-7-80231-36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方剂化学 主编裴妙荣 978-7-80231-38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血液系统疾病 主编李仝, 张存华 978-7-80231-38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阴证略例 (元) 王好古著 978-7-80231-39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此事难知 (元) 王好古著 978-7-80231-39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汤液本草 (元) 王好古著 978-7-80231-39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急危重症 主编唐光华 978-7-80231-39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疾病诊疗手册 主编张允岭, 韩振蕴 978-7-80231-40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简明针灸学 赖新生, 陈兴华编著 978-7-80231-412-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源流论 (清) 徐灵胎著 978-7-80231-414-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兰台轨范 (清) 徐灵胎撰 978-7-80231-41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热病新论:从热病诊治沿革看中医的发展 主编曹东义 978-7-80231-42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歧轩脉法 张润杰, 甄秀彦, 朱雅卿编著 978-7-80231-42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三七的药学与临床研究 编著徐冬英 978-7-80231-43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临证指南医案 (清) 叶天士著 978-7-80231-45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解读人的体质 孙理军编著 978-7-80231-453-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贯珠集 (清) 尤在泾编注 978-7-80231-457-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雪华金匮要略讲课实录 王雪华主编 978-7-80231-46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儿科常见疾病的诊治与健康指导 主编孙晓静, 张勇军, 孔祥之 978-7-80231-46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病条辨通俗讲话 刘景源著 978-7-80231-47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煌经方沙龙.第二期 黄煌主编 978-7-80231-47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振华 郭淑云，李郑生主编 978-7-80231-48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赵荣莱 佘靖主编 978-7-80231-48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张海峰 佘靖主编 978-7-80231-490-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院感染控制技术 主编王鸣, 杨智聪 978-7-80231-49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特定穴临床应用 王启才等主编 978-7-80231-492-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贾海忠中医体悟:父子亲传实录 贾海忠著 978-7-80231-50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消化病特色专科实用手册 主编张声生, 王垂杰, 沈洪 978-7-80231-510-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 (清) 王孟英著 978-7-80231-51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呼吸系统疾病 主编张晓梅 978-7-80231-51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简明中西医结合神经病学 主编刘泰 978-7-80231-52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刘学勤 佘靖主编 978-7-80231-53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妇科疾病 主编马惠荣 978-7-80231-53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心血管病特色专科实用手册 主编陈晓虎, 沈建平 978-7-80231-53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消化系统疾病 主编李春颖, 刘震 978-7-80231-53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陈文伯 佘靖主编 978-7-80231-53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难经本义 (元) 滑寿著 978-7-80231-554-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问中医几度秋凉:一个中医世家“叛逆者”的
自述

艾宁著 978-7-80231-561-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年鉴.[2008],行政卷 《中国中医药年鉴》 (行政卷) 编辑委员会
编

978-7-80231-58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饮膳正要 (元) 忽思慧撰 978-7-80231-58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活人书 (宋) 朱肱著 978-7-80231-58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医杂著 (明) 王纶撰 978-7-80231-60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中医体质分类与判
定:ZYYXH/T 157-2009

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 978-7-80231-614-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张作舟 张作舟，张大萍主编 978-7-80231-616-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邵长荣实用中医肺病学 主编邵长荣 978-7-80231-621-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幼科释谜 (清) 沈金鳌辑著 978-7-80231-635-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田从豁 佘靖主编 978-7-80231-639-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解密中国人的九种体质 王琦，田原著 978-7-80231-64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贯 (明) 赵献可著 978-7-80231-645-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续 彭子益著 978-7-80231-64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 《用耳朵学中医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978-7-80231-64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 (汉)张仲景著 978-7-80231-648-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精选中医歌赋 《用耳朵学中医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978-7-80231-65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方论 (汉)张仲景著 978-7-80231-651-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抑郁症中西医诊疗学 曹欣冬, 王伟编著 978-7-80231-653-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传染病学 陈盛铎主编 978-7-80231-663-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碥 (清) 何梦瑶撰 978-7-80231-66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裘笑梅 张文康主编 978-7-80231-67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第一辑,郭子
光

刘杨编著 978-7-80231-678-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夏桂成实用中医妇科学 主编夏桂成 978-7-80231-686-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广瘟疫论 (清) 戴天章著 978-7-80231-692-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柴浩然 柴瑞霭，柴瑞霁，柴瑞震编著 978-7-80231-69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国医大师传承研究精粹 王国强主编 978-7-80231-698-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王乐匋 佘靖主编 978-7-80231-71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桂芝实用中医肿瘤学 主编孙桂芝 978-7-80231-712-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石学敏实用针灸学 主编石学敏 978-7-80231-716-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安医学名医医案精华 主编王键 978-7-80231-725-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安医学医论医话精华 主编牛淑平 978-7-80231-726-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安医学外科、骨伤科精华 主编于庆生 978-7-8023-1728-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四圣心源 (清) 黄元御著 978-7-80231-729-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安医学儿科精华 主编尚莉丽 978-7-80231-730-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灸解惑 王启才著 978-7-80231-732-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安医学方药精华 主编章健 978-7-80231-73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安医学妇科精华 主编梁文珍 978-7-80231-735-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绍兴伤寒学派与《通俗伤寒论》今释 编著沈元良 978-7-80231-736-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安医学五官科精华 主编郑日新 978-7-80231-737-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安医学内科精华 主编程晓昱 978-7-80231-74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郭振球内科证治新诠 郭振球著 978-7-80231-742-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条辨 (明) 方有执撰 978-7-80231-74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老老余编 养生余录 (明) 徐春甫编著 978-7-80231-746-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本草备要 (清) 汪昂撰 978-7-80231-747-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安医学学术思想精华 主编陈雪功 978-7-80231-74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原理.上 (明) 汪机撰 978-7-80231-75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原理.下 (明) 汪机撰 978-7-80231-75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说 (宋) 张杲撰 978-7-80231-75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条辨续注 (明) 方有执撰 978-7-80231-753-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望诊遵经 (清) 汪宏撰 978-7-80231-75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旨绪余 (明) 孙一奎撰 978-7-80231-75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文垣医案 (明) 孙一奎撰 978-7-80231-75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后条辨.上 (清) 程应旄撰 978-7-80231-75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后条辨.下 (清) 程应旄撰 978-7-80231-75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方集解 (清) 汪昂撰 978-7-80231-759-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安医学针灸精华 主编胡玲 978-7-80231-760-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肖相如论伤寒 肖相如著 978-7-80231-770-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杨家林 杨家林著 978-7-80231-777-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电热针临床应用指南 夏玉卿编著 978-7-80231-77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名医做临床.二,内科难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978-7-80231-782-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名医做临床.一,内科难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978-7-80231-783-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名医做临床,骨伤科难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978-7-80231-787-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跟名医做临床,外科难病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编 978-7-80231-788-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973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题2009年项目成
果集

主编李振吉, 苏钢强, 彭以祺 978-7-80231-796-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一名真正的名中医:熊继柏临证医案实录.1 熊继柏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研究小组整理 978-7-80231-80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养生从健脑开始 主编高利 978-7-80231-804-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澄省与致远:中西医并存下的中医学思索 孙涛, 樊新荣著 978-7-80231-808-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邹燕勤 佘靖主编 978-7-80231-80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宗金鉴心法要诀 (清)吴谦等编撰 978-7-80231-813-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温病学名著 《用耳朵学中医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978-7-80231-814-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难经 神农本草经 《用耳朵学中医系列丛书》编委会编 978-7-80231-815-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源 皮特·肖伍德 (澳) 著 978-7-80231-822-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针经三书 王耀帅, 陈仁寿集校 978-7-80231-824-3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颜德馨急性热病诊治从新 主编余小萍 978-7-80231-827-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颜德馨方药心解 主编魏江磊 978-7-80231-828-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国医大师班秀文学术经验集成 主编李莉 978-7-80231-834-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舌诊彩色图谱 龚一萍主编 978-7-80231-839-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无咎医学八书 主编姜宏军, 徐旻, 任宏丽 978-7-80231-841-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方剂趣记 赵建成编著 978-7-80231-843-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药速记 吴嘉瑞，张冰主编 978-7-80231-84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络腧穴认记 郭义主编 978-7-80231-84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经络腧穴认记 郭义主编 978-7-80231-845-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颜德馨医案医话集 主编胡泉林, 王宇锋 978-7-80231-846-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颜德馨内科学术经验薪传 主编邢斌, 韩天雄 978-7-80231-847-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颜德馨论衡法 主编颜乾麟, 刘小雨 978-7-80231-848-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颜德馨临证实录 主编屠执中, 艾静 978-7-80231-84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徐仲才医案医论集 主编陆鸿元, 徐蓉娟, 郭天玲 978-7-80231-850-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徐小圃医案医论集 主编陆鸿元, 徐蓉娟 978-7-80231-851-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时振声伤寒发挥 肖相如整理 978-7-80231-862-5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鸿飞集论眼科 (明) 佚名氏著 978-7-80231-865-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任应秋运气学说六讲 任应秋著 978-7-80231-873-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煌经方沙龙.第三期 黄煌主编 978-7-80231-874-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泌尿系结石的中西医最新治疗 主编赖海标 978-7-80231-880-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颜正华 张冰主编 978-7-80231-88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五十岁以后的健康秘诀 主编高利 978-7-80231-887-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李阳波伤寒论坛讲记 李坚, 黄涛, 胡存慧整理 978-7-80231-897-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赵玉庸 佘靖主编 978-7-80231-905-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经·灵枢》注评 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编著 978-7-80231-912-7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锡纯医学师承学堂,儿科讲记 李静著 978-7-80231-914-1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近现代史话 曹东义编著 978-7-80231-919-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效验方荟萃 主编谢永玉 978-7-80231-947-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放眼看中医:港澳台地区及海外中医药概览 杨卓欣主编 978-7-80231-96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汉方临床治验精粹 矢数道明著 978-7-80231-979-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林误案 贺学泽编著 978-7-80231-989-9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锡纯医学师承学堂,皮肤科讲记 李静著 978-7-80231-995-0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执政成本论 季建林著 978-7-80232-166-3 时事出版社

政治学概论 鞠海龙著 978-7-80232-545-6 时事出版社

德国情报组织揭秘 綦甲福[等]著 978-7-80232-546-3 时事出版社

分裂主义及其国际化研究 李捷, 杨恕著 978-7-80232-563-0 时事出版社

法国情报组织揭秘 高振明著 978-7-80232-574-6 时事出版社

大国无疆:中国崛起动能论 肖洋著 978-7-80232-612-5 时事出版社

现代口才实用全书 闻君, 金波编著 978-7-80232-624-8 时事出版社

突破与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的新研究 柳思思著 978-7-80232-650-7 时事出版社

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思考 冯绍雷主编 978-7-80232-651-4 时事出版社

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沈逸著 978-7-80232-653-8 时事出版社

人间有味是清欢:在喧嚣世界心素如简人淡如
菊

叶明溪著 978-7-80232-657-6 时事出版社

近代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 张卫娣, 肖传国著 978-7-80232-685-9 时事出版社

中国式民主:一种新型民主形态的兴起和成长 刘杰等著 978-7-80232-756-6 时事出版社

白话菜根谭:译注与诠释 洪应明著 978-7-80232-768-9 时事出版社

UFO：神秘的外星人与飞碟之谜 谷峰编著 978-7-80232-771-9 时事出版社

宋词是一杯清酒.5,小山词传 上玄月著 978-7-80232-774-0 时事出版社

重新思考基辛格 周一骏著 978-7-80232-775-7 时事出版社

威震欧洲:彼得大帝（1672-1725） 高地著 978-7-80232-781-8 时事出版社

成功绝非偶然.2,马化腾价值千亿的创业哲学
课

布衣著 978-7-80232-784-9 时事出版社

唐诗是一曲风流.3,元稹诗传 桃花潭水著 978-7-80232-797-9 时事出版社

唐诗是一曲风流.7,李商隐诗传 孟语嫣著 978-7-80232-809-9 时事出版社

史玉柱的创业心得:珍藏版 吴广洋编著 978-7-80232-811-2 时事出版社

俄欧关系与中国欧亚战略 刘军, 毕洪业等著 978-7-80232-819-8 时事出版社

瞬间崛起的世界之王:亚历山大大帝 锦城著 978-7-80232-822-8 时事出版社

大汉天子——汉武帝 子衿著 978-7-80232-826-6 时事出版社

欧亚飓风:匈奴王阿提拉 汗青著 978-7-80232-827-3 时事出版社

财富的极点:罗斯柴尔德家族 吴健著 978-7-80232-828-0 时事出版社

犹太人密码:世界上最聪明的思维方式和生存
哲学

王颖著 978-7-80232-856-3 时事出版社

每天读点口才学与博弈论 长松编著 978-7-80232-866-2 时事出版社



为权力而生:世界政坛传奇女子 华云著 978-7-80232-868-6 时事出版社

语出生莲花:中国上乘说话智慧 肖岩著 978-7-80232-881-5 时事出版社

总统的哲学 杨欢著 978-7-80232-889-1 时事出版社

尼采的哲学 尼采著 978-7-80232-927-0 时事出版社

卢梭的忏悔 卢梭著 978-7-80232-928-7 时事出版社

哲学的故事 杜兰特著 978-7-80232-929-4 时事出版社

美国联盟体系与地区经济发展 杨毅著 978-7-80232-930-0 时事出版社

听南怀瑾谈人生哲学 公羽著 978-7-80232-932-4 时事出版社

听南怀瑾谈国学智慧 王颖著 978-7-80232-933-1 时事出版社

西游真意 王杰星著 978-7-80232-937-9 时事出版社

野人:全球四大未解之谜全纪录 马郁文编著 978-7-80232-942-3 时事出版社

亚特兰蒂斯:寻找失落的文明 石默编著 978-7-80232-947-8 时事出版社

印度财团的政治影响力研究 楼春豪著 978-7-80232-950-8 时事出版社

日本情报组织揭秘 梁陶著 978-7-80232-954-6 时事出版社

英国情报组织揭秘 王谦著 978-7-80232-955-3 时事出版社

美国情报组织揭秘 高庆德著 978-7-80232-956-0 时事出版社

以色列情报组织揭秘 高庆德著 978-7-80232-957-7 时事出版社

中国对外援助的支柱与战略 白云真等著 978-7-80232-959-1 时事出版社

听季羡林谈人生哲学 王颖著 978-7-80232-977-5 时事出版社

美国亲以犹太社团的嬗变及其影响 孙晓玲著 978-7-80232-979-9 时事出版社

听季羡林谈国学智慧 王颖著 978-7-80232-984-3 时事出版社

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 刘舸著 978-7-80232-990-4 时事出版社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徐以骅等著 978-7-80232-993-5 时事出版社

集团管控之战略管控 白万纲著 978-7-80234-134-0 中国发展出版社

亚布力的光芒:中国企业家论坛白皮书 中国企业家论坛组委会编著 978-7-80234-213-2 中国发展出版社

谁在绑架中国经济 木棉小树著 978-7-80234-589-8 中国发展出版社

企业幸福力:EAP中国化与幸福管理 段俊平主编 978-7-80234-820-2 中国发展出版社

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和北京市人口问题研究 李铁, 范毅等著 978-7-80234-982-7 中国发展出版社

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税收政策研究 李琴英著 978-7-80235-587-3 中国税务出版社

体验无止境:朝觐古格文明之旅 红杏著 978-7-80236-108-9 中国摄影出版社

忠诚:十八集同名文献电视纪录片解说 主编肖裕声, 符林国 978-7-80237-310-5 军事科学出版社

地球人都笑了 廉九半著 978-7-80240-209-6 大众文艺出版社

普通话水平测试发展历程 韩玉华著 978-7-80241-273-6 语文出版社



开掘真相: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精选.3 叶铁桥编 978-7-80241-958-2 语文出版社

我的中国心 吴大观口述 978-7-80243-286-4 航空工业出版社

迁徙日 宇华著 978-7-80244-648-9 现代出版社

杀手数独 (美)凯·摩根(Kaye Morgan)著 978-7-80244-724-0 现代出版社

京剧三弦基础教程 马忠昆编著 978-7-80244-732-5 现代出版社

古国怪遇记 柏杨著 978-7-80244-740-0 现代出版社

女人三十正单身 (日)伊藤理佐著 978-7-80244-754-7 现代出版社

追爱向前冲 吴若女等著 978-7-80244-863-6 现代出版社

世界历史有一套之德意志是铁打的 杨白劳[著] 978-7-80244-885-8 现代出版社

我为歌狂:吉他弹唱流行宝典.3 赵一民主编 978-7-80244-984-8 现代出版社

研究生教育导论 王松俊等著 978-7-80245-055-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胶体金标记探针与酶联免疫斑点技术 张贺秋主编 978-7-80245-070-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学习指导 叶志香主编 978-7-80245-082-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医学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实验技术 张秀军，陈静主编 978-7-80245-095-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姜广建，徐建余主编 978-7-80245-135-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诊断学实验指导 程卫平主编 978-7-80245-150-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路径 杨春玲，张瑞敏主编 978-7-80245-181-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急救护理实训教程 来和平主编 978-7-80245-352-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护理文书书写基本规范 凌云霞，杨顺秋主编 978-7-80245-379-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肿瘤专科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翟红岩，段惠娟，高红军主编 978-7-80245-380-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手册 侯彩妍，王国权主编 978-7-80245-417-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护理药理学 杨解人，宋建国，黄正明主编 978-7-80245-419-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蛋白质组学 江松敏， 李军，孙庆文主编 978-7-80245-443-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2010（正高副高）卫生专业资格考试强化训
练

王雅琴,李彦,药小军主编 978-7-80245-482-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预防医学综合实验教程 黄沛力，王晖主编 978-7-80245-500-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洁净手术部护理工作手册 马建中，荣秋华，刘冬华主编 978-7-80245-502-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PET-CT疑难病例解读 丁勇，尹吉林主编 978-7-80245-503-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新医正骨手法实用指南 刘益善主编 978-7-80245-506-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疾病个案护理程序应用范例 蔡学联主编 978-7-80245-508-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实用康复护理 宋继兰，王艳，高裕慧主编 978-7-80245-516-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儿科护理指南 张秀丽，孙伟，陈蕊主编 978-7-80245-517-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实践 丁玉红，徐菡，韩玉娟主编 978-7-80245-530-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肿瘤健康教育 赵锐瑾, 李保中, 马媛主编 978-7-80245-539-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王小柯，王守训，陈永主编 978-7-80245-541-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教育手册 杨桂华，杨海新，常宗霞主编 978-7-80245-573-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最新FUE技术:实用无痕毛发移植术 乔先明，李会民主编 978-7-80245-574-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外科疾病健康教育指导 李海燕，于兰贞，王淑云主编 978-7-80245-575-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现代临床医学免疫学检验技术 李天星[等]主编 978-7-80245-610-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护士执业专业实务考试应试指南,外妇分册 张来平主编 978-7-80245-613-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护士执业专业实务考试应试指南,内儿分册 张来平主编 978-7-80245-614-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心理与精神护理 王天峰主编 978-7-80245-624-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老年护理 路通镇主编 978-7-80245-634-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医护理学 刘全生，沈济人主编 978-7-80245-645-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五官科护理 王晓玲主编 978-7-80245-646-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儿科护理 赵欣荣主编 978-7-80245-649-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耐药结核病的治疗与控制 羊海涛，陆伟，竺丽梅主编 978-7-80245-686-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用药护理手册 牛彦辉，胡继民，袁海玲主编 978-7-80245-709-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医体质养生:形神兼养 傅杰英著 978-7-80245-718-8 中华书局

心脏外科护理手册 周金泉，张维青，孙浩峰主编 978-7-80245-728-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基础护理服务规范 钟玲主编 978-7-80245-729-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简化护理文书书写基本规范 肖丽佳主编 978-7-80245-731-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氧化应激与心血管疾病 边云飞主编 978-7-80245-744-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氧化应激与动脉粥样硬化 边云飞著 978-7-80245-745-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人体实物解剖图谱 金利新主编 978-7-80245-747-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急危重症临床护理 张喜锐，陈秀荣，李清敏主编 978-7-80245-756-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常见病诊疗与护理 梁英梅，王慰，张德瑞主编 978-7-80245-758-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肾内科临床速查掌中宝 赵洪雯，吴雄飞主编 978-7-80245-763-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心电图掌中宝 舒茂琴，宋治远主编 978-7-80245-766-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影像诊断动态图谱与临床应用 宋国余，宋一丁编著 978-7-80245-770-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护理文化建设 邹红主编 978-7-80245-776-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内科常见疾病护理流程与图解 陈海花，赵毅主编 978-7-80245-779-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实验学教程 吕建萍，李远珍，唐丽玲主编 978-7-80245-783-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心内科临床速查掌中宝 宋治远，舒茂琴主编 978-7-80245-787-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电离辐射剂量学医学应用 张梦龙，牛学才，徐金法主编 978-7-80245-799-7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心脏外科临床护理与实践 王丽丽，赵红，王红主编 978-7-80245-806-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分子生物学 乔中东主编 978-7-80245-812-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新编抗肿瘤药物学 林能明，马胜林主编 978-7-80245-842-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消化内科临床速查掌中宝 汪荣泉，吉清，陈磊主编 978-7-80245-849-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国癌症发病与死亡2003-2007 赵平，陈万青，孔灵芝主编 978-7-80245-881-9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遗传标记在实验动物遗传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宋国华著 978-7-80245-891-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内科护理1176问 康琳，李来有，任艳玲主编 978-7-80245-901-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外科护理1248问 张喜锐，李淑英，方亚群主编 978-7-80245-902-1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基础护理和人文护理1027问 赵滨，张丽华主编 978-7-80245-903-8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儿科护理946问 李兰凤，耿蓉娜，王彦华主编 978-7-80245-904-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832问 张英秀，戎惠娟，高丽红主编 978-7-80245-905-2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实验室生物安全个人防护装备基础知识与相
关标准

武桂珍主编 978-7-80245-907-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护理人力资源管理与责任制排班 胡国蓉主编 978-7-80245-911-3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新编手术室护理学 王庆梅，曾俊主编 978-7-80245-933-5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 宋海南主编 978-7-80245-941-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常用护理技术 卢建文主编 978-7-80245-965-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临床护理技能标准操作规程 章泾萍，唐丽玲，吕建萍主编 978-7-80245-969-4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护理应急预案与安全指引 殷春红主编 978-7-80245-981-6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形态计量与图像分析学 彭瑞云，李杨主编 978-7-80245-996-0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中国高校科技创新平台概览 张田主编 978-7-80246-054-6 中国大地出版社

和田玉 潮流·鉴藏·投资编写组编著 978-7-80246-801-6 中国大地出版社

翡翠 潮流·鉴藏·投资编写组编著 978-7-80246-842-9 中国大地出版社

南红玛瑙 潮流·鉴藏·投资编写组编著 978-7-80246-843-6 中国大地出版社

琥珀·蜜蜡 潮流·鉴藏·投资编写组编著 978-7-80246-844-3 中国大地出版社

橄榄核 潮流·鉴藏·投资编写组编著 978-7-80246-845-0 中国大地出版社

核桃 潮流·鉴藏·投资编写组编著 978-7-80246-846-7 中国大地出版社

佛珠 潮流·鉴藏·投资编写组编著 978-7-80246-847-4 中国大地出版社

企业专利战略 何敏主编 978-7-80247-103-0 知识产权出版社

销售圣经:new (美) 杰弗里·吉特默著 978-7-80249-148-9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销售攻心术:不懂心理学就做不好销售 曹华宗著 978-7-80249-219-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宋鸿兵著 978-7-80249-763-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不想当CFO的会计不是好会计 李蓉著 978-7-80249-894-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勇敢追梦 (奥)多丽丝·奈斯比特(Doris Naisbitt)著 978-7-80249-943-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活出全新的自己:现代职工心理健康与幸福工
作

刘曦编著 978-7-80249-967-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本册作者马金玉 978-7-80249-970-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什么是列宁主义 本册作者王培川 978-7-80249-971-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本册作者杨郁松 978-7-80249-972-0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什么是邓小平理论 本册作者刘志会 978-7-80249-973-7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 本册作者穆慧涛 978-7-80249-980-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本册作者李程程 978-7-80249-981-2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什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郑凯旋编著 978-7-80249-990-4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许家印传奇 何南编著 978-7-80250-674-9 中国言实出版社

明清文化名人 方良著 978-7-80250-925-2 中国言实出版社

风语.2 麦家著 978-7-80251-749-3 金城出版社

察哈尔民俗文化 纳森主编 9.7878E+12 华艺出版社

斋苏府秘闻 旺多著 978-7-80253-711-8 中国藏学出版社

8-15世纪中西部西藏的历史、文化与艺术 艾瑞卡·福特 ... [等] 主编 978-7-80253-767-5 中国藏学出版社

中国藏药材大全 主编大丹增 978-7-80253-881-8 中国藏学出版社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我的西藏记忆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学习委员会编 978-7-80253-917-4 中国藏学出版社

蒙古游牧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汇 敏贤麟著 9.7878E+12 宗教文化出版社

零损耗复制 李晓宁著 978-7-80255-686-7 企业管理出版社

考研词汇速记指南 刘一男 978-7-80256-131-1 群言出版社

山楂树之恋:续篇,十年忽悠 艾米著 978-7-80256-172-4 群言出版社

不懂说将来:山楂树之恋终结篇 艾米著 978-7-80256-202-8 群言出版社

永不言败 俞敏洪著 978-7-80256-220-2 群言出版社

GRE作文大讲堂:方法、素材、题目剖析 韦晓亮编著 978-7-80256-262-2 群言出版社

SAT核心词汇考法精析 齐际编著 978-7-80256-327-8 群言出版社

格斗兵王.2 野兵著 978-7-80256-350-6 群言出版社

新GRE写作题库深度完全分析 徐亮编著 978-7-80256-356-8 群言出版社

饭否:寻找隐藏的盛宴 小宽著 978-7-80256-388-9 群言出版社

大风思猛士:吴佩孚传 陶菊隐著 978-7-80256-566-1 群言出版社

黄金时代 王小波著 978-7-80256-610-1 群言出版社

八十年生平纪事.上 王健著 978-7-80256-633-0 群言出版社

八十年生平纪事.下 王健著 978-7-80256-633-0 群言出版社

格斗兵王.3 野兵著 978-7-80256-653-8 群言出版社

传统文化研究.第二十二辑 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编 978-7-80256-663-7 群言出版社

汉字里的中国文化 余成功编著 978-7-80256-706-1 群言出版社



武夫当权:督军团传 陶菊隐著 978-7-80256-716-0 群言出版社

最后一个皇帝:袁世凯传 陶菊隐著 978-7-80256-717-7 群言出版社

修心:南怀瑾讲国学智慧 徐枫编著 978-7-80256-732-0 群言出版社

论美国的民主 (法)托克维尔著 978-7-80256-735-1 群言出版社

1984 (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著 978-7-80256-736-8 群言出版社

中国通史 吕思勉著 978-7-80256-737-5 群言出版社

狷介与风流:蒋百里传 陶菊隐著 978-7-80256-738-2 群言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 吕思勉著 978-7-80256-739-9 群言出版社

四十自述:胡适自传 胡适著 978-7-80256-742-9 群言出版社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德)尼采著 978-7-80256-747-4 群言出版社

安妮日记 (德)安妮·弗兰克著 978-7-80256-748-1 群言出版社

窥心者 司空著 978-7-80256-749-8 群言出版社

呼兰河传 萧红著 978-7-80256-753-5 群言出版社

君主论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 978-7-80256-758-0 群言出版社

感悟:南怀瑾讲人生修养 徐枫编著 978-7-80256-761-0 群言出版社

性文化简史 李书崇著 978-7-80256-765-8 群言出版社

异域密码之韩国异闻录 羊行屮著 978-7-80256-767-2 群言出版社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978-7-80256-768-9 群言出版社

借鉴与融汇:中国当代文艺学对西方马克思主
义文艺美学观念的研究与接受

金元浦等著 978-7-80256-769-6 群言出版社

北洋文流:六君子传 陶菊隐著 978-7-80256-770-2 群言出版社

瓦尔登湖 (美)亨利·戴维·梭罗著 978-7-80256-771-9 群言出版社

金戈铁马繁花落:南北朝的动荡年代 张程著 978-7-80256-793-1 群言出版社

最强雇佣兵.2 孤狼啸月著 978-7-80256-801-3 群言出版社

生活的浪花 于长福著 978-7-80256-806-8 群言出版社

爱的教育 (意)亚米契斯著 978-7-80256-814-3 群言出版社

鲁迅小说全集 鲁迅著 978-7-80256-821-1 群言出版社

格列佛游记 (英)乔纳森·斯威夫特著 978-7-80256-828-0 群言出版社

漫话宋元:一本书读懂宋元文明 姜越编著 978-7-80256-830-3 群言出版社

细说明朝:一本书读懂明代文明 姜越编著 978-7-80256-831-0 群言出版社

梦回隋唐:一本书读懂隋唐文明 姜越编著 978-7-80256-833-4 群言出版社

大清之风:一本书读懂清代文明 姜越编著 978-7-80256-834-1 群言出版社

近代风雨:一本书读懂近代文明 姜越编著 978-7-80256-835-8 群言出版社



大国复兴:一本书读懂现代文明 姜越编著 978-7-80256-836-5 群言出版社

逆流而上:默克尔送给女人的人生修炼课 梅婷编著 978-7-80256-839-6 群言出版社

淡定的人生 徐枫编著 978-7-80256-842-6 群言出版社

秦风汉韵:一本书读懂秦汉文明 姜越编著 978-7-80256-848-8 群言出版社

空权论 (意)朱利奥·杜黑著 978-7-80256-852-5 群言出版社

陆权论:重新构建之政治学研究 (英)H·J·麦金德著 978-7-80256-853-2 群言出版社

国富论 (英)亚当·斯密著 978-7-80256-854-9 群言出版社

中国简史 吕思勉著 978-7-80256-855-6 群言出版社

青铜时代:一本书读懂三代文明 姜越编著 978-7-80256-856-3 群言出版社

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始末 张程著 978-7-80256-858-7 群言出版社

其实就是胆子小:说话如何有勇气、有底气 杨彤著 978-7-80256-860-0 群言出版社

其实就是脸皮薄:教你如何敢说话 程晖著 978-7-80256-861-7 群言出版社

格斗兵王 野兵著 978-7-80256-865-5 群言出版社

战龙 磨剑少爷 978-7-80256-866-2 群言出版社

让将来的你，感谢现在的自己 木沐编著 978-7-80256-873-0 群言出版社

小王子:中法英彩色珍藏版 (法) 圣埃克苏佩里著 978-7-80256-878-5 群言出版社

合作心理学 郝建著 978-7-80256-886-0 群言出版社

盲点心理学 韦秀英著 978-7-80256-887-7 群言出版社

诱导心理学 韦秀英著 978-7-80256-894-5 群言出版社

生活不止苟且 还有诗与远方 叶子著 978-7-80256-900-3 群言出版社

认真是一种力量 行者编 978-7-80256-905-8 群言出版社

永远不可以放弃 行者编 978-7-80256-907-2 群言出版社

善良是最美的花 行者编 978-7-80256-908-9 群言出版社

生命因爱才动听 行者编 978-7-80256-911-9 群言出版社

拥抱力量大 行者编 978-7-80256-912-6 群言出版社

此路不通走彼路 行者编 978-7-80256-915-7 群言出版社

第七个夏天的名字 行者编 978-7-80256-916-4 群言出版社

点亮幸福的灯盏 行者编 978-7-80256-917-1 群言出版社

假装不再爱你 行者编 978-7-80256-918-8 群言出版社

鼎盛春秋:一本书读懂春秋战国文明 姜越编著 978-7-80256-920-1 群言出版社

梦想的能量 行者编 978-7-80256-923-2 群言出版社

刻在心上的名字 行者编 978-7-80256-924-9 群言出版社

全力以赴才精彩 行者编 978-7-80256-925-6 群言出版社



棘刺上的花朵 行者编 978-7-80256-926-3 群言出版社

怒放的生命 行者编 978-7-80256-927-0 群言出版社

魏晋风流:一本书读懂魏晋文明 姜越编著 978-7-80256-929-4 群言出版社

说服心理学 赵颖著 978-7-80256-932-4 群言出版社

摸金校尉之九幽将军 天下霸唱[著] 978-7-80256-937-9 群言出版社

海权论:英汉双语 (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 978-7-80256-941-6 群言出版社

其实就是不冷静:冷静做人、理性做事 王卉著 978-7-80256-944-7 群言出版社

初二那一年 任丽倩著 978-7-80256-951-5 群言出版社

思想的力量 (美)普林提斯·马尔福德著 978-7-80256-954-6 群言出版社

我的南北水调梦:北京南水北调奉献者纪事 俞晓兰等著 978-7-80256-958-4 群言出版社

超级演讲学:你必须知道的13个演讲关键词 林开平著 978-7-80256-959-1 群言出版社

砥砺以行 殚精以思 张梅颖著 978-7-80256-963-8 群言出版社

文化长廊 群言杂志社编 978-7-80256-965-2 群言出版社

学者访谈 群言杂志社编 978-7-80256-968-3 群言出版社

议论纵横 群言杂志社编 978-7-80256-970-6 群言出版社

杂文随感 群言杂志社编 978-7-80256-971-3 群言出版社

先秦文化研究 席晓峰，席琳编著 978-7-80256-999-7 群言出版社

人生必修的十堂课 周志华著 978-7-80257-311-6 经济日报出版社

当代中国新闻观察与评论:2004-2014 任孟山著 978-7-80257-568-4 经济日报出版社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理论与实践解析 刘小勤, 孙锐, 邵维庆主编 978-7-80257-640-7 经济日报出版社

广东传媒风云人物访谈录.1 邓绍根主编 978-7-80257-667-4 经济日报出版社

食品安全预警体系研究 程景民著 978-7-80257-696-4 经济日报出版社

绿色碳汇:2013 苏宗海主编 978-7-80257-714-5 经济日报出版社

物质意识 意识物质论 连海安著 978-7-80257-749-7 经济日报出版社

读国文 品人文.上册 徐建华，吕宝新主编 978-7-80257-764-0 经济日报出版社

读国文 品人文.下册 徐建华，吕宝新主编 978-7-80257-764-0 经济日报出版社

名正则言顺 孔令伟编著 978-7-80257-784-8 经济日报出版社

神奇的符号 孔令伟编著 978-7-80257-785-5 经济日报出版社

生命的隐秘 孔令伟编著 978-7-80257-786-2 经济日报出版社

天地人合一 孔令伟编著 978-7-80257-787-9 经济日报出版社

西方民主的演变与反思 张国军著 978-7-80257-804-3 经济日报出版社

绿色碳汇.2014 苏宗海主编 978-7-80257-821-0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
丛:2014年刊

郑保卫主编 978-7-80257-823-4 经济日报出版社

铁路人 铁路情 白云著 978-7-80257-833-3 经济日报出版社

深化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与全面医疗服务建设
创新.一

本书编委会编 978-7-80257-849-4 经济日报出版社

深化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与全面医疗服务建设
创新.三

本书编委会编 978-7-80257-849-4 经济日报出版社

深化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与全面医疗服务建设
创新.二

本书编委会编 978-7-80257-849-4 经济日报出版社

深化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与全面医疗服务建设
创新.四

本书编委会编 978-7-80257-849-4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中国梦思想体系旨要 王征国著 978-7-80257-862-3 经济日报出版社

福利型新农合医疗政策研究 李斌著 978-7-80257-869-2 经济日报出版社

全要素劳动价值论 张鹏侠, 张一鹤著 978-7-80257-879-1 经济日报出版社

评析美国流行文化 张晓立著 978-7-80257-885-2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中国的医疗市场:结构、规制与绩效 刘小鲁著 978-7-80257-916-3 经济日报出版社

混合型门诊预约策略研究 曹萍萍著 978-7-80257-941-5 经济日报出版社

民国才子那般风流 随园散人著 978-7-80257-942-2 经济日报出版社

民国女子那般美丽 随园散人著 978-7-80257-951-4 经济日报出版社

绿色发展:承德城市生态规划与旅游产业开发 李新亮, 王晓燕等著 978-7-80257-952-1 经济日报出版社

渤海湾畔潮头立:见证天津这十年（2006-
2016）.上

武自然著 978-7-80257-958-3 经济日报出版社

渤海湾畔潮头立:见证天津这十年（2006-
2016）.下

武自然著 978-7-80257-958-3 经济日报出版社

生态文明论丛.2015,生态治理与美丽中国: 
新常态下的机制创新与能力建设

北京林业大学编 978-7-80257-970-5 经济日报出版社

富国策 任凌云著 978-7-80257-985-9 经济日报出版社

经济正义法理原则研究 杨忠明著 978-7-80257-987-3 经济日报出版社

命若琴弦 史铁生著 978-7-80258-161-6 求真出版社

体育与动作摄影 (英) 克里斯·乔治编 978-7-80501-617-7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摄影菜鸟手册 (英) 克里斯·乔治编 978-7-80501-626-9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肌力训练圣经 英国DK出版公司编著 978-7-80501-640-5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精英男士穿搭指南 (德) 波恩哈德·鲁特泽尔著 978-7-80501-670-2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秘境:城市微旅行 MINI中国主编 978-7-80501-693-1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杨家将 (穆桂英) 传说 高雪松编著 978-7-80501-708-2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曹雪芹传说 樊志斌编著 978-7-80501-709-9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风景摄影构图技巧100例 (日本) 玄光社著 978-7-80501-721-1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旅游摄影宝典 (英) 托尼·哈利迪编 978-7-80501-732-7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提香 (德) 卡明斯基著 978-7-80501-739-6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不朽的印象派巨擘——凡高 阁林文创编 978-7-80501-798-3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智化寺京音乐 王娅蕊, 王辉编著 978-7-80501-821-8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八大处传说 杨金凤编著 978-7-80501-822-5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磨石口传说 杨金凤编著 978-7-80501-825-6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生活，在风景与理想中:一地一客栈 肖肖, 陈玉贞著 978-7-80501-841-6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北京刻瓷 李俊玲著 978-7-80501-855-3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感谢你·照片:用照片诉说心中的故事 (韩)金银贞著 978-7-80501-907-9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颤抖吧！照片:随心而拍 (韩)安泰永著 978-7-80501-909-3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葡萄酒星球 尹立学著 978-7-80501-931-4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使鹿部落民俗艺术 鄂晓楠等 著 9.78781E+12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历代名臣奇谋妙计全书.卷一 陈维礼等编著 978-7-80528-010-3 吉林文史出版社

历代名臣奇谋妙计全书.卷三 陈维礼等编著 978-7-80528-010-3 吉林文史出版社

历代名臣奇谋妙计全书.卷二 陈维礼等编著 978-7-80528-010-3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秘密社会内幕.上 沈志强, 李己平, 王恒伟编著 978-7-80528-120-9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秘密社会内幕.下 沈志强, 李己平, 王恒伟编著 978-7-80528-120-9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名妃.上 李平著 978-7-80528-396-8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名妃.下 李平著 978-7-80528-396-8 吉林文史出版社

管理史鉴.卷一 柴森林, 刘恩化主编 978-7-80528-400-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管理史鉴.卷三 柴森林, 刘恩化主编 978-7-80528-400-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管理史鉴.卷二 柴森林, 刘恩化主编 978-7-80528-400-2 吉林文史出版社

管理史鉴.卷四 柴森林, 刘恩化主编 978-7-80528-400-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斗智大观.一卷 田耕编著 978-7-80528-43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斗智大观.三卷 田耕编著 978-7-80528-43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斗智大观.二卷 田耕编著 978-7-80528-433-0 吉林文史出版社

风流王妃.上 于海鹰著 978-7-80528-454-5 吉林文史出版社

风流王妃.下 于海鹰著 978-7-80528-454-5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室秘闻.上 易木著 978-7-80528-502-3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皇室秘闻.下 易木著 978-7-80528-502-3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宋哲元传.上 陈世松主编 978-7-80528-541-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宋哲元传.下 陈世松主编 978-7-80528-541-2 吉林文史出版社

性大潮中的沉浮者.上卷 莺歌等著 978-7-80528-688-4 吉林文史出版社

性大潮中的沉浮者.下卷 莺歌等著 978-7-80528-688-4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名妓赛金花遗事 王健元编 978-7-80528-986-1 吉林文史出版社

飞龙全传:最新经典珍藏 (清)吴璿著 978-7-80546-876-1 三秦出版社

大明英烈传:最新经典珍藏 (明) 佚名著 978-7-80546-909-6 三秦出版社

汉朝宫廷秘史:最新经典珍藏 徐哲身著 978-7-80546-973-7 三秦出版社

明朝宫廷秘史 许啸天著 978-7-80546-975-1 三秦出版社

清朝宫廷秘史 许啸天著 978-7-80546-977-5 三秦出版社

元朝宫廷秘史:最新经典珍藏 许慕羲著 978-7-80546-978-2 三秦出版社

宋朝宫廷秘史:最新经典珍藏 许慕羲著 978-7-80546-979-9 三秦出版社

唐朝宫廷秘史:最新经典珍藏 许啸天著 978-7-80546-982-9 三秦出版社

觉世名言 (清)李渔著 978-7-80546-983-6 三秦出版社

器乐·钢(风)琴.第一册 师范院校音乐教材编委会编 978-7-80553-799-3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 方孝岳著 978-7-80554-610-0 文津出版社

白纸黑字:留得下来的文字.NO.2 鄢烈山主编 978-7-80587-970-3 敦煌文艺出版社

白纸黑字:留得下来的文字.NO.1 鄢烈山著 978-7-80587-987-1 敦煌文艺出版社

李可乐抗拆记 李承鹏著 978-7-80588-876-7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改革开放亲历记:包头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候焕明等编 978-7-80595-023-5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一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七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三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九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二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二十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五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八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六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十一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十七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十三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十九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十二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十五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十八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十六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十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十四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环境教育丛书.第四册 江勇金主编 978-7-80595-866-8 远方出版社

中国小说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书法艺术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人体科学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人类文明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动物植物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古代诗歌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外国文学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宇宙奥秘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应用写作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影视文化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海洋世界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演讲口才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环境保护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生命科学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电脑知识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科技发明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精品散文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自然气象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趣味科学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饮食健康 秦逊玉, 肖平编 978-7-80595-983-2 远方出版社

赫鲁晓夫.上 克里斯·邦德(Chirs Bond)原著 978-7-80600-849-2 京华出版社

赫鲁晓夫.下 克里斯·邦德(Chirs Bond)原著 978-7-80600-849-2 京华出版社

小手河 米米七月著 978-7-80623-774-8 河南文艺出版社

五代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著 978-7-80628-022-5 三秦出版社

前汉通俗演义 蔡东藩著 978-7-80628-023-2 三秦出版社

南北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著 978-7-80628-025-6 三秦出版社



元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著 978-7-80628-026-3 三秦出版社

后汉通俗演义 蔡东藩著 978-7-80628-027-0 三秦出版社

民国通俗演义 蔡东藩, 许廑文著 978-7-80628-031-7 三秦出版社

楚辞:最新经典珍藏 (战国)屈原著 978-7-80628-036-2 三秦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散文 (唐)韩愈,柳宗元,(宋)苏轼等著 978-7-80628-054-6 三秦出版社

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著 978-7-80628-140-6 三秦出版社

喻世明言 (明)冯梦龙著 978-7-80628-141-3 三秦出版社

醒世恒言:最新经典珍藏 (明)冯梦龙著 978-7-80628-142-0 三秦出版社

拍案惊奇:最新经典珍藏 (明)凌濛初著 978-7-80628-143-7 三秦出版社

中国十大悲剧故事 吴茹芝编 978-7-80628-304-2 三秦出版社

中国十大喜剧故事:最新经典珍藏 吴茹芝编 978-7-80628-595-4 三秦出版社

云想衣裳花想容:中国历代服饰 郝艳华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传神写意:谈绘画艺术 沈亚丹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和谐成趣:谈建筑艺术 韩雪林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未成曲调先有情:中国音乐小史 赵后起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梨园之美耀神州:谈戏曲艺术 郑尚宪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气韵生动:谈雕塑艺术 胡国瑞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江山留胜迹:中国历代建筑 谢春山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浓妆淡抹总相宜:中国历代绘画 徐跃, 巴久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美不胜收:艺术理性漫议 赵宪章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翰墨飘香:谈书法艺术 谢建华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舞低杨柳楼心月:中国舞蹈小史 林叶青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鬼斧神工:中国历代雕塑 田子阳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龙飞凤舞:历代书法 廖晓睛著 978-7-80649-992-4 辽海出版社

三教归一:隋唐哲学 牟正纯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上兵伐谋:谈谈兵法思想 王贵忠, 谢晴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仁义礼智信:伦理思想概说 杨秀香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佛祖心头坐:细说佛教 李海涛, 王艳春, 古岩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佛老玄风:魏晋南北朝哲学 于占涛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兼爱非攻:漫说墨家思想 王思义, 谢丹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内圣外王:儒道思想的发展 李坚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名正言顺:名家思想的兴衰 朱浩, 王东炽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天人性命:理学思想六百年 沈福顺, 董根洪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天地乾坤:阴阳思想浅论 施炎平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天造圣人:先秦智者与智慧 丁祯彦, 吾敬东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师夷长技以制夷:晚清哲学 华正学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法不容情:法家思想的演变 晋荣东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独尊儒术:两汉哲学 马永庆, 沈大光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经世致用:前清哲学 张晓光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羽化登仙:道教略说 古岩, 邓庆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至尊理学:两宋哲学 李松玉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茅塞顿开:先秦哲学 王朝增著 978-7-80649-995-5 辽海出版社

阿联酋迪拜商务通 张益军著 978-7-80652-763-4 南方日报出版社

给年轻人的信 蔡澜[著] 978-7-80653-089-4 广东旅游出版社

新疆珍奇 高炯浩著 978-7-80658-883-3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局道:一日百战的君臣关系 邹纪孟著 978-7-80671-943-5 鹭江出版社

势道:险象环生的仕途命运 邹纪盖著 978-7-80671-955-8 鹭江出版社

血色记忆 继迅著 978-7-80671-995-4 鹭江出版社

明清时期的敖汉蒙古 张红民编著 9.78781E+12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 (苏)阔尔马佐夫著 9.78781E+12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 (苏)阔尔马佐夫著 9.78781E+12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雕弓天狼:成吉思汗传 汤余著 978-7-80675-712-3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部.上 孛儿只济特•道尔格著 9.78781E+12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部.下 孛儿只济特•道尔格著 9.78781E+12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上海三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 莹秋编著 978-7-80675-860-1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国际贸易业务与结算操作 屈韬编著 978-7-80677-057-3 广东经济出版社

慷慨关中 赵登科著 978-7-80680-918-1 太白文艺出版社

心理咨询导论 (英)约翰·麦克里奥德(John Mcleod)著 978-7-80681-801-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简化字繁体字异体字对照速查手册:最新版 汉语大字典编纂处编写 978-7-80682-950-9 四川辞书出版社

现代汉语字词典 汉语大字典编纂处编著 978-7-80682-960-8 四川辞书出版社

宋词品读 岳珍，刘真伦编著 978-7-80682-977-6 四川辞书出版社

元曲品读 邓元煊主编 978-7-80682-979-0 四川辞书出版社

古诗品读 李寅生主编 978-7-80682-987-5 四川辞书出版社

永不止步:寓信念于行动的惊人力量 (澳大利亚) 力克·胡哲著 978-7-80688-867-4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我们都爱“发神经” 小凡不二著 978-7-80688-950-3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农村卫生问题研究 陕黎明著 978-7-80689-689-1 珠海出版社



GTO麻辣教师.Ⅰ,鬼爆搭档 相沢春吉著 978-7-80689-690-7 珠海出版社

GTO麻辣教师.Ⅱ,暴走天使 相沢春吉著 978-7-80689-690-7 珠海出版社

中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研究 陕黎明著 978-7-80689-923-6 珠海出版社

狗日的战争 冰河著 978-7-80691-817-3 海峡书局

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哪里来? 金一南, 徐海鹰著 978-7-80691-826-5 海峡书局

三秒风暴
安德许·陆斯隆(Anders Roslund)，博尔热

·赫史东(Borge Hellstrom)著
978-7-80691-854-8 海峡书局

美国房地产泡沫史:1940-2007 (美) 罗伯特·M. 哈达威著 978-7-80691-905-7 海峡书局

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 (德)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著 978-7-80692-909-4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中国古代汉传佛教传播史论 陈文英著 978-7-80696-450-7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中华民族早期源流 王玉哲著 978-7-80696-738-6 天津古籍出版社

浮华人生:徐公持讲西晋二十四友 徐公持著 978-7-80696-763-8 天津古籍出版社

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美)M. 斯科特·派克(M. Scott Peck)著 978-7-80702-377-7 吉林文史出版社

戴表元集 (元)戴表元著 9.78781E+12 吉林文史出版社

少有人走的路.Ⅲ,心灵地图 (美)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著 978-7-80702-796-6 吉林文史出版社

无为, 很好 (美) 斯蒂芬·哈里森著 978-7-80709-664-1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八万四千问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著 978-7-80709-739-6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当下四重奏 刘大任著 978-7-80709-755-6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世界原始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原始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工艺美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工艺美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建筑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建筑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戏剧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戏剧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摄影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摄影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文学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文学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民俗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民俗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电影名片.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电影名片.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绘画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绘画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美术经典.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美术经典.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舞蹈思想.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舞蹈思想.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舞蹈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舞蹈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典故.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典故.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哲学.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哲学.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文化.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文化.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概论.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概论.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欣赏.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欣赏.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美学.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美学.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设计.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艺术设计.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著名宫殿.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著名宫殿.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装饰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装饰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雕塑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雕塑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音乐大师.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音乐大师.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音乐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世界音乐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7-4 辽海出版社



书法名家.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书法名家.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书法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书法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名画名作.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名画名作.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建筑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建筑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戏剧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戏剧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戏曲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戏曲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文学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文学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民间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民间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电影名片.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电影名片.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电影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电影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电视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电视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织染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织染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绘画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绘画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舞蹈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舞蹈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艺坛轶事.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艺坛轶事.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艺术史话.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艺术史话.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艺术考古.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艺术考古.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著名建筑.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著名建筑.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装饰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装饰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话剧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话剧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金陶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金陶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雕塑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雕塑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音乐经典.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音乐经典.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音乐艺术.上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音乐艺术.下册 邢春如编著 978-7-80711-698-1 辽海出版社

为民服务的故事.上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为民服务的故事.下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团结互助的故事.上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团结互助的故事.下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崇尚科学的故事.上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崇尚科学的故事.下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资料汇编.上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资料汇编.下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问答.上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问答.下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热爱祖国的故事.上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热爱祖国的故事.下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艰苦奋斗的故事.上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艰苦奋斗的故事.下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诚实守信的故事.上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诚实守信的故事.下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辛勤劳动的故事.上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辛勤劳动的故事.下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遵纪守法的故事.上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遵纪守法的故事.下 萧枫主编 978-7-80711-699-8 辽海出版社

克己为人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勤勉好学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团结友爱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天下为公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尊师敬贤.上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尊师敬贤.下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尊老爱幼.上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尊老爱幼.下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崇尚科学.上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崇尚科学.下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强身健体.上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强身健体.下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求实创新.上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求实创新.下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爱国奉献.上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爱国奉献.下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艰苦朴素.上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艰苦朴素.下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诚实守信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谦虚礼让 萧枫, 魏茂峰主编 978-7-80711-700-1 辽海出版社

军事工程建设.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军事工程建设.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农业科技史话.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农业科技史话.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医药科技发展.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医药科技发展.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历代科技概论.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历代科技概论.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农学综论.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农学综论.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化学缘起.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化学缘起.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审计知识.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审计知识.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建筑概论.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建筑概论.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教育简史.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教育简史.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数学王国.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数学王国.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物理世界.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古代物理世界.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地理科技综述.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地理科技综述.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天文历法研究.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天文历法研究.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建筑科技解说.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建筑科技解说.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教育名家简介.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教育名家简介.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现代科技大观.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现代科技大观.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生活创造探源.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生活创造探源.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生物科技概述.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生物科技概述.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科学大家风采.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科学大家风采.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科技发明解秘.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科技发明解秘.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科技名家生平.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科技名家生平.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科技教育理论.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科技教育理论.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著名建筑揽胜.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著名建筑揽胜.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近代化学演进.上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近代化学演进.下册 邢春如主编 978-7-80711-701-8 辽海出版社

人生戒律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以仁立命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健康养生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创意造言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处世为人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处世为学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处世治家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尽心修身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忍名让利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忍奢节欲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忍性修身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忍恶扬善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忍气求和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忍者藏锋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忍辱负重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智者处世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知足天宽故事.上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知足天宽故事.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糊涂理财故事 978-7-80711-709-4 辽海出版社

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世界古代文学大家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世界古代文学精品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中国文学发展概论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中国文学大家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中国文学精品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中欧现代文学大家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亚非现代文学大家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俄苏现代文学大家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俄苏现代文学精品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美洲现代文学大家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美洲现代文学精品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西欧现代文学大家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西欧现代文学精品 萧枫主编 978-7-80711-712-4 辽海出版社

中法战争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义和团运动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北洋海军建立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南京临时政府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南北和谈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名园之毁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太平天国运动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孙中山与兴中会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戊戌变法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护法战争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民族工业初繁荣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洋务运动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清王朝的覆灭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爱国运动的兴起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甲午战争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第一次鸦片战争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袁世凯复辟帝制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辛亥革命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辛酉政变 李剑桥, 吴景山, 竭宝峰主编 978-7-80711-714-8 辽海出版社

中外关系.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中外关系.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千古奇案.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千古奇案.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名臣.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名臣.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官制.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官制.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宦官.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宦官.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帝王.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帝王.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律令.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律令.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掌故.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掌故.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状元.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代状元.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史之谜.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史之谜.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史典籍.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历史典籍.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后宫政治.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后宫政治.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宫廷政治.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宫廷政治.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政治事件.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政治事件.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权臣末路.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权臣末路.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王朝更替.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王朝更替.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0-6 辽海出版社

书法与篆刻艺术.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书法与篆刻艺术.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历代小说.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历代小说.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历代散文.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历代散文.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历代词赋.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历代词赋.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历代诗歌.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历代诗歌.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工艺美术.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工艺美术.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建筑艺术.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建筑艺术.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戏曲艺术.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戏曲艺术.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文学名家.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文学名家.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文学名著.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文学名著.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民间文学.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民间文学.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民间艺术.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民间艺术.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神话传说.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神话传说.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绘画艺术.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绘画艺术.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舞蹈艺术.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舞蹈艺术.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艺坛典故.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艺坛典故.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雕塑艺术.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雕塑艺术.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音乐艺术.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音乐艺术.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1-3 辽海出版社

兵书通览.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兵书通览.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军事制度.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军事制度.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军事工程.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军事工程.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军事思想.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军事思想.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军事统帅.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军事统帅.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军事谋略.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军事谋略.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军事间谍.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军事间谍.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历代科技.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历代科技.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古代化学.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古代化学.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古代发明与发现.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古代发明与发现.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古代地理与农学.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古代地理与农学.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古代天文历法.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古代天文历法.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古代数学与物理学.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古代数学与物理学.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古代生物与医学.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古代生物与医学.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科学名家.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科学名家.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著名战役.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著名战役.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2-0 辽海出版社

中华武术.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中华武术.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传统节日.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传统节日.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信仰文化.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信仰文化.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典章制度.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典章制度.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农业制度.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农业制度.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千秋教化.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千秋教化.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古代教育.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古代教育.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古代民族史.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古代民族史.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商业贸易.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商业贸易.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婚育习俗.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婚育习俗.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思想文化.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思想文化.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服饰文化.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服饰文化.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民居民俗.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民居民俗.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游艺文化.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游艺文化.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社会经济.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社会经济.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诞辰与丧葬习俗.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诞辰与丧葬习俗.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风水与巫术.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风水与巫术.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饮食文化.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饮食文化.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主编 978-7-80711-993-7 辽海出版社

奥思英语5级辅导练习 奥思英语辅导练习编写组编 978-7-80716-430-2 同心出版社

九龙江·木垒河:福建省漳州市新一轮援疆纪
实

汪莉莉，李明清主编 978-7-80719-568-9 海峡文艺出版社

赛岐纪事 李健民著 978-7-80719-831-4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东北民族研究.第1辑 南文渊主编 9.78781E+12 辽宁民族出版社

锡伯族历史探究 吴元丰等著 9.78781E+12 辽宁民族出版社

清代八旗子弟 刘小萌著 9.78781E+11 辽宁民族出版社

老舍与满族文化 关纪新著 9.78781E+12 辽宁民族出版社

哈撒儿研究 包•赛吉拉夫 著 9.78781E+12 辽宁民族出版社

哈撒尔研究 包•赛吉拉夫著 9.78781E+12 辽宁民族出版社

蒙古贞历史 暴风雨等主编 9.78781E+12 辽宁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典.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卷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编 9.78781E+12 辽宁民族出版社

清代内蒙古地区寺院经济研究 胡日查 著 9.78781E+11 辽宁民族出版社

唱响生命绝唱 郭边宇编 978-7-80723-000-7 远方出版社

引领海上之路 周琼编 978-7-80723-000-7 远方出版社

接触伊甸恶魔 郭边宇, 李荣霞编 978-7-80723-000-7 远方出版社

搜索空中精灵 郭边宇编 978-7-80723-000-7 远方出版社

游览神奇海岛 周琼编 978-7-80723-000-7 远方出版社

目击天文奇观 李子明编 978-7-80723-000-7 远方出版社

观望地球海洋 周琼编 978-7-80723-000-7 远方出版社

讲述天文故事 周琼编 978-7-80723-000-7 远方出版社

走访水中居民 郭边宇编 978-7-80723-000-7 远方出版社

走遍世界港口 周琼编 978-7-80723-000-7 远方出版社

逐数天文巨匠 吴秀玲, 李艳编 978-7-80723-000-7 远方出版社

采访田园歌手 郭边宇, 李荣霞编 978-7-80723-000-7 远方出版社

个性的风采 蔡平亮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习惯的作用 段晓蕾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交往的技巧 许俊霞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创新的奥秘 鲁礼容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勇敢的真谛 许俊霞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双赢的智慧 鲁礼容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口才的艺术 鲁礼容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品质的魅力 鲁礼容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学习的境界 许俊霞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快乐的理由 段晓蕾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情商的精妙 段晓蕾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感恩的心 段晓蕾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接受的态度 鲁礼容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时间的观念 蔡平亮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机会的价值 许俊霞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目标的解读 段晓蕾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积极的力量 许俊霞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缺陷的超越 鲁礼容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苦难的启示 段晓蕾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诚信的动力 鲁礼容编 978-7-80723-002-1 远方出版社

丘吉尔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亚历山大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亚里士多德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亨利·福特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伏尔泰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凡·高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努尔哈赤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卡内基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叔本华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哥白尼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培根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孔子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孙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康熙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恺撒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戚继光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戴高乐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托尔斯泰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拿破仑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摩根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朱可夫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松下幸之助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林肯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汉武帝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洛克菲勒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海明威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牛顿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甘地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秦始皇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罗斯福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莎士比亚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蒙哥马利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诸葛亮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诺贝尔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贝多芬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达·芬奇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达尔文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迪斯尼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郑成功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马歇尔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978-7-80723-006-9 远方出版社

名人智慧之光:双语版 孙忠杰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名人温情家书:双语版 余亮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名人睿智讲坛:双语版 孙红英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名人诗词语录:双语版 赵艺杰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将爱放飞:双语版 张胜利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感受智慧箴言:双语版 赵艺杰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新鲜阅读空气:英语版.上 张胜利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新鲜阅读空气:英语版.下 张胜利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时代阅读绿地:英语版.上 张兰坡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时代阅读绿地:英语版.下 张兰坡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生命的机遇:双语版 乔迎迎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真爱的定义:双语版 张胜利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美丽人生:双语版 张兰坡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聆听人生真谛:双语版 余亮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赠言传深情:双语版 叶正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轻松阅读世界:英语版.上 孙忠杰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轻松阅读世界:英语版.下 孙忠杰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阅读七色阳光:英语版.上 叶正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阅读七色阳光:英语版.下 叶正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驻足名人驿站:双语版 赵艺杰编 978-7-80723-042-7 远方出版社

三侠五义.上 (清) 石玉昆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三侠五义.下 (清) 石玉昆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九命奇冤 (清) 吴研人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于少保萃忠传 (明) 孙高亮撰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仙侠五花剑 (清) 海上剑痴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八贤传·李公案 (清) 落魄道人, (清) 惜红居士撰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刘公案 (清) 储仁逊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剑侠奇中奇全传 (清) 春越溪外史撰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包公案——百家公案 (明) 安遇时撰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北海屠龙记 还珠楼主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善恶图全传 (清) 佚名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 (清) 佚名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小五义.上 (清) 佚名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小五义.下 (清) 佚名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木兰奇女传 (清) 佚名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杨乃武与小白菜 (清) 黄南丁氏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杨家将传 (明) 熊大木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案中冤案 (清) 董荫孤撰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梼杌闲评.上 (明) 李清撰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梼杌闲评.下 (明) 李清撰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樵史通俗演义 (清) 陆应旸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济公传.一 (清) 郭小亭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济公传.三 (清) 郭小亭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济公传.二 (清) 郭小亭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清风闸·杀子报 (清) 浦林, 轶名撰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狄公案 (清) 佚名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狄青全传.上 (清) 佚名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狄青全传.下 (清) 佚名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红楼复梦.一 (清) 陈少海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红楼复梦.三 (清) 陈少海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红楼复梦.二 (清) 陈少海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红楼复梦.四 (清) 陈少海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续子不语 (清) 袁枚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续小五义.上 (清) 石玉昆撰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续小五义.下 (清) 石玉昆撰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续英烈传 (明) 徐渭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英烈传 (明) 郭勋编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蓝公案 (清) 蓝鼎元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观音菩萨传奇 (清) 曼陀罗室主人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说唐全传 (清) 佚名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辽海丹忠录 (明) 陆人龙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醒梦骈言 (清) 守朴翁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金台全传.上 (清) 佚名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金台全传.下 (清) 佚名著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韩湘子全传 (明) 杨尔曾编撰 978-7-80723-045-8 远方出版社

二月, 疼了一个指尖 黄斌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人生氧吧 金明春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人虫公主 陈博君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创造生命的奇迹 吕营, 吕娟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又是一季花开时 贺强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岁月的轻烟 朱华燕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心絮如歌 石凌云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心花从这里开始灿烂 范通战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成长的足迹 陈晓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我的左手旁边是你的右手 范黎辉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我秀故我在 陈晓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把梦写在水上 舒雨湖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无声之歌 朱海江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栀子花开了 卢明云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瓦花 朱庆平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蝉蜕人生 王雅鸣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被风诱惑的蜡烛 易兴耀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走进樱花, 泪流满面 龚里城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这个夏, 多愁善感 陈莉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飞花轻梦 李华波著 978-7-80723-056-4 远方出版社

百科知识大全.1,军事卷 张广亮主编 978-7-80723-102-8 远方出版社

百科知识大全.2,动物卷 张广亮主编 978-7-80723-102-8 远方出版社

百科知识大全.3,体育卷 张广亮主编 978-7-80723-102-8 远方出版社

百科知识大全.4,奥运卷 张广亮主编 978-7-80723-102-8 远方出版社

百科知识大全.5,植物卷 张广亮主编 978-7-80723-102-8 远方出版社

百科知识大全.6,历史卷 张广亮主编 978-7-80723-102-8 远方出版社

百科知识大全.7,人体卷 张广亮主编 978-7-80723-102-8 远方出版社

百科知识大全.8,航天卷 张广亮主编 978-7-80723-102-8 远方出版社

百科知识大全.9,科学卷 张广亮主编 978-7-80723-102-8 远方出版社

100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简介.上 曲湍雅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100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简介.上 曲湍雅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100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简介.下 曲湍雅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100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简介.中 曲湍雅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20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简介.上 陈秋敏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20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简介.下 陈秋敏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20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简介.中 陈秋敏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美德 何新阳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集 张青洁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烽火岁月 宋秋华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爱国主义教育歌词集 张青洁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爱国的故事 郭松涛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祖国的自然保护区 闫秀菊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记住这段历史 宋秋华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闪光的金牌 郭松涛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革命烈士诗抄 何新阳编 978-7-80723-105-9 远方出版社

交流沟通不短路 刘化标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你的理想在哪 冯翠霞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你的责任心够强吗 吴继烈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准确表达你的想法 叶德龙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学会了还是会学了 苏戈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学会培养你的情商 周晓霞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学会培养你的智商 石卫滨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苏戈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平衡发展你的大脑 钟经汗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成功始于心态 张维川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成就你一生习惯 卓志望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成长并快乐着 祁永惠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我们距离成功有多远 张学风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提高你的演讲能力 项洪文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离开父母你能活下去吗 叶林平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竞争还是合作 卜玖玲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让生命更灿烂 周化海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走近多元智能 龙梅英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逻辑分析真的很重要 钟经权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领袖气质大挖掘 靳忠良主编 978-7-80723-110-3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了解的56个世界之最 周娜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了解的62个忠告 张雪辉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了解的96种名花 张雪辉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会讲的190个幽默笑话 刘登福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体验的61种运动休闲方式 欧阳秀娟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去的73个地方 魏菊华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学习的38堂挫折课 邓盛斌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学习的94个人生信条 唐金龙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拥有的36个处世智慧 计正荣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欣赏的62幅名画 康书岭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注意的53个生活细节 魏菊华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101个哲理故事 欧阳秀娟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111个对联故事 欧阳秀娟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188种珍稀动物 周娜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42位教育家 陈焱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45个重大发明 欧阳秀娟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46位科学家 计正荣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50位中国诗人 唐金龙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51位女人 魏菊华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53个诗词故事 刘翠娟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54个生活问题 邓盛斌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63首经典歌曲 张琳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84个寓言故事 刘登福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90个俗语故事 刘翠娟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知道的96个儒学智慧 伍志纯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读的1000句名言 邓盛斌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读的32个童话故事 欧阳秀娟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读的48部中外名著 邓盛斌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读的50篇古代散文 吕娜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一生要超越的42个人性弱点 刘登福主编 978-7-80723-111-0 远方出版社

三国演义 (明) 罗贯中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儒林外史 (清) 吴敬梓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匹克威克外传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史记 (西汉) 司马迁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名人传 (法) 罗曼·罗兰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呐喊 鲁迅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哈姆雷特 (英) 莎士比亚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围城 钱钟书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堂·吉诃德 (西班牙) 塞万提斯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女神 郭沫若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子夜 茅盾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家 巴金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庄子 (战国) 庄子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普希金诗选 (俄) 普希金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朝花夕拾 鲁迅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杜工部集 (唐) 杜甫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格列佛游记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欧也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歌德谈话录 (德) 歌德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水浒传 (明) 施耐庵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泰戈尔诗选 (印度) 泰戈尔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童年 (前苏联) 高尔基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繁星·春水 冰心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红岩 罗广斌, 杨益言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红楼梦 (清) 曹雪芹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老人与海 (美) 海明威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西厢记 (明) 王实甫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西游记 (明) 吴承恩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论语 (春秋) 孔子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谈美书简 朱光潜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边城 沈从文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前苏联)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雷雨 曹禺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青春之歌 杨沫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骆驼祥子 老舍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鲁滨逊漂流记 (英) 笛福著 978-7-80723-142-4 远方出版社

卢梭名篇名句赏读 余亮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司汤达名篇名句赏读 孙红英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哈代名篇名句赏读 赵艺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大仲马名篇名句赏读 孙忠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孔子名篇名句赏读 孙忠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屈原名篇名句赏读 赵艺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屠格涅夫名篇名句赏读 孙忠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巴尔扎克名篇名句赏读 余亮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徐志摩名篇名句赏读 孙忠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德莱塞名篇名句赏读 孙红英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托尔斯泰名篇名句赏读 赵艺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显克微支名篇名句赏读 余亮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朱自清名篇名句赏读 赵艺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李商隐名篇名句赏读 孙忠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李白名篇名句赏读 孙红英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杜甫名篇名句赏读 孙红英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林徽因名篇名句赏读 赵艺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柳宗元名篇名句赏读 孙忠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梁启超名篇名句赏读 赵艺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欧阳修名篇名句赏读 余亮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歌德名篇名句赏读 赵艺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泰戈尔名篇名句赏读 孙红英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海涅名篇名句赏读 孙忠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狄更斯名篇名句赏读 孙忠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王安石名篇名句赏读 余亮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白居易名篇名句赏读 余亮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苏轼名篇名句赏读 赵艺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茨威格名篇名句赏读 孙红英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莎士比亚名篇名句赏读 孙红英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萧伯纳名篇名句赏读 孙红英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萧红名篇名句赏读 孙红英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许地山名篇名句赏读 孙忠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辛弃疾名篇名句赏读 孙红英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郁达夫名篇名句赏读 孙忠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名篇名句赏读 余亮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雨果名篇名句赏读 赵艺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韩愈名篇名句赏读 余亮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马克·吐温名篇名句赏读 余亮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高尔基名篇名句赏读 赵艺杰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鲁迅名篇名句赏读 余亮编 978-7-80723-147-9 远方出版社

丰收 叶紫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你是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偶然草 石评梅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胡也频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南北极 穆时英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小城三月 萧红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少年漂泊者 蒋光慈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我的母亲 邹韬奋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春天回梦记 刘云若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月下的回忆 庐隐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沉郁的梅冷城 邱东平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泪与笑 梁遇春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流亡 洪灵菲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狂人日记 鲁迅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秋夜 鲁彦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第三生命 周文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红烛 闻一多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茶杯里的风波 彭家煌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荷塘月色 朱自清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落花生 许地山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葬我 朱湘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雨巷 戴望舒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面包与盐 刘半农著 978-7-80723-149-3 远方出版社

Why？交通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人体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人工智能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动物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化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医疗保健 周水玲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地球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太空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心理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植物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气象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海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物理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环境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生命科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电脑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病毒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能源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航天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Why？通讯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978-7-80723-154-7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医院附属卫校志 成慧琳，云惠明主编 978-7-80723-190-5 远方出版社

哲里木盟十旗调查报告书.上 内蒙古图书馆主编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哲里木盟十旗调查报告书.下 内蒙古图书馆主编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西盟会议始末记、西盟游记、侦蒙记、征蒙
战事详记

内蒙古图书馆主编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中国名校创新管理 学校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小组主编 978-7-80723-246-9 远方出版社

中国名校办学模式 学校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小组主编 978-7-80723-246-9 远方出版社

中国名校办学理念 学校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小组主编 978-7-80723-246-9 远方出版社

中国名校品牌打造经典案例 学校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小组主编 978-7-80723-246-9 远方出版社

中国名校核心竞争力 学校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小组主编 978-7-80723-246-9 远方出版社

学校安全工作指导手册 王艳慧主编 978-7-80723-247-6 远方出版社

学校权益法律保护与权益纠纷处理指南 王艳慧主编 978-7-80723-247-6 远方出版社

学校法律法规大全 王艳慧主编 978-7-80723-247-6 远方出版社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指南 王艳慧主编 978-7-80723-247-6 远方出版社

青少年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指导手册 王艳慧主编 978-7-80723-247-6 远方出版社

学校主题班队会指导手册 张兴主编 978-7-80723-262-9 远方出版社

学校体育竞赛组织与管理手册 张兴主编 978-7-80723-262-9 远方出版社

学校社团建设案例精选 张兴主编 978-7-80723-262-9 远方出版社

学校综合实践活动指导手册 张兴主编 978-7-80723-262-9 远方出版社

学校节日纪念日活动手册 张兴主编 978-7-80723-262-9 远方出版社

学校运动会工作手册 张兴主编 978-7-80723-262-9 远方出版社

校园活动成功策划精选 张兴主编 978-7-80723-262-9 远方出版社

校园绿化实施手册 张兴主编 978-7-80723-262-9 远方出版社

成功学校人本管理 邓斐今主编 978-7-80723-263-6 远方出版社

成功学校安全管理 邓斐今主编 978-7-80723-263-6 远方出版社

成功学校物业管理 邓斐今主编 978-7-80723-263-6 远方出版社

成功学校科研管理 邓斐今主编 978-7-80723-263-6 远方出版社



成功学校行政管理 邓斐今主编 978-7-80723-263-6 远方出版社

归绥道志.上册 贻谷等修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归绥道志.下册 贻谷等修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归绥道志.中册 贻谷等修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中国校徽精选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75-9 远方出版社

中国校训精选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75-9 远方出版社

名校文化精选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75-9 远方出版社

名校校歌精选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75-9 远方出版社

学校文化品牌建设策略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75-9 远方出版社

校园礼仪精选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75-9 远方出版社

鄂托克富源调查记、准郡两旗旅行调查记、
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伊盟右翼四旗调
查报告书、伊克昭盟志、伊克昭盟概况.上

曾庆锡等修纂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鄂托克富源调查记、准郡两旗旅行调查记、
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伊盟右翼四旗调
查报告书、伊克昭盟志、伊克昭盟概况.下

曾庆锡等修纂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学校管理制度大全 张兴主编 978-7-80723-285-8 远方出版社

学校管理表格大全 张兴主编 978-7-80723-285-8 远方出版社

教改典型案例 张兴主编 978-7-80723-285-8 远方出版社

校园心理诊断 张兴主编 978-7-80723-285-8 远方出版社

校园暴力防范 张兴主编 978-7-80723-285-8 远方出版社

校园管理制度 张兴主编 978-7-80723-285-8 远方出版社

体育与健康教育指南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91-9 远方出版社

学校心理健康辅导指南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91-9 远方出版社

心理健康自我调整指南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91-9 远方出版社

青少年信息科学教育指南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91-9 远方出版社

青少年经典教育案例选编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91-9 远方出版社

青春期健康指南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91-9 远方出版社

青春期预防艾滋病指南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主编 978-7-80723-291-9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历史文献.4 (清)姚锡克等著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和林格尔厅志略•和林格尔行政文•和林格尔
县志草.上

(清)陈宝晋等纂辑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和林格尔厅志略•和林格尔行政文•和林格尔
县志草.下

(清)陈宝晋等纂辑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旧报刊考录：1905~1949.9 忒莫勒编著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蒙古之谜 贺志宏著 978-7-80723-481-4 远方出版社

蒙古考察报告.上 国防考察队编撰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蒙古考察报告.下 国防考察队编撰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察哈尔绥远历史沿革考录 纳森主编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四子部民俗文化 彭斯格德庆编著 9.78781E+12 远方出版社

雪野北纬53° 贺志宏著 978-7-80723-964-2 远方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年鉴.2006-2007 冷溶主编 978-7-80724-422-6 京华出版社

隆美尔 威廉·图特(William Tute)原著 978-7-80724-517-9 京华出版社

第二坨“狗屎”:摩登时代的生活百科 麦克阿瑟著 978-7-80724-680-0 京华出版社

护卫武士.壹,烈火卷 (韩)草雨著 978-7-80724-929-0 京华出版社

护卫武士.贰,烈火卷 (韩)草雨著 978-7-80724-929-0 京华出版社

护卫武士.壹,玄冰卷 (韩)草雨著 978-7-80724-930-6 京华出版社

护卫武士.贰,玄冰卷 (韩)草雨著 978-7-80724-930-6 京华出版社

战略地图:化无形资产为有形成果 罗伯特·卡普兰, 大卫·诺顿著 978-7-80728-052-1 广东经济出版社

上海大亨 沈寂著 978-7-80730-828-7 学林出版社

上海大班·哈同外传 沈寂著 978-7-80730-829-4 学林出版社

上海大世界 沈寂著 978-7-80730-875-1 学林出版社

说话的魅力:你不可不知的沟通技巧 刘墉著 978-7-80732-582-6 接力出版社

生活如此无奈 你要足够淡定 穆臣刚编著 978-7-80733-766-9 古吴轩出版社

一如草芥的尘世 (韩)朴范信著 978-7-80733-940-3 古吴轩出版社

元曲三百首:最新经典珍藏 王辉，邵士梅编译 978-7-80736-338-5 三秦出版社

中药别名大辞典:正名 别名 商品名 处方名 刘道清主编 978-7-80739-433-4 中原农民出版社

喝自己酿的啤酒 高岩著 978-7-80739-932-2 中原农民出版社

魂行道.2,东湖往生 离[著] 978-7-80742-153-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乔姬的十个月 安黛尔·帕克斯(Adele Parks)著 978-7-80742-786-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常识 林良浩主编 978-7-80742-86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李可乐寻人记 李承鹏著 978-7-80742-950-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铁流西进 李广智著 978-7-80744-533-3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社团价值重构:上海社区家庭文明建设指导中
心研究

杨蓓蕾 ... [等] 978-7-80745-171-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与服务体系的重建 王石泉著 978-7-80745-312-3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城市的“脸”与“魂” 王国荣著 978-7-80745-460-1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年上海典当业发展报告 韩汉君，吴贤达主编 978-7-80745-759-6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十个天才的精神病史:关于疯癫、创造和抗争
的人生故事

(美) 杰弗里·科特勒著 978-7-80745-831-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大方无隅:关山月美术馆四方沙龙讲座文集 关山月美术馆编 978-7-80746-194-4 广西美术出版社

开放与传播:改革开放30年中国美术批评论坛
文集

关山月美术馆编 978-7-80746-785-4 广西美术出版社

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本书主编李听 978-7-80747-302-2 海天出版社

华为的企业战略 李正道, 许凌志著 978-7-80747-895-9 海天出版社

陈楚歌进步记.2 吴问银著 978-7-80750-878-6 德宏民族出版社

至高无上 午夜浓茶著 978-7-80750-881-6 德宏民族出版社

食物这样吃才健康 崔钟雷主编 978-7-80753-983-4 哈尔滨出版社

丰臣秀吉·梦中梦.叁 (日)津本阳著 978-7-80755-618-3 花山文艺出版社

熔炼:从风尘女到垦荒兵 李素萍著 978-7-80756-006-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六月之兽.1 檬羽著 978-7-80759-379-9 万卷出版公司

新世界:灵性的觉醒 艾克哈特·托尔(Eckhart Tolle)著 978-7-80760-194-4 南方出版社

中国民族史 吕思勉著 978-7-80761-494-4 岳麓书社

中华大典,艺术典 任继愈总主编 978-7-80761-827-0 岳麓书社

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理论与实践 主编徐德凯 978-7-80762-445-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华文化警世格言,立志 金开诚，陶伯华主编 978-7-80762-486-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华文化警世格言,尚德 金开诚，陶伯华主编 978-7-80762-487-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华文化警世格言,践行 金开诚，陶伯华主编 978-7-80762-488-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华文化警世格言,明道 金开诚，陶伯华主编 978-7-80762-489-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华文化警世格言,劝学 金开诚，陶伯华主编 978-7-80762-490-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华文化警世格言,智慧 金开诚，陶伯华主编 978-7-80762-491-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黑格尔与现代社会 (加)查尔斯·泰勒著 978-7-80762-817-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 (英) 约翰·密尔著 978-7-80762-898-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政治哲学导论 乔纳森·沃尔夫著 978-7-80762-996-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女人我要大 朵琳编辑室编著 978-7-80763-021-0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骨盆美人重整计划 —— 整骨DIY 朵琳编辑室编著 978-7-80763-023-4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0%脱力生活:我就是上班达人,身体篇 (日)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编著 978-7-80763-239-9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型与爱情 (日) 能见正比古著 978-7-80763-395-2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型与气质 (日) 能见正比古著 978-7-80763-396-9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型与交际 (日) 能见正比古著 978-7-80763-397-6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血型与人生 (日) 能见正比古著 978-7-80763-398-3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30年后, 你拿什么养活自己？:顶级理财师给
上班族的财富人生规划课

(韩) 高得诚, 郑成镇, 崔秉熙著 978-7-80763-436-2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戴淑凤45年育儿门诊解惑 戴淑凤著 978-7-80763-508-6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30年后, 你拿什么养活自己:顶级理财师教你
一生不缺钱花的秘技.2

(韩) 高得诚著 978-7-80763-584-0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些年，我们忽略的事 (韩)金鲜景著 978-7-80763-745-5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时尚巴别塔 梦亦非著 978-7-80763-923-7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Rain·雨完全手册 雨里小妖著 978-7-80765-000-3 河南文艺出版社

云色倾城 紫百合著 978-7-80765-066-9 河南文艺出版社

文化强省与中原崛起战略 李庚香著 978-7-80765-270-0 河南文艺出版社

民企江湖:终结版.2 阿耐著 978-7-80765-516-9 河南文艺出版社

民企江湖 阿耐著 978-7-80765-786-6 河南文艺出版社

白门柳:一部讲述传统知识分子参政乱象的史
诗.第一部,夕阳芳草

刘斯奋著 978-7-80765-789-7 河南文艺出版社

白门柳:一部讲述传统知识分子参政乱象的史
诗.第二部,秋露危城

刘斯奋著 978-7-80765-790-3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卸下心头重担 阿鲁老和尚著 978-7-80765-968-6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传奇 李永康著 978-7-80765-986-0 河南文艺出版社

道德情感论 (英) 亚当·斯密著 978-7-80765-992-1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凝视西藏:一个自由摄影师的心灵镜像 皮皮鲁的草鞋著 978-7-80766-408-6 广东旅游出版社

气顺了人生就顺了 唐心著 978-7-80766-515-1 广东旅游出版社

信用突围 心眸著 978-7-80766-517-5 广东旅游出版社

给大学生创业泼点冷水 严行方著 978-7-80766-519-9 广东旅游出版社

猎日 石桥霜潭著 978-7-80766-627-1 广东旅游出版社

微加幸福 方紫鸾[著] 978-7-80766-689-9 广东旅游出版社

第一桶金:我要大富贵 林雪著 978-7-80766-781-0 广东旅游出版社

那些年，我们错过的爱情 海格著 978-7-80766-786-5 广东旅游出版社

微光森林 韩十三著 978-7-80766-803-9 广东旅游出版社

王雪红和她的HTC 黄伟芳编著 978-7-80766-830-5 广东旅游出版社

最好看的日本战国史:越后统一 —— 第一次
长岛征伐.卷三,天下棋峙

万邦咸宁著 978-7-80766-961-6 广东旅游出版社

行走在民国.壹 代小无著 978-7-80766-995-1 广东旅游出版社

低碳阴谋:中国与欧美的生死之战 勾红洋著 978-7-80767-289-0 山西经济出版社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9 汪海波等著 978-7-80767-317-0 山西经济出版社



小言行 大影响 容和平编著 978-7-80767-348-4 山西经济出版社

“三农”问题的实践与思考 陈春生著 978-7-80767-402-3 山西经济出版社

日本语,中级 王二贵，赵景杨主编译 978-7-80767-405-4 山西经济出版社

日本语,初级一 王二贵，赵景杨主编译 978-7-80767-408-5 山西经济出版社

心想事成 宁志荣著 978-7-80767-538-9 山西经济出版社

农业政策原理 谭向勇，肖海峰，李秉龙编著 978-7-80767-569-3 山西经济出版社

教你写对联:入门版 古熙，余韵编著 978-7-80767-640-9 山西经济出版社

中国农村资源资产市场化资本化研究 毛科军，于战平，曲福玲著 978-7-80767-720-8 山西经济出版社

走进阳泉 侯讵望著 978-7-80767-929-5 山西经济出版社

能源环境学 李长胜著 978-7-80767-933-2 山西经济出版社

太原文化美景 杨支军主编 978-7-80767-973-8 山西经济出版社

燃烧的问题 (英) 迈克·伯纳斯-李, 邓肯·克拉克著 978-7-80767-989-9 山西经济出版社

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 林耀华著 978-7-80768-067-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北欧，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 (英)迈克尔·布斯(Michael Booth)著 978-7-80768-101-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与马可·波罗同行:读《看不见的城市》 薛忆沩著 978-7-80768-102-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拉美10天敢动假期,墨西哥+古巴 项明生[著] 978-7-80768-112-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拉美10天敢动假期,巴西+秘鲁 项明生[著] 978-7-80768-113-7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拉美10天敢动假期,玻利维亚+智利 项明生[著] 978-7-80768-114-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拉美10天敢动假期,阿根廷+乌拉圭+南极 项明生[著] 978-7-80768-115-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我喜欢辽阔的地方 毕淑敏[著] 978-7-80768-141-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母爱的界限 零露著 978-7-80768-143-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疯子的自由:菲利普·皮内尔医生在1789-

1795
(法)弗朗索瓦·勒洛尔(Francois Lelord)著 978-7-80768-147-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 铁凝著 978-7-80768-148-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冯骥才的天津 冯骥才著 978-7-80768-159-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掘金大数据:数据驱动商业变革 (韩) 咸由根, 蔡承秉著 978-7-80769-006-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
司最年华·微博人生,有事记得私信我 卞庆奎主编 978-7-80769-018-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新北京.下部 沉睡撰文、摄影 978-7-80769-129-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红海求索集 孙玉明著 978-7-80769-205-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女神的腰蓑:论性诱惑与人体美的起源及未来 陈醉著 978-7-80769-244-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文化与艺术的多视角探索 李荣启著 978-7-80769-245-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知识镜像与书写 戴阿宝著 978-7-80769-268-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在历史的边际 丁亚平著 978-7-80769-382-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爱得忧伤，何必逞强 蛋蛋著 978-7-80769-385-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阿甘后传 (美)温斯顿·葛鲁姆(Winston Groom)著 978-7-80769-419-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玻璃钻石 惊鸿著 978-7-80769-503-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大师的背影,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 邹士方著 978-7-80769-529-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别让不会说话害了你 娆娆著 978-7-80769-563-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中国的走向,经济体制改革 主编武力 978-7-80769-572-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中国的走向,政治体制改革 主编武力 978-7-80769-576-9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识别男人的逻辑, 读懂女人的思维 菲嫦著 978-7-80769-582-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死亡通知单,暗黑者 周浩晖著 978-7-80769-591-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藏地密码:唐卡典藏版.6 何马著 978-7-80769-667-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藏地密码:唐卡典藏版.7 何马著 978-7-80769-668-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藏地密码:唐卡典藏版.8 何马著 978-7-80769-669-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藏地密码:唐卡典藏版.9 何马著 978-7-80769-670-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藏地密码:唐卡典藏版.10 何马著 978-7-80769-671-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自制力:根治拖延 瞎忙 没时间 林均伟著 978-7-80769-694-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兄长 永阈限著 978-7-80769-704-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懂一点日本，懂一点美国 张暮辉著 978-7-80769-754-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这善变的世界，难得有你 小北著 978-7-80769-782-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学会妥协 学会弯腰:有些令人满意的东西, 
值得我们屈尊

李宗厚著 978-7-80769-792-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天才艺术家,马奈 (意) 西莫娜·巴托勒纳著 978-7-80769-810-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维米尔 (意) 莫莉琪亚·塔萨提斯著 978-7-80769-813-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晏子论君子操守 周殿富注释 978-7-80769-838-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盘龙.Ⅱ,龙血之怒 我吃西红柿[著] 978-7-80769-841-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银色猎物 (美) 艾拉·莱文著 978-7-80769-859-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一封家书:爱,不要等 刘志则, 徐强编著 978-7-80769-875-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洗脑术.2,实践篇 高德著 978-7-80769-876-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相生金水趣说西汉 相生金水著 978-7-80769-896-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宁远著 978-7-80769-897-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利沃尼惨案 (法) 儒勒·凡尔纳著 978-7-80769-905-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南极的斯芬克斯 (法) 儒勒·凡尔纳著 978-7-80769-906-4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世界尽头的灯塔 (法) 儒勒·凡尔纳著 978-7-80769-907-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空中村庄 (法) 儒勒·凡尔纳著 978-7-80769-908-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首相”号 (法) 儒勒·凡尔纳著 978-7-80769-909-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文学肖像 (法) 圣伯夫著 978-7-80769-912-5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如何用互联网思维创富 贾君新著 978-7-80769-924-8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碧水长流 破脑袋著 978-7-80769-931-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蒙田的极简智慧 (法) 蒙田著 978-7-80769-933-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梭罗的极简智慧 (美) 亨利·戴维·梭罗著 978-7-80769-934-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重返美丽新世界 (英)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著 978-7-80769-942-2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罗丹岛之恋 (美)尼古拉斯·斯帕克思著 978-7-80769-946-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剑缘·寂世红莲 炼狱莲著 978-7-80769-959-0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李小龙和我的旧时光:半生修行，一生怀念 丁珮口述 978-7-80769-960-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生活需要更多的乐事 黄安著 978-7-80769-974-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法) 阿尔贝·加缪著 978-7-80769-976-7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我不知道会遇见你，真好 夏晏著 978-7-80769-987-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跆拳道:从入段到实战 叶莱, 晨阳, 依昀编著 978-7-81003-095-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电视新闻学 叶子著 978-7-81004-726-5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
东南商人行为.上

陈东有著 978-7-81033-865-3 江西高校出版社

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
东南商人行为.下

陈东有著 978-7-81033-865-3 江西高校出版社

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
东南商人行为.中

陈东有著 978-7-81033-865-3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上 欧阳宗书著 978-7-81033-866-0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下 欧阳宗书著 978-7-81033-866-0 江西高校出版社

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上 杨国桢著 978-7-81033-888-2 江西高校出版社

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下 杨国桢著 978-7-81033-888-2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
比较研究.上

曾少聪著 978-7-81033-891-2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
比较研究.下

曾少聪著 978-7-81033-891-2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
比较研究.中

曾少聪著 978-7-81033-891-2 江西高校出版社

喧闹的海市: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上 蓝达居著 978-7-81033-955-1 江西高校出版社

喧闹的海市:闽东南港市兴衰与海洋人文.下 蓝达居著 978-7-81033-955-1 江西高校出版社

心理治疗:理论与分析 曾文星, 徐静合著 978-7-81034-33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体育游戏 刘福林等编 978-7-81051-010-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4式太极拳教与学 李德印莲编著 978-7-81051-180-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桥牌防守一点通 龚启英编著 978-7-81051-197-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象棋定式妙用 方士庆, 李鹏编著 978-7-81051-230-5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象棋杀法初步 方士庆, 李鹏编著 978-7-81051-232-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象棋残局妙手精华 金启昌, 杨典编著 978-7-81051-361-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陈式太极拳拳理阐微 马虹著 978-7-81051-421-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桥牌疑难一百问 龚启英著 978-7-81051-496-5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各国特种部队格斗术 魏峰编著 978-7-81051-547-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4式太极拳 李德印演述 978-7-81051-833-8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网球竞赛规则问答 孙卫星, 高宏图编著 978-7-81051-934-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网球网前技术图解 宋强主编 978-7-81051-964-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市场经济概论 主编肖万春 978-7-81053-391-1 湖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志:修订本 杨圣敏主编 978-7-81056-764-0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学习指南 崔光成，韩惠民，王文林主编 978-7-81060-359-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学习纲要 秦毅，何仲义，付升旗主编 978-7-81060-463-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肩关节镜手术学 (美)Gary M. Gartsman编著 978-7-81060-684-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现代创伤骨科学 黄公怡，刘长贵，温建民主编 978-7-81060-692-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现代妇产科手术学 王泽华，童晓文主编 978-7-81060-693-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院药学 胡晋红主编 978-7-81060-696-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理学学习指南 柏青杨， 于秀文， 徐凤琳主编 978-7-81060-735-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原生物学学习指南 孙艳，刘伯阳，郭俊杰主编 978-7-81060-736-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学习指南 官杰[等]主编 978-7-81060-737-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机能学实验教程 李玲主编 978-7-81060-763-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精神病学学习指南 李荐中，王文林，韩惠民主编 978-7-81060-764-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有机化学学习指南 李红梅，刘亚琴，常东胜主编 978-7-81060-766-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实验指导 章正瑛主编 978-7-81060-768-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药理学实验指导 任亮，付小六主编 978-7-81060-769-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实验指导 王钉钉，许礼发主编 978-7-81060-772-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外科护理学实践指导 张宗业主编 978-7-81060-774-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实践指导 刘文娜主编 978-7-81060-775-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儿科护理学实践指导 孙玉凤主编 978-7-81060-786-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实践指导 王红梅主编 978-7-81060-787-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生理学实验指导 高明灿主编 978-7-81060-788-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理学实验指导 丁运良主编 978-7-81060-789-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断层解剖学学习指南 高音主编 978-7-81060-799-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指导 戚中田主编 978-7-81060-803-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学习指南 李淑艳，张春晶，王宏兰主编 978-7-81060-816-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气管和支气管外科学 (美)Hermes C. Grillo主编 978-7-81060-819-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护理学基础技能指导与考评 赵立民，张萍萍主编 978-7-81060-822-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生理学学习指南 王滨，齐晓娟主编 978-7-81060-839-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细支气管肺泡癌 韩一平，李强主编 978-7-81060-868-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骨科学总论 刘尚礼，勘武生，庄洪主编 978-7-81060-892-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创伤骨科学 张铁良，刘兴炎，李继云主编 978-7-81060-893-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脊柱外科学 贾连顺，李健，林本丹主编 978-7-81060-895-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关节外科学 刘尚礼，马少云，王静成主编 978-7-81060-897-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听课、记忆与测试 “医行天下”医学学习记忆编委会编 978-7-81060-902-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生理学:听课、记忆与测试 “医行天下”医学学习记忆编委会编 978-7-81060-903-6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听课、记忆与测试 “医行天下”医学学习记忆编委会编 978-7-81060-904-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病理学:听课、记忆与测试 “医行天下”医学学习记忆编委会编 978-7-81060-905-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药理学:听课、记忆与测试 “医行天下”医学学习记忆编委会编 978-7-81060-906-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诊断学:听课、记忆与测试 “医行天下”医学学习记忆编委会编 978-7-81060-907-4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听课、记忆与测试 “医行天下”医学学习记忆编委会编 978-7-81060-908-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内科学:听课、记忆与测试 “医行天下”医学学习记忆编委会编 978-7-81060-909-8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外科学:听课、记忆与测试 “医行天下”医学学习记忆编委会编 978-7-81060-910-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听课、记忆与测试 “医行天下”医学学习记忆编委会编 978-7-81060-911-1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儿科学:听课、记忆与测试 “医行天下”医学学习记忆编委会编 978-7-81060-912-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内科年鉴.2008 梅长林主编 978-7-81060-915-9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外科年鉴.2008 仲剑平主编 978-7-81060-916-6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国药学年鉴.2008 彭司勋主编 978-7-81060-917-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内科学学习指南 王艳霞，张淑英，周洁信主编 978-7-81060-922-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外科学学习指南 张忠太，白玉江，郝建军主编 978-7-81060-923-4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儿科学学习指南 王雪主编 978-7-81060-925-8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学学习指南 孙迎春，王晓娟，李秀兰主编 978-7-81060-926-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肝移植
(美)Ronald W.Busuttil，(美)Goran 

K.Klintmalm主编
978-7-81060-935-7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学 赵瑛，徐运，丁素菊主编 978-7-81060-956-2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机能学实验教程 朱建华，贾月霞主编 978-7-81060-962-3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生物化学 刘文演主编 978-7-81060-968-5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第2版)学习指导与实习
题集

曹洪欣主编 978-7-81060-989-0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微机应用基础.上册 戴宗基等主编 978-7-81071-175-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皮肤病学:诊断与治疗彩色图解指南 Thomas P. Habif主编 978-7-81071-33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大黄的现代研究 郑俊华，果德安主编 978-7-81071-509-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品注射剂使用指南:美国《药品注射剂手册
》第14版缩略本

(美)Lawrence A. Trissel著 978-7-81071-617-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儿科百例神经疾病影像诊断精粹 Blaser[等]原著 978-7-81071-621-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健康传播与社会:百年中国疫病防治话语的变
迁

张自力著 978-7-81071-625-3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受体信号转导研究方法 Gary B.Willars，R.A.John Challiss主编 978-7-81071-637-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微波技术在光镜和超微结构研究中的应用 (澳)Anthony S-Y Leong著 978-7-81071-638-3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神经症 许又新著 978-7-81071-642-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诊心电图决策 Hein J. J. Wellens，Mary Conover原著 978-7-81071-643-7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罗伯顿新生儿学 Janet M Rennie主编 978-7-81071-64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乳腺影像病例点评150例
Emily F. Conant，Cecilia M. Brennecke

主编
978-7-81071-647-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脑卒中康复—基于功能的方法:第2版 Glen Gillen， Ann Burkhardt主编 978-7-81071-65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检验科与病理科值班医生手册 John Bernard Henry，Sharad C. Mathur原
著

978-7-81071-654-3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尿动力学
Christopher R Chapple，Scott A 

MacDiarmid原著
978-7-81071-67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痴呆病学 贾建平主编 978-7-81071-72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尼尔森儿科学.上卷
Richard E. Behrman，Robert M. 
Kliegman，Hal B. Jenson主编

978-7-81071-72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尼尔森儿科学.下卷
Richard E. Behrman，Robert M. 
Kliegman，Hal B. Jenson主编

978-7-81071-72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ICD基础教程 Tom Kenny原著 978-7-81071-729-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教育:为实践制定课程 Della Fish, Colin Cotes原著 978-7-81071-74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诊断免疫组织化学 David J. Dabbs主编 978-7-81071-750-2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肌肉活检 Victor Dubowitz，Caroline A Sewrv原著 978-7-81071-75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直肠肛门部恶性肿瘤 顾晋主编 978-7-81071-76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肿瘤学诊断图谱 Arthur T Skarin主编 978-7-81071-769-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诊医学病例精粹 Jill M.Baren,Elizabeth R.Alpern主编 978-7-81071-82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皮肤病性病治疗学 朱学骏, 顾有守, 沈丽玉主编 978-7-81071-83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上,检查者手册 项目
测试指导

(美)M. Rhonda Folio，(美)Rebecca R. 
Fewell原著

978-7-81071-83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Peabody 运动发育量表.下册,运动训练方案
(美)M. Rhonda Folio，(美)Rebecca R. 

Fewell原著
978-7-81071-83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耳科学 李学佩主编 978-7-81071-845-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应用指南 周保利， 英立平主编 978-7-81071-872-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人类繁衍、性健康与生殖医学 李英，吴俊主编 978-7-81071-87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科值班医生手册 Carol A. Bernstein[等]主编 978-7-81071-90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注意缺陷障碍:儿童和成人注意力涣散 ( )Thomas E. Brown原著 978-7-81071-922-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儿科肾脏病学:最新实践进展 Man-Chun Chiu, Hui-Kim Yap主编 978-7-81071-933-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姚婉贞，徐永健主编 978-7-81071-947-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肿瘤标志临床应用与研究 万文徽主编 978-7-81071-949-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生处方用药指南 张焕根编著 978-7-81071-957-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肺癌 储大同主编 978-7-81071-964-3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白血病 马军，张伯龙主编 978-7-81071-96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分子基因药物学 许瑞安，陈凌，肖卫东主编 978-7-81071-968-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鼻咽癌 高黎，徐国镇主编 978-7-81071-969-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膀胱癌 王金万主编 978-7-81071-970-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淋巴瘤 石远凯主编 978-7-81071-972-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颞骨百例疾病影像诊断精粹 Harnsberger[等]原著 978-7-81071-98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科学聚焦:中英文对照 Janice Rymer，Andrew N J Fish原著 978-7-81071-985-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微积分初步与生物医学应用 贺东奇主编 978-7-81071-99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电生理:从细胞到临床 Douglas P. Zipes, Jose Jalife[主编] 978-7-81071-994-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内科值班医生手册 M. Gabriel Khan原著 978-7-81071-995-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脑卒中康复:优化运动技巧的练习与训练指南 Janet H Carr，Roberta B Shepherd原著 978-7-81071-996-4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 曹承刚主编 978-7-81072-841-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技术操作指南 吴欣娟, 郑建萍主编 978-7-81072-842-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新编常用中药有效成分手册 李强，夏晓晖主编 978-7-81072-845-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学检验专业技师 (医师) 系列资格考
试复习指导

鄢盛恺, 李萍主编 978-7-81072-873-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精神测验:健康与疾病定量测试法(RTHD)及案
例评定

陈彦方， 陈忠主编 978-7-81072-908-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图表生物化学 于秉治主编 978-7-81072-935-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当代药理学 刘耕陶主编 978-7-81072-960-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经济管理学术论文集 《经济管理学术论文集》编委会编 978-7-81073-484-4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书法集 高延青主编 978-7-81074-428-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绘画雕塑集 高延青主编 978-7-81074-428-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1卷 孟广耀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1卷 孟广耀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2卷 曹永年等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2卷 曹永年等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3卷 曹永年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3卷 曹永年等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4卷 乌云毕力格等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4卷 乌云毕力格等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5卷.上 白拉都格其等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5卷.上 白拉都格其等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5卷.下 白拉都格其等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民族通史.第5卷.下 白拉都格其等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族传统民歌 苗金海，木兰编著 978-7-81074-923-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陆岛网络:台湾海港的兴起.上 吕淑梅著 978-7-81075-005-9 江西高校出版社

陆岛网络:台湾海港的兴起.下 吕淑梅著 978-7-81075-005-9 江西高校出版社

陆岛网络:台湾海港的兴起.中 吕淑梅著 978-7-81075-005-9 江西高校出版社

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上 张晓宁著 978-7-81075-006-6 江西高校出版社

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下 张晓宁著 978-7-81075-006-6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上 黄顺力著 978-7-81075-007-3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下 黄顺力著 978-7-81075-007-3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中 黄顺力著 978-7-81075-007-3 江西高校出版社

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上 吴春明著 978-7-81075-470-5 江西高校出版社

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下 吴春明著 978-7-81075-470-5 江西高校出版社

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中 吴春明著 978-7-81075-470-5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上 王荣国著 978-7-81075-471-2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上 王荣国著 978-7-81075-471-2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下 王荣国著 978-7-81075-471-2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下 王荣国著 978-7-81075-471-2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中 王荣国著 978-7-81075-471-2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中 王荣国著 978-7-81075-471-2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
上

杨国桢著 978-7-81075-472-9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
下

杨国桢著 978-7-81075-472-9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
中

杨国桢著 978-7-81075-472-9 江西高校出版社

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上 曾玲著 978-7-81075-473-6 江西高校出版社

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上 曾玲著 978-7-81075-473-6 江西高校出版社

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下 曾玲著 978-7-81075-473-6 江西高校出版社

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下 曾玲著 978-7-81075-473-6 江西高校出版社

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中 曾玲著 978-7-81075-473-6 江西高校出版社

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中 曾玲著 978-7-81075-473-6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
上

刘正刚著 978-7-81075-605-1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
上

刘正刚著 978-7-81075-605-1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
下

刘正刚著 978-7-81075-605-1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
下

刘正刚著 978-7-81075-605-1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
中

刘正刚著 978-7-81075-605-1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
中

刘正刚著 978-7-81075-605-1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
上

张彩霞著 978-7-81075-606-8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
下

张彩霞著 978-7-81075-606-8 江西高校出版社

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上 李金明著 978-7-81075-607-5 江西高校出版社

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上 李金明著 978-7-81075-607-5 江西高校出版社

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下 李金明著 978-7-81075-607-5 江西高校出版社

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下 李金明著 978-7-81075-607-5 江西高校出版社

苍穹漫步:航天员太空行走.上 吴国兴编著 978-7-81075-611-2 江西高校出版社

苍穹漫步:航天员太空行走.下 吴国兴编著 978-7-81075-611-2 江西高校出版社

登天巴士:航天飞机喜忧录.上 庞之浩编著 978-7-81075-612-9 江西高校出版社

登天巴士:航天飞机喜忧录.下 庞之浩编著 978-7-81075-612-9 江西高校出版社

太空之舟:宇宙飞船面面观.上 庞之浩编著 978-7-81075-613-6 江西高校出版社

太空之舟:宇宙飞船面面观.下 庞之浩编著 978-7-81075-613-6 江西高校出版社

宇宙城堡:空间站发展之路.上 庞之浩编著 978-7-81075-614-3 江西高校出版社

宇宙城堡:空间站发展之路.下 庞之浩编著 978-7-81075-614-3 江西高校出版社

九天揽月:重返月球再探索.上 周武编著 978-7-81075-615-0 江西高校出版社

九天揽月:重返月球再探索.下 周武编著 978-7-81075-615-0 江西高校出版社

星际家园:火星探测与开发.上 吴国兴编著 978-7-81075-616-7 江西高校出版社

星际家园:火星探测与开发.下 吴国兴编著 978-7-81075-616-7 江西高校出版社



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上 连心豪著 978-7-81075-638-9 江西高校出版社

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下 连心豪著 978-7-81075-638-9 江西高校出版社

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上 杨强著 978-7-81075-711-9 江西高校出版社

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上 杨强著 978-7-81075-711-9 江西高校出版社

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下 杨强著 978-7-81075-711-9 江西高校出版社

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下 杨强著 978-7-81075-711-9 江西高校出版社

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中 杨强著 978-7-81075-711-9 江西高校出版社

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中 杨强著 978-7-81075-711-9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天灾: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
会经济.上

于运全著 978-7-81075-712-6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天灾: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
会经济.上

于运全著 978-7-81075-712-6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天灾: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
会经济.下

于运全著 978-7-81075-712-6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天灾: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
会经济.下

于运全著 978-7-81075-712-6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天灾: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
会经济.中

于运全著 978-7-81075-712-6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天灾: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灾害与沿海社
会经济.中

于运全著 978-7-81075-712-6 江西高校出版社

西洋航路移民:明清闽粤移民荷属东印度与海
峡殖民地的研究.上

林德荣著 978-7-81075-713-3 江西高校出版社

西洋航路移民:明清闽粤移民荷属东印度与海
峡殖民地的研究.下

林德荣著 978-7-81075-713-3 江西高校出版社

西洋航路移民:明清闽粤移民荷属东印度与海
峡殖民地的研究.中

林德荣著 978-7-81075-713-3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国孤生:明代首辅叶向高与海洋社会.上 崔来廷著 978-7-81075-714-0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国孤生:明代首辅叶向高与海洋社会.下 崔来廷著 978-7-81075-714-0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国孤生:明代首辅叶向高与海洋社会.中 崔来廷著 978-7-81075-714-0 江西高校出版社

动画制作原理 主编叶凤华, 叶正华 978-7-81081-948-0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诚信知识概论 高广平主编 978-7-81085-927-1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知识产权读本 陈晓峰主编 978-7-81085-949-3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法律基础知识 主编穆晓睦 978-7-81088-793-9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关系型融资研究 童牧著 978-7-81088-987-2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三基”,操作篇 主编 唐维新 978-7-81089-542-2 东南大学出版社



跟深圳人学敬业 赵玉贤, 赵子栋著 978-7-81097-399-1 河北大学出版社

跟深圳人学创业 赵玉贤著 978-7-81097-400-4 河北大学出版社

跟深圳人学创新 赵玉贤, 赵子良著 978-7-81097-401-1 河北大学出版社

乒乓球 主编 崔秀馥 978-7-81100-023-8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体育与健康教程 总主编 林志超 978-7-81100-330-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中医药院校体育与健康教程 主编 韦军湘, 张健佳, 刘芳 978-7-81100-377-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运动健身全攻略 张英波编著 978-7-81100-453-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零基础普拉提:完美形体塑造 纪长青著 978-7-81100-454-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现代篮球运动教程 王小安, 张培峰主编 978-7-81100-584-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当代大学体育教程 主编任晋军 978-7-81100-597-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标准教程 林志超总主编 978-7-81100-629-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体育舞蹈 寿文华, 魏纯镭, 荣丽主编 978-7-81100-697-1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篮球成功教学 (美)摩根·伍腾，(美)大卫·吉尔伯特著 978-7-81100-706-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网球成功教学 美国网球协会编著 978-7-81100-707-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奥林匹克回忆录 皮埃尔·德·顾拜旦著 978-7-81100-747-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网球运动教程 主编陶志翔 978-7-81100-749-7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文化与运动教程 杨国庆，殷恒婵总主编 978-7-81100-793-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篮球理论知识问答:各类篮球理论考试制胜宝
典

李颖川，于振峰，余丽华主编 978-7-81100-828-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篮球竞赛与裁判教学:运动系专修 裁判考试
晋级手册

谭朕斌，闫育东，张培峰主编 978-7-81100-836-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国际田联田径裁判法:中—英文版 张英波, 孙南译 978-7-81100-869-2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网球 (德) 佩特·肖尔著 978-7-81100-896-8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游泳规则双语教程 温宇红主编 978-7-81100-901-9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现代竞技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研究:国家体育
总局2005年高层次体育教练人才研修班赴德

国学习考察报告

国家体育总局干部培训中心编 978-7-81100-906-4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00%开发左右脑:测试用脑偏好 平衡全脑潜
能

(英)菲利浦·卡特(Philip Carter)，(英)肯
·罗瑟尔(Ken Russell)著

978-7-81100-931-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健身解剖指南 (美) 尼克·埃文斯著 978-7-81100-932-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高水平竞技运动科学训练研究:国家体育总局
2007年国家队教练员科学训练专项培训班赴

美国学习考察报告

王芬主编 978-7-81100-944-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柔力球太极套路教与学 仝保民主编 978-7-81100-986-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大学体育理论与实践 刘建军，邢庆和，田鑫主编 978-7-81100-987-3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农民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田雨普等著 978-7-81101-946-9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习题集 主编张君 978-7-81102-925-3 东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理论新编 吴仕民主编 978-7-81108-231-9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概论 崔箭等主编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上 白润生主编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下 白润生主编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一辑 达力扎布主编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日俄四次密约 蔡凤林著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西部开发背景下民族地区经济法制问题研究 王允武 田钒平 主编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民间信仰与民俗生活 邢莉主编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陈理等著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近现代蒙古族宗教信仰的演变 宝贵贞 著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 (英) 爱德华·莫迪默, 罗伯特· 法恩著 978-7-81108-618-8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
热的头脑

(俄) 瓦列里·季什科夫著 978-7-81108-619-5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益保障研究 徐中起主编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阿萨喇克其史》研究 乌云毕力格著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民族经济发展 刘永信 张丽君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满、汉.上 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满、汉.下 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满、汉.中 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民族医药文献检索与利用 刘同祥编著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三辑 达力扎布主编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归化城厅志 (清)刘鸿逵纂修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体制政策与蒙古族乡村社会变迁 郝亚明等著 9.78781E+1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列国交聘.上 叶秀松编著 978-7-81110-857-6 安徽大学出版社

列国交聘.下 叶秀松编著 978-7-81110-857-6 安徽大学出版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4辑 (明)瞿九思撰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瞿九思·万历武功录 
(蒙古女真人物传记选).第四辑

薄音湖编辑点校 978-7-81115-095-7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近现代蒙古人农耕村落社会的形成 孛儿只斤•布仁赛音 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近现代蒙古人农耕村落社会的形成 孛儿只斤·布仁赛音著 978-7-81115-096-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丁龙召，李晶主编 978-7-81115-129-9



老包头文集 包头市图书馆编 978-7-81115-141-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黄土集:包头历史研究文集 张贵著 978-7-81115-141-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包头历史文献选编,包头市志新包头市志鹿野
纪闻译注集

张建国, 纳日松主编 978-7-81115-141-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包头历史文献选编,萨拉齐县志土默特旗志译
注集

张建国, 纳日松主编 978-7-81115-141-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馆概览 包头市图书馆，包头市图书馆学会编 978-7-81115-141-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解读 姚建新著 978-7-81115-150-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小说文本解读 鲁春梅编著 978-7-81115-150-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外经典小说导读 栗丹编著 978-7-81115-150-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外国现代经典小说解读 姚建新编著 978-7-81115-150-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生存的追问:当代文学评论 栗丹著 978-7-81115-150-3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族工艺美术 阿木尔巴图编著 978-7-81115-179-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实用英语语言学:[英文本] 段满福，李满亮著 978-7-81115-184-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多伦文史资料.第二辑 任月海编译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名人名言 田洪江编著 978-7-81115-187-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名人格言 田洪江编著 978-7-81115-187-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名人警言 田洪江编著 978-7-81115-187-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名人赠言 田洪江编著 978-7-81115-187-9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康熙会盟 任月海著 978-7-81115-195-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珍宝•玉石器 于宝东编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史研究.第九辑,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
年纪念专集

齐木德道尔吉，宝音德力根主编 978-7-81115-203-6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珍宝•青铜器 丁勇编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珍宝•陶瓷器 苏东编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珍宝•金银器 孙建华编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珍宝•杂项 傅宁编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珍宝•民族与民俗 张彤编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通史•第一卷 肖瑞玲等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通史.1 曹永年主编 978-7-81115-210-4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通史•第二卷 陶玉坤等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通史.2 曹永年主编 978-7-81115-211-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通史•第三卷 张建军等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通史.3 曹永年主编 978-7-81115-212-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通史•第四卷 舒励等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通史.4 曹永年主编 978-7-81115-213-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自然辩证法专题讲座 吕振合主编 978-7-81115-242-5

古代蒙古及北方民族史史料概述 王雄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1945) 哈斯巴根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辽夏金元史徵•元朝卷 叶新民编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辽夏金元史徵•西夏卷 王雄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辽夏金元史徵•辽朝卷 张久和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辽夏金元史徵•金朝卷 齐木德道尔吉编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辽金元玉器研究 于宝东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学研究参考工具书指南 莎日娜 编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 张利主编 978-7-81115-381-1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2辑 包文汉等整理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多伦文史资料.第三辑 任月海编译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多伦诺尔故事.第一卷 任月海主编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多伦诺尔史话 任月海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新时期民族问题研究 多文志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中西部垦务志 赵全兵等主编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史 乌林西拉主编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图书馆事业史 乌林西拉主编 978-7-81115-726-0 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5辑,五边典则 王雄编辑、点校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6辑,卢龙塞略、九
边考、三云筹俎考

薄音湖等编辑、点校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普兰•迦儿宾行记 (意)普兰•迦儿宾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多伦县军事志 《多伦县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立德树人:内蒙古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

云荣布扎木苏，刘振洪主编 978-7-81115-816-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伦贝尔沙地 闫德仁 王玉华 姚洪林 张宝珠 主编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古代北亚游牧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及其宗教 乔吉著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蒙古史研究.第十辑 齐木德道尔吉等编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历史文化 布仁图 主编 9.78781E+12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医护英汉简体繁体缩略语词典
《医护英汉简体繁体缩略语词典》编写委员

会编著
978-7-81116-016-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耳解剖与临床 李学佩，郑溶华主编 978-7-81116-02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障碍婚育保健指南 赵贵芳主编 978-7-81116-02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目标与结果 Jenifer Elton Wilson，Gabrielle Syme原
著

978-7-81116-045-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诊断病理学 Christopher P. Crum，Kenneth R. Lee主
编

978-7-81116-06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疾病临床诊疗规范教程 朱宗涵，申昆玲，任晓旭主编 978-7-81116-085-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吸入钍尘对矿工健康的影响与防治措施系列
研究

陈兴安著 978-7-81116-093-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颈椎外科手术图谱
Mark R.Mclaughlin,MD, Regis 

W.Haid,Jr., MD, Gerald E.Rodts,Jr.,MD
978-7-81116-09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高等医药教育课程指南:2004年版 石鹏建，文历阳主编 978-7-81116-10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皮肤病性病科门诊急诊手册 涂平主编 978-7-81116-12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真题精解,生物化学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81116-12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真题精解,内科学 陈江天，陈红主编 978-7-81116-12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考研真题精解,外科学 严仲瑜等编写 978-7-81116-12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危重患者判断与急救:试用 王仲，刘继海主编 978-7-81116-129-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临床基础护理操作培训手册 张洪君主编 978-7-81116-134-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剂学应试指南 武凤兰[等]主编 978-7-81116-14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精神分裂症病例管理:试用 于欣，陈博文主编 978-7-81116-14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孕产妇健康管理:试用 朱丽萍，华嘉增主编 978-7-81116-14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居民健康档案:试用 杨文秀，刘爱民主编 978-7-81116-14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科医学见习实习指南 Paul M.Paulman主编 978-7-81116-145-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脑电图精粹 Mark Quigg原著 978-7-81116-146-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统计学原理 张兴福主编 978-7-81116-14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高血压病例管理:试用 陈博文主编 978-7-81116-15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儿童哮喘病例管理:试用 赵京, 陈育智主编 978-7-81116-15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麻醉病例 Allan P. Reed, Francine S. Yudkowitz主
编

978-7-81116-15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性肾衰竭 解汝娟主编 978-7-81116-15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脑卒中病例管理:试用 黄一宁主编 978-7-81116-15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陈可冀学术思想及医案实录 张京春编著 978-7-81116-16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言语与象征:心理治疗中的语言与沟通
尼古拉·巴顿(Nicola Barden)，蒂娜·威廉

姆斯(Tina Williams)原著
978-7-81116-16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意识与潜意识 David Edwards, Michael Jacobs原著 978-7-81116-169-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治疗环境 Richard J. Hazler，Nick Barwick原著 978-7-81116-17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治疗师的自我应用 John Rowan，Michael Jacobs原著 978-7-81116-173-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障碍、防御与阻抗 John Davy，Malcolm Cross原著 978-7-81116-174-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病理学模型 Dilys Davies，Dinesh Bhugra原著 978-7-81116-175-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化:内部现实的起源与构建 Kenneth C.Wallis，James L.Poulton原著 978-7-81116-176-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情绪与需要
( )Dawn Freshwater，( )Chris Robertson

原著
978-7-81116-179-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放射性粒子组织间近距离治疗前列腺癌 王俊杰， 张福君主编 978-7-81116-18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教学案例选编 乔杰主编 978-7-81116-182-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生药学应试指南 尚明英，郑俊华主编 978-7-81116-18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疑难心电图快速诊断与分析 H. Nancy Holmes著 978-7-81116-186-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科值班医生手册 Gregg A. Adams，Stephen D. Bresnick原
著

978-7-81116-19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脊柱关节成形术:运动保留 Alexander R. Vaccaro[等]主编 978-7-81116-191-5 北京法学医学出版社

内分泌与免疫药理学 库宝善主编 978-7-81116-203-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健康营养保健管理师培训教材 姜滨英，甘承文主编 978-7-81116-204-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英语句子的结构特征 洪班信主编 978-7-81116-207-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护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导:2015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81116-21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法医疑案 徐英含著 978-7-81116-21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血管外科手术图谱 Christopher K.Zarins,Bruce L.Gewertz原
著

978-7-81116-21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诊放射诊断指南
(英)Nigel Raby,(英)Laurence Berman,

(英)Gerald de Lacey原著
978-7-81116-21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小儿外科临床手册 吴晔明主编 978-7-81116-22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心电图解读 Springhouse工作室主编 978-7-81116-221-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主管护师)资格考试应试指
导:2015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81116-22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知识问答 王靖元著 978-7-81116-227-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综合报
告.2005

季成叶主编 978-7-81116-22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急诊超声检查 Justin Bowra，Russell E McLaughlin主编 978-7-81116-23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常见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制备方法 秦川主编 978-7-81116-231-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胃食管反流病 周丽雅，陈旻湖主编 978-7-81116-23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纵隔镜手术学 王俊主编 978-7-81116-233-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袖珍临床检查指南 Owen Epstein[等]原著 978-7-81116-23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科疾病临床诊疗规范教程 郑志忠主编 978-7-81116-237-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常用多水平统计模型 杨珉，李晓松主编 978-7-81116-239-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应
试指南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81116-244-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腹部X线检查 (英)James D. Begg原著 978-7-81116-247-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小儿肿瘤 施诚仁主编 978-7-81116-25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眼科疾病临床诊疗规范教程 赵家良主编 978-7-81116-255-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 舒良主编 978-7-81116-257-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 郑毅主编 978-7-81116-258-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抑郁障碍防治指南 江开达主编 978-7-81116-26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老年期痴呆防治指南 张明园主编 978-7-81116-261-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乳腺癌 方志沂主编 978-7-81116-26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主管护师)资格考试习题集:2015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81116-27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PET/CT肿瘤诊断学 王荣福主编 978-7-81116-279-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美学与艺术欣赏 迟明珠，于群，康齐力主编 978-7-81116-280-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感染疾病科门诊急诊手册 王勤环主编 978-7-81116-281-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耳鼻咽喉科学聚焦:中英文对照 Robin Youngs，Nicholas D Stafford原著 978-7-81116-282-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消化道恶性肿瘤化学治疗 金懋林主编 978-7-81116-283-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消化道疾病诊断病理学 雷道年主编 978-7-81116-287-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母婴护理 Springhouse工作室主编 978-7-81116-288-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科疾病诊治要点及习题系列丛书,风湿病分
册

陈红主编 978-7-81116-289-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科疾病诊治要点及习题系列丛书,心血管病
分册

陈红主编 978-7-81116-29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科疾病诊治要点及习题系列丛书,消化病分
册

陈红主编 978-7-81116-295-0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科疾病诊治要点及习题系列丛书,血液病分
册

陈红主编 978-7-81116-29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心血管疾病治疗学 吴立群[等]主编 978-7-81116-29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护师)资格考试一本通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81116-298-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科疾病诊治要点及习题系列丛书,肾脏病分
册

陈红主编 978-7-81116-299-8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科疾病诊治要点及习题系列丛书,内分泌及
代谢病分册

陈红主编 978-7-81116-300-1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格氏解剖学:临床实践的解剖学基础 Susan Standring主编 978-7-81116-30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主管护师)资格考试一本通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81116-309-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小儿外科学.上卷 Jay L.Grosfeld[等]主编 978-7-81116-311-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小儿外科学.下卷 Jay L.Grosfeld[等]主编 978-7-81116-311-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妇产科超声检查
(英)Norman C. Smith，(英)A. Pat M. 

Smith原著
978-7-81116-322-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外科疾病临床诊疗规范教程 王忠诚主编 978-7-81116-32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小儿矫形外科 秦泗河主编 978-7-81116-329-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电生理疾病 Sanjeev Saksena，Alan John Camm主编 978-7-81116-331-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寄生虫学应试指南 高兴政主编 978-7-81116-332-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证据 英国医学杂志出版集团主编 978-7-81116-334-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口腔正畸专业考试病例
精选

曾祥龙主编 978-7-81116-335-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多层螺旋CT心脏成像与冠状动脉造影 陈步星，胡大一，洪楠主编 978-7-81116-33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眼科学病例精粹 Janice A. Gault主编 978-7-81116-34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胃肠内镜学 Gregory G. Ginsberg[等]主编 978-7-81116-341-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磁共振成像序列设计与应用 韩鸿宾主编 978-7-81116-342-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基础英语概要:英语读写指南 冯传汉，冯传河，冯琳辉编著 978-7-81116-343-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头颈部病理学 Lester D. R. Thompson主编 978-7-81116-344-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影像病例点评106例 Gautham P. Reddy，Robert M. Steiner主
编

978-7-81116-34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基础:[英文本] 韩济生编著 978-7-81116-349-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普通外科和急诊外科的核心问题 Simon Paterson-Brown主编 978-7-81116-352-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食管癌 高宗人，赫捷主编 978-7-81116-358-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值班医生操作规范手册 Gregg A.Adams，Stephen D.Bresnick原著 978-7-81116-360-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外科手术技术与技巧
Stuart J. Salasche，Ida F. Orengo，

Ronald J. Siegle原著
978-7-81116-36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出国旅游健康指南 Stuart R. Rose，Jay S. Keystone原著 978-7-81116-36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KUMAR & CLARK临床内科学 Parveen Kumar，Michael Clark主编 978-7-81116-36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图谱 Stephen A. Morse[等]主编 978-7-81116-36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造血系统疾病临床诊疗规范教程 马军[等]主编 978-7-81116-425-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中老年人健康管理:试用 陈博文，曾学军主编 978-7-81116-44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育龄期及更年期妇女健康管理:试用 李芬，于学文主编 978-7-81116-44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2型糖尿病病例管理:试用 陈博文主编 978-7-81116-45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结核病病例管理:试用 端木宏谨，王广发主编 978-7-81116-45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卫生诊断技术手册:试用 董燕敏，陈博文主编 978-7-81116-45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特困人群医疗救助资料汇编 陈娟，段明月主编 978-7-81116-45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坎贝尔-沃尔什泌尿外科学.第1卷 Alan J. Wein[等原著] 978-7-81116-45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坎贝尔-沃尔什泌尿外科学.第2卷 Alan J. Wein[等原著] 978-7-81116-45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坎贝尔-沃尔什泌尿外科学.第3卷 Alan J. Wein[等原著] 978-7-81116-45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坎贝尔-沃尔什泌尿外科学.第4卷 Alan J. Wein[等原著] 978-7-81116-45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儿科护理 Springhouse工作室主编 978-7-81116-458-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0~36个月儿童健康管理:试用 陈博文，滕红红主编 978-7-81116-46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社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例管理:试用 曾学军，许文兵主编 978-7-81116-464-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血管医学:《Braunwald心脏病学》姊妹卷
Mark A. Creager，Victor J. Dzau，

Joseph Loscalzo主编
978-7-81116-47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危重症护理 Springhouse工作室主编 978-7-81116-491-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骨科检查 Javad Parvizi原著 978-7-81116-492-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生殖医学与手术 Tommaso Falcone，William W. Hurd主编 978-7-81116-49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药理学精要:处方指南 Stephen M.Stahl原著 978-7-81116-495-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科内分泌掌中宝 李克敏主编 978-7-81116-496-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电图高阶 Brendan P.Phibbs[著] 978-7-81116-497-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值班医生手册 Homer G. Chin原著 978-7-81116-498-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应试指南 朱万孚主编 978-7-81116-500-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胸外科学 李辉主编 978-7-81116-50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疼痛治疗决策
Somayaji Ramamurthy，James N. Rogers，

Euleche Alanmanou主编
978-7-81116-50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黑色素瘤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Catherine M. Poole，DuPont Guerry IV原
著

978-7-81116-510-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子宫颈癌综合防治基本实践指南 世界卫生组织原著 978-7-81116-511-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童心理咨询与治疗 陈一心编著 978-7-81116-526-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图释圆锥角膜 谢培英主编 978-7-81116-53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现代临床护理技术手册 黄剑琴主编 978-7-81116-533-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骨盆肿瘤外科学 郭卫主编 978-7-81116-534-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人格障碍的心理咨询与治疗 童俊主编 978-7-81116-53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烧伤外科手术精要与并发症 张国安主编 978-7-81116-541-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冠心病心电图诊断 许玉韵，胡大一主编 978-7-81116-54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理治疗:督导与运用 曾文星编著 978-7-81116-551-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金属毒理学 常元勋主编 978-7-81116-552-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血流动力学监护 Jayne A. D.Fawcett原著 978-7-81116-571-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措施分类
Gloria M. Bulechek，Howard K. 

Butcher，Joanne McCloskey Dochterman主
978-7-81116-572-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洛杉矶塑型膳食:the 14-day total weight 
loss plan

(美)大卫·赫伯(David Heber)原著 978-7-81116-574-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疗健康信息集成规范 ACC，HIMSS，RSNA原著 978-7-81116-583-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放射技术与相关解剖
Kenneth L. Bontrager，John P. 

Lampignano主编
978-7-81116-586-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观测指标逻辑命名与代码系统 V2.19 (美)Clem McDonald，(美)Stan Huff原著 978-7-81116-593-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抗肿瘤抗病毒药物与核酸相互作用的分子机
制

杨铭主编 978-7-81116-595-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孤独症谱系障碍:家长及专业人员指南 (英)Lorna Wing著 978-7-81116-59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基层医生肿瘤诊治手册 柏和主编 978-7-81116-599-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肿瘤 陈忠平主编 978-7-81116-601-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瞬间人生:一个聪明的傻子的故事 徐光炜编著 978-7-81116-60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术后疼痛管理:循证实践指导 George Shorten[等]主编 978-7-81116-604-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科学 韩济生主编 978-7-81116-605-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韩济生院士 《韩济生院士》编写组编写 978-7-81116-60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与护理学发展史 甄橙主编 978-7-81116-607-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甲型H1N1流感全面解读 陈志海主编 978-7-81116-611-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试验设计与实施管理者指南 (美)Phillip I. Good著 978-7-81116-61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肺动脉高压 杜军保，唐朝枢主编 978-7-81116-61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院控制吸烟指导手册 曹荣桂主编 978-7-81116-61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消化内镜疑难病例精粹 陆星华主编 978-7-81116-61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分裂症咨询 姚贵忠著 978-7-81116-623-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泌尿生殖影像病例点评239例
Ronald J. Zagoria, William W. Mayo-

Smith, Julia R. Fielding原著
978-7-81116-63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典型病例解析 黄晓军主编 978-7-81116-63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冠状动脉疾病介入治疗:从指南到实践 方唯一主编 978-7-81116-63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脏性猝死防治:从指南到实践 齐向前主编 978-7-81116-635-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物临床试验与GCP实用指南 田少雷，邵庆翔编著 978-7-81116-636-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肺癌标准化手术图谱 杨跃主编 978-7-81116-638-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WHO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原著 978-7-81116-639-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科疾病临床诊疗规范教程 郝伟主编 978-7-81116-643-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卫生服务管理:理论与实践 Mary G Harris主编 978-7-81116-64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强化题集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81116-64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外科门诊急诊手册 严仲瑜主编 978-7-81116-652-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护师）资格考试3套卷 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81116-653-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5护理学专业 (主管护师) 资格考试2套卷 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81116-654-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麻醉知识要点解析 Michelle Bowman-Howard原著 978-7-81116-65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血管介入治疗护理实用技术 侯桂华，霍勇主编 978-7-81116-660-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输尿管外科学 郭应禄, 周四维, 董诚主编 978-7-81116-661-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肝癌 吴孟超，沈锋主编 978-7-81116-665-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病理科疑难病例精粹:北京市临床病理读片会
30周年纪念专辑

郑杰主编 978-7-81116-666-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精神病护理 Springhouse工作室主编 978-7-81116-67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血脂异常防治:从指南到实践 陆国平主编 978-7-81116-67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冠心病规范化治疗 周玉杰，汤楚中主编 978-7-81116-67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常见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手册 刘孟忠主编 978-7-81116-67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律失常防治:从指南到实践 邹建刚，黄元铸主编 978-7-81116-67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冠心病影像学诊断 朱天刚[等]主编 978-7-81116-678-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冠心病与并存疾病 叶平，刘梅颜，孙艺红主编 978-7-81116-679-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起搏器100问 吴立群，顾刚，凌天佑主编 978-7-81116-682-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肉毒毒素注射指南 Ib R. Odderson原著 978-7-81116-68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血液免疫学 王德炳主编 978-7-81116-69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腹部外科手术学 万远廉，严仲瑜，刘玉村主编 978-7-81116-696-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主管护师)资格考试全真模拟及
精解:2012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81116-697-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卫生政策 主编Vivian Lin (林光汶) ... [等] 978-7-81116-699-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科疑难病例精粹.第二辑 何黎，涂平主编 978-7-81116-70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细胞生物学难点解析及应试指南:[中英
文本]

张海燕，王宇童，安威主编 978-7-81116-70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多囊卵巢综合征 乔杰主编 978-7-81116-705-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胶囊内镜 Douglas O. Faigel，David R. Cave主编 978-7-81116-706-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脊柱及四肢骨折的治疗决策 周方主编 978-7-81116-708-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感染病学进展 廖秦平主编 978-7-81116-71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计算机应用基础 郭永青, 李祥生, 胡加立主编 978-7-81116-713-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天然药物化学 赵玉英主编 978-7-81116-716-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科日间手术:指南与实践 顾硕主编 978-7-81116-72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诊断、结局与措施:链接北美护理诊断协
会护理诊断(NANDA)、护理结局分类(NOC)与

护理措施分类(NIC)

Marion Johnson[等]主编 978-7-81116-724-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朗-戴尔药理学 H P Rang[等]主编 978-7-81116-725-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外科:安全措施及错误防范 王凤林著 978-7-81116-726-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食物成分表.第一册 杨月欣,王光亚,潘兴昌主编 978-7-81116-727-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英汉口腔医学词典 郑麟蕃[等]主编 978-7-81116-732-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2014西医综合应试
指南

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组编 978-7-81116-733-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 洪炜主编 978-7-81116-74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牙齿美学漂白
So-Ran Kwon，Seok-Hoon Ko，Linda H. 

Greenwall原著
978-7-81116-74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精神疾病防治指南:实用版 江开达，马弘主编 978-7-81116-745-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乳房美容外科手术图谱 Dennis C.Hammond原著 978-7-81116-746-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部位别皮肤病及性病图谱 王双元主编 978-7-81116-750-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职业病学 赵金垣主编 978-7-81116-756-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创伤诊疗新进展 江基尧主编 978-7-81116-757-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流式细胞术,血液病篇 刘艳荣主编 978-7-81116-75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识别胎儿监护图 Susan Gauge，Christine Henderson原著 978-7-81116-75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宫颈病变及宫颈癌检查教程 王临虹，赵更力主编 978-7-81116-76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加)瑟鲁(Théroux,P.)主编 978-7-81116-769-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老年人实用护理技能手册 朴顺子，尚少梅主编 978-7-81116-771-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椎体成形术及椎体后凸成形术 唐海主编 978-7-81116-772-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营养功能成分应用指南 杨月欣，李宁主编 978-7-81116-775-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健康免疫学 王月丹，白惠卿主编 978-7-81116-776-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传统思想与心理治疗:临床上的应用 朱金富著 978-7-81116-781-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值班医生诊疗规范手册 Shane A. Marshall，John Ruedy原著 978-7-81116-78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综合医院心身疾病案例诊治分析 主编许兰萍, 郎森阳, 姜凤英 978-7-81116-78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科恶性肿瘤诊疗纲要 孙建衡主编 978-7-81116-789-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肿瘤组织病理学诊断.上卷 Christopher D.M. Fletcher主编 978-7-81116-794-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肿瘤组织病理学诊断.下卷 Christopher D.M. Fletcher主编 978-7-81116-794-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子宫内膜癌 王建六主编 978-7-81116-801-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毒理学 赵超英，姜允申主编 978-7-81116-802-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医疗质量建设 刘振华， 王吉善主编 978-7-81116-804-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纳米粒药物输送系统
Deepak Thassu，Michel Deleers，

Yashwant Pathak主编
978-7-81116-81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内科学 王德炳主编 978-7-81116-817-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卫生项目评估方法 陈大方，段明月主编 978-7-81116-820-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膝关节交叉韧带外科学 敖英芳主编 978-7-81116-825-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妇产科门诊急诊手册 廖秦平主编 978-7-81116-827-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超声心动图精要 Alisdair Ryding原著 978-7-81116-82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主管护师)资格考试历年考题汇
编及精解:2015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81116-83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学专业(主管护师)资格考试核心3000题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编写 978-7-81116-835-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肾脏病临床概览 王海燕主编 978-7-81116-849-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学习妇产科学 978-7-81116-85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结直肠癌诊疗纲要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编著 978-7-81116-854-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胃肠影像病例点评200例 Robert D. Halpert原著 978-7-81116-855-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艾滋病与法律:2009修订版 主编王陇德 978-7-81116-865-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内外科护理 Springhouse工作室主编 978-7-81116-87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院感染管理学 李六亿，刘玉村主编 978-7-81116-871-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高血压防治:从指南到实践 祝之明主编 978-7-81116-872-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文献检索 主编谢志耘 978-7-81116-873-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计算机应用基础 王呼生，常沛主编 978-7-81116-87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皮肤、眼与骨毒理学 茆文革，张恒东，张增利主编 978-7-81116-876-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力衰竭防治:从指南到实践 吴彦主编 978-7-81116-882-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护理科研实践与论文写作指南 肖顺贞主编 978-7-81116-88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儿童生活技能ABC,情绪调节 宋逸，赵骞主编 978-7-81116-889-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预防医学重点难点讲解及实习指导 武英主编 978-7-81116-890-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胸外科疑难病例诊疗分析精粹 王俊主编 978-7-81116-891-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阴茎再造术 蔡志明，朱辉，桂耀庭主编 978-7-81116-893-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实用重症医学科查房医嘱手册 李昂，段美丽主编 978-7-81116-897-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消化科查房医嘱手册 张澍田著 978-7-81116-898-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当代肿瘤内科治疗方案评价 储大同主编 978-7-81116-900-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手和腕关节手术技术.第1卷 钟启光(Kevin C. Chung)原著 978-7-81116-90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手和腕关节手术技术.第2卷 钟启光(Kevin C. Chung)原著 978-7-81116-901-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身医学 (美)James L. Levenson主编 978-7-81116-902-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诊医生心电图手册.2 (美)Amal Mattu，(美)William Brady原著 978-7-81116-904-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妇产科见习实习指南
Shahab S. Minassian，Mark B. Woodland

主编
978-7-81116-909-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急诊医生心电图手册.1 (美)Amal Mattu，(美)William Brady原著 978-7-81116-91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试验的设计与分析:概念与方法学 周贤忠，刘仁沛著 978-7-81116-917-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麻醉系列丛书,疼痛分册 冯艺主编 978-7-81116-918-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神经内科疾病临床诊疗规范教程 贾建平主编 978-7-81116-920-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格氏解剖学教学版
Richard L.Drake，A.Wayne Vogl，Adam 

W.M.Mitchell主编
978-7-81116-921-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心肌梗死并发症:临床诊断图谱 Stuart J. Hutchison原著 978-7-81116-922-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Caplan脑卒中:临床实践 Louis R. Caplan原著 978-7-81116-923-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药理学 Marshal Shlafer[编] 978-7-81116-926-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病理学 Earl J. Brown[编] 978-7-81116-928-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心血管疾病护理 Springhouse工作室主编 978-7-81116-931-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认识试管婴儿 张丽珠著 978-7-81116-935-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分子生物学 魏晓东主编 978-7-81116-936-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解剖、组胚、细胞生物学 (美)克林,(美)恩德尔斯主编 978-7-81116-938-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组织学技术的理论与实践 John D. Bancroft，Marilyn Gamble主编 978-7-81116-940-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社会学读本:全球健康国际卫生攻略 王红漫著 978-7-81116-944-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麻醉系列丛书,妇产科麻醉分册 曲元，黄宇光主编 978-7-81116-945-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脊柱畸形的手术治疗
Thomas J. Errico，Baron S. Lonner，

Andrew W. Moultin主编
978-7-81116-947-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柯杨主编 978-7-81116-948-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麻醉系列丛书,移植麻醉分册 岳云，吴安石主编 978-7-81116-950-8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胎儿颅脑和心脏畸形超声诊断 吕国荣主编 978-7-81116-955-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科临床评估技巧 David S. Goldbloom主编 978-7-81116-958-4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受体研究技术 贺师鹏，胡雅儿，夏宗勤主编 978-7-81116-965-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脊柱肿瘤 Daniel H. Kim[等]主编 978-7-81116-967-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湿疹皮炎与皮肤过敏反应的诊断与治疗 李邻峰主编 978-7-81116-969-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心电生理学 吴立群主编 978-7-81116-978-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麻醉系列丛书,神经外科麻醉分册 韩如泉，李淑琴主编 978-7-81116-979-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计算机基础 崔杰，李燕，徐晓丽主编 978-7-81116-980-5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医学计算机基础上机指导 李清江，刘跃娟，崔杰主编 978-7-81116-981-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脊柱病例精粹
Jason C. Eck，Scott D. Hodges，S. 

Craig Humphreys原著
978-7-81116-982-9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胃肠病理学 Cecilia M. Fenoglio-Preiser[等]原著 978-7-81116-983-6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食管心房调搏 许原主编 978-7-81116-984-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临床实用影像解剖彩色图谱 辛春，辛天闻编著 978-7-81116-991-1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轻松护理学生成功之路 娄凤兰主译 978-7-81116-994-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如何阅读与分析儿童心电图 Myung K. Park，Warren G. Guntheroth原
著

978-7-81116-997-3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外科疾病的营养支持 李勇，王军波主编 978-7-81116-998-0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慈禧光绪医方选议 陈可冀主编 978-7-81116-999-7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医儿科应知应会手册 虞坚尔主编 978-7-81121-280-8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政策与法律专题研究 於世成主编 978-7-81121-317-1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研究型中医院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主编周华 978-7-81121-319-5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汉文《大藏经》涉医文献的辑录与研究:阿含
部

李兆健主编 978-7-81121-329-4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失智失能老年人日常照护指导手册 冯建光编著 978-7-81121-377-5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中医写作入门 主编舒鸿飞 978-7-81121-386-7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实用针刺麻醉手册 刁枢，孙海峰主编 978-7-81121-410-9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这样吃最养胃 黄健编著 978-7-81121-435-2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生产运作管理 赵启兰主编 978-7-81123-337-7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原理·实务·案例 龚荒主编 978-7-81123-453-4 清华大学出版社

品牌战略 余明阳, 戴世富编著 978-7-81123-728-3 清华大学出版社

生产与运作管理 马义飞, 张媛媛编著 978-7-81123-825-9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 张汝舟著 978-7-81126-705-1 贵州大学出版社

和谐发展的秩序:生态文明理论与贵州实践 龚慕霞著 978-7-81126-767-9 贵州大学出版社

山外青山 何常在著 978-7-81126-785-3 贵州大学出版社

壮志凌云 何常在著 978-7-81126-786-0 贵州大学出版社

乌蒙脊梁——文朝荣 高勇著 978-7-81126-912-3 贵州大学出版社

媒介品牌论:基于文化与商业契合的核心竞争
力培育

陈兵著 978-7-81127-100-3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电视节目整合评估体系 张海潮著 978-7-81127-281-9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媒介与主权:全球信息革命及其对国家权力的
挑战

(美) 门罗·E. 普莱斯著 978-7-81127-319-9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全面深化改革与弘扬雷锋精神:2014 杨忠民，贺培育，李晖等著 978-7-81128-329-7 湘潭大学出版社

思想·道路·制度: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上卷
毛泽东思想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全国毛泽东

哲学思想研究会主编
978-7-81128-584-0 湘潭大学出版社

思想·道路·制度: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下卷
毛泽东思想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全国毛泽东

哲学思想研究会主编
978-7-81128-584-0 湘潭大学出版社

阅读坚强:“最励志大学生”胡志鹏的故事 胡志鹏等著 978-7-81128-760-8 湘潭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诗词笺析 易孟醇著 978-7-81128-773-8 湘潭大学出版社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域下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
管理创新研究

鄢洪涛等著 978-7-81128-796-7 湘潭大学出版社

余一中集 余一中著 978-7-81129-619-8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史海探微 杨凤霞著 978-7-81129-628-0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李丹著 978-7-81129-630-3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初唐史传与文学研究 田恩铭著 978-7-81129-645-7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美学的重建:布达佩斯学派论文集 (匈牙利) 阿格妮丝·赫勒, 费伦茨·费赫尔
编

978-7-81129-814-7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禅宗思想对水上勉及其文学的影响 孙旸著 978-7-81129-826-0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梅东草堂诗集 杨宾著 978-7-81129-831-4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个性伦理学 (匈牙利) 阿格妮丝·赫勒著 978-7-81129-844-4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 (捷克斯洛伐克) 卡莱尔·科西克著 978-7-81129-845-1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个性自由与道德责任:布达佩斯学派社会批判
理论研究

颜岩著 978-7-81129-855-0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波兰) 亚当·沙夫著 978-7-81129-870-3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 (南斯拉夫)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著 978-7-81129-881-9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文化、科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构成 (匈牙利) 乔治·马尔库什著 978-7-81129-892-5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资本论》选读与当代应用 乔榛主编 978-7-81129-901-4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史.第三卷 (南斯拉夫)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著 978-7-81129-906-9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史.第二卷 (南斯拉夫)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著 978-7-81129-915-1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神圣的显现:宁古塔满族萨满祭祖仪式研究 关杰著 978-7-81129-960-1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泵流体力学
(美)克里斯托弗·厄尔斯·布伦南
(Christopher Earls Brennen)著

978-7-81130-356-8 江苏大学出版社

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效应研究 卢娜著 978-7-81130-865-5 江苏大学出版社

合流制排水系统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 吴春笃, 解清杰, 陶明清著 978-7-81130-877-8 江苏大学出版社

城市合流管网溢流污染控制技术应用 解清杰, 吴春笃, 殷晓中编著 978-7-81130-900-3 江苏大学出版社

环境工程实验技术 主编张键 978-7-81130-927-0 江苏大学出版社

满眼风光北固楼:全国诗联大赛优秀作品集 蒋光年主编 978-7-81130-996-6 江苏大学出版社

审计理论与实务 主编霍全平 978-7-81134-071-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法律英语阅读教程.第三册 主编杜金榜 978-7-81134-215-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英语教学法教程理论与实践 何广铿主编 978-7-81135-766-0 暨南大学出版社

细胞信号转导研究技术 李俊发，贺俊崎主编 978-7-81136-037-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 邱小波，王琛，王琳芳主编 978-7-81136-042-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知情达意:医学生情绪管理 李芳主编 978-7-81136-049-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癫癎——发作和综合征的诊断与治疗 (英) Chrysostomos P. Panayiotopoulos编 978-7-81136-052-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 978-7-81136-057-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妙语仁心:医学生人际沟通 李学旺主编 978-7-81136-066-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点石成金:医学生创新思维 许中华主编 978-7-81136-067-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星级智慧:医学生领导力 刘芳主编 978-7-81136-074-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肿瘤登记年报.2004 赵平，陈万青主编 978-7-81136-079-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骨科手术并发症病例分析与处理 侯春林，曾炳芳主编 978-7-81136-083-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复习考试指导 丁自海主编 978-7-81136-087-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免疫学复习考试指导 范桂香主编 978-7-81136-097-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小儿病毒性腹泻的防治 赵锦铭编著 978-7-81136-116-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风湿免疫科疑难病诊断:协和医生临床思维例
释.第1集

张文，李梦涛， 冷晓梅主编 978-7-81136-119-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纳米生物医学技术 许海燕，王琛主编 978-7-81136-130-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组织胚胎学复习考试指导 雷蕾主编 978-7-81136-133-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ALSO产科高级生命支持:ALSO课程大纲 (美)美国家庭医师学会编 978-7-81136-136-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外科医嘱手册 梁力建，赖佳明主编 978-7-81136-144-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纳米毒理学 张英鸽主编 978-7-81136-150-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伦理学 杜慧群，刘奇，张新庆主编 978-7-81136-151-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胸部疾病影像鉴别诊断 段承祥，潘纪戍，张火俊主编 978-7-81136-154-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脊柱疾病影像鉴别诊断 段承祥，张火俊主编 978-7-81136-155-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人体胚胎学图谱:中国人胚胎发生发育实
例图解

薛社普 ... [等] 著 978-7-81136-159-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睡眠医学精要 (美)Richard B. Berry[著] 978-7-81136-166-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用药速查手册 苏冠华，王朝晖主编 978-7-81136-167-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化茧成蝶:医学生学习之路 辛兵主编 978-7-81136-170-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溶栓治疗与管理 冀瑞俊，贾建平，李慎茂主编 978-7-81136-187-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蛋白质相互作用及亚细胞定位原理与技术 龚燕华，彭小忠主编 978-7-81136-191-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PET-CT典型案例集萃
(美)Peter S. Conti，(美)Daniel K. Cham

主编
978-7-81136-200-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脏外科基础图解 朱晓东[著] 978-7-81136-201-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Fogarty项目效果评估 杨功焕主编 978-7-81136-209-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综合,生理学 袁国红，吴春虎主编 978-7-81136-210-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综合,病理学 袁国红，吴春虎主编 978-7-81136-211-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综合,生物化学 袁国红，吴春虎主编 978-7-81136-212-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综合,内科学 袁国红，吴春虎主编 978-7-81136-213-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综合,外科学 袁国红，吴春虎主编 978-7-81136-214-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肿瘤放射治疗手册 殷蔚伯[等]主编 978-7-81136-215-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区医师超声检查指南 张缙熙，杨素国主编 978-7-81136-216-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Rose预防医学策略 (英)杰弗里·罗斯(Geoffrey Rose)原著 978-7-81136-222-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公共卫生,理论卷 王宇，杨功焕主编 978-7-81136-232-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赢在论文,谋篇 (英)蒂姆·阿尔伯特(Tim Albert)原著 978-7-81136-235-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消化内科主治医生452问 朱权，王曾铎，任旭主编 978-7-81136-236-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药理学复习考试指导 艾静主编 978-7-81136-246-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女性皮肤病学 曹元华，陈志强主编 978-7-81136-255-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的哲学审视 何裕民主编 978-7-81136-258-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传统医药的涅槃 主编何裕民, 袁钟 978-7-81136-267-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的人文呼唤 王一方, 赵明杰主编 978-7-81136-268-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创新的轨迹 段志光主编 978-7-81136-271-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小鼠基因工程与医学应用 张连峰，秦川主编 978-7-81136-276-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风险防范100招 王和平主编 978-7-81136-277-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基层卫生服务研究: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
调查专题研究报告(一)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编 978-7-81136-284-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区护理学 刘建芬，黄惟清主编 978-7-81136-301-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赢在论文,术篇 郑明华主编 978-7-81136-321-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医患关系调查研究: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
调查专题研究报告 (二)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编 978-7-81136-322-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公共卫生,方法卷 王宇，杨功焕主编 978-7-81136-331-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基础理论考试常见错误及对策 胡冬裴主编 978-7-81136-335-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理学复习考试指导 李青主编 978-7-81136-337-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复习考试指导 李志超主编 978-7-81136-342-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数字图像实用技术 潘慧，戴申倩主编 978-7-81136-343-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理学复习考试指导 王玲主编 978-7-81136-347-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西医往事:民国西医教育的本土化之路 慕景强著 978-7-81136-348-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草药现代研究.第五卷 于德泉, 刘耕陶主编 978-7-81136-354-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骨关节软组织疾病影像鉴别诊断 徐爱德，王世山主编 978-7-81136-356-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科医师必知的关键细节 陈建福著 978-7-81136-360-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风湿科主治医生1053问 于孟学主编 978-7-81136-361-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8中国西部地区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
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专题研究报告(三)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编 978-7-81136-362-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血液透析实用技术手册 刘学军主编 978-7-81136-371-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0国家卫生统计调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 978-7-81136-372-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老年综合征管理指南 陈峥主编 978-7-81136-373-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院前急救预案:现场急救攻防策略 冯庚，杨萍芬，付大庆编著 978-7-81136-374-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药理实验方法.上册 张均田，杜冠华主编 978-7-81136-375-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药理实验方法.下册 张均田，杜冠华主编 978-7-81136-375-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外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培训制度概况 孟群著 978-7-81136-377-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脏内科主治医生922问 张泽灵，陈漠水主编 978-7-81136-379-1 中国协合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肿瘤临床年鉴.2009 赵平主编 978-7-81136-380-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文稿的常见问题及对策:编辑工作札记 陈永生编著 978-7-81136-383-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皮肤科主治医生748问 王萍，张苍主编 978-7-81136-384-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介入治疗与护理 肖书萍,李玲,周国锋主编 978-7-81136-385-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血管外科主治医生912问 主编吴庆华, 刘鹏 978-7-81136-386-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工作手册 吴欣娟，郑建萍主编 978-7-81136-388-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比较行为学基础 张连峰，秦川主编 978-7-81136-390-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养老护理员:基础知识与初级技能 黄剑琴，彭嘉琳主编 978-7-81136-392-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呼吸内科临床诊治精要 俞森洋，孙宝君主编 978-7-81136-393-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感染内科临床病例分析 王爱霞主编 978-7-81136-394-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药卫生领域标准规范资料汇编 主编刘丽华, 金水高 978-7-81136-396-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呼吸病学.上册 蔡柏蔷，李龙芸主编 978-7-81136-398-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呼吸病学.下册 蔡柏蔷，李龙芸主编 978-7-81136-398-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案剖析与临床思维 陈兆孝著 978-7-81136-399-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儿童腹泻病诊治掌中宝 陈洁主编 978-7-81136-401-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伤口与肠造口临床护理实践 胡爱玲,郑美春,李伟娟主编 978-7-81136-403-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经肛门内镜微创手术 邱辉忠主编 978-7-81136-404-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新药药理学 陈晓光主编 978-7-81136-410-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风湿免疫科医师效率手册 唐福林主编 978-7-81136-411-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佑安住院医师手册 张月宁主编 978-7-81136-419-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胸腔镜外科手术学 任华，戈烽主编 978-7-81136-431-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生理常数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内蒙古
自治区数据集 (2009-2010)

主编朱广瑾 978-7-81136-432-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神经系统超微结构 张进禄主编 978-7-81136-439-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儿科住院医师手册 李仲智，申昆玲主编 978-7-81136-447-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出生缺陷诊治理论与实践 丁辉，黄尚志主编 978-7-81136-462-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特殊与少见骨关节病影像诊断学 邓星河，葛英辉主编 978-7-81136-464-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肿瘤学手册 (美)Dennis A. Casciato 978-7-81136-465-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科效率手册 朱兰，沈铿，郎景和主编 978-7-81136-473-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血液科医师效率手册 竺晓凡主编 978-7-81136-478-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皮肤病与性病学 晋红中，孙秋宁主编 978-7-81136-481-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公共卫生,实践卷 王宇,杨功焕主编 978-7-81136-482-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消化科主治医生382问 张声生主编 978-7-81136-483-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外科住院医师手册 徐协群主编 978-7-81136-489-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神经递质与神经疾患 陈乃宏主编 978-7-81136-491-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细胞病理学 刘树范，阚秀主编 978-7-81136-498-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全国三级综合医院病历案例评析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病历质量

监控学组主编
978-7-81136-510-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赢在论文,软件篇 郑明华，张勇主编 978-7-81136-515-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微生物学复习考试指导 张凤民主编 978-7-81136-521-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2006-2010.第三卷 李一石主编 978-7-81136-524-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1983-2000.第一卷 李一石主编 978-7-81136-526-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2001-2005.第二卷 李一石主编 978-7-81136-527-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医脑病主治医生480问 黄燕，王新志主编 978-7-81136-528-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系统性疾病与心脏:附病例解析 曾勇, 田庄, 谢洪智主编 978-7-81136-529-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高血压病用药 主编李一石, 刘力生 978-7-81136-531-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外科护理学.上册 刘华平，梁涛主编 978-7-81136-533-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漫漫从医路 叶启彬著 978-7-81136-535-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卫生法学 吴崇其主编 978-7-81136-565-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现代病理学技术 王德田，董建强主编 978-7-81136-569-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皮肤性病学素材库 郑和义主编 978-7-81136-570-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心路医路,呼吸分册 钟南山，王辰主编 978-7-81136-571-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心脏疑难病例解析 方全，朱文玲主编 978-7-81136-573-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恶性肿瘤骨转移的诊断与治疗 于世英主编 978-7-81136-576-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整形美容外科护理学 胡志红主编 978-7-81136-582-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释义.第一卷 《临床路径释义》专家组编 978-7-81136-584-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师的权利和义务 王和平主编 978-7-81136-589-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风湿免疫科疑难病例分析:协和医生临床思维
例释.第3集

吴庆军，苏金梅，费允云主编 978-7-81136-597-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幼卫生管理 杜玉开主编 978-7-81136-600-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常见和新发传染病动物模型 秦川，张连峰主编 978-7-81136-601-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血液净化护理管理 丁淑贞，李平主编 978-7-81136-623-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骨科主治医生1510问 王志成主编 978-7-81136-642-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外科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 胡良平, 毛玮主编 978-7-81136-644-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病理诊断札记 钟定荣著 978-7-81136-649-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老年病诊疗手册 陈峥主编 978-7-81136-657-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实习医师临床思维训练
手册

崔丽英主编 978-7-81136-666-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心血管系统分册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专家组编 978-7-81136-668-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项目中期评估报告 池延花，刘钟明，徐玲主编 978-7-81136-669-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洁净手术部护理管理 丁淑贞，么莉主编 978-7-81136-671-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教程 (美)罗伯特·A. 戴，(美)芭芭拉·盖斯特尔
编著

978-7-81136-674-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生殖健康与伦理学.第3卷 邱仁宗主编 978-7-81136-675-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道 郎景和著 978-7-81136-676-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医院卓越绩效考评与管理 任真年，宋炜，张国荣主编 978-7-81136-678-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科临床思维基本功释例 曾学军，沙悦，黄晓明主编 978-7-81136-682-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重点试题精析与避
错:2013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81136-715-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内外科护理学.下册 李杨，梁晓坤主编 978-7-81136-718-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学初级(师)资格考试重点试题精析与避
错

本书专家组编 978-7-81136-723-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急诊科工作指导手册 丁淑贞，姜平主编 978-7-81136-725-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美国医疗机构评审国际联合委员会医院评审
标准

(美)美国医疗机构评审国际联合委员会编著 978-7-81136-728-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呼吸内科疑难病例析评:协和医生临床思维例
释

肖毅，蔡柏蔷主编 978-7-81136-729-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现代老年医学概要 美国老年医学会[编著] 978-7-81136-731-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药理学研究的新思路与新靶点 陈晓光主编 978-7-81136-734-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护理学初级(师)资格考试复习精粹 王宇润主编 978-7-81136-736-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 978-7-81136-740-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健康促进评价:原则与展望 Ivring Rootman[等]编 978-7-81136-742-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病历书写与评价标准 刘爱民, 刘春玲主编 978-7-81136-744-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骨科分册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专家组编 978-7-81136-747-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神经外科分册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专家组编 978-7-81136-748-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心脏大血管外科分册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专家组编 978-7-81136-752-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处方手册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编 978-7-81136-753-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皮肤分枝杆菌病学 吴勤学著 978-7-81136-754-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气传真菌彩色图谱 乔秉善主编 978-7-81136-755-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前列腺癌100问 (美)Pamela Ellsworth原著 978-7-81136-757-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肌萎缩侧索硬化（渐冻人）手册 李晓光主编 978-7-81136-758-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急诊科主治医生899问 于学忠，徐腾达主编 978-7-81136-761-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病理标本的检查及取材规范 陈杰主编 978-7-81136-768-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吸烟控制及效果研究 崔小波主编 978-7-81136-769-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桑福德抗微生物治疗指南 Jay P. Sanford著 978-7-81136-770-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适宜技术使用现状和
需求:10省（区、市）调研材料汇编

卫生部科技教育司主编 978-7-81136-771-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统计指标集精选 孟群主编 978-7-81136-785-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释义.第二卷 《临床路径释义》专家组编 978-7-81136-790-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记忆 蒋明主编 978-7-81136-799-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实习医师手册 陈适，朱惠娟，潘慧主编 978-7-81136-835-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冠心病：解剖、功能及影像学 柳景华，吕树铮主编 978-7-81136-841-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老年病多学科整合管理 陈峥主编 978-7-81136-846-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围术期管理策略 双卫兵，薛朝霞主编 978-7-81136-847-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食管癌规范化诊治指南 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编 978-7-81136-849-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3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提要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 978-7-81136-852-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幼卫生信息管理统计指南 刘筱娴主编 978-7-81136-853-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老年医学 (澳)Daniel Kam Yin Chan(陈锦贤)主编 978-7-81136-854-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教学方法
原著 (美) Kelley M. Skeff, Georgette 

A. Stratos
978-7-81136-858-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护理质量与风险管理 丁淑贞，么莉主编 978-7-81136-872-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临床护理应急预案与流程 丁淑贞，郝春艳主编 978-7-81136-873-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风湿免疫科疑难病诊断:协和医生临床思维例
释.第4集

沈敏[等]主编 978-7-81136-874-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药理学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主编陈晓光 978-7-81136-875-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产科护理学习指导 卞燕，张建红主编 978-7-81136-876-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机构伦理委员会建设 李义庭主编 978-7-81136-884-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协和医院变应原制剂应用指南 主编尹佳 978-7-81136-885-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年鉴.2012 曹雪涛主编 978-7-81136-886-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肿瘤内科进展 中国肿瘤医师教育.2013
年

石远凯主编 978-7-81136-892-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肿瘤临床年鉴.2012
中国癌症基金会《中国肿瘤临床年鉴》编辑

委员会编
978-7-81136-905-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特殊科室护理管理 丁淑贞，李平主编 978-7-81136-906-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健康传播资源与策略 张自力主编 978-7-81136-914-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院感染常见病例的诊断和管理
(美)Stephen G. Weber，(美)Cassandra 

Salgado原著
978-7-81136-917-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医院建制与分类管理 郑雪倩主编 978-7-81136-920-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肺癌专家谈 王子平主编 978-7-81136-923-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肝癌专家谈 蔡建强主编 978-7-81136-924-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膀胱癌专家谈 寿建忠主编 978-7-81136-925-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鼻咽癌专家谈 易俊林主编 978-7-81136-926-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宫颈癌专家谈 李斌主编 978-7-81136-927-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骨与软组织肿瘤专家谈 于胜吉主编 978-7-81136-928-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喉癌专家谈 吴跃煌主编 978-7-81136-929-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甲状腺癌专家谈 王晓雷主编 978-7-81136-930-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结直肠癌专家谈 张海增主编 978-7-81136-931-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淋巴瘤专家谈 石远凯主编 978-7-81136-932-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卵巢癌专家谈 吴令英主编 978-7-81136-933-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脑瘤专家谈 万经海主编 978-7-81136-934-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肾癌专家谈 马建辉主编 978-7-81136-935-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食管癌专家谈 高树庚主编 978-7-81136-936-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乳腺癌专家谈 徐兵河主编 978-7-81136-937-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胃癌专家谈 袁兴华主编 978-7-81136-938-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下咽癌专家谈 李正江主编 978-7-81136-939-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应对胰腺癌专家谈 王成锋主编 978-7-81136-940-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妇幼保健健康教育基本信息释义 金曦主编 978-7-81136-946-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泌尿外科学手册 原著Jeff A Wieder 978-7-81136-950-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院的导师制 原著 (美) Holly J. Humphrey 978-7-81136-955-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3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 978-7-81136-960-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医学英语词汇学习新途径:医学英语之希腊、
拉丁语言文化渊源

卢凤香，谢春晖，苏萍主编 978-7-81136-961-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内科住院医生/实习医生门诊手册 曾学军, 黄晓明主编 978-7-81136-962-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实用护理职业防护管理 丁淑贞，姜平主编 978-7-81136-963-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应试指导:医学综合 本书专家组编 978-7-81136-966-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医师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81136-967-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历年考点精析与避错 本书专家组编 978-7-81136-969-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应试指导:医学综合.上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81136-982-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应试指导:医学综合.下册 本书专家组编 978-7-81136-982-3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中国气传花粉和植物彩色图谱 主编乔秉善 978-7-81136-983-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应试习题集 本书专家组编 978-7-81136-984-7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2014年版,感染性疾
病分册

徐英春，金有豫，王辰主编 978-7-81136-985-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81136-986-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医师实践技能应试指导 本书专家组编 978-7-81136-987-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 李冬主编 978-7-81136-989-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采分点必背 石芳鑫主编 978-7-81136-990-8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地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细则:2013版 北京市卫生局编 978-7-81136-991-5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临床助理医师复习精粹 费叶萍，张毅主编 978-7-81136-993-9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临床医师历年考点精
析与避错

本书专家组编 978-7-81136-994-6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一个医生的序言 郎景和著 978-7-81136-998-4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口腔助理医师应试指导 马国武主编 978-7-81136-999-1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消逝中的女人
(美)玛丽·希金斯·克拉克(Mary Higgins 

Clark)著
978-7-81139-910-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企业危机管理全攻略 艾学蛟著 978-7-81140-239-1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谁能给你一个亿? 周德文著 978-7-81140-282-7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医学专业日语会话 王永良编 978-7-81140-453-1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淑世与超旷:苏轼仕杭时期活动与创作评析 周晓音著 978-7-81140-769-3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08创意经济报告 埃德娜·多斯桑托斯主编 978-7-83000-032-5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中文Premiere Pro视频编辑剪辑设计与制作
300例

张人上编著 978-7-83002-190-0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中国双相障碍防治指南 于欣，方贻儒主编 978-7-83005-032-0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 郑毅，刘靖主编 978-7-83005-044-3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大病”临床路径:2015年版 陈竺主编 978-7-83005-048-1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百年魂 中国梦:纪念中华医学会百年诞辰征
文集萃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83005-053-5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中华医学会纪事:1915-2015 中华医学会编著 978-7-83005-056-6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内科护理学高级教程 黄人健，李秀华主编 978-7-83005-096-2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医学重要真菌鉴定指南 (美)戴维丝·拉荣(Davise H. Larone)著 978-7-83005-135-8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放射医学技术高级教程 余建明,石明国,付海鸿主编 978-7-83005-136-5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我的朋友很少.4 (日)平坂读著 978-7-83010-032-2 红星电子音像出版社

子宫颈细胞病理学诊断图谱 主编 马博文 978-7-900171-77-1 人民军医出版社

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 京夫子著 978-957-08-0520-8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