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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新书上架通知 

 

各位师生： 

图书馆又一批新书已经上架，可供广大师生借阅了。本批新

书包含有经典图书、各大排行榜畅销书和专业书籍，大家可以直

接进馆浏览借阅或通过 OA-“图书馆系统”的“新书通报”栏目浏

览最新到馆图书书目信息。 

更多精彩图书已经到馆，欢迎大家前来借阅！ 

 

教务科研处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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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部分新书书目 

 

序号 题名 责任者 

1 烧旺理性的火焰:约翰谈逻辑 刘新文编 

2 
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

义者”对我们的教诲 
(美)罗伯特·C. 所罗门 著 

3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赵林著 

4 
城市效率学初探:基于城市住区代谢

效率的研究实践 
赵千钧，张国钦，吝涛等著 

5 
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

学的问题与脉络 
吴增定著 

6 政治:2019高教版 本书编写组[编] 

7 电子政务概论 徐双敏主编 

8 神正论 (德)莱布尼茨著 

9 民主四讲 王绍光著 

10 西方经济学说史简明教程 尹伯成编著 

11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刘卫东，田锦尘，欧晓理等著 

12 经济数学 陈笑缘主编 

13 计量经济学 庞皓主编 

14 会计基本技能 高翠莲主编 

15 会计学原理 葛军主编 

16 会计学原理 赵玉霞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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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成本核算管理实训教程 张琪主编 

18 现代物流基础 张晋虎主编 

19 运输与配送管理 李岩主编 

20 TOGAF标准 9.1版:中英对照版 The open group[著] 

21 企业战略管理 蓝海林编著 

22 商业地产案例课 张家鹏，王玉珂著 

23 国际航空货运代理实训教程 弓永钦，王文娟编著 

24 广告策划与管理 刘千桂主编 

25 饭店前厅服务与管理 杨海英编著 

26 饭店人力资源管理 沈文馥主编 

27 国际商务:环境与运作 (美)约翰 D. 丹尼尔斯  

28 
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稳定性计量

研究 
陈守东，刘洋，孙彦林著 

29 教养与文明:日本通识教育小史 陆一著 

3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案例教程 佟颖春主编 

31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江许胜，陆胜利，王鹏飞主编 

32 问道大学:中国民办高校建设探索 张尧轸，陈耿著 

33 周远清教育文集 周远清著 

34 
2019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

告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麦可

思研究院编著 

35 中国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研究 杨桦等著 

36 玩转数独,高级篇 (日)西尾彻也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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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城市设施安全技术专业英语 贾文涛主编 

38 
寻绎文化的血脉:互文视角下的中国

文学经典 
陈洪, 陈千里著 

39 世说新语.上 朱碧莲，沈海波译注 

40 世说新语.下 朱碧莲，沈海波译注 

41 中国画鉴赏 赵力主编 

42 迹象表意:岩彩绘画创作案例 胡明哲主编 

43 中外工艺美术史 宋炀编著 

44 音乐 麻名艳，罗秋怡主编 

45 中国传统文化 张岂之主编 

46 
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

国家的 
(美)詹姆斯·弗农著 

47 中外饮食民俗 黄剑，鲁永超主编 

48 地理学方法论 蔡运龙[等]著 

49 高等数学及其应用 罗蕴玲[等]编著 

50 高职高等数学 朱彩兰，杨青，周巧娟主编 

51 托马斯微积分.上册 Maurice D.Weir [著] 

52 托马斯微积分.下册 Maurice D.Weir [著] 

5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袁德美，安军，陶宝编著 

54 动脑筋·说力学 武际可著 

55 地球科学新的研究机遇 
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

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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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数字高程模型教程 汤国安，李发源，刘学军编著 

57 中国民间资源植物及其传统知识 龙春林[等]主编 

58 UG NX 8.0快速入门教程:典藏版 展迪优主编 

59 钳工技能实训 鲍佩红主编 

60 机械设计 濮良贵，陈国定，吴立言主编 

61 CATIA V5R20快速入门教程 詹熙达主编 

62 机械制图 钱可强主编 

63 机械设备装调与自动控制 徐志扬主编 

64 SolidWorks快速入门教程:2016版 北京兆迪科技有限公司编著 

65 热工与流体力学基础 黄敏主编 

66 
有机热载体运动粘度检测装置及其

检测方法研究 
彭小兰著 

67 
新版经典电工电路:识图·布线·接

线·调试·维修 
黄海平，黄鑫编著 

68 现代光纤通信技术 韩一石[等]编著 

69 大学计算机:信息，媒体与设计 杨亮，邹丽娜，刘哲编著 

70 组态软件应用技术 张力展，鲁韶华编著 

71 程序设计基础教程:C语言版 黄思先，刘必雄主编 

72 
大学计算机基础:Windows 7+Office 

2010 
雷建军，万润泽主编 

73 办公软件实用技术 姜灵敏，吕会红主编 

74 自动识别技术与应用 曾晓宏，易国键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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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Creo 2.0快速入门教程 北京兆迪科技有限公司编著 

76 UG NX 8.0快速入门教程 展迪优主编 

77 AutoCAD 2014实训教程 蔡伟美主编 

78 
人人都是设计工程师,AutoCAD从入

门到精通 
王姬主编 

79 
人人都是设计工程师,CAXA实体设计

从入门到精通 
王姬主编 

80 物联网技术导论 强世锦编著 

81 极化 SAR理论、方法与应用 张红[等]著 

82 服装立体裁剪 章瓯雁，敬杉著 

83 食林广记 马红丽著 

84 建筑施工技术 陈守兰主编 

85 地下管道非开挖技术应用 赵俊岭主编 

86 管道腐蚀与防护技术 王强，曲文晶，苗金明编著 

87 汽车概论 蔡兴旺主编 

88 汽车文化 蔡兴旺主编 

89 汽车总体设计 洪永福等编著 

90 智能车辆手册.卷 II 
(美)阿奇姆·伊斯坎达里安主

编 

91 汽车空调检测与维修 石杰绪主编 

92 汽车自动变速器精品学习教程 刘汉涛编著 

93 世界自然遗产地:九寨与黄龙的生态 吴宁，包维楷，吴彦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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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94 环境监测技术 税永红，吴国旭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