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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２０１９ 年新书推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６７９⁃２ 剪纸中国 姚向奎 １６ １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１６⁃７ 少年小说课 胡钺 ３２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０５⁃４ 海猫与龙王 （英）安吉
拉·卡特 ３２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８２６⁃０ 享受烩面
张　 勋
王爽秋
孟国斌

１６ ３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７９⁃５ 交互主体性教学———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新理念 陈　 娱 １６ ５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６０⁃３ 国外文学学理论与方法论
（俄罗斯）
Ｏ．Ｈ．杜

蕾舍娃著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４７⁃７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１４ 辑

黄河文明
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

中心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０２⁃０ 施洗约翰的激情：胡风文艺
思想探究 孔育新 ３２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９４⁃８ “中生代”诗歌研究 刘　 波 ３２ ４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７０⁃０ 脑科学与教育·幼儿篇
徐　 宏
侯金成
郑家国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３⁃６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１８⁃７ 电子商务产品拍摄实训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６４．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０１⁃３ ２０ 世纪人文学的反思与重构 张宝明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６７⁃１ 护理管理学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５２⁃７ 那年好大雪 王剑冰 ３２ ４２ 现供

·２·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５３８⁃２ 九霄环珮 丁　 晨 ３２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９４⁃４ 生日写给母亲 琳　 子 ３２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１９⁃７ 朋友们 何　 弘 ３２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２７⁃９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 王诗玉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４０⁃１ 丝绸之路上的古城 程遂营 特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５８⁃０ 愧书庐诗歌论稿 王文金 １６ ７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８８⁃７ 数值分析 王晓峰
石东伟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５７⁃３ 新论 臧知非 １６ ４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５６⁃６ 速煮面加工实用技术
潘国强
王爽秋
张　 勋

１６ 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８８⁃４ 跨界：美学进入艺术
（美）

柯蒂斯·
卡特

３２ 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０２⁃３ 河南电视纪录片发展研究报
告（２０１８） 高红波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６１⁃８ 地下四合院———河南陕县窑
洞民居 黄黎明 １６ １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８⁃９
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
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
１９０３－１９２１

（美）
刘力妍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４４⁃０ 红烛之芳———记一位人民教
师的壮美人生 訾红旗 １６ ４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９２⁃４ 认知与视觉艺术
（美）

罗伯特·
索尔索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４５⁃３ 田纳西·威廉斯回忆录 田纳西·
威廉斯 ３２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３７⁃５ 最后死亡的是心脏
玛格丽
特·阿特

伍德
３２ ５８ 现供

·３·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４４８⁃４ 大学生入党培训教程 谷献晖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４０⁃５ 南召作家作品选 藏建国 １６ ３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７⁃２ 分析化学 景中建
郝喜才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１９⁃８ 天地开封 韩　 鹏
柳素平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６⁃５ 食品生产工艺 胡斌杰
郝喜才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００⁃２ 真·情·理：两宋绘画研究 孔　 涛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６９⁃０
雷锋精神 薪火相传———“时
代楷模”邓州“编外雷锋团”
的故事

中共邓州
市委宣传
部 王中
献等

１６ ５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６４⁃０ 学前儿童手工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６⁃７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８９⁃４ 医学免疫学实验技术 柴立辉
刘峰涛 １６ 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８６⁃３ 通书 张文瀚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２９⁃７ 基础会计学 李武立 １６ ４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３０⁃５ 老年护理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４５⁃９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平面设计应用 尚　 存
陈伟利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５５⁃２ 《聊斋志异》二十讲 左　 江 ３２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１１⁃８ 杰克·吉尔伯特诗全集 杰克·吉
尔伯特 ３２ ９８ 现供

·４·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３６９⁃２ 酒吧里的读诗人
［法］
夏尔·
泰松等

３２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６８⁃２ 好骨头
玛格丽
特·阿
特伍德

３２ ５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９８⁃６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 高有鹏 １６ ５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４５⁃６ 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史 高有鹏 １６ ４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０７⁃１ 电影摄影术与眼泪
（苏）谢
尔盖·爱
森斯坦等

３２ ７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０９⁃５ 音乐课 帕斯卡·
基尼亚尔 ３２ 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７８⁃０ 新县民歌选集 陈世松
陈　 欢 １６ ４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１４⁃８ 大山里飞出的歌———陈世松
音乐作品选 陈世松 １６ ４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７５⁃７ 悠悠未了情：我与 《中华大
典》那些事 伍　 杰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６７⁃５ 密码 让·波
德里亚 ３２ ４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３０⁃６ 现代汉语致使结构的形式与
功能 张　 恒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５９⁃７ 论语新探 赵纪彬 ３２ ５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３０⁃９ 我常常为困惑而写 乔　 叶 ３２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１６⁃６ 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 赵　 瑜 ３２ ２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１５⁃９ 震旦鸦雀 冯　 杰 ３２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３９⁃９ 壶里怀梦 孙青瑜 ３２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１７⁃０ 燃烧的黑石头 秦湄毳 ３２ ４２ 现供

·５·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３１７⁃３ 大地之华 萍　 子 ３２ ４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１６⁃３ 凝视 蓝　 蓝 ３２ 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１８⁃０ 当家人 墨　 白 ３２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１４⁃２ 蔽芾甘棠 孟红梅 ３２ ５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２０⁃３ 一个人的县城 张运涛 ３２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６４⁃１ 宋都传奇 甘桂芬 ３２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７７⁃１ 语文教育经典研读手册 杨　 亮 ３２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８７⁃４ 德勒兹与政治 （澳）保
罗·帕顿 ３２ ５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３３⁃９ 电商客服与物流实训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６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９⁃６ 齐遂林新宋词选 齐遂林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８１⁃８ 知困悟理———白秀彩从教三
十年拾零 白秀彩 １６ ５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２７⁃８ 中国近代民间文学史 高有鹏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２７⁃２ 对话

（法）吉
尔·德勒兹
（法）克莱
尔·帕尔奈

３２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０６⁃０ 飞魂 （日）多和
田叶子 ３２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６６⁃２ 新探索高职高专综合英语 ２ 李艺倩
钟　 进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９１⁃９ 蕴秀之域 Ｃｒａｉｇ
Ｃｌｕｎａｓ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０８⁃８ 无乐之词
（美）

菲利普·
格拉斯

３２ ６８ 现供

·６·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３６８⁃５ 来之不易（和其他谎言） （美）达夫·
麦卡甘 ３２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９２⁃３ 大学体育教程 李海潮
赵伟柯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２８⁃６ 建筑结构 陈瑞芳 １６ ５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２６⁃２ 建筑力学 季盼盼
马晓芳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３５⁃４ 创新创业教育基础

河南省高
校创新创
业教育统
编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９０⁃９ 抗战版画 肖　 红 １６ ３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２⁃９ 抗战电影 田本相 １６ ２８．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４⁃３ 抗战诗歌 刘增杰 １６ ３７．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１⁃２ 抗战戏剧 田本相 １６ ３９．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８８⁃６ 抗战歌曲 张国强
李法桢 １６ ３５．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０⁃５ 抗战漫画 张明学 １６ ３６．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８９⁃３ 抗战照片 张庆军
高　 丽 １６ ３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６８⁃６ 新探索高职高专综合英语 ４ 吕　 冲
钟　 进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３９⁃２ 周易 龚留柱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６２⁃６ 学前儿童专业英语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编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３⁃６ 抗战信札 李良志 １６ ６８．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６⁃７ 抗战时评 李良志 １６ ３８．５ 现供

·７·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３２３⁃４ 音乐（１） 张　 洁
刘秋玲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７０⁃１ 青年说———第三届中原发展
研究创新奖成果集 耿明斋 １６ ４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４３⁃２ 研课磨课的理论与实践 郭文革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１４⁃９ 钢琴基础
赵　 宁
刘　 洁
范丹鹏

１６ ５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５⁃８ 医学生理学实验 吕心瑞
陈明亮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５０⁃９ 破格：论文学与信仰 （英）詹姆
斯·伍德 ３２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４７⁃０ 韩愈思想研究 刘真伦 １６ ５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５３⁃８ 韩愈集（国学新读本第三辑
之一种）

刘真伦
岳　 珍 １６ ５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５６⁃８ 搜索营销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７５．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３１⁃２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０３⁃９ 英韵弟子规 王　 强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０４⁃０ 普通话口语实用教程 孙媛媛
李晨霞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２３⁃３ 丝绸之路纪行 （日）
松田寿男 ３２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９８⁃２ 嵩山的记忆 张国臣 １６ １３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５０⁃６ 一种文学生活 黄　 荭 ３２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７７⁃１ 每个夜晚，每天早晨 刘立杆 ３２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０７⁃７ 无限颂：谈文学
（法）

菲利普·
索莱尔斯

３２ ５８ 现供

·８·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４０３⁃３ 广告法规与职业道德 王悦彤 １６ ２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５８⁃３ 英国文学选读（修订本） 高继海 １６ ７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３３⁃６ 简明英国文学史（修订本） 高继海 １６ ５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５５⁃８ 倒回沟史话 张新河
王保君 １６ １０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４６⁃９ 石床垫：传奇故事九则
（加）玛
格丽特·
阿特伍德

３２ ５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１１⁃７ 在其他的世界———科幻小说
与人类想象

（加）玛
格丽特·
阿特伍德

３２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０８⁃０ 英语词汇系统词典 马秉义 ３２ １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４９⁃１ 治史唯真 陈铁健 １６ ８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４８⁃３ 波普启示录：安迪·沃霍尔
的哲学

（美）
安迪·
沃霍尔

３２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５１⁃７ 写意国画教程 赵红绘 大 １６ ４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７１⁃１ 瞬间的永恒———经典电影台
词赏析 李卫国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５８⁃２ 动画学 韩文利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３９⁃５ 会计基础与实务 刘志红
郭爱民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４９⁃４ 水煮粮史（下） 陶玉德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５０⁃０ 水煮粮史（上） 陶玉德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３３⁃０ 简笔画 李双林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４４⁃６ 职 业 教 育 公 共 基 础 课 教
材———化学

张　 杨
张汉武 １６ ３５ 现供

·９·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４３６⁃１ 职 业 教 育 公 共 基 础 课 教
材———生物

侯爱华
赵巧丽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９６⁃８ 旅游职业礼仪 荣培君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１９⁃０ 周大新作品研究 刘钦荣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１７⁃６ 播音主持艺考 ６０ 天速成 李　 泊 １６ ４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１８⁃３ 怎样考进播音主持名校 李　 泊 １６ ５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３３⁃６ 外科护理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６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２５⁃４ 店铺装修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４６．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８６⁃２ 第九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
论坛文集

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
日本东方

学会

特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３５⁃０ 柳兰芳　 朱超伦传 牛冠力 １６ ６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６９⁃５ 古诗英译 ７５ 首 吴钧陶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９５⁃１ 脑象测评技术与应用（教育
应用篇） 徐　 宏 特 １６ ６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７５⁃３ 容斋随笔 张富祥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８７⁃９ 中国博物馆 １００ 赵　 梅 １６ ８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８１⁃０ 褶子 汪民安 ３２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９９⁃９ 雪满山 杨　 波 ３２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１５⁃３ 心何以安．超越死亡 胡山林 ３２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５１⁃０ 中国戏剧简史 张大新 １６ ４９ 现供

·０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２０１⁃６ 福柯的界线 汪民安 ３２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２８⁃５ 中华大典·农业典·茶业分
典 张敏杰 １６ １７５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３０⁃８ 中华大典·农业典·畜牧兽
医分典 祁琛云 １６ ２０５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２９⁃２ 中华大典·农业典·农业灾
害分典

张敏杰
唐志强 １６ １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５９⁃９ 赢在五谷 陶玉德 １６ ４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１⁃２ 农经观察 陶玉德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３２⁃２ 融合行———体验不同社会的
融合教育实践

卢　 晗
倪　 震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１８⁃６ 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指导
书———训练篇

田　 剑
左晓东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２１⁃６ 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指导
书———教学篇

赵超君
刘俊凯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２０⁃９ 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指导
书———竞赛篇

赵宗跃
吕　 刚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１９⁃３ 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指导
书———游戏篇

王建智
陈　 玉 １６ ２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８７⁃５ 日本学论丛———第三届东亚
日本学国际研讨会专辑

王铁桥
郑宪信 １６ ４５ 现供

·１１·



（二）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河卓远公司系列图书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人文社科译丛

５６４９⁃３３２７⁃２ 对话

（法）吉
尔·德勒兹
（法）克莱
尔·帕尔奈

３２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８７⁃４ 德勒兹与政治
（澳）
保罗·
帕顿

３２ ５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２７⁃１ 福柯———其思其人
（法）
保罗·
韦纳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８９⁃６ 消失的美学
（法）
保罗·

维利里奥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２７２０⁃２ 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之
间的亲缘关系

（美）
朱迪斯·
巴特勒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２３⁃０ 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
（法）
雅克·
朗西埃

３２ ３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８５⁃４ 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
体

（法）
朱利安 ３２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７５⁃７ 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
与政治

（澳）
保罗·
帕顿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９１⁃３ 瓦格纳五讲
（法）
阿兰．
巴迪欧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２５⁃７ 中国思想史 （法）
程艾兰 ３２ １００．００ 现供

·２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５５３⁃８ 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
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

（美）
唐娜·
哈拉维

１６ ８０．００ 现供 ７

５６４９⁃２６９６⁃０ 马拉美：塞壬的政治
（法）
雅克·
朗西埃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１６⁃８ 马奈的绘画：米歇尔·福柯，
一种目光

（美）
米歇尔·

福柯
３２ ５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９０⁃０ 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
（法）
贾克·
阿达利

３２ ５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４７⁃６ 有限性之后：论偶然性的必
然性

（法）
昆汀·
梅亚苏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３２⁃５ 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
构

（法）
甘丹·
梅亚苏

３２ ３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８０⁃４ 后人类
（荷）

罗西·布
拉伊多蒂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８７１⁃３ 尼采与哲学

（法）
吉尔·德
勒兹（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８６⁃３ 神话与意义

（法）
克洛德·
列维⁃

施特劳斯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５４⁃９ 火的精神分析
（法）

加斯东·
巴什拉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５８⁃７ 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
（法）

加斯东·
巴什拉

３２ ５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３４⁃７ 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
入民主

（法）
布鲁诺·
拉图尔著
麦永雄译

３２ ６８．００ 现供

·３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９３５⁃１ 现代性的终结
（意）
贾尼·
瓦提摩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６５⁃２ 战争的框架
（美）

朱迪斯·
巴特勒

３２ ５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４８⁃５ 脆弱不安的生命
（美）

朱迪斯·
巴特勒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２４

５６４９⁃０３５１⁃０ 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
（意）

吉奥乔·
阿甘本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２３⁃６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德）

瓦尔特·
本雅明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０９９⁃０ 时间的旅行
（澳）

伊丽莎白
·格罗茨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６９６⁃２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自然的重塑

（美）
唐娜·
哈拉维

３２ ４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７０⁃３ 他者女人的窥镜
（法）

露西·伊
利格瑞

３２ ８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０９⁃７ 狱中札记 （意）
葛兰西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７

５６４９⁃１７５５⁃５ 柏拉图的理想国
（法）
阿兰·
巴迪欧

３２ ６８．００ 现供 ６

５６４９⁃１５７２⁃８ 当前时代的色情
（法）
阿兰·
巴迪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６７５⁃６ 哈耶克文选 （英）
哈耶克 ３２ ７８．００ 现供 ５

５６４９⁃１３２４⁃３ 福柯 ／布朗肖
（法）
布朗肖
／福柯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４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３１２⁃９ 论争：关于当代政治与哲学
的对话

（法）
阿兰·
巴迪欧

让⁃克洛德
·米尔纳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６６⁃９ 齐泽克的笑话

（斯洛文
尼亚）斯
拉沃热

·齐泽克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８７２⁃０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
（意）

吉奥乔．
阿甘本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４１０⁃３ 宽忍的灰色黎明 （法）
福柯 ３２ ４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６３⁃６ 反讽之锋芒：反讽的理论与
政见

［加］
琳达·
哈琴

１６ ３４．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２２⁃３ 政治与文学
［英］

雷蒙德·
威廉斯

１６ ５４．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６０⁃５ 界限哲学
（美）

德鲁西拉
·康奈尔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上河·中国研究译丛

５６４９⁃３１９１⁃９ 蕴秀之域 Ｃｒａｉｇ
Ｃｌｕｎａｓ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８⁃９
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
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
１９０３－１９２１

（美）
刘力妍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３５⁃４ 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
术与权力

（英）
柯律格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６７⁃６ 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
起

（加）
施吉瑞 １６ ７８．００ 现供

·５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上河·文化生活译丛（第一辑）

５６４９⁃３４４５⁃３ 田纳西·威廉斯回忆录 田纳西·
威廉斯 ３２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０７⁃７ 无限颂：谈文学
（法）

菲利普·
索莱尔斯

３２ ５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０８⁃４ 无限颂：谈艺术
（法）菲利
普·索
莱尔斯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０９⁃１ 无限颂：谈思想文化
（法）菲利
普·索
莱尔斯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８７⁃６ 文学阅读指南
（英）
特里·

伊格尔顿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９８２⁃５ 文学事件
（英）
特里·

伊格尔顿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８５⁃６ 文化与上帝之死
（英）
特里·

伊格尔顿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８８⁃３ 写作人生
（英）
戴维·
洛奇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１９７７⁃１ 小说机杼
（英）

詹姆斯·
伍德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９５⁃１ 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
（英）
尼尔·

麦克格雷
３２ ６８．００ 现供

上河·文化生活译丛（第二辑）

５６４９⁃３０５０⁃９ 破格：论文学与信仰
（英）

詹姆斯·
伍德

３２ ４８ 现供

·６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７３１⁃８ 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
说

（英）
詹姆斯
·伍德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５０⁃３ 私货———詹姆斯·伍德批评
文集

（英）
詹姆斯
·伍德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４９⁃７ 最接近生活的事物
（英）
詹姆斯
·伍德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结尾的意义

小说使用说明

定义虚构：从小说到象棋

为什么进行文学研究

虚构的世界

诗歌之畦：读菲利普·贝克

新迷影丛书

５６４９⁃３３６９⁃２ 酒吧里的读诗人
［法］
夏尔·
泰松等

３２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０７⁃１ 电影摄影术与眼泪
（苏）谢
尔盖·爱
森斯坦等

３２ ７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０７⁃０ 历史悲剧的维度———欧洲电
影大师访谈与研究

（塞尔）埃
米尔·库
斯图里卡等

３２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２６⁃４ 电影的魔幻现实主义———英
美电影文论选

（美）弗里
德里克·
詹姆逊等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０６⁃３ 电影的透明性———欧洲思想
家论电影

（德）西奥
多·阿多

诺等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１０⁃３ 宽忍的灰色黎明
（法）

米歇尔·
福柯等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７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诗歌

５６４９⁃３０２４⁃０ 菲利普·拉金诗全集
（英）
菲利普
·拉金

３２ １２８．００ 现供 ４

５６４９⁃３４１１⁃８ 杰克·吉尔伯特诗全集 杰克·吉
尔伯特 ３２ 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８９⁃０ 雄鹿之跃
（美）
莎朗·
欧茨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４

５６４９⁃１９８５⁃６ 白刃的海 倪湛舸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１１⁃２ 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 包慧怡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３６⁃８ 外星人不知道他们不存在 颜　 峻 ３２ ３０ 现供

沃尔科特诗全集
（圣卢西亚）
德里克·
沃尔科特

安吉拉·卡特作品集

５６４９⁃３５０５⁃４ 海猫与龙王
（英）

安吉拉·
卡特

３２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５４⁃０ 爱
（英）

安吉拉·
卡特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２４⁃４ 英雄与恶徒
（英）

安吉拉·
卡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８１⁃９ 马戏团之夜
（英）

安吉拉·
卡特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８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９８１⁃８ 明智的孩子

（英）
安吉拉·
卡特著　
严　 韵译

３２ ４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９０⁃６ 影舞

（英）
安吉拉·
卡特著　
曹雷雨译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７９⁃５ 新夏娃的激情

（英）
安吉拉·
卡特著　
严　 韵译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黑维纳斯

烟火

萨德式女人

快人快脚

库尔特·冯尼古特作品集

５６４９⁃３０２８⁃８ 如 果 这 都 不 算 好， 什 么
算？ ———给年轻人的建议

（美）库尔
特·冯尼

古特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４６８⁃５ 像与上帝握手———关于写作
的谈话

（美）库尔特·
冯尼古特

（美）李·斯
金格

３２ ３４．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８９⁃４ 没有国家的人

（美）
库尔特·

冯尼古特著
刘洪涛 等译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１３⁃６ 闹剧，或者不再寂寞
（美）

库尔特·
冯尼古特

３２ ４０．００ 现供

·９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６５３⁃３ 上帝保佑你，死亡医生
（美）

库尔特·
冯尼古特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８７６⁃８ 茫茫黑夜 （美）
冯尼格特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让⁃吕克·南希作品系列

５６４９⁃２２７４⁃０ 无用的共通体

（法）
让⁃吕克·
南希著
郭建玲
张建华

夏可君译

３２ ５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８８⁃７ 素描的愉悦
（法）

让⁃吕克·
南希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独一多样的存在

缪斯

自由的经验

图像的根据

一种有限之思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集

５６４９⁃２８１１⁃７ 在其他的世界———科幻小说
与人类想象

（加）玛
格丽特·
阿特伍德

３２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４６⁃９ 石床垫：传奇故事九则
（加）玛
格丽特·
阿特伍德

３２ ５８ 现供

·０２·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５３７⁃５ 最后死亡的是心脏
玛格丽
特·阿
特伍德

３２ ５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６８⁃２ 好骨头
玛格丽
特·阿
特伍德

３２ ５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５７⁃９ 吃火
（加）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７６７⁃８ 道德困境
（加）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

３２ ３５．００ 现供 ４０

５６４９⁃１７６６⁃１ 荒野指南
（加）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３６

５６４９⁃１７５９⁃３ 蓝胡子的蛋
（加）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３２

５６４９⁃１７６８⁃５ 帐篷
（加）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６０

好奇的追寻

黑暗中谋杀

肉体伤害

猫眼

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

杜里特系列丛书

５６４９⁃０８０６⁃５ 杜里特与神秘湖 （美）休．
洛夫廷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１２·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８１２⁃６ 杜里特与金丝雀 （美）休．
洛夫廷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０８１３⁃３ 杜里特布嘟儿巴探险 （美）休．
洛夫廷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６４４⁃３ 杜里特航海记 （美）休．
洛夫廷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０６５０⁃４ 杜里特和他的邮政局 （美）休．
洛夫廷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０７９４⁃５ 杜里特的马戏团 （美）休．
洛夫廷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０７９５⁃２ 杜里特的动物园 （美）休．
洛夫廷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７９６⁃９ 杜里特的大篷车 （美）休．
洛夫廷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７９７⁃６ 杜里特的花园 （美）休．
洛夫廷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８０４⁃１ 杜里特在月亮上 （美）休．
洛夫廷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０８０５⁃８ 杜里特归来 （美）休．
洛夫廷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７

文学类

５６４９⁃３１５０⁃６ 一种文学生活 黄　 荭 ３２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７７⁃１ 每个夜晚，每天早晨 刘立杆 ３２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２３⁃３ 丝绸之路纪行 （日）
松田寿男 ３２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０６⁃０ 飞魂 （日）多和
田叶子 ３２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５２⁃０ 和语言漫步的日记 （日）多
和田叶子 ３２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３０２６⁃４ ５３ 天
（法）
乔治·
佩雷克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２２·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０５２⁃３ 狗女婿上门 （日）多和
田叶子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３０⁃１ 生逢其时：戴维·洛奇回忆
录

（英）戴
维·洛奇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９４⁃０ 租来的房子
（法）弗朗
索瓦兹·

萨冈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１７⁃２ 瞎猫头鹰
（伊朗）萨
迪克·赫
达亚特等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２８⁃１ 我的骷髅 曹　 寇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２８⁃３ 九幽 逍遥兽 ３２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５５⁃８ 文学的无知：
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

（英）
安德鲁·
本尼特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７８８⁃３ 写作人生
（英）
戴维．
洛奇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２６５１⁃９ 积木书 赵　 松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７９⁃８ 吉他琴的呜咽 张　 伟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１０⁃９ 当王子爱上女巫 苏友贞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８４⁃２ 东鳞西爪集 余　 斌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１１⁃１ 剧院里最好的座位
（美）
安·

帕奇特
３２ ４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８７７⁃５ 庭院中的女人 （美）
赛珍珠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８５⁃２ 她从聊斋来 蔡小容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５２７⁃８ 浮生旧梦说连环 蔡小容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１０

·３２·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２０９⁃３ 哭泣的耳朵 苏　 童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７６⁃４ 小东西 颜　 峻 ３２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８７３⁃７ 时光的笑柄：哈代抒情诗选
（英）
托马斯
·哈代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１５２３⁃０ 安德烈·瓦尔特笔记
（法）
安德烈
·纪德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４６５⁃３ 街上的面具：
俄罗斯白银时代短篇小说选 吴　 笛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２２１２⁃２ 东方学刊．２０１５ 穆宏燕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００⁃５ 东方学刊 ２０１４ 穆宏燕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４９０⁃５ 怜蛾不点灯 许台英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６６⁃０ 去波斯湾看海 孟　 晖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８７４⁃４ 黑夜的天使：
２０ 世纪欧美抒情诗选 吴　 笛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３

社科类

５６４９⁃３１８１⁃０ 褶子 汪民安 ３２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０１⁃６ 福柯的界线 汪民安 ３２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５１⁃３ 光影上海：从清末到民国 禅修的蝉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４２·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９８８⁃６ 分裂分析德勒兹 杨凯麟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６１⁃４ 论邪恶
（美）
亚当·
莫顿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６２⁃１ 伍迪·艾伦谈话录
（美）

埃里克·
拉克斯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８６⁃９ 论因特网
（美）
休．Ｌ．

德雷福斯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０６⁃７ 论家用电器 汪民安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９８６⁃３ 庖丁解牛———庄子的无用解
释学 夏可君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４９⁃６ 波斯札记 穆宏燕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２７⁃０ 福柯在中国 汪民安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５８⁃５ 美国
（美）
安迪．
沃霍尔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０８４６⁃１ 波普主义

（美）安迪
·沃霍尔 ／
（美）帕特
·哈克特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音乐、艺术类

５６４９⁃３４０８⁃８ 无乐之词
（美）

菲利普·
格拉斯

３２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６８⁃５ 来之不易（和其他谎言） （美）达夫·
麦卡甘 ３２ ６８ 现供

·５２·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１４８⁃３ 波普启示录：安迪·沃霍尔
的哲学

（美）
安迪·
沃霍尔

３２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００⁃２ 真·情·理：两宋绘画研究 孔　 涛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９５⁃７ 神秘列车
（美）

格雷尔·
马库斯

３２ ７２．００ 现供 ６

５６４９⁃２６２７⁃４ 编年史（简装）
（美）
鲍勃·
迪伦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４３⁃６ 古画里的中国 孟　 晖 ３２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２９⁃５ 女士唱起布鲁斯

（美）
比莉·
哈乐戴
威廉·
达夫蒂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９０⁃５ 斯莱史

（美）
斯莱史

安东尼·
波扎

３２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６２⁃８ 爵士笔记
（英）

菲利普·
拉金

３２ ４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５１⁃０ 滚雷日志———鲍勃·迪伦的
传奇巡演

（美）
山姆·
夏普德

３２ ７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１２⁃４ 只有一克重 朱　 朱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９２⁃０ 弗兰西斯．培根
（美）
约翰·
拉塞尔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５８⁃６ 编年史（精）
（美）
鲍勃．
迪伦

３２ ４２．００ 现供 ９

·６２·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４６３⁃８ 美国摇滚往事

（美）
克莱夫·
戴维斯　
安东尼·
德柯蒂斯

１６ ７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８７⁃０ 十首歌里的摇滚史

（美）
马库斯

（Ｍａｒｃｕｓ，
Ｇ．）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６９⁃２ 聆听大门
（美）

格雷尔．
马库斯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４８

５６４９⁃１７８４⁃５ 嘻哈这门生意
（美）
丹．

查纳斯
１６ ７８．００ 现供 ６

５６４９⁃０８６３⁃８ 格伦·古尔德谈话录

乔纳森
·科特 ／
格伦·
古尔德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５９８⁃９ 颤栗：迈克尔·杰克逊的音
乐生涯

（美）
尼尔森
·乔治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２３５６⁃３ 论手足：一个关于艺术与触
知的文本 鲁明军 ３２ ４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９６⁃８ 论绘画的绘画 鲁明军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４８

·７２·



（三）“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图书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６７９⁃２ 剪纸中国 姚向奎 １６ １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８⁃９
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
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
１９０３－１９２１

（美）
刘力妍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４４⁃０ 红烛之芳———记一位人民教
师的壮美人生 訾红旗 １６ ４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５１⁃０ 河南红色旅游 申志诚 特 １６ １８０．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２４６９⁃０
雷锋精神 薪火相传———“时
代楷模”邓州“编外雷锋团”
的故事

中共邓州
市委宣传
部 王中
献等

１６ ５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９１⁃２ 生也沙丘 死也沙丘———焦
裕禄的生前身后事

董来柱
朱恩鹏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３８４⁃７ 精神的丰碑：焦裕禄 侯　 红 １６ ６６．００ 现供 ７

５６４９⁃２６８３⁃０ 红旗渠的基石 焦　 述 特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９０⁃９ 抗战版画 肖　 红 １６ ３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４⁃３ 抗战诗歌 刘增杰 １６ ３７．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２⁃９ 抗战电影 田本相 １６ ２８．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１⁃２ 抗战戏剧 田本相 １６ ３９．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８８⁃６ 抗战歌曲 张国强
李法桢 １６ ３５．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０⁃５ 抗战漫画 张明学 １６ ３６．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８９⁃３ 抗战照片 张庆军
高　 丽 １６ ３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３⁃６ 抗战信札 李良志 １６ ６８．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６⁃７ 抗战时评 李良志 １６ ３８．５ 现供

·８２·



（四）近期精品图书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中华大典·农业典

５６４９⁃３１２７⁃８ 中华大典·农业典·蚕桑分
典 唐志强 １６ １３５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２５⁃４ 中华大典·农业典·农书分
典

宁智锋
郑　 鹏 １６ ７４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２６⁃１ 中华大典·农业典·农田水
利分典 展　 龙 １６ １８５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２９⁃２ 中华大典·农业典·农业灾
害分典

张敏杰
主编 １６ １６０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３０⁃８ 中华大典·农业典·畜牧兽
医分典

祁琛云
主编 １６ ２０５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２８⁃５ 中华大典·农业典·茶业分
典

张敏杰
主编 １６ １７５０．００ 现供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

５６４９⁃０９２９⁃１ 袁世凯全集 骆宝善
刘路生 １６ ２６８００．００ 现供 ７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从书

５６４９⁃３５６０⁃３ 国外文学学理论与方法论
（俄罗斯）
Ｏ．Ｈ．杜

蕾舍娃著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４２⁃８ 法国理论在美国
（法）弗
朗索瓦·

库塞
１６ ５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４１⁃９ 外国文论在中国
（１９４９⁃２００９） 周启超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９２·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３１０⁃５ 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

（英）
阿拉斯戴
尔·任甫卢
加林·

吉哈诺夫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３９⁃８ 形式论：从结构到文本及其
界外

（俄罗斯）
安德烈·
戈尔内赫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２０

心何以安系列丛书

５６４９⁃１９１５⁃３ 心何以安．超越死亡 胡山林 ３２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１８⁃４ 心何以安．不惑之惑 胡山林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１７⁃７ 心何以安．人生意义 胡山林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１４⁃６ 心何以安．人本困境 胡山林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３０⁃６ 心何以安．化解苦难 胡山林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１３⁃９ 心何以安．心安是家 胡山林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５６４９⁃３２１９⁃０ 周大新作品研究 刘钦荣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０９⁃４ 孙方友研究 杨文臣
编著 １６ ６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０８⁃７ 苏金伞研究 樊会芹
编著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２８⁃５ 柳建伟研究 王　 丹
编著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０３·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８１６⁃２ 魏巍研究 刘家民
编著 １６ ９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９２⁃９ 宗璞研究 徐洪军
编著 １６ ８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７４⁃５ 周同宾研究
吕东亮
梁玉洁
编著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７６⁃９ 李准研究 王雨海
编著 １６ ７７．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７５⁃２ 姚雪垠研究 禹权恒
编著 １６ ７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７７⁃６ 乔典运研究 王海涛
编著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０８⁃６ 叶楠研究 陶广学
编著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０９⁃２ 周大新研究（中原作家群研
究资料丛刊） 沈文慧 １６ ６１．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９０５⁃４ 二月河研究（中原作家群研
究资料丛刊） 吴圣刚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９０６⁃１ 田中禾研究（中原作家群研
究资料丛刊） 徐洪军 １６ ５２．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９０７⁃８ 李洱研究（中原作家群研究
资料丛刊） 王雨海 １６ ５９．５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９０１⁃６ 刘震云研究（中原作家群研
究资料丛刊） 禹权恒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９０８⁃５ 墨白研究（中原作家群研究
资料丛刊） 杨文臣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９２０⁃７ 阎连科研究（中原作家群研
究资料丛刊） 方志红 １６ ７２．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９０３⁃０ 白桦研究（中原作家群研究
资料丛刊） 陶广学 １６ ６８．５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９０４⁃７ 刘庆邦研究（中原作家群研
究资料丛刊） 杜　 昆 １６ ５７．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８９９⁃６ 张一弓研究（中原作家群研
究资料丛刊） 吕东亮 １６ ４６．５０ 现供 １

·１３·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９２１⁃４ 李佩甫研究（中原作家群研
究资料丛刊） 樊会芹 １６ ６９．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９００⁃９ 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中
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李　 群 １６ ７３．５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９０２⁃３ 张宇研究（中原作家群研究
资料丛刊） 杨文臣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１

“深扎”文丛

５６４９⁃３５６４⁃１ 宋都传奇 甘桂芬 ３２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２０⁃３ 一个人的县城 张运涛 ３２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１４⁃２ 蔽芾甘棠 孟红梅 ３２ ５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１８⁃０ 当家人 墨　 白 ３２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１６⁃３ 凝视 蓝　 蓝 ３２ 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１７⁃３ 大地之华 萍　 子 ３２ ４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１７⁃０ 燃烧的黑石头 秦湄毳 ３２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３９⁃９ 壶里怀梦 孙青瑜 ３２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１５⁃９ 震旦鸦雀 冯　 杰 ３２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１６⁃６ 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 赵　 瑜 ３２ ２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３０⁃９ 我常常为困惑而写 乔　 叶 ３２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５２⁃７ 那年好大雪 王剑冰 ３２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９４⁃４ 生日写给母亲 琳　 子 ３２ ３６ 现供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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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３１９⁃７ 朋友们 何　 弘 ３２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３８⁃２ 九霄环珮 丁　 晨 ３２ ３５ 现供

三峡青年文艺批评家丛书

５６４９⁃３５９４⁃８ “中生代”诗歌研究 刘　 波 ３２ ４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０２⁃０ 施洗约翰的激情：胡风文艺
思想探究 孔育新 ３２ ３５ 现供

文学、记忆与口述历史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５６４９⁃３０２２⁃６ 谈美书简 朱光潜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７６⁃６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斯
陀夫人 １６ ２３．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８２⁃７ 我的大学 （苏）
高尔基 １６ １８．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６５⁃０ 伊索寓言 （古希腊）
伊索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７１⁃１ 在人间 （苏）
高尔基 １６ ２３．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７３⁃５ 繁星·春水 冰　 心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６９⁃８ 格列佛游记
（英）乔纳
森·斯威

夫特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７９⁃７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法）
莫泊桑 １６ ２３．８０ 现供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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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８８７⁃２ 木偶奇遇记
（意）
卡洛·
科洛迪

１６ １８．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７８⁃０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俄罗斯）
契诃夫 １６ ２３．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８０⁃３ 神秘岛
（法）
儒勒·
凡尔纳

１６ １８．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８４⁃１ 列那狐的故事 （法）Ｍ．Ｈ．
吉罗夫人 １６ ２３．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６３⁃６ 柳林风声
（英）肯尼
斯·格雷

厄姆
１６ １８．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７７⁃３ 鲁滨逊漂流记 （英）丹尼
尔·笛福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６８⁃１ 骆驼祥子 老　 舍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７２⁃８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
·莫德·
蒙哥马利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６１⁃２ 绿野仙踪
（美）莱曼
·弗兰克
·鲍姆

１６ １８．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６７⁃４ 秘密花园

（美）弗朗
西丝·

霍奇森·
伯内特

１６ １８．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８１⁃０ 小公主

（美）弗朗
西丝·霍
奇森·伯

内特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９３⁃６ 小桔灯 冰　 心 １６ ２３．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６０⁃５ 小王子 （法）圣埃
克苏佩里 １６ ２３．８０ 现供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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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９⁃２９５９⁃６ 宝葫芦的秘密 张天翼 １６ １８．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４３⁃８ 童年
［苏联］
高尔基著
孙继忠译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６２⁃９ 边城 沈从文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７４⁃２ 草原上的小木屋
（美）劳拉·
英格尔斯·

怀德
１６ ２３．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８６⁃５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６２⁃６ 朝花夕拾 鲁　 迅 １６ １８．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６４⁃３ 城南旧事 林海音 １６ ２３．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０１⁃８ 捣蛋鬼日记 （意）万巴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５９⁃９ 海底两万里 （法）儒勒·
凡尔纳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７５⁃９ 呼兰河传 萧　 红 １６ ２３．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６６⁃７ 寄小读者 冰　 心 １６ ２３．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７０⁃４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美）海
伦·凯勒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８５⁃８ 金银岛

（英）罗伯
特·路

易斯·斯
蒂文森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９６⁃７ 镜花缘 （清）
李汝珍 １６ ４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８３⁃４ 苦儿流浪记 （法）埃克
多·马洛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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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９⁃２８４２⁃１ 简·爱

［英］
夏洛蒂·
勃朗特著
张金红译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４９⁃０ 名人传

［法］
罗曼·
罗兰著

韩振铭译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４８⁃３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
马克·
吐温著

周冬霞译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４７⁃６ 昆虫记
［法］

法布尔著
李璐璐译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４５⁃２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
尼·奥斯
特洛夫
斯基著

孙继忠译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４４⁃５ 培根随笔

［英］
弗兰西斯
·培根著
张金红译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３４⁃６ 爱的教育

［意］
亚米契斯

著
刘广如译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弦歌不辍：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丛书顾问：潘懋元　 丛书主编：刘海峰）

５６４９⁃２０８３⁃８ 抗战烽火中的河南大学 陈宁宁 １６ ５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２３⁃１ 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党委宣传
部、南开
大学校史
研究室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５２⁃４ 抗战烽火中的武汉大学 涂上飙
刘　 昕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８４⁃５ 抗战烽火中的厦门大学 石慧霞 １６ ３４．００ 现供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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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访秋文集

５６４９⁃１２９０⁃１ 任访秋文集．日记 任访秋 １６ ２９０．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２８９⁃５ 任访秋文集．近代文学研究 任访秋 １６ １７５．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２８８⁃８ 任访秋文集．现代文学研究 任访秋 １６ １２０．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２８７⁃１ 任访秋文集．古代文学研究 任访秋 １６ ３７０．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２８６⁃４ 任访秋文集．未刊著作三种 任访秋 １６ ２００．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２８５⁃７ 任访秋文集．集外集 任访秋 １６ １１５．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２８４⁃０ 任访秋文集．鲁迅研究 任访秋 １６ ８０．００ 现供 １

樊粹庭文集

５６４９⁃０９９０⁃１ 创作剧目 （上） （樊粹庭文
集） 樊粹庭 １６ ９６．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０９９０⁃１ 创作剧目 （中） （樊粹庭文
集） 樊粹庭 １６ ９６．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０９９０⁃１ 创作剧目 （下） （樊粹庭文
集） 樊粹庭 １６ ９６．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０９９０⁃１ 改编剧目 （上） （樊粹庭文
集） 樊粹庭 １６ ９６．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０９９０⁃１ 改编剧目 （下） （樊粹庭文
集） 樊粹庭 １６ ９６．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０９９０⁃１ 手札评鉴（樊粹庭文集） 樊粹庭 １６ １００．００ 现供 １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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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凤文集

５６４９⁃１５４３⁃８ 李白凤诗词集 李白凤 １６ ５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５４４⁃５ 李白凤小说集 李白凤 １６ ６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５４２⁃１ 李白凤新诗集 李白凤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５６４９⁃０４５０⁃０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托尼·
本呢特 特 １６ ２３．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３６０⁃２ 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 安吉拉·
默克罗比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９

５６４９⁃０２７８⁃０ 蒂利希：生命的诠释者 维尔纳·
叔斯勒 特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２３８⁃４ 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本·
阿格 特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５６⁃８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
文论 马　 驰 特 １６ ３４．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５１⁃６ 文化身份问题研究
斯图亚特
·霍尔

保罗·杜
盖伊　 　

特 １６ 估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４２⁃４ 互联网怎么了？
（美）马克
·波斯特
易容译　

特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９２⁃２ 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
矛盾 黄力之 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７９⁃１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 宫留记 特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７０⁃１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英］雷蒙
德·威廉
斯著　 　
王尔勃
周莉译

特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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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９⁃０１４６⁃２ 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
批评 章　 辉 特 １６ ４０．００ 现供

文化研究丛书

５６４９⁃２１６３⁃７ 文化理论：关键概念
（英）

安德鲁·
埃德加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８８０⁃４ 文化研究：批评导论
（新西兰）
西蒙·
杜林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４８⁃１ 从道教到爱因斯坦：中日思
想“气”与“理”概述

（瑞典）
奥洛夫·

李丁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３６⁃１ 在文化研究中做研究
（英）
泼拉·
苏科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２６⁃８ 文化差异

（德）沃
尔夫冈·
弗里茨·

豪格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０１⁃３ 伯明翰学派与媒介文化研究 章　 辉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７９⁃７ 基于马克思及基文化的文学
研究 李志雄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３８⁃１ 艺术心理与有意识大脑的进
化

（美）罗
伯特·
索尔索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河南经济通史

５６４９⁃０８４７⁃８ 古代河南经济史（上） 薛瑞泽 １６ ６７．００ 现供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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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７３７⁃２ 古代河南经济史（下） 程民生
等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６３７⁃５ 近代河南经济史（上） 苏全有
等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６３８⁃２ 近代河南经济史（下） 黄正林
等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７７６⁃１ 现代河南经济史 孙建国
等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现代斯拉夫文论大家丛书

５６４９⁃０５５６⁃９ 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 周启超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０

开封文化丛书

８１０９１⁃３４６⁃１ 古都开封 周宝珠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１７

５６４９⁃０５２７⁃９ 汴梁识小 李长傅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０５２３⁃１ 宋朝暖水瓶 赵中森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５

于安澜书画学四种

８１０９１⁃７５９⁃９ 画论丛刊（线装） 于安澜 １６ １３０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７０⁃４ 画史丛书（线装） 于安澜 １６ ２４０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６０⁃５ 画品丛书（线装） 于安澜 １６ ４８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６２⁃６ 书学名著选（线装） 于安澜 １６ ４８０．００ 现供

·０４·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于安澜书画学四种（简装本）

５６４９⁃１８００⁃２ 画品丛书 于安澜 １６ ９８．００ 现供 ６

５６４９⁃１８０３⁃３ 画论丛刊 于安澜 １６ ２６０．００ 现供 ２

５６４９⁃１８０１⁃９ 画史丛书 于安澜 １６ ４８０．００ 现供 １

５６４９⁃１８０２⁃６ 书学名著选 于安澜 １６ ９５．００ 现供 ６

新中国学案丛书

８１０９１⁃９８８⁃３ 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
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

王彦辉
薛洪波 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９０⁃６ 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
突———阶级观点问题研究

王学典
牛方玉 特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９１⁃３ 生存与抗争的诠释———中国
农民战争史研究 臧知非 特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９２⁃０ 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
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

李振宏
刘克辉 特 １６ ４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９３⁃７ 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
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 何晓明 特 １６ ３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９４⁃４ 突破重围———中国早期现代
化研究

郭世佑
邱　 巍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９５⁃１ 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
史理论问题研究 王先明 特 １６ ３７．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９６⁃８ 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
问题研究 周祥森 特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探索千古之谜———中国文明
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 范毓周 特 １６ 估 ４２．００ 现供

趋近历史之路的探寻———历
史主义问题研究 蒋大椿 特 １６ 估 ４６．００ 现供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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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经典译丛

５６４９⁃０１６０⁃８ 问题与观点———２０ 世纪文学
理论综述

马克·昂
热诺 让·
贝西埃　
杜沃·佛
克马　 　
伊娃·库
什纳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５９⁃２ 诗学史（上、下）
让·贝西
埃 伊·库
什纳 罗·
莫捷尔等

特 １６ ９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６４⁃３ “甘甜”与“光明”
（英）
马修·
阿诺德

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１２１⁃９ 言语行为哲学

（法）阿兰
·米哈伊
尔·苏波
特尼克著
史忠义译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０１５⁃６ ２０ 世纪的文学批评
（法）让－
伊夫·塔
迪埃著　
史忠义译

特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２３⁃４ 热奈特论文选
批评译文选

热拉尔·
热奈特著
史忠义译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６９⁃５ 论文学作品
罗曼·

英加登著
张振辉译

特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７９６⁃４ 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
马塞尔·
雷蒙著

邓丽丹译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汉文化研究丛书

５６４９⁃１１３５⁃５ 汉代乐舞百戏考述 季　 伟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８８３⁃１ 汉画像的社会学研究 郑先兴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８４⁃８ 汉画像神灵图像考述 牛天伟
金爱秀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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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９⁃０１８１⁃３ 汉画像砖造型艺术 李国新 ３２ ４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８０⁃６ 汉画像石造型艺术 杨絮飞 ３２ ４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８１⁃７ 汉代思想史专题论稿 郑先兴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８２⁃４ 张仲景中医文化研究 刘太祥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９０⁃９ 汉代音乐文化研究 冯建志等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河南大学学术出版基金

５６４９⁃０２０２⁃５ 资本：社会实践工具
———布尔迪厄的资本论 宫留记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６６４⁃１ 唐代诚信思想研究 苏士梅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４５⁃５ 中西方视域下的领导理论 汪来杰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４７９⁃１ 玄奘集编年校注 闫小芬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３３６⁃７ 清末立宪与国家建设的困境 郭绍敏 １６ ２８．５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６４⁃７ 教育叙事价值研究 林德全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４５４⁃８ 三苏蜀学思想研究 叶　 平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０３７７⁃０ 新课程音乐课标实验教材全
析 冯　 亚 特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００３３⁃５ 三玄与诠释———诠释学视域
下的魏晋玄学研究 臧要科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０８⁃３ 魏文帝曹丕传论 宋战利 特 １６ ３３．００ 现供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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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４１⁃８４７⁃８ 近代西方刑法学派之争 郝守才
等 特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８３⁃７ 张籍研究 焦体检 特 １６ ３３．００ 现供

学术批评书系

５６４９⁃３００３⁃５ 天道与人道———中国新文学
创作与研究反思 王兆胜 １６ ７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０３⁃８ 理论的历险 朱立元 特 １６ ４３．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００６８⁃７ 思想的余烬 刘复生 特 １６ ４０．５０ 现供 １１

５６４９⁃０４４６⁃３ 意识形态与百年文学 武新军 特 １６ ４７．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００２１⁃２ 彼黍 何向阳 特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０４⁃５ 优美与危险 南　 帆 特 １６ ４２．５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５８⁃６ 盈尺集 董之琳 特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４８⁃７ 灵魂的未来 西　 渡 １６ ５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４７⁃０ 灵魂在下边 敬文东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９３⁃０ 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 吴励生 １６ ５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４０⁃１ 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 周祥森 特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１８⁃５ 学术随感录 陈平原 特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２１⁃９ 现代文学研究论衡 解志熙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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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９１⁃３５０⁃Ｘ 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 杨玉圣 ３２ ５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１６９ 学术规范读本 杨玉圣 １６ ７８．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９１⁃４０９⁃Ｘ 史学评论 杨玉圣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３９⁃１ 见微知著———中国学界学风
透视 李醒民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１４

读莎楼小书

８１０９１⁃９５１⁃７ 为了莎士比亚 刘炳善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５５⁃５ 忆念与杂记 刘炳善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４３⁃２ 译事随笔 刘炳善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５２⁃４ 随感录 刘炳善 ３２ １９．８０ 现供

娜拉言说书系

５６４９⁃０５２４⁃８ 历史莽原中的这一半与另一
半 李红真 特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０４４７⁃０ 末竟的审美之旅 赖翅萍 特 １６ ３５．５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９５７⁃９ 电视剧叙事：传播与性别 张兵娟 ３２ ４９．４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７８⁃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
的主体建构 杨　 珺 ３２ ３３．５０ 现供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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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９１⁃７１２⁃４
禁锢的灵魂与挣扎的慧心
———晚明至民国女性创作主
体意识研究

王　 萌 ３２ ３２．５０ 现供

白寿彝文集

８１０９１⁃４７６⁃５ 白寿彝文集（第 １ 卷）论中国
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 白寿彝 ３２ ５１．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９１⁃４７７⁃２ 白寿彝文集（第 ２ 卷）中国伊
斯兰教存稿 白寿彝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６１５⁃８ 白寿彝文集（第 ３ 卷）民族宗
教论集（上下） 白寿彝 ３２ １１５．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９１⁃６２１⁃９
白寿彝文集（第 ４ 卷）中国史
学史校本初稿、《史记》新论、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

白寿彝 ３２ ６４．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９１⁃３９０⁃４ 白寿彝文集（第 ５ 卷）中国史
学史论 白寿彝 ３２ ７８．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９１⁃４７８⁃９ 白寿彝文集（第 ６ 卷）历史教
育·序跋·评论 白寿彝 ３２ ６３．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９１⁃４７９⁃６ 白寿彝文集（第 ７ 卷）朱熹撰
述丛考、中国交通史 白寿彝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１０

国学新读本丛书

５６４９⁃３３７５⁃３ 容斋随笔 张富祥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５３⁃８ 韩愈集（国学新读本第三辑
之一种）

刘真伦
岳　 珍 １６ ５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３９⁃２ 周易 龚留柱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５７⁃３ 新论 臧知非 １６ ４０ 现供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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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９⁃３５８６⁃３ 通书 张文瀚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４７⁃２ 《校邠庐抗议》简注通说 刘克辉
戴宁淑 １６ ４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６０⁃６ 《搜神记》简注通说 王利锁 特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２０⁃１ 《龚自珍集》简注通说 曹志敏 特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１９⁃５ 《论语集注》简注通说 梁振杰 特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５２⁃１ 《六祖坛经》简注通说 姚彬彬 特 １６ ３３．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７２⁃９ 《王安石集》简注通说 张富祥
李玉诚 特 １６ ４４．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８３⁃６ 《正蒙》简注通说 苏士梅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０８⁃３ 《新书》简注通说 徐　 莹 特 １６ ４３．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８４⁃３ 《大学中庸集注》简注通说 梁振杰 特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４６⁃１ 《明夷待访录》简注通说 赵轶峰 特 １６ ３１．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８２⁃９ 《新语》简注通说 李振宏 特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５６⁃０ 《文中子》简注通说 王路曼
池　 桢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１５⁃１ 《近思录》简注通说 路新生 特 １６ ４４．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７７⁃２ 《焚书》简注通说 李竞艳 特 １６ ７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５７⁃７ 《贞观政要》简注通说 苏士梅 特 １６ ４３．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４０⁃８ 《颜氏家训》简注通说 郭宝军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７４·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６７８⁃８ 《商君书》简注通说 徐　 莹 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４５２⁃４ 《史通》简注通说 李振宏 特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９

５６４９⁃０４５１⁃７ 《老子》简注通说 曹　 峰 特 １６ ２４．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１０６⁃１ 《春秋繁露》简注通说 曾振宇 特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５５⁃１ 《诗经》简注通说 梁锡锋 １６ ４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４３⁃８ 《论语》简注通说 臧知非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５６⁃８ 《尚书》简注通说 姜建设 １６ ４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４２⁃１ 《国语》简注通说 郑慧生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３７⁃７ 《孔子家语》简注通说 杨朝明 １６ ４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４１⁃４ 《山海经》简注通说 郑慧生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４９⁃０ 《墨子》简注通说 苏凤捷
程梅花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５１⁃３ 《孟子》简注通说 何晓明
周春健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３８⁃４ 《庄子》简注通说 曹础基 １６ ５１．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４４⁃５ 《荀子》简注通说 杨朝明 １６ ４７．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５０⁃６ 《韩非子》简注通说 赵　 沛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５８⁃２ 《孙子兵法》简注通说 赵国华 １６ １７．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４０⁃７ 《楚辞》简注通说 李中华
邹福清 １６ ３４．００ 现供

·８４·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７５７⁃５ 《潜夫论》简注通说 王　 健 １６ ３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３９⁃１ 《文心雕龙》简注通说 戚良德 １６ ４１．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８７⁃５ 《淮南子》简注通说 杨有礼 １６ ８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８８⁃２ 《战国策》简注通说 张彦修 １６ ８３．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１３⁃４ 《礼记》简注通说 杨天宇 １６ ９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８９⁃２ 《吕氏春秋》简注通说 张富祥 １６ ８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２５⁃０ 《世说新语》简注通说 赵成林
陈艳注 １６ ６７．００ 现供

百年河大国学旧著新刊

５６４９⁃３５５９⁃７ 论语新探 赵纪彬 ３２ ５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５８０⁃３ 《白石道人歌曲》译谱新注 高　 文
丁纪园 ３２ ５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６６７⁃２ 中国文学史新编（百年河大
国学旧著新刊） 张长弓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６

５６４９⁃０９３９⁃０ 汉魏六朝韵谱 于安澜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７

５６４９⁃１０２５⁃９ 氈椎闲话 武慕姚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３７８⁃７ 红学二百年 李春祥 ３２ ４３．００ 现供 ８

５６４９⁃０２７２⁃４ 中国文学概论 段凌辰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３０⁃０ 《文心雕龙》选讲 温绎之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６

·９４·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１０７⁃３ 中国救荒史 邓云特 ３２ ３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６２⁃９ 《长江集》新校 李嘉言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６４⁃３ 东夷杂考 李白凤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５３⁃７ 《宋会要辑稿》考校 王云海 ３２ ３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８０⁃３ 《天问》研究 孙作云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６１⁃２ 高适岑参选集 高　 文
王刘纯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５２⁃０ 《花间集》校注 华钟彦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５４⁃４ 唐集叙录 万　 曼 ３２ ４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７１⁃１ 《曾瑞散曲集》校注 李春祥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５２⁃３ 《庆湖遗老诗集》校注 王梦隐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６３⁃６ 晚明思想史散论 嵇文甫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

５６４９⁃２４７４⁃４ 麦克卢汉与媒介生态学
（美）
兰斯·

斯特拉特
３２ ３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３９４⁃７ 全球的美国———全球化的文
化后果

乌尔里
希· 贝
克等

３２ ４４．００ 现供 ７

５６４９⁃０６３９⁃９ 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意识形态 孔明安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３

·０５·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７８６⁃５ 儒学与后现代视域：中国与
海外 黄卓越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５３⁃４ 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
瑞安·毕晓

普等著
戴阿宝译

３２ １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８９⁃６ 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 汝　 信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８５⁃８ 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 徐友渔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９０⁃２ 后儒学转向 金惠敏 ３２ ９．００ 现供

追求卓越丛书

８１０９１⁃７６７⁃４ 飞舞的灵感：当代美国诗歌
精选 谢艳明 １６ ２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６８⁃１ 时代的强音：名人演讲及访
谈精选 谢艳明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６９⁃８ 卓越的人生：名人小传记精
选 谢艳明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６６⁃７ 无尽的回味：人生哲理美文
精选 谢艳明 １６ ２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７８⁃０ 鲜活的记忆：ＢＢＣ 美文精选 谢艳明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７７⁃３ 经典的回声：莎士比亚戏剧
故事选

谢艳明
郑玉萍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９１⁃９ 心灵的私语：名人书信精选 谢艳明 １６ ２０．００ 现供

小红楼论学文丛

８１０９１⁃７８１⁃０ 童庆炳谈文学观念 童庆炳 ３２ １２．００ 现供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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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７９２⁃６ 童庆炳谈文体创造 童庆炳 ３２ 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８７⁃２ 童庆炳谈审美心理 童庆炳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８８⁃９ 童庆炳谈古典诗学 童庆炳 ３２ １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９３⁃３ 童庆炳谈《文心雕龙》 童庆炳 ３２ １４．００ 现供

当代学术文化随笔

８１０９１⁃９４０⁃１ 失去砝码的天平———思想史
书写的尴尬 张宝明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５４⁃１ 文字中的历史 程光炜 ３２ １７．５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５６４⁃９ 错落的时空 王　 光 ３２ ２５．３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５５３⁃３ 文学的风景 孟繁华 ３２ ２０．５０ 现供 １３

“学术精舍”书系

５６４９⁃０９４０⁃６ 学理与激情———刘思谦自选
集 刘思谦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９１⁃８０２⁃２ 钱谷融论学三种 钱谷融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７６⁃６ 词语诗学：复眼 刘　 恪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９４⁃０ 词语诗学：空声 刘　 恪 １６ ３９．８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７７⁃９ “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
作家心路纪程 刘思谦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７８⁃６ 隐喻 耿占春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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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文书系

５６４９⁃２３４３⁃３ 鬼境———刘学林自选集 刘学林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６９⁃８ 诗歌的乌鸦时代 汪剑钊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６６⁃３ 梦境、幻想与记忆 墨　 白 １６ ５９．００ 现供 ９

５６４９⁃００７０⁃０ 游心集———陈众议自选集 陈众议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９

５６４９⁃０３３７⁃４ 返本与开新 党圣元 １６ ５０．００ 现供 １１

８１０９１⁃９５０⁃０ 隐匿的整体———程巍自选集 程　 巍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３６⁃３ 耳镜———刘恪自选集 刘　 恪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３５⁃６ 此时此地———萧开愚自选集 萧开愚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诗说中国五千年

８１０４１⁃８４６⁃７ 诗说中国五千年·宋辽夏金
元卷

吴河清
李永贤 特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１４７⁃３ 诗说中国五千年·民国卷 孟庆琦 特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９１⁃２８９⁃５ 诗说中国五千年·隋唐五代
部分 杨国安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４１⁃７８３⁃５ 诗说中国五千年·晚清卷 王宏斌 特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０４３⁃１ 诗说中国五千年·明清卷 范沛维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４２０⁃０ 诗说中国五千年·先秦汉魏
晋南北朝

王利锁
孔漫春 特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３５·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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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长城 文化抗战”丛书

５６４９⁃３３０６⁃７ 抗战时评 李良志 １６ ３８．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３⁃６ 抗战信札 李良志 １６ ６８．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８９⁃３ 抗战照片 张庆军
高　 丽 １６ ３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０⁃５ 抗战漫画 张明学 １６ ３６．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８８⁃６ 抗战歌曲 张国强
李法桢 １６ ３５．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１⁃２ 抗战戏剧 田本相 １６ ３９．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２⁃９ 抗战电影 田本相 １６ ２８．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９０⁃９ 抗战版画 肖　 红 １６ ３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０４⁃３ 抗战诗歌 刘增杰 １６ ３７．５ 现供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石头说话丛书

８１０９１⁃３６１⁃１ 抗战诗歌 刘增杰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６１⁃９ 抗战照片 张庆军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６３⁃８ 抗战电影 田本相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６４⁃６ 抗战海报 王晓华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６２⁃Ｘ 抗战戏剧 田本相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６６⁃２ 抗战时评 李良志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４５·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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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陀文集

５６４９⁃０９９７⁃０ 师陀全集续编 刘增杰
解志熙 １６ １５０．００ 现供 ３

８１０９１⁃１３５ 师陀全集第一卷（短篇小说）
上、下 师　 陀 １６ ７６．８０ 现供 ３

８１０９１⁃１３６ 师陀全集第二卷（中长篇小
说）上、下 师　 陀 １６ ６５．００ 现供 ３

８１０９１⁃１３７ 师陀全集第三卷 （散文、诗
歌）上、下 师　 陀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４

８１０９１⁃１３８ 师陀全集第四卷（戏剧、电影
剧本） 师　 陀 １６ ４３．６０ 现供 ３

８１０９１⁃１３９ 师陀全集第五卷 （书信、日
记、论文、附编卷） 师　 陀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３

文艺风云书系

５６４９⁃２６５６⁃４ 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 刘锡诚 １６ １４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３５⁃９ 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１９６６－
１９７６） 刘福春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３３⁃２ 人文学的想象力 贺桂梅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０１⁃４ 文学与历史叙述 洪子诚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１８⁃９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
思想解放运动记事 徐庆全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１３⁃８ 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
“主旋律”小说研究 刘复生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３９⁃５ 户县农民画沉浮录 段景礼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３２⁃８ 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 程光炜 １６ ２２．００ 现供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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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９１⁃１８７ 周扬论 支克坚 １６ ３４．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９１⁃２３７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 王家平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２９８ 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 祝克懿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３

８１０９１⁃５３６⁃３ 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
垠的世纪纷争 吴永平 特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０

孙作云文集

８１０４１⁃７３０ 孙作云文集（第 １ 卷）楚辞研
究（上、下） 孙作云 １６ ６６．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４１⁃７３１ 孙作云文集（第 ２ 卷）诗经研
究 孙作云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４１⁃９３６ 孙作云文集（第 ３ 卷）中国古
代神话传说研究（上、下） 孙作云 １６ ７２．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４１⁃９３５ 孙作云文集（第 ４ 卷）美术考
古与民俗研究 孙作云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４

新思潮文档丛书

８１０９１⁃３３６⁃０ 现代性中国 张颐武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０７ 新左派 陈燕谷 ３２ 估价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０５ 媒介哲学 王岳川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９

８１０９１⁃０８７ 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 陶东风 ３２ ２７．００ 现供 ９

８１０９１⁃０８８ 全球化与身份危机 陈定家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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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９１⁃０８５ 后现代主义 陈晓明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９

８１０９１⁃１０２ 身体的文化政治学 汪民安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１１

８１０９１⁃０８６ 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 金元浦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９

客家文化研究丛书

８１０９１⁃３６０⁃３ 太平天国与客家 刘佐泉 １６ ３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１４１ 飘洋过海的客家人 罗英祥 １６ ３３．８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１８⁃６３７ 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 刘佐泉 １６ ４３．８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１２６ 客家迁移万里寻踪 大河报社 １６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８

回望周作人丛书

８１０９１⁃１９４ 知堂先生 孙　 郁
黄乔生 异 １６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９１⁃１９５ 周氏兄弟 孙　 郁
黄乔生 异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９１⁃１９６ 国难声中 孙　 郁
黄乔生 异 １６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９１⁃１９７ 致周作人 孙　 郁
黄乔生 异 １６ １９．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９１⁃１９８ 其文其书 孙　 郁
黄乔生 异 １６ １９．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９１⁃１９９ 是非之间 孙　 郁
黄乔生 异 １６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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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９１⁃２００ 研究述评 孙　 郁
黄乔生 异 １６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９１⁃２０１ 资料索引 孙　 郁
黄乔生 异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１

８１０９１⁃２０２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鲍耀明 异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０

宋代纪实小说《满江红》

５６４９⁃１６２２⁃０

转战湖汉 王曾瑜

扬威南北 王曾瑜

忠贯天日 王曾瑜

大江风云 王曾瑜

关山怅望 王曾瑜

靖康奇耻 王曾瑜

河洛悲歌 王曾瑜

１６ ２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６

宋代研究丛书

５６４９⁃３１１０⁃０ 宋代金石图谱研究 史正浩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１１⁃７ 北宋书画鉴藏探究 赵　 娟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４１⁃０ 宋史研究论文集（２０１２）
邓小南
程民生
苗书梅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００５１⁃９ 宋代陶模 魏跃进 １６ １８０．００ 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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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９１⁃７０１⁃８ 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 平田茂树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３６５⁃０ 北宋诗学 张海鸥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１３⁃４ 《中书备对》辑佚校注 马玉臣 １６ ４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１８⁃７６２ 宋代东京研究 周宝珠 大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７

８１０１８⁃７６０ 宋代地域经济 程民生 大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２８９ 宋代监察制度 贾玉英 大 ３２ １９．５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３１１ 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 苗书梅 大 ３２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７６２ 宋代地域文化 程民生 大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１８⁃７６２ 宋代司法制度 王云海 大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１８⁃７２７ 宋代教育 苗春德 大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３１４ 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 周宝珠 大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１８⁃７２４ 宋代文化史 姚瀛艇 大 ３２ ３４．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９５１ 黄庭坚与宋代文化 杨庆存 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９６１ 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 曹家齐 大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１１

８１０４１⁃９３８ 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
研究 王曾瑜 大 ３２ ４２．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９１⁃０５５ 成圣之道———北宋二程修养
工夫论之研究 温伟耀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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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９１⁃３５７⁃３ 宋代绘画研究 邓乔彬 ３２ ４２．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３６８ 宋代文学通论 王水照 大 ３２ ２７．５０ 现供 ９

读书人要看的书—藏书票

８１０９１⁃２６５ 藏书票风景———收藏卷 吴兴文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２６６ 藏书票风景———创造卷 鲁　 迅
博物馆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２６４⁃Ｘ 藏书票风景———文献卷 李云经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２０

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

８１０４１⁃５１５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 翁有为 大 ３２ ３１．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５２１ 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 陈景良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５２３ 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程　 凯 大 ３２ ３４．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５３１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 李明山 大 ３２ ３６．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５３３ 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史 秦英君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５２９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 于化民 大 ３２ ３５．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５１７ 当代中国统战思想史 蒋建农 大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５１９ 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 李占才 大 ３２ ４３．００ 现供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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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４１⁃５２７ 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 谢益显 大 ３２ ３４．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５２５ 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 李慈健 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８

世纪之门文艺时评丛书

８１０４１⁃９０１ 郎绍君美术时评 郎绍君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４１⁃８４９ 尹鸿电影时评 尹　 鸿 大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９１０ 廖奔戏剧时评 廖　 奔 大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４１⁃８５１ 陈晓明小说时评 陈晓明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８５０ 程光炜诗歌时评 程光炜 大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１６

中国古版画丛书

８１０９１⁃１６３⁃５ 陈洪绶版画 萧云从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１６５⁃１ 任熊版画 任　 熊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１６４⁃３ 萧云从版画 萧云从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１６１ 唐诗画谱 张宏宇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１６０ 古典文学版画（戏曲一、二、
小说·杂著、人物像传）四册 张满弓 １６ １１２．００ 现供 ３

８１０９１⁃１６２ 诗馀画谱 张宏宇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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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典文化丛书

８１０９１⁃１７１ 春秋弦歌———《左传》与中国
文化 龚留柱 大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４６ 平民理想———《墨子》与中国
文化 苏凤捷 大 ３２ ３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１７ 人伦本原———《孝经》与中国
文化 臧知非 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７１９ 法典之王———《唐律疏议》与
中国文化 徐永康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７２４ 文论原典———《文心雕龙》与
中国文化 臧良德 大 ３２ ３１．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１７７ 中华第一经———《周易》与中
国文化 宋会群 大 ３２ ２７．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１９２ 教化百科———《诗经》与中国
文化 孙克强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１９３ 经国治民之典———《周礼》与
中国文化 郝铁川 大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１９４ 哲人的智慧———《老子》与中
国文化 高秀昌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１５９ 圣人箴言录———《论语》与中
国文化 李振宏 大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０８２ 武学圣典———《孙子兵法》与
中国文化 龚留柱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１５８ 亚圣思辨录———《孟子》与中
国文化 何晓明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１９５ 逍遥之祖———《庄子》与中国
文化 白本松 大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１６０ 外王之学———《荀子》与中国
文化 张曙光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１９６ 中国帝王术———《韩非子》与
中国文化 王宏斌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５０６ 史家绝唱———《史记》与中国
文化 邓鸿光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５０５ 史家绝唱———《史记》与中国
文化 邓鸿光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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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４１⁃５１３ 诸经总龟———《春秋》与中国
文化 周德钊 大 ３２ ２７．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５１２ 诸经总龟———《春秋》与中国
文化 周德钊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５０３ 管理宝典———《管子》与中国
文化 袁　 闯 大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５０４ 管理宝典———《管子》与中国
文化 袁　 闯 大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５１１ 纵横家书———《战国策》与中
国文化 张彦修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５１０ 纵横家书———《战国策》与中
国文化 张彦修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５００ 人仙之间———《抱朴子》与中
国文化 徐仪明 大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４８３ 人仙之间———《抱朴子》与中
国文化 徐仪明 大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４９９ 医学圣典———《黄帝内经》与
中国文化 王庆宪 大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４８２ 医学圣典———《黄帝内经》与
中国文化 王庆宪 大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４５３ 礼乐渊薮典———《礼记》与中
国文化 黄宛峰 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５０３ 礼乐渊薮典———《礼记》与中
国文化 黄宛峰 大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５０７ 词章之祖———《楚辞》与中国
文化 李中华 大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４８４ 词章之祖———《楚辞》与中国
文化 李中华 大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５０９ 星学元典———《历书天官书》
与中国文化 郑慧生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５０８ 星学元典———《历书天官书》
与中国文化 郑慧生 大 ３２ １７．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５０１ 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
中国文化 范学辉 大 ３２ ２７．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５００ 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
中国文化 范学辉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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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４１⁃７２３ 王政全书———《吕氏春秋》与
中国文化 张富祥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７２１ 神话之源———《山海经》与中
国文化 高有鹏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７１７ 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
国文化 杨有礼 大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７２９ 史家龟鉴———《史通》与中国
文化 曾凡英 大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７１０ 政事纲纪———《尚书》与中国
文化 姜建设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０

大众社科丛书

８１０４１⁃８０５ 人类精神之梦———宗教古今
谈 辛世俊 大 ３２ １４．５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４１⁃８０１ 开启真理之门的金钥匙———
趣谈哲理与智慧 王恩荣 大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８０３ 当代中国的旗帜 南俊英 大 ３２ １５．５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８０２ 迈向自由平等的阶梯———人
权漫话 张湘霓 大 ３２ １４．００ 现供 １７

８１０４１⁃８０７ 心灵的奥秘 赵国祥 大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８００ 美丽的美学———艺术与生命
的再发现 刘成纪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３

８１０４１⁃８０４ 伦理学概说 张培强 大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４１⁃８０６ 风云激荡的国际舞台———当
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庞洪铸 大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１５

明伦学术书系

８１０９１⁃３８８⁃３ 现代性与古典传统———论中
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倾向” 武新军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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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３８７⁃５ 晚清狭邪小说新论 侯运华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８９⁃１ 女性叙事的共性与个性———
王安忆·铁凝小说创作比较谈 沈红芳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８５⁃９ 京派小说诗学研究 刘进才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８６⁃７ 中国现代小说范畴论 刘　 涛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６５⁃０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探询———
吴研人小说研究 胡全章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９１⁃４７２⁃３ 再生与流变———现代中国文
学中的古典主义 白春超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９１⁃４６６⁃９
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
———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
的考察

孟庆澍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４

人文、教育系列

５６４９⁃２６８２⁃３ 成功人生九缘论———缘商
ＤＱ 法则与出发点定律 王自文 特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８３⁃７ 经典如是说．修身卷 王　 杰 ３２ ３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２５⁃１ 经典如是说．治国卷 孙　 伟 ３２ ３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１１⁃５ 历代爱国将领诗词故事 侯若愚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１５⁃８ 大学第一课———河南省高校
开学典礼致辞

郑邦山
卢克平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１６⁃５ 社会第一课———河南省高校
毕业典礼致辞

郑邦山
卢克平 １６ ５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４９⁃７ 在期待之中 赵　 琼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１９⁃３ 文史资料话语表———《文史
资料选辑》研究之二 雷　 戈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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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２３４⁃３ 良善家风惠久远———优良家
风家教故事文集

朱伟杰
蔡相龙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４８⁃０ 岁月有痕 聂立清 １６ ５９．５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５６⁃１ 百年书评散论 伍　 杰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５８⁃５ 批评的新视野 王逢振
蔡新乐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３６⁃４ 关注老年痴呆
国际老年
痴呆协会
中国委员
会等编著

特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９０⁃８ 信阳民歌　 信阳民间舞蹈
信阳市非
物质文化
遗产中心
编　 　 　

特 １６ ８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２３⁃３ 现代月子专论 齐　 志 特 １６ ２３．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１９⁃６ 中国控告申诉检察管理模式
研究 张国臣 ３２ ４７．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９３⁃９ 文“化”河南———建言献策一
百篇 戴松成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７２⁃４ 中国版权保护政策研究 李明山 特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２２⁃６ 人生发展与心理营养 郭喜青 特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６９⁃４ 品味 范红伟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２３⁃６ 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 宋应离
刘小敏 特 １６ １３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８６⁃０ 指月 麻天祥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２８⁃８ 揽月 麻天祥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６８⁃５ 书海问舟 隅　 人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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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０３５⁃９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论纲 闫纪建
等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０４⁃５ 优美与危险 南　 帆 特 １６ ４２．５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４６⁃６ 于安澜先生纪念集 张生汉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０２⁃１ 新生 新力 新潮———关于汉
语网络文学的审视与思考 杨剑虹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０３⁃８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作用及低
效成因研究 杜　 琰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８４⁃５ 科学发展观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创新研究 李文山 ３２ ３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７７⁃７ 求是文集 肖新生 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５８⁃６ 盈尺集 董之琳 特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１６６⁃５ 朴斋晚清经济文稿 徐元基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３１⁃５ 华锺彦文集（上中下） 华锺彦 特 １６ １６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６５⁃４ 中国共产党社会公正思想研
究 范广军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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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人文历史、旅游、传记类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黄河文明与
可持续发展

８１０９１⁃９３２⁃６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１ 辑） 苗长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９３３⁃３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２ 辑） 苗长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０６８７⁃０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３ 辑） 苗长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７８３⁃９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４ 辑） 苗长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３０

５６４９⁃１３４２⁃７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５ 辑） 苗长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４５０⁃９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６ 辑） 苗长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０８１７⁃１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７ 辑） 苗长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８１８⁃８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８ 辑） 苗长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２

５６４９⁃１６５９⁃６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９ 辑） 苗长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３３

５６４９⁃１７９８⁃２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１０ 辑） 苗长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３０

５６４９⁃２１８８⁃０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１１ 辑） 苗长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９７⁃８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１２ 辑 苗长虹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７７⁃３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１３ 辑

黄河文明与
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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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４４７⁃７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
１４ 辑

黄河文明
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

中心

１６ ２６ 现供

中西文化比较书系

８１０４１⁃１２１ 差异（第一辑） 金惠敏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２２６ 差异（第二辑） 金惠敏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０２⁃２ 差异（第三辑） 金惠敏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５８⁃８ 差异（第四辑） 金惠敏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９

８１０９１⁃７２３⁃０ 差异（第五辑） 金惠敏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０４４８⁃７ 差异（第六辑） 金惠敏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１２８⁃７ 差异（第七辑） 金惠敏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１

５６４９⁃２２６９⁃６ 差异（第八辑） 金惠敏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近当代社会研究书系

５６４９⁃２９８７⁃９ 中国博物馆 １００ 赵　 梅 １６ ８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７０⁃１ 青年说———第三届中原发展
研究创新奖成果集 耿明斋 １６ ４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０２⁃３ 河南电视纪录片发展研究报
告（２０１８） 高红波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６１⁃８ 地下四合院———河南陕县窑
洞民居 黄黎明 １６ １２９ 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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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４６９⁃０
雷锋精神 薪火相传———“时
代楷模”邓州“编外雷锋团”
的故事

中共邓州
市委宣传
部 王中
献等

１６ ５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１５⁃４ 民国前期中央和地方权力聚
散研究（１９１２－１９２８） 张　 敏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１４⁃１ 抗战时期河南大学流亡办学
口述历史———潭头

赵广军
李　 恒 １６ ６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９６⁃９ 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约戊
戌－五四） 郭国灿 特 １６ ６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５９２⁃６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社团 张莲波 １６ ６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２２⁃４ 中原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发
展研究 田　 烨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４６⁃３ 谈往忆旧录———项城历史上
的人和事

项城
市政协 １６ １３６．００ 现供 ６

５６４９⁃１７５２⁃４ 历史碎片 张常信 １６ ３１．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１４８０⁃６ 辛亥革命与袁世凯 张华腾 １６ １９８．００ 现供 ５

５６４９⁃１３６５⁃６ 胡思庸学术文集 胡思庸 ３２ ２７．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１１１５⁃７ 河南：发现中国历史 Ｇａｒｙ Ｌｅｅ
Ｔｏｄｄ １６ ２２０．００ 现供 ４０

５６４９⁃１０３１⁃０ 读图忆往 时　 勇 １６ ５２．００ 现供 １１

５６４９⁃２０３９⁃５ “家国”：房山常氏家族与近
现代中国 赵广军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７９⁃３ 乡村工作辩证看 黄迁海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７

５６４９⁃１３５８⁃８ 现代化漩涡里的中国 任　 军 １６ ７２．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９１⁃９１９⁃７ 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导论 易晓明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０７·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３５２⁃２ 中西文化概要 刘万云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９１⁃Ｘ 社会学论纲 赵连文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１１２⁃６ 百年家族———项城袁氏家族
资料汇辑

项城市
政协

文史委
１６ ７８．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９１⁃１６６⁃５ 朴斋晚清经济文稿 徐元基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８０⁃８ 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 麻天祥 ３２ ６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１８⁃５８０⁃２ 强权与民声 马小泉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３７⁃９ 科学乎·人文乎 秦英君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８８ 现代性：基本读本 汪民安 １６ ９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１９２⁃９ 中外人文精神钩沉 哲学所 １６ ５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７９５ 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
治与宪政改革 马小泉 大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４１⁃１４９ 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 王广西 大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９１⁃４９５⁃５ 自由与责任：国际社会新闻
自律研究 陈力丹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４８６⁃３ 康有为与近代文化 方志钦 １６ ４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８３⁃７ 张籍研究 焦体检 特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５３⁃３ 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
要求 毛崇杰 特 １６ ７９．００ 现供

传统文化研究

５６４９⁃３３４７⁃０ 韩愈思想研究 刘真伦 １６ ５０ 现供

·１７·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５７５⁃７ 悠悠未了情：我与 《中华大
典》那些事 伍　 杰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１５⁃５ 《抱朴子外篇》政治思想研究 孙向中 １６ ５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２８⁃８ 老子 王明杰 １６ ３６０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７７⁃９ 九歌十论 孙作云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７６⁃２ 从文译九歌谈到古典文学的
翻译问题 孙作云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１８⁃３ 溯源———历史与传说中的三
皇五帝

丁雪峰
丁志理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８６⁃９ 中国传统绘画蕴含的高士文
化和人文情怀 王亚军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９５⁃３ 中原经典神话（彩色版） 孟宪明 ３２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０３⁃８ 中原神话通鉴 张振犁 １６ ２８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６０⁃０ 中国古代少儿诗词诵读 赵丽萍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３２⁃１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关学增
石本立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３３⁃５ 中国神童故事 黄培需 １６ ５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３２⁃８ 中国神童诗 黄培需 特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７８⁃５ 造纸术的历史 东方暨白 特 １６ ６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５７０⁃４ 火药的历史 东方暨白
主编 １６ ６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５７４⁃２ 印刷术的历史 东方暨白 １６ ６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９８⁃１ 清代禁毁小说坊刻研究 王　 颖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２７·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９７８⁃８ 往事越千年———赏宋朝故事
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王笑笛 １６ ３６．９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４１⁃５ 中国传统文化名段名句荟萃·
先秦卷（英汉双语）

孙俊芳
郭先英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９０⁃３ 中国传统文化名段名句荟萃·
两汉至明清卷

孙俊芳
郭先英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５１⁃７ 道德经新译 李明运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４８⁃７ 史海探珠 魏千志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５７⁃３ 巫蛊之祸———西汉中期政坛
秘辛 李　 峰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８９７⁃２ 《左传》如是读 刘子威
顾　 艳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８３７⁃９ 《论语》讲疏 李幸福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１１

５６４９⁃１５０１⁃８ 神话传说与民族记忆 高有鹏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１８６５⁃１ 程遂营讲“六大古都” 程遂营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６９１⁃６ 帝国之殇———秦朝兴亡纵横
谈 李　 峰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１７３２⁃６ 汉代史学思想史 郑先兴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０６７３⁃３ 中古黄河中下游环境、经济
与社会变动 李文涛 １６ ２２．００ 现供 ３０

５６４９⁃０４７１⁃５ 汉字结构解析 郑慧生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８

５６４９⁃１１３６⁃２ 清风正气贯古今：开封勤政
廉政历史人物事迹简述

中共开封
市纪律检
查委员会
开封市监
察局开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５６４⁃４ 廼贤集校注 叶爱欣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９

·３７·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５７０⁃４ 火药的历史 东方暨白
主编 １６ １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９５４⁃３ 汉画新释 刘　 辉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７８２⁃２ 民间信仰与汉代生肖图像研
究 郑先兴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９１０⁃９ 广川画跋校注 （宋）
董　 逌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６８６⁃３ 周代淮河上游诸侯国研究 金荣权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２３１⁃４ 《孙子兵法》“孙武”考辨———
兼论秦国的军事文化与兵法 郝进军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５５２⁃１ 宋会要辑稿·刑法（上、下） 马泓波 ３２ ７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６４⁃０ 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活
动年表 杨萌芽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０２⁃５ 南阳地方戏曲艺术 邵小萌 特 １６ ２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３３⁃９ 国花牡丹档案 戴松成 １６ ９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８１⁃３ 南阳汉画像石艺术 徐永斌 特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０５⁃６ 河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戴松成
宋瑞祥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１７⁃２ 校勘杂志 郑慧生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０５５ 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 朱绍侯 大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９１⁃１５７ 汉文化研究 陈江风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９

８１０９１⁃０９３ 超越生死———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生死智慧

陈战国
强　 昱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１

·４７·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０９２ 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 郭新和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０１３ 河南大学与甲骨学 郭胜强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１

８１０４１⁃９８７ 中国古代文化专题 郭人民 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９

８１０４１⁃６８７ 中国术数文化史 宋会群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７３２ 宋会要辑稿·崇儒 苗书梅 大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９

８１０４１⁃６８３ 历代名人家训 周铁项 大 ３２ １９．８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６２５ 道家双峰 安继民 大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６１９ 抑斋自述点注 郑永福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１

８１０９１⁃４１４⁃６ 认星识历———古代天文历法
初步 郑慧生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４５３⁃７ 酒文化与艺术精神 王守国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１６２⁃２ 河南佛教塔寺文化漫谈 李湘豫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４３⁃８ 北魏洛阳石窟文化研究 贺玉萍 特 １６ ４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６８⁃１ 中医医方真赏 白建疆 大 １６ ２６０．００ 现供

人文·历史专论书系

５６４９⁃３３４０⁃１ 丝绸之路上的古城 程遂营 特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１９⁃８ 天地开封 韩　 鹏
柳素平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０１⁃３ ２０ 世纪人文学的反思与重构 张宝明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７·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４４９⁃１ 治史唯真 陈铁健 １６ ８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８６⁃２ 第九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
论坛文集

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
日本东方

学会

特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５２⁃９ 论书绝句 佟培基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５３⁃６ 萤雪吟草 佟培基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７９⁃６ 尼采的井盖 雷　 戈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１７⁃５ 馒头话题 于学军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８８⁃７ 黎辛文集（一） 黎　 辛 １６ ５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８２⁃８ 朱绍侯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李振宏 １６ １２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８１⁃１ 朱绍侯文集：续集 朱绍侯 １６ ９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６５⁃１ 华夏开封 韩　 鹏
王富洲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８８１⁃１ 英国史论集萃 张亚东
张倩红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３７⁃０ 王拱璧文集 王拱璧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８１５⁃６ 李克煌文集
河南大学
地理学文
库编委会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９

５６４９⁃１４６１⁃５ 范仲淹与虞城 范文生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４００⁃４ 孔子韩非子如是说 黄　 舜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０８３７⁃９ 《论语》讲疏 李幸福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１１

·６７·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１８１⁃２ 三国史鉴———以帝王为中心 潘民中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２７１⁃０ 老子仙乡漫话 周西华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２１８⁃５ 守望南美洲 李学经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７

５６４９⁃１２６６⁃６ 指南针的历史 东方暨白 １６ ９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１０３⁃４ 两汉魏晋南北朝人质现象研
究 高二旺 １６ ２３．０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１４９７⁃４ 明代河东编年史 姚文永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４３⁃１ 孙作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
学院编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９１４⁃７ 民国时期的三民主义———戴
季陶思想研究（１９０９－１９２８） 滕峰丽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２１

５６４９⁃０６５６⁃６ 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 张祥云 １６ ３７．００ 现供 ９

５６４９⁃０６８２⁃５ 淮上豫南花鼓灯研究 赵向欣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３０１⁃５ 高拱、明代政治及其他 牛建强 特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８

５６４９⁃０３６２⁃６ 汀·说———１６ 岁到澳洲 丁绿汀 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０４０７⁃４ 革命历史的合法性论证 金　 进 特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０２９３⁃３ 《老子》如是说 徐奇清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９

５６４９⁃０４６７⁃８ 墨家鲁阳悬疑案———墨子里
籍与事迹考实

张新词
张九顺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４６９⁃２ 史学在思想 雷　 戈 特 １６ ４３．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０４７５⁃３ 刘邦与大汉基业 陈隆予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７７·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４５６⁃２ 精英与研究型大学 王　 宁 特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０４４０⁃１ 语言文化学视野下的定型研
究 宋洪英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４

５６４９⁃０５４１⁃５ 南阳历史文化与经济社会发
展研究 刘太祥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０６８０⁃１ 《道德经》基础读本 李幸福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６５１⁃１ 学与思的足印 周溯源 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６

５６４９⁃０６６９⁃６ 牡丹花开动天下 戴松成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５４９⁃１ 当代农村留守妇女心灵读本
（农家书屋） 程秋月 特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５５１⁃４ 中国功夫（上、下册） 戴松成 １６ ５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６１１⁃５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宝典
王　 强
周宝玲
张伶莉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５４３⁃９ 桐柏山观赏树木志 杨芳绒
田朝阳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６８４⁃９ 外国专家看河南
河南省
外国

专家局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９０⁃８ 信阳民歌　 信阳民间舞蹈
信阳市非
物质文化
遗产中心
编　 　 　

特 １６ ８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２８⁃８ 揽月 麻天祥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８６⁃０ 指月 麻天祥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９３⁃９ 文“化”河南———建言献策一
百篇 戴松成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２０⁃５ 阳城方言与普通话 赵　 莉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３１⁃５ 华锺彦文集（上中下） 华锺彦 特 １６ １６４．００ 现供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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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９４５⁃６ 文学史的兴起 程光炜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２５⁃４ 李春祥文集 李春祥 特 １６ １１０．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９１⁃９２９⁃６ 《论语》如是说 徐清奇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３０⁃８ 徐玉诺诗文辑存 秦方奇 特 １６ ９０．００ 现供 ７

８１０９１⁃８８０⁃０ 潭头故事 余　 迎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８８７⁃９ 华夏第一商 欧阳华 特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８１６⁃９ 周守正文集（上） 周守正 特 １６ ７２．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９１⁃５９３⁃９ 万曼文集 万　 曼 特 １６ ８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９０⁃５ 颜仲木刻———中外文化名人
肖像选集 王观泉 ３２ ６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１５⁃０ 后现代主义文学导读 李德恩 ３２ ８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５４７⁃９ 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 张大明 特 １６ ５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０１⁃１ 说不尽的历史话题 马宝珠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３１⁃６ 生活与哲学文选 求　 是
杂　 志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０３６⁃１ 朱绍侯文集 朱绍侯 １６ ８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７１ 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栾景河 １６ ７５．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９１⁃２５８ 形而上的困惑与追问 张先飞 １６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９１⁃８３２ 任访秋先生纪念集 沈卫威 大 ３２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９２１ 白寿彝画传 陈其泰 特 ８ ２８８．００ 现供

·９７·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４１⁃９７０⁃３ 天文与社会 陈江风 大 ３２ １２．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３２０⁃４ 艺术解释的向度 张清民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９１５⁃３ 他们那样，我们这样 牛　 耕 大 ３２ １４．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９３４ 当代印度 高海林 大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２４

８１０４１⁃３８２ 江西陶瓷史 余家栋 大 ３２ ４０．００ 现供 ５

８１０４１⁃４３１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纲 窦效民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３

８１０４１⁃４５３ 十叶野闻点注（清史） 孙顺霖 大 ３２ ４．５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８２９ 孙膑兵法新编注译 刘心健 大 ３２ ３．７０ 现供 ５０

８１０１８⁃５４０ 周邦彦选集 蒋哲论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８２６⁃２ 王云海文集 王云海 １６ ７８．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９１⁃４５７⁃Ｘ 王鸣岐文集 王鸣岐 特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９１⁃３４１⁃７ 只要肯登攀———一个听障人
士的奋斗史 李冯琪 大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５９⁃９ 元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彭少辉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６５⁃３ 先秦史要籍介绍 郑慧生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３３６⁃７ 清末立宪与国家建设的困境 郭绍敏 特 １６ ２８．５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４７⁃６ 创伤小说 安妮·怀
特海德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图像叙录淅川移民风俗风情 明新胜
主编 １６ ３８０．００

·０８·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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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５６４９⁃３２５５⁃８ 倒回沟史话 张新河
王保君 １６ １０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０６⁃３ 美丽中国———赵洪山世界地
质公园行摄游记

赵洪山
秦耀辰
翟秋敏

１６ ８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２５１６⁃１ 旅游文化 王　 隼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７５⁃５ 旅游应用文写作教程 焦红强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５４９ 中国旅游文化 宋采义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４１⁃３９８ 河南旅游地理 陈锡畴 大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１５８⁃９ 郑州旅游指南 郑州市
旅游局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０１８ 洛阳旅游指南 常冀凯 大 ３２ １７．６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０１９ 新乡旅游指南 常冀凯 大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９１⁃４５１⁃０ 河南红色旅游 申志诚 特 １６ １８０．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３４２⁃６ 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 王立群 特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开封旅游文化丛书
（１２ 册）

８１０４１⁃８２１ 关帝神工：开封山陕甘会馆 韩顺发 ３２ ９．８０ 现供 １７

８１０４１⁃８９５ 神针异彩：开封汴绣 曹增军 ３２ 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９０２ 全真探秘：开封延庆观 刘卫学 ３２ ８．００ 现供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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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４１⁃９０３ 吃在汴梁：开封食文化 高树田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４１⁃９０８ 巍峨奇观：开封繁塔 田肖红 ３２ ９．５０ 现供 １７

８１０４１⁃９１２ 擎天巨柱：开封铁塔 孙月娥 ３２ ８．５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９１３ 皇家佛刹：开封相国寺 孙富山 ３２ １０．８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９１４ 再造宋风：开封清明上河园 李勤策 ３２ ９．８０ 现供 １７

８１０４１⁃９２０ 市井拾遗：开封风情 程民生 ３２ ８．８０ 现供 １９

８１０４１⁃９２２ 汴京沧桑：开封龙亭 杨庆化 ３２ ９．２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４１⁃９２３ 汴魂仙姿：开封菊花 贾青懋 ３２ ８．７０ 现供 １９

８１０４１⁃９２４ 千古名园：开封禹王台 齐遂林 ３２ ６．２０ 现供 ２７

传　 　 记

５６４９⁃３２３５⁃０ 柳兰芳　 朱超伦传 牛冠力 １６ ６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９８⁃２ 嵩山的记忆 张国臣 １６ １３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４４⁃０ 红烛之芳———记一位人民教
师的壮美人生 訾红旗 １６ ４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８１⁃８ 知困悟理———白秀彩从教三
十年拾零 白秀彩 １６ ５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３０⁃５ 谷秀荣　 程林远传 王复兴
高珊珊 １６ ６７．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２９７７⁃０ 金不换———金声玉振 汪　 淏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７９⁃４ 范军———河南范儿 赵小勇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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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９⁃１５３２⁃２ 王善朴　 杨华瑞传 雷桂华 特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８８３⁃５ 武林正门———记一代宗师梁
以全 王金现 １６ ５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６３８⁃１ 李嘉言纪念文集 李之禹 １６ ４０．００ 现供 ７

５６４９⁃１９２２⁃１ 吾庐春秋：杜氏溯源 杜填仓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９９６⁃３ 刘潇然自述（申阳·开封·
旅日·旅德） 刘潇然 １６ ４６．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４９１⁃２ 生也沙丘 死也沙丘———焦
裕禄的生前身后事

董来柱
朱恩鹏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１９６⁃６ 万历重臣李化龙 侯清海 １６ １２８．００ 现供 ４

５６４９⁃１６２１⁃３ 高洁评传 贺宝林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１５８７⁃２ 悟·人生 张振东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７７８⁃４ 君自故乡来 杨朝军 １６ ２０．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７２６⁃５ 霜叶十五章

北京师范
大学中文
系 ５９ 届
１ 班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７１１⁃１ 石斋语痕 吴福辉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１７４５⁃６ 追梦的足迹 白秀彩
张文戈 １６ ４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９１６⁃０ 无处安放的乡愁 龚恒超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８７８⁃１ 凝视的目光 赵　 牧 １６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４５５⁃４ 纽约访学记 高继海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４０９⁃８ 泣血丹心王实味 李家林
陈丝雨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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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９⁃０８７９⁃９ 桑振君传（彩色版） 张秉义
韦有义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８

５６４９⁃１３８４⁃７ 精神的丰碑：焦裕禄 侯　 红 １６ ６６．００ 现供 ７

５６４９⁃０５９８⁃９ 颤栗：迈克尔·杰克逊的音
乐生涯

（美）尼尔
森·乔治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０８６３⁃８ 格伦·古尔德谈话录 （加）约翰
森·科特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２２

８１０９１⁃８３７⁃４ 托塔天王———李震中传 杨改生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８１４ 刘少奇一家 张　 绛 大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５２６ 吴宓与《学衡》 沈卫威 大 ３２ １４．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６１０ 走近高士其 李宗诰 大 ３２ １９．８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０１６１⁃５ “抗震救灾英雄战士”武文斌 杨建红 １６ ２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５３⁃０ 诗圣杜甫 王士菁 ３２ １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３７２⁃５ 走近中原文化名人 蒋　 晔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３７１⁃８ 今日中国豫剧十大名旦传略 雷桂华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４８·



（六）语言学、文学、美学、文艺理论、新闻出版学类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语言、语法学

５６４９⁃３５３０⁃６ 现代汉语致使结构的形式与
功能 张　 恒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７１⁃１ 瞬间的永恒———经典电影台
词赏析 李卫国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１９⁃２ 中美版权争议的修辞学研究 董秋敏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７１⁃８ 文选何焯集校注 范志新 特 １６ １８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８７⁃２ 《左传》语法研究 何乐士 １６ ７５．００ 现供 ６

５６４９⁃０７７４⁃７ 今文《尚书》词汇研究 钱宗武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０８６１⁃４ 比较神话学与文明探源 诗
学研究

史忠义
等 １６ ５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３６３⁃３ 思想与诗学 史忠义 特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４５３⁃１ 文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钱中文 特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８

５６４９⁃０２６２⁃９ 《刘知远诸宫调》语法研究 杨永龙
江蓝生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８０⁃３ 补语同相关成分的句法语义
关系 陈信春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３５８⁃９ 《吕氏春秋》句法研究 殷国光 特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８９⁃６ 《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 李崇兴 特 １６ ４７．５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８８⁃９ 《祖堂集》语法研究
曹顺友
梁银峰
龙国富

特 １６ ５６．５０ 现供

·５８·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３３８⁃１ 今文《尚书》句法研究 钱宗武 特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２４⁃７ 双动句状语 陈信春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９５０⁃５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语法研
究 高育花 特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１０７⁃４ 《三朝北盟会编》语法研究 刁晏斌 特 １６ ２７．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３６⁃９ 汉语语法史断代专书比较研
究 何乐士 特 １６ ５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２２ 《荀子》虚词研究 黄　 珊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１７９ 《晏子春秋》词类研究 姚振武 大 ３２ ２３．８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０５９ 《聊斋俚曲》语法研究 冯春田 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１０５ 《孟子》词类研究 崔立斌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９１⁃１４５ 《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 吴福祥 大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５

８１０９１⁃１０４ 敦煌变文 １２ 种语法研究 吴福祥 大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１３

８１０４１⁃９５９ 语法修辞问题探索 张宝胜 大 ３２ １８．５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４１⁃８７０ “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 杨永龙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２２

８１０４１⁃８５２ 介词运用的隐现问题 陈信春 大 ３２ １２．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７５８ 《歧路灯》词语汇释 张生汉 大 ３２ １４．００ 现供 ３０

８１０４１⁃８６０ 古汉语语法新编 许仰民 大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６８·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１９４⁃３ 《松文清公升官录》补注 马长泉
张春梅 特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０４⁃９ 口语修辞 赵林森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女性研究

５６４９⁃０８５６⁃０ 智慧的出场———当代人文女
学者侧影 谢玉娥 １６ ６６．００ 现供 ９

５６４９⁃０４４７⁃０ 末竟的审美之旅 赖翅萍 特 １６ ３５．５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４３８⁃８ 性别·习俗·文化 谢玉娥 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０５２４⁃８ 历史莽原中的这一半与另一
半 李红真 特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４５６⁃１ 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论著目
录总汇 谢玉娥 大 １６ １８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０９⁃３ 女性生命潮汐———２０ 世纪女
性散文研究 刘思谦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３１⁃Ｘ 女性生命潮汐———２０ 世纪女
性散文选 刘思谦 大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８４ 众妙之门（女权主义的生命
哲学批判） 蔡新乐 １６ １８．００ 现供 ２０

文学、美学、文艺理论

５６４９⁃３４５５⁃２ 《聊斋志异》二十讲 左　 江 ３２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９８⁃６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 高有鹏 １６ ５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４５⁃６ 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史 高有鹏 １６ ４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９９⁃９ 雪满山 杨　 波 ３２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８７⁃５ 日本学论丛———第三届东亚
日本学国际研讨会专辑

王铁桥
郑宪信 １６ ４５ 现供

·７８·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５５８⁃０ 愧书庐诗歌论稿 王文金 １６ ７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４０⁃５ 南召作家作品选 藏建国 １６ ３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９⁃６ 齐遂林新宋词选 齐遂林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２７⁃８ 中国近代民间文学史 高有鹏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５１⁃０ 中国戏剧简史 张大新 １６ ４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３７⁃４ 从乡土到多元———何弘文学
论集 何　 弘 １６ ６８．５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１２⁃１ 唐宋词学批评史论 孙克强 １６ ７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８０⁃０ 邵瑞彭诗词笺注 杨萌芽
李　 静 特 １６ １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８３⁃０ 红旗渠的基石 焦　 述 特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４０⁃２ 沃血的河 杜建辉 １６ ３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８０⁃２ 心印 白秀彩
张文戈 特 １６ ４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８３⁃２ 吉祥生活剪纸记 吕登阁 １６ ４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３７⁃８ 走向环境美学
（法）
纳塔利
·勃朗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３２⁃６ 民俗学：学科属性与学术范
式 吴效群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５３⁃１ 长翅膀的小榆钱———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童谣 王艳萍 １６ ２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９５⁃８ 有爱的地方就有故事 周录恒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５２⁃８ 中原颂———萍子朗诵诗集 萍　 子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８８·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２００⁃９ 古调今弹———诗词三百首 晓　 阳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２５⁃５ 祝允明文学思想研究 徐　 慧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４７⁃４ 花信：中国人的浪漫季 任崇喜 １６ ３７．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４６⁃７ 节气：中国人的光阴书 任崇喜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０４⁃７ 呆老师的“二”生活 三脚猫 ３２ ３３．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６８⁃２ 歌声书写的历史 姬　 群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８７８⁃１ 凝视的目光 赵　 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２２⁃８ 程婴救孤 陈涌泉 １６ ９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５８⁃９ 朝鲜正德四年本《五臣注文
选》研究 赵　 蕾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７

５６４９⁃１６７０⁃１ 胡克家本《文选》研究 郭宝军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１６６９⁃５ 奎章阁本《文选》研究 孔令刚 １６ ４６．００ 现供 １１

５６４９⁃１６４６⁃６ 第十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 王立群 １６ ８０．００ 现供 ７

５６４９⁃１６９０⁃９
《鬼 谷 子 》 和 演 讲 公 关 艺
术———智慧话语培育和案例
研究

张正君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７９７⁃５ 愧书庐吟草 王文金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８９３⁃４ 怎么都舒服 刘昌武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１５２５⁃４ 文学叙事的功能文体学研究 刘　 喆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１４７０⁃７ 心灵的对话 焦小婷
赵琳娅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９８·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２３６⁃９ 国别化汉语教学研究———出
国教师视角

张宁志
郭乾等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６３３⁃６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上、
下）

张进德
王利锁 １６ １１６．００ 现供 ５

５６４９⁃１７５１⁃７ 现代文坛派系研究———以
“英美留学族”为纽带的考察 江　 磊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６

５６４９⁃１８７９⁃８ 祁彪佳与《远山堂曲品》 《剧
品》考论 裴　 喆 １６ ２２．００ 现供 ２１

５６４９⁃０５４０⁃８ 中国文学演变主潮之 １８４０－
１９１６

尚静宏
杨　 亮 １６ ５２．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０７４０⁃２ 苏轼题画诗选评笺释 葛泽溥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４８８⁃３ 中晚唐艳体诗歌研究 刘艳萍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０６０５⁃４ 后现代之后 周远全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５５５⁃２ 在自己心中迷失———田中禾
散文随笔 田中禾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８

５６４９⁃０６６９⁃６ 牡丹花开动天下 戴松成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１３３⁃１ 九曲流沙 杜建辉 １６ ７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６４⁃６ 网络流行语与网络热门事件
辩证看 戴国立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４４９⁃３ 镜像·重塑·嬗变 邢　 勇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１４２０⁃２ 墨白小说研究 刘志宏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３６８⁃７ 美学与环境（译著）
［美］

阿诺德·
伯林特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９３⁃２ 心智的风景线 王佐良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１２１０⁃９ 当王子爱上女巫 苏友贞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６

·０９·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２０９⁃３ 哭泣的耳朵 苏　 童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１４９⁃２ 电视纪录片创作 张　 成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６

５６４９⁃１４１２⁃７ 风轻云淡 介　 新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９

５６４９⁃１１５１⁃５ 电视文化学 曹毅梅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３０１⁃４ 视听语言 王松林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３４７⁃２ 秘书实务 徐丽君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３７８⁃６ 中国神童对联 黄培需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１１４⁃０ 比较视野与经典阐释 李伟昉
等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７８１⁃５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下） 张进德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９７１⁃０ 探寻的足迹 邢　 勇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８６２⁃１ 嵩泉的回响
河南省

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１３２⁃４ 鲁迅、胡风与左翼文学 黄　 悦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１６７⁃６ 军旅放歌 蒋道亮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０８５７⁃７ 红雨集 吕安国 １６ ２３．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１６９⁃０ 对联修辞八十一格 侯清海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９

５６４９⁃１１６８⁃３ 对联风格三十六品 侯清海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３４８⁃９ 诗田联苑遍春光．行吟耋韵
集（全三册） 戴治泉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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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２７６⁃５ 军休黉苑夕照明 韩京武
主编 １６ １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８９１⁃１ 风雅的诗钟 王鹤龄 １６ ４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５２５⁃４ 文学叙事的功能文体学研究 刘　 喆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５３⁃０ 重塑中国：一代电影人和他
们的电影

（新西兰）
克拉克著
卢　 玉
张英魁

陈　 平译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８９⁃０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第
４ 辑） 周启超 特 １６ ４０．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０４８４⁃５ 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 郑　 鹏 特 １６ ２２．００ 现供 ２６

５６４９⁃０５６６⁃８ 相思树下 曹洪蔚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０２４６⁃９ 书山问樵 隅　 人 特 １６ ６６．００ 现供 ９

５６４９⁃０６６３⁃４ 文学话语的畸变与覆灭 武善增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０６１０⁃８ 图情释怀：图书情报学思绪 王宏鑫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２７７⁃４ 伯元新乐府 陈新雄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８２⁃０ 论西汉后期的文学和儒学 曾祥旭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０７⁃０ 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研
究 吕豪爽 特 １６ ２３．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４９⁃０ 姚雪垠诗集 姚雪垠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８４⁃４ 中国现代诗人谱系 王淑萍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４３⁃１ 诗学语言研究 周瑞敏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０８⁃０ 真实的背后———中国电视纪
录片话语分析 刑　 勇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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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０６９⁃４ 品味 范红伟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６８⁃５ 书海问舟 隅　 人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４６⁃６ 于安澜先生纪念集 张生汉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０２⁃１ 新生 新力 新潮———关于汉
语网络文学的审视与思考 杨剑虹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６５⁃０ 风格研究文本理论 史忠义 特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００⁃４ 《清明上河图》话本 亢　 君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０９⁃８ 河南民俗与民间文学研究 高梓梅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４１６⁃１ 苏堤也朦胧 伍　 杰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９１⁃９１８⁃０ 玄奘三字歌 戴松成 １６ ６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９０２⁃９ 文阵雄师———《周颖南文存》
研讨会论集

中国现代
文学馆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３８８⁃６ 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
说研究 张鸿声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３２⁃２ 傅智明画集 傅智明 １６ １５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３２⁃５ 细嚼烧饼 于学军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２１０ 于庚虞诗文辑存（上、下） 解志熙 １６ ７２．００ 现供 ３

８１０４１⁃９５５ 河南大学作家群 韩爱平 大 ３２ ４５．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１８⁃０３４⁃７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严　 铮 ３２ ２６．６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１１ 宋景昌诗文集 宋景昌 小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３９·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４１⁃７９３ 百年祥符 王少华 大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７４４ 沉重的祭典 高有鹏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４１⁃３２６ 交叉的十字 陈　 枫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３

８１０４１⁃３１５ 台港文学主流 田锐生 大 ３２ １６．８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４９５ 新三吏 王怀让 ３２ ３．６０ 现供 ５０

８１０４１⁃６３１ 昨天·今天·明天 崔福安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２７０ 简明美学原理 王怀通 大 ３２ １１．５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３９５ 河南新文学大系 于友先 大 ３２ ５３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３５９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杜运通 大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２２

８１０４１⁃４１７ 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 程代熙 大 ３２ ２４．３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１８⁃９８６ 袁中郎诗文选注 任亮直 大 ３２ ９．８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２８６⁃５ 历史·观念·文本———现代
中国文学思问录 孟庆澍 特 １６ ３３．５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５５⁃１ 历史那边的洛阳城事 丁一平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３５６⁃５ 心灵驿站 侯建云 特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３７０ 伊甸园之歌 杜运通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２７３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简编（上、
下） 白本松 大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４７３⁃１ 文学与人生 胡山林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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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４１⁃４６２⁃３ 诗海真善美———中国古诗的
智慧流云 殷明耀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８４８⁃３ 域外诗歌精品评析系列（十
本） 刘剑涛 ３２ １８０．００ 现供 １

８１０９１⁃４９９⁃５ 东方文学：跨文化审视与说
解 王　 燕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６８１⁃３ 南阳汉画像石艺术 徐永斌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６５⁃０ 风格研究文本理论 史忠义 特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４１⁃１ ２０ 世纪法国小说诗学比较文
学和诗学文选 史忠义 特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７１⁃４ 周涛散文艺术论 李　 力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１４８ 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 刘思谦 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２６９⁃８ 中国当代文学 刘景荣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９

８１０１８⁃１６６ 中国近代文学史 任访秋 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８３７ 文艺效果论 宋　 伟 大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３０

８１０４１⁃８７４ （插图本）中国民间文学史 高有鹏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０９

８１０４１⁃３４４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 刘增杰 大 ３２ １４．５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２７２ 简明中国文学史稿 白本松 大 ３２ ４４．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９７６⁃０ 唐宋文学精品阅读与欣赏 李泰兴 １６ １２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３７３⁃２ 河南新农村优秀文学读本 袁喜生 ３２ ５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６７⁃０
随贝格尔号出游———论动作
（ａｃｔｉｏｎ）和话语（ａｉｒｃｏｕｒｓｅ）的
关系

敬文东 特 １６ ３７．００ 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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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名师指导课外阅读、写作

８１０９１⁃８０６⁃０ 阅读新视角 张宗成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３０

８１０９１⁃５９０⁃８ 让孩子从此不怕写作文 储　 晋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８９⁃２ 快乐作文新教案 杨克顺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１０３ 心有灵犀———诗歌导读 付永清 大 ３２

８１０９１⁃１０３ 放飞心灵———散文导读 王海东 大 ３２

８１０９１⁃１０３ 人生演绎———小说导读 赵松森 大 ３２

８１０９１⁃１０３ 成功足迹———传记导读 刘广运 大 ３２

８１０９１⁃１０３ 世象百态———微型小说导读 牛明玉 大 ３２

８１０９１⁃１０３ 走近缪斯———怎样阅读文学
作品 魏新磊 大 ３２

全
套
６
册
共

７５．００
元

现供

现供

现供

现供

现供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７８ 欢声笑语学作文 张村田 ３２ ２９．６０ 现供 ９

８１０４１⁃１６５ 快读指导举隅 曾祥芹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９１７ 中学生快速作文导航 景兴强 大 ３２ ８．００ 现供 ３０

８１０４１⁃９０９ 古诗词诵读 林　 丽 大 ３２ ２．４０ 现供 １００

８１０１８⁃７２６ 文学写作原理 贾占清 大 ３２ ３．３０ 现供 ３０

８１０４１⁃９９４ 话题作文写作例话 杨荣记 大 ３２ ９．００ 现供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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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新闻出版学

５６４９⁃２５２９⁃１ ２０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
研究资料汇辑．第 １２ 辑

段乐川
靳开川
宋应离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２８⁃４ ２０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
研究资料汇辑．第 １１ 辑

段乐川
靳开川
宋应离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２６⁃７ 网络新闻传播伦理 韩爱平
张玉玲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５５⁃３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艺考全
攻略

孔腾飞
王　 林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９２⁃４ 命题速编故事 耿莹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４９⁃９ 写作实讲 赵学儒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８３⁃２ 电视新闻深度报道 王振宇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８７⁃８ 秘书礼仪教程 赵　 瑾
周杰林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４７１⁃４ 中国电影史 潘国美 １６ １９．００ 现供 ２１

５６４９⁃１９５３⁃５ 当众讲话实用训练教程 牛晓红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８０８⁃８ 百姓调解———叩开幸福之门 刘林军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１５０⁃８ 电视专题片创作 曹华强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６

５６４９⁃１１５３⁃９ 宋应离出版文丛 宋应离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９

５６４９⁃１１５２⁃２ 新媒体节目形态 高红波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７２０⁃４ 出版：人学絮语 李　 频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９

５６４９⁃１４８５⁃１ 编辑主体研究（《河南大学
学报》“编辑学研究”丛书） 焦薇缜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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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４８３⁃７
高校学报与学术期刊研究
（《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
研究”丛书）

韩顺友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１４７６⁃９
笔墨春秋———我与《河南大
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
“编辑学研究”丛书）

史洪智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９

５６４９⁃１４７４⁃５ 编辑出版史研究（《河南大学
学报》“编辑学研究”丛书） 刘剑涛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９

５６４９⁃１４８６⁃８ 编辑实务（《河南大学学报》
“编辑学研究”丛书） 李建伟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４８４⁃４ 编辑学理论研究（《河南大学
学报》“编辑学研究”丛书） 王华生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１４７５⁃２ 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河南大
学学报》“编辑学研究”丛书） 姬建敏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９

５６４９⁃０３９１⁃６ 新闻采编“七十二辩” 梁　 林 特 １６ ６７．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５２９⁃０ 英美出版文化行记 耿相新 特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００７５⁃５ 经济活动传播论 赵建国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５７⁃９ 电视剧叙事：传播与性别 张兵娟 ３２ ４９．４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１２６⁃８ 编辑家茅盾评传 李　 频 ３２ ２５．５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２３⁃６ 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 宋应离
刘小敏 特 １６ １３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０９⁃４ 主持人话题宝典 李建伟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６１⁃５ 新闻写作入门 郑兆立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６０⁃６ 哲学与传播学的双重现照 赵建国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３２０⁃１ 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 阎现章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５０⁃９ 中国图书评论书系：书评理
念与实践 伍　 杰 特 １６ ９８．００ 现供

·８９·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３４７⁃２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
家研究资料汇辑（１０ 本 ／套） 宋应离 ３２ ３５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０８⁃１ 新闻春秋 李建伟 ３２ ４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７２⁃０ 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发展 朱　 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６７ 编辑心理论 姬建敏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８３６⁃２ 编辑出版学 张天定 大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１

８１０９１⁃５３８⁃Ｘ 中俄现代传媒文体的比较研
究 张举玺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５３９⁃７ 实用新闻理论 张举玺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９１⁃５５７⁃６ 新闻英语 段汴霞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９１⁃４８１⁃２ 实用学报管理 邵东华 特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９

８１０９１⁃４５０⁃２ 出版与近代文明 王建辉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９

５６４９⁃０１５７⁃８ 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范　 军 １６ ８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７３⁃１ 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 王振新 特 １６ ５８．００ 现供

·９９·



（七）音乐、美术、摄影及设计类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音乐

５６４９⁃３１７８⁃０ 新县民歌选集 陈世松
陈　 欢 １６ ４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１４⁃８ 大山里飞出的歌———陈世松
音乐作品选 陈世松 １６ ４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０９⁃７ 追思焦裕禄———《念奴娇·
追思焦裕禄》音乐作品论丛 张秉义 大 １６ １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７４⁃１ 国际音标入门教程———小升
初音标第一课

李桂玲
李　 岩 １６ １２．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５０⁃５ 音乐欣赏教程 张　 杰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０３⁃０ 外国音乐家生平故事 陈世宾
丁国强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２５⁃８ 钢琴基础二 李长明 大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３４⁃０ 音乐通识教程（２） 刘秋玲
孙　 消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５７⁃２ 多声部合唱训练 袁　 凯
陈家海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４６９⁃１ 视唱练耳 李　 玲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４４１⁃７ 外国戏剧史 乔　 丽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５７８⁃０ 豫剧祥符调流派唱腔、板式
暨器乐曲牌集萃 樊尚林 １６ ９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４１８⁃９ 中州传统音乐资料数据库研
究的理论与实践

李敬民
杨　 健
李　 鲲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００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３６１⁃８ 中州传统曲艺戏曲音乐概论 郭德华
刘世嵘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７３⁃３ 史学创新与传统乐学研究 杨善武 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６３⁃２ 石夫合唱作品选 陈家海 １６ ４７．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０９８９⁃５ 民族交响合唱《木兰辞》 石　 夫
陈家海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０６８１⁃８ 信阳民歌音乐结构研究 韩　 冰
黄铁成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００６⁃９ 中国歌剧声乐艺术的理论探
索与实践 邱雅洲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７９⁃４ 民族声乐理论与艺术实践 丁爱华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６４５⁃５ 钢琴艺术简史 张　 敏 大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０７⁃０ 传统音乐基础教程 冯步岭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２２⁃３ 基本乐理 刘　 宏 １６ ３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３７⁃０ 音乐欣赏 赵宏声 １６ ２７．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７１⁃０ 俄罗斯浪漫曲 孙　 芳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６１⁃８ 音乐作品分析 朱敬修 大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９１⁃２９９ 合唱（外国作品） 陈家海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３２４ 合唱（中国作品） 陈家海
宋照敏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２４９ 声乐理论基础 马俊芳 １６ １８．００ 现供 ３０

８１０４１⁃９２８⁃４ 配器法 崔鸿斌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１０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４１⁃１８８⁃０ 钢琴教学漫话 段小敏 大 ３２ ９．５０ 现供 ３０

８１０９１⁃０７６⁃０ 声乐教学曲选（外国歌剧选
曲）

唐瑰卿
韩　 梅 大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９１⁃０７６ 声乐教学曲选（外国艺术歌
曲）

唐瑰卿
韩　 梅 大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１７２⁃６ 西方音乐史 朱敬修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４１⁃９４６⁃８ 中外音乐欣赏 朱敬修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４１⁃９３７ 艺术概论 刘　 峥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１９２７⁃６ 娱乐时尚的文化解读———流
行音乐研究文论集 王思琦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４３⁃９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题曲
发展研究 周　 娜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９２⁃４ 信阳民歌合唱曲集 朱敬修 １６ ３８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９７２ 视唱教程 李迺纮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４１⁃８９６⁃３ 手风琴晋级教程（上、下） 刘明亮 １６ 上：５２
下：４８ 现供 上：８

下：１０

８１０９１⁃０１１⁃６ 琴法 邢　 果 大 １６ １８．００ 现供 ３０

８１０４１⁃９１９ 中国钢琴小曲集 薛小明 １６ ２０．０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４１⁃７６６⁃５ 钢琴实用教程 李长明 大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３５

８１０４１⁃７４６⁃０ 二胡教学与演奏 王寿庭 大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４０

８１０９１⁃１８１⁃３ 宋元音乐文学研究 修海林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２４⁃０ 传统宫调与乐学规律研究 杨善武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０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美术、设计及摄影

５６４９⁃２３８８⁃４ 跨界：美学进入艺术
（美）

柯蒂斯·
卡特

３２ 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９２⁃４ 认知与视觉艺术
（美）

罗伯特·
索尔索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５１⁃７ 写意国画教程 赵红绘 大 １６ ４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５８⁃２ 动画学 韩文利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７２⁃７ 舞蹈与幼儿舞蹈创编 麻树槐
肖玉琳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３４⁃０ 南阳汉画装饰艺术 徐永斌
王　 斐 １６ ２７．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９５６⁃６ 荆浩及其艺术研究 贾　 涛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８９２⁃７ 功能之美———以善立美：环
境美学新视野

（加）
格林．
帕森斯
艾伦．
卡尔松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６

５６４９⁃１２７５⁃８ 中国汉画图像经典赏析 杨絮飞 １６ ４６．００ 现供 ７

５６４９⁃１２７４⁃１ 浙江省汉晋画像经典图像赏
析 李国新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０７７７⁃８ 禅密造像艺术精华 李巳生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０１５４⁃７ 速写中的记忆 赵小勇 １６ 估 ３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８１⁃４ 色彩 风景 张曙光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８２⁃１ 色彩 静物 徐治山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１６⁃６ 色彩 王彦发 大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３０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８８９⁃３ 中国画视觉空间 吴金铭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３０⁃２ 字体设计 贾国军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８１２⁃１ 装饰画教程 易宇丹 大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９１⁃８５９⁃６ 人物速写 马彦举 ０８ 开 ３７．５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８４７⁃３ 艺用人体解剖学 彭西春 大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８２１⁃３ 标志·创意·设计 王志敏 大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９１⁃６９９⁃８ 刘长庚书法作品集 刘长庚 大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６３⁃２ 文字的异化与设计 赵小勇 特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３１⁃２ 艺术概论 贾　 涛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５５⁃３ ＣＩ 设计 李建设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３６７⁃０ 素描 王彦发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６７⁃Ｘ 大学书法 赵振乾 １６ ４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８３３ ２１ 世纪书法 周俊杰 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３８３⁃２ 美术教育学 李　 勇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９５ 中国美术史（插图本） 张道森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０７０ 外国美术史（插图本） 彭　 亚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３

８１０４１⁃８２９ 美术鉴赏 张道森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４１⁃２９８ 中国美术简史 李茂昌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４０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０７３ 美术论文写作教程 胡国正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２７７ 包装装潢设计 王安霞 大 １６ ４６．０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９１⁃２３３⁃２ 图形创意设计 任留柱 大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９１⁃２７６⁃３ 构成艺术·平面构成 倪凤祥 大 １６ ３３．０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９１⁃２７６⁃１ 构成艺术·色彩构成 倪凤祥 大 １６ ３３．００ 现供 ３５

８１０９１⁃３３４⁃８ 构成艺术·立体构成 倪凤祥 大 １６ ３３．００ 现供 ２２

８１０９１⁃２９６⁃９ 环境艺术设计 曹瑞林 大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９１⁃５０２⁃９ 服装设计 李晓鲁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８２５⁃４ 地产行家 苏建源 １２ ６８．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９７７⁃８ 黑板粉笔画训练 韦晓坚 大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９０

８１０４１⁃４７０⁃４ 写意牡丹技法 朱宝堂 １６ １００．００ 现供 ３０

８１０４１⁃３９０⁃２ 素描基础训练范例 王彦发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６０

８１０４１⁃３８９ 色彩基础训练范例 王彦发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６０

８１０４１⁃８０８⁃４ 镜头感知录 魏德忠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７

５６４９⁃０３６４⁃０ 中国书画鉴赏与收藏 谢先莹 大 １６ ９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５２⁃３ 中国剪纸艺术欣赏与创作 朱晓红 大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０１·



（八）教育、心理学类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教师培训、基础教育

５６４９⁃２６７０⁃０ 脑科学与教育·幼儿篇
徐　 宏
侯金成
郑家国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３２⁃２ 融合行———体验不同社会的
融合教育实践

卢　 晗
倪　 震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７７⁃１ 语文教育经典研读手册 杨　 亮 ３２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４３⁃２ 研课磨课的理论与实践 郭文革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９５⁃１ 脑象测评技术与应用（教育
应用篇） 徐　 宏 特 １６ ６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５８３⁃４ 发现孩子 米轶聪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７９３⁃７ 教育实习指导 陈文涛
刘　 霄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１６４４⁃２ 中国教育史 赵国权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８

５６４９⁃０８３４⁃８ 师生飞鸿———青春期悄悄话 穆书涛 １６ １９．００ 现供 １７

５６４９⁃１３２６⁃７ 阳光下快乐成长 李克兴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７２

５６４９⁃１３１９⁃９ 家庭是教育的主阵地 胡玉敏 １６ ３７．５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１５６９⁃８ 童言稚语 米轶聪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９９⁃８ 青少年心理解密 秦保平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３２⁃１ 美育学概论 杜　 卫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９

·６０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５６０⁃６ 学前融合教育理论与实务 蔡　 蕾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２２

５６４９⁃０８５４⁃６ 学前儿童教育发展评量手册 蔡　 蕾 １６ １８．５０ 现供 ３５

５６４９⁃０７３６⁃５ 公务员面试之道 吴廷伟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０６８９⁃４ １８ 岁成人仪式教育 王北生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４１⁃８８６⁃６ 游戏总动员 易文瑜 大 ３２ ２３．８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８８５ 三岁决定一生 付地红 大 ３２ ２３．８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００９⁃４ 犹太人的家庭教育 厉志红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９６６⁃１ 中小学教师多媒体课件制作
培训初级教程 李普涛 特 １６ ２７．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１７⁃３ 课堂教学的革命
西峡县基
础教育教
学研究室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８５５⁃８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学方法与
艺术 韩和鸣 特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５２６⁃７ 塑造大学生先进群体的理论
研究 王明钦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８３８⁃１ 中小学课程导论 韩和鸣 特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８４⁃１ 学校管理学 李明江 大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６２６⁃４ 教师口语学 王　 伟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１５⁃８ 中学历史课四部结构教学法 常育生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５２４⁃７ 脑科学与创新人才培养 蒋志峰 大 ３２ １３．５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５１８⁃２ 语文教改新趋势 刘　 毅 大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２０

·７０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４１⁃５２０⁃４ 数学改革新探索 刘　 兼 大 ３２ １２．０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４１⁃７６８ 艺术与体育教改新视野 肖凤翔 大 ３２ １２．５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９３１⁃４ 幼儿教育概论 魏明霞 大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８７３⁃４ 教学方法研究 张　 媛 大 ３２ １１．０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４１⁃８６２⁃９ 教师礼仪 马振海 大 ３２ １０．８０ 现供 ３０

８１０４１⁃８６３⁃７ 素质教育观念与实践 马振海 大 ３２ ９．５０ 现供 ４０

８１０４１⁃９５４⁃４ 小学教育科学研究与写作 张　 强 大 ３２ １１．０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４１⁃３４１⁃１ 普通话口语教程 李晓华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７６３ 普通话教程 刘　 旭 大 ３２ １７．００ 现供 １７

８１０１８⁃９１５ 语文教育学教程 王文延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３５８ 教师口语 赵林森 大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０６５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１００ 问 马振海 大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３０

８１０９１⁃０９４ 语文教学通论 王宛磐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９４１⁃２ 有效教学草纲 吕渭源 大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２００⁃０ 创造性思维训练 兰清堂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５

教育理论

５６４９⁃２９７５⁃６ 基于学习共同体的高校外语
课堂生态环境研究 王利华 １６ ３４．００ 现供

·８０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２２３⁃８ 蒙特梭利教育理论与实践 牛晓耘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０８⁃１ 教学论 林德全
徐秀华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１６６１⁃９ 如何教出精彩的语文课———
写给小学语文教师的书 方华瑞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２２６⁃０ 教育法的运行 袁　 伟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９

５６４９⁃１４２１⁃９ 当代语文教学改革和教学流
派概观 张正君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７１⁃５ 戴国明教育文集 戴国明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５５３ 博士生培养纵横谈 顾海良 大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４６４⁃２ 润物细无声———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无意识教育研究 龚志宏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４３２⁃４ 教育实习的理论与创新 陈文涛 特 １６ １９．６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０１２６⁃４ 教育学教程 杜丽娟 ３２ ３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９５⁃３ 现代教育技术原理与应用 汪基德 大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０⁃３８４⁃０ 教育学教程 赵传江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９３⁃Ｘ 信息技术教育学 刘群英 １６ ４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５１⁃４ 新编大学语文教程 宋尔康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１８⁃３３１ 教学艺术论 王北生 大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１７２ 教育评价学 王汉澜 大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１８⁃０３１⁃３ 教育测量学 王汉澜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７８０ 教育统计学 扈　 涛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０

·９０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１８⁃７５６ 教育实验学 王汉澜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７３８⁃Ｘ 高等师专政教专业教学模式
改革研究 黄遂清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４１⁃６２７⁃８ 考试社会学概论 程　 凯 大 ３２ １４．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１８⁃１７９⁃３ 秘书学 王绍龄
主编 大 ３２ ７．５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４１⁃３３４ 教育学教程 戴国明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３０

８１０４１⁃０３５⁃８ 简明外国教育史 李申申 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６５８⁃８ 现代教育技术概论 侯宝顺 大 ３２ １４．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１２０⁃９ 新语文建设史话 凌远征 大 ３２ １０．８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５０５⁃３ 新课程语文教学法 郭冬梅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３

心理学

５６４９⁃２３０３⁃７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刘　 霄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３１⁃２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徐玉芳
张丽霞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９１３⁃０ 别笑我是九型人格测试狂 何　 艳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６５２⁃８ 幸福商数 平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７

５６４９⁃０４６５⁃４ 心理语言学研究 王亚同
李文岗 特 １６ ４０．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００４７⁃２ 公关心理学———基础理论与
实务 刘亚丽 特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２７⁃０ 心理咨询与治疗 何　 蔚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０１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６５７⁃８ 西方心理学史 许　 波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１２⁃７ 心理素质养成与训练 丁新胜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６７２⁃６ 文艺欣赏心理学 胡山林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８２⁃９ 心理学教程（第二版） 陈录生 大 ３２ ３２．８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４４⁃５ 大学生心理训练概论 王金云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３３８ 心理学（修订本） 丁秀峰
李新旺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７９９⁃０ 心理测量学 丁秀峰 大 ３２ １８．５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４１⁃４３２⁃１ 女性教育心理学 周毅刚 大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２９５⁃７ 管理心理学 赵国祥 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１６７⁃５ 消费心理学 刘金平 大 ３２ ９．５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４１⁃１６９⁃１ 商业心理学 许少康 大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３３７⁃６ 临床心理学 郑希付 大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４０７ 人事心理学 宋新谱 大 ３２ １２．０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４１⁃４０３⁃８ 组织改革心理学 易法建 大 ３２ １８．６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４０５ 人才心理学 刘海燕 大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４０６⁃２ 工业劳动心理学 方俐洛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４１３ 公关心理学原理与应用 赵国祥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１６

·１１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４１⁃４７８⁃Ｘ 心理学辅助教材 李新旺 大 ３２ ７．５０ 现供 ６０

８１０９１⁃０１０⁃８ 股票投资心理研究 刘金平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４１⁃７１３⁃４ 高考应试心理训练 叶平枝 大 ３２ １１．００ 现供 ２２

成人教育

８１０４１⁃６９４ 成人教育概论 王北生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４１⁃６９３⁃６ 成人教育教学论 程　 凯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７００ 成人教育管理论 夏家夫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２１１·



（九）外语类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国防科技大学语言文学博士文库

５６４９⁃２６６０⁃１ 石黑一雄小说的共同体研究 朱　 平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５７⁃１ 英汉空间介词多义性对比研
究：认知语言学视角 张金生 大 １６ ８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４７⁃９ 原型⁃模型翻译理论与晋商
文化外译 崔艳华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３

５６４９⁃１１１６⁃４ 原型⁃模型翻译理论的研究
焦点与理论视角

赵联斌
申　 明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７

５６４９⁃１３８９⁃２ 语言习得中的发现程序 赵　 亮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６

５６４９⁃１１１８⁃８ “灰姑娘”与“灰公子”模式
成因探析 刘　 戈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０７３４⁃１ 克里斯托弗·马洛的传记研究 冯　 伟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２４

５６４９⁃０３８１⁃７ 战争话语的概念隐喻研究 梁晓波 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３７５⁃６ 三国时期军事情报问题研究 丰建泉
王　 忠 特 １６ ２０．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４３６⁃４ 肯定 ／否定篇章隐含情感倾
向性分析 敖　 锋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３６１⁃９ 英文报纸书评的评价研究 张　 韧 特 １６ ４６．００ 现供 １１

英语博士文库（第一辑）

８１０９１⁃１７５ 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 潘志高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２

·３１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１７３⁃２ 单语学习者词典批评 于海江 大 ３２ １７．０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０９１⁃１７７⁃５ 语篇体裁分析：学术论文摘
要的符号意义 于　 晖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１７４ 幽默语篇研究 徐立新 大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９１⁃１７６ 学习者动词行为 濮建中 大 ３２ ２１．００ 现供 １４

英语博士文库（第二辑）

８１０９１⁃２９２ 远程反身代词的最简方案研
究 程　 工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２９３ 中国英语学习者心理词汇：
性质与发展模式 张淑静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９１⁃２９４ 伤痛与弥合：托尼·莫里森
小说母爱主题的文化研究 朱荣杰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７

８１０９１⁃２９０ 母女关系与性别、种族的政
治：美国华裔妇女 石平萍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９１⁃２９１ 亨利·詹姆斯小说中儿童的
物化形象 陈　 榕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１９

英语博士文库（第三辑）

８１０９１⁃４２８⁃６ 多义词心理表征的发展模式 赵翠莲 ３２ ３６．５０ 现供 １４

８１０９１⁃４２７⁃８ 英汉语调音系对比研究 陈　 虎 ３２ ３１．００ 现供 １７

８１０９１⁃４２６⁃Ｘ 詹姆斯一世后期英国悲剧中
的女性 王　 岚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４３０⁃８ 乔治·艾略特：理想主义与
现实主义的“调和” 张金凤 ３２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９１⁃４２９⁃４ 新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的美国
外交政策 李志东 ３２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２

·４１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英语博士文库（第四辑）

５６４９⁃０２５８⁃２ 大学英语冠词系统的发展模
式 李景泉 特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１１

５６４９⁃０４５５⁃５ 现代汉语非宾格句式的语义
和句法研究 杨大然 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４５９⁃３ 英语形态复杂词的表征与提
取 陈存军 特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１１１⁃０ 佐拉·尼尔·赫斯顿小说中
的民俗文化研究 张玉红 特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６２⁃３ 汉英指示指称词语对比及汉
语习得研究 赵成新 特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１０⁃４ 多元的梦想———百衲被审美
与托尼·莫里森的艺术诉求 焦小婷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０３⁃６ 跨文化交际中汉英语言文化
比较研究 刘明阁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１８⁃３ 英汉隐喻句对比研究 姜　 玲 １６ ２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１７⁃６ 美国华人移民子女语言社会
化研究 贾　 莉 １６ ３１．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８６⁃１ 面向机器翻译的汉英句类及
句式转换研究 张克亮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８５⁃４ 二语语篇理解中预期推理的
激活和编码 周　 红 特 １６ ２７．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８７⁃８ 英语写作修改模型 赵蔚彬 特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８８⁃５ 致使词汇与结构的认知研究 梁晓波 特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８１⁃６ 英语专业学生写作构思过程
研究 李志雪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全球化思维英语学习丛书

８１０９１⁃４２３⁃５ 国际组织及机构指南 谢艳明 １６ １８．８０ 现供

·５１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４２２⁃７ 世界名胜及旅游指南 谢艳明 １６ １９．８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２５⁃１ 世界名校及留学指南 谢艳明 １６ ２６．８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２４⁃３ 世界文化及风俗指南 谢艳明 １６ ２５．８０ 现供

专著、工具书

５６４９⁃２７０８⁃０ 英语词汇系统词典 马秉义 ３２ １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６９⁃５ 古诗英译 ７５ 首 吴钧陶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７１⁃６ 体育英语基础教程 杜思民 大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６１⁃１ 英美社会与文化 包相玲
李秋芳 大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９８⁃２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郭银玲
李艳芳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８６⁃７ 英语泛读教程 司书举 大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６４⁃８ 英汉形韵记忆词典（初中版） 李广喜
李　 笑 ３２ ５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７５⁃８ 中职英语泛读
程　 雷
张海英
王玉洁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４８⁃２ 学前英汉双语游戏汇编
孙光峰
曹　 莉
高　 琴

大 １６ ３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２６⁃９ 国际关系经典英文文献选读 冯东兴 １６ ４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３１⁃９ 国际关系经典英文演讲选读 王新谦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６７⁃７ 旅游业英语 靳　 琦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２

·６１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８９２⁃８ 实用语文（２） 聂小雪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４７８⁃３ 体育英语翻译教程 杜思民
彭永靖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４４２⁃４ 当代实用英语（２） 付江涛 １６ ３３．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８８４⁃２ 基础口译教程 付江涛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８１３⁃２ 体育英语听力教程（１） 杜思民 １６ ２２．０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０６０７⁃８ 对话哲学与文学翻译研究 仝亚辉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４８２⁃１ 英语发音与单词音标拼读 焦伟华
席晓革 特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２３

５６４９⁃０１５０⁃９ 英语排列组合解析———英语
单词记忆的新变革

戚建平
主　 编 ３２ ２９．８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２４⁃１ 英语背诵顶呱呱 丁雷鸣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１３

８１０９１⁃８４３⁃５ 中国人最易误入的英语陷阱 王福祯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４４⁃２ 中国人最易说出的中式英语 王福祯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４２⁃８ 认知语言学经典文献选读 牛保义 特 １６ ４９．８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３０⁃１ 认知语言学理论与实践 牛保义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８９⁃８
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身份寻
求———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研
究

关合凤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１４６ 基础英语重点难点讲解与练
习 吕长发 ３２ １２．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９４９ 法律英语 吴喜梅 大 ３２ １０．５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４１⁃８５３ 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 蔡新乐 大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７１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１８⁃７４０ 现代英语语法解疑 牛保义 大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４９７ 英汉语信息结构对比研究 张　 今 大 ３２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８２２ 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小说研究 张中载 大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５０１⁃０ 英美文学精华 杨晓峰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７

８１０９１⁃５１４⁃２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黄怡俐 ３２ ２６．５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０４６⁃５ 大学英语惯用法 高　 芳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７５⁃３ 英语实用积极词汇 方青卫 ３２ ３６．９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７４⁃９ 英语词汇学新编 马秉义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９４⁃８ 英语修辞与应用写作 胡天赋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０８７⁃３ 新编涉外英语教程 陈良旋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００⁃６ 汉日篇章对比研究 郑宪信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１８⁃９１１ 中国文化史（英文版） 郭尚兴 大 ３２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１８⁃８１７ 金域行———英诗教程 王宝童 大 ３２ ２３．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４７７ 金域音———英诗声韵 王宝童 大 ３２ ３８．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７０２ 金域荣———英诗运化 王宝童 大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１８⁃５５２ 英国小说史（英文版） 高继海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６３３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概要 吕长发 大 ３２ １４．００ 现供 １８

·８１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４１⁃８６８ 中国当代外语教学法 吴进业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０９７ 美国文学选读 翟士钊 大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１７３ 报刊英语 苗普敬 大 ３２ ２２．５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３６５⁃４ 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 吴进业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９６８ 英语系统对应说研究 姜　 玲 大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１３

８１０４１⁃８４３⁃２ 简明英国文学史（英文版） 高继海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２

８１０４１⁃８４２⁃４ 英国文学选读（英文版） 高继海 ３２ ３４．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００４６⁃５ 大学英语惯用法 高　 芳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９１１·



（十）哲学、政法、经济、管理类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至善博士文库

５６４９⁃０４１３⁃５ 实际汇率影响经济增长的理
论与实证研究 汪彩玲 特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０４７８⁃４ 交互式不确定多属性决策研
究 张　 荣 特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０４２２⁃７
企业产业选择与竞争力集成
研究———基于我国西部地区
企业视角

赵水长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１

哲学、政法

５６４９⁃３４４８⁃４ 大学生入党培训教程 谷献晖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０３⁃３ 广告法规与职业道德 王悦彤 １６ ２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７９⁃５ 交互主体性教学———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新理念 陈　 娱 １６ ５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１１⁃６ 职业道德与法律 周　 雷
张志勇 １６ ２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３１⁃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
与践行 王俊涛 １６ ４４．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９２⁃７ 中国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管
理模式研究 张国臣 １６ ５７．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０３０⁃３ 中国检察文化发展暨管理模
式研究 张国臣 １６ ４７．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１１５４⁃６ 事实重构的法律语言学研究 孙　 利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２９５⁃６ 刑事司法问题若干思考 贺恒扬 １６ １２０．００ 现供

·０２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３３６⁃６ 实现哲学 柳下奕 ３２ １４．００ 现供 ３０

５６４９⁃１４５４⁃７ 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走向 刘昀献 １６ ６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０９７６⁃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公
民文化建设 桂玉等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０００⁃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
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问
题研究 ！

赵连文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０７２６⁃６ 理论、方法与实践 王逢振
蔡新乐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０１１９⁃６ 中国控告申诉检察管理模式
研究 张国臣 ３２ ４７．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７２⁃４ 中国版权保护政策研究 李明山 特 １６ ６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３５⁃９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论纲 闫纪建
等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８４⁃５ 科学发展观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创新研究 李文山 ３２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０１⁃４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
转向研究 马万宾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７７⁃７ 求是文集 肖新生 特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６５⁃４ 中国共产党社会公正思想研
究 范广军 ３２ ２２．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４４⁃９ 和平发展的中国与当代世界 尹朝晖
李留文 特 １６ ５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９８⁃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
践 崔朝栋 ３２ ３０．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９１⁃５９１⁃５ 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及学科
体系研究 朱荣英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０８⁃５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 马树功 ３２ ４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５５ 邓小平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吕书正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１３

·１２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２１５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阐释与发
展 耿明斋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９

８１０９１⁃２６０ 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研究 孟彩云 ３２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１

８１０４１⁃７５１ 商贸逻辑 周洪仁 大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７４９ 现代逻辑若干问题研究 李　 娜 大 ３２ ８．００ 现供 ２５

８１０４１⁃５１４ 批判与建构 郑慧子 大 ３２ １１．００ 现供 ２６

８１０４１⁃７５３ 义利观研究 吕世英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７０９ 精神的让度 李文成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４５２⁃９ 辩证逻辑 马　 佩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１２１⁃９ 言语行为哲学

（法）阿兰
·米哈伊
尔·苏波
特尼克著
史忠义译

特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８４７⁃８ 近代西方刑法学派之争 郝守才
等 特 １６ ５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０２⁃５ 资本：社会实践工具———布
尔迪厄的资本理论 宫留记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４８⁃３ 革命与限制 张素玲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经济、管理

５６４９⁃３３５０⁃０ 水煮粮史（上） 陶玉德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４９⁃４ 水煮粮史（下） 陶玉德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１⁃２ 农经观察 陶玉德 １６ ３９ 现供

·２２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１５９⁃９ 赢在五谷 陶玉德 １６ ４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１３⁃８ 百家说粮 陶玉德 １６ ３４．００ 现供 ３０

５６４９⁃３２１０⁃７ 粮战演义·上 陶玉德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３０

５６４９⁃３２１１⁃４ 粮战演义·中 陶玉德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３０

５６４９⁃３２１２⁃１ 粮战演义·下 陶玉德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３０

５６４９⁃３４９６⁃５ 食品生产工艺 胡斌杰
郝喜才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６７⁃５ 密码 让·波
德里亚 ３２ ４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７９⁃０
逆向诊断　 预防管理———企
业安全管理新思维、新思路
与新方法

田红献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５４⁃１ 县域教育改革与发展创新路
径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刘湘玉等 特 １６ ６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３５⁃３ 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
新———以河南省为例 张学艳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８０⁃３ 中国的经济学———民富论 郭书江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２１⁃２ 人力资源管理 魏迎霞
李　 华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０７⁃２ 现代产业经济学 朱　 涛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４４⁃８ 西方经济学 段玉强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４０⁃３ 物流管理 张　 倩
张世宁 １６ ３１．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１６８９⁃３ 货币银行学 郭兴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７４２⁃５ 会计信息化实务 乔　 荣
杨春景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４

·３２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４６２⁃２ 管理信息系统理论与应用 韦映梅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６６３⁃３ 中级财务会计 刘新仕 １６ ４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１６４９⁃７ 营销谈判技巧 陈争辉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１６

５６４９⁃１６４５⁃９ 新编基础会计 张　 彤
杨紫元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７２０⁃３ 市场营销学 刘玉来 １６ ３４．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８１２⁃５ 财务管理 刘静中
杨紫元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９

５６４９⁃１７４３⁃２ 企业财务会计
陈　 黎
赵秀敏
孙志浩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８８９⁃７ 会计电算化———基于金蝶
ＫＩＳ 专业版

杨春景
乔　 荣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９３６⁃８ 企业战略管理 杨洁辉
曾东海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３９７⁃７ 社会保险 张茂松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６７２⁃５ 中央银行理论与实务 侯文杰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８

５６４９⁃１４３９⁃４ 中国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股票
市场发展：基于上市公司视角 马　 腾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３３７⁃３ 管理沟通 程云喜 １６ ２９．００ 现供 １６

５６４９⁃１４５２⁃３ 管理信息系统 刘爱菊 １６ ３２．００ 现供 １６

５６４９⁃１３２１⁃２ 河南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管理
论丛

朱清孟
张亚伟 １６ ２９８．００ 现供 ２

５６４９⁃１１６１⁃４ 领导科学与艺术 汪来杰 １６ ３３．００ 现供 １４

·４２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７７８⁃５ 土地经济学 刘潇然 １６ ６６．００ 现供 ８

５６４９⁃００６２⁃５ 基于公司治理的银行债务融
资契约研究 丁庭选 ３２ ２６．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０３⁃８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作用及低
效成因研究 杜　 琰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７２⁃８ 循环型中原：系统分析与发
展模式 史小红 特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９８⁃８ 金融导论 张小琴 ３２ １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７４５⁃２ 水库移民权利保障研究 崔广平 ３２ １６．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３９９⁃９ 石油与 ２０ 世纪的变迁 刘　 波 大 ３２ ４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２５４ 规则与选择 苏科五 ３２ ３２．８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９１⁃１４１ 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技术壁
垒基础知识 黄国英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７９１ 国有企业公民化改造研究 宁金成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４１⁃７５６ 以色列经济振兴之路 张倩红 大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１７

８１０４１⁃５１６ 创新与财富———来自 ３０ 家
世界著名企业的报道 朱春奎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６１６ 中国 ２１ 世纪安全减灾战略
论 金　 磊 １６ １２８．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４１⁃７３９ 中国证券市场博弈问题研究 王性玉 大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１４４⁃８ 西方经济学 段玉强 特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７５⁃５ 经济活动传播论 赵建国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１３⁃８ 人性经济学 高建国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５２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９１⁃３１０⁃７ 中国营造学 张家泰 １６ １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６５３ 金融犯罪论 叶高峰 大 ３２ ２５．００ 现供 １３

８１０４１⁃４４３ 公关逻辑概论 马全智 大 ３２ １４．５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１３０⁃１ 高等学校廉政文化建设研究 王　 凌 特 １６ ５０．００ 现供

·６２１·



（十一）理工、医学、体育类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４２７⁃９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 王诗玉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５６⁃６ 速煮面加工实用技术
潘国强
王爽秋
张　 勋

１６ 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７⁃２ 分析化学 景中建
郝喜才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１８⁃６ 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指导
书———训练篇

田　 剑
左晓东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２１⁃６ 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指导
书———教学篇

赵超君
刘俊凯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２０⁃９ 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指导
书———竞赛篇

赵宗跃
吕　 刚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１９⁃３ 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指导
书———游戏篇

王建智
陈　 玉 １６ ２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８１⁃８ 传承与超越：武术在登封 王龙飞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７９⁃９ 希望的田野———返乡农民工
创办农家乐指南

傅琴琴
张建宏 １６ ２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８９⁃４ 农机维修 ＤＩＹ———农用机械
巧用速修技术 陈新昌 １６ ２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９１⁃７ 家庭农场 ＤＩＹ 吴永林 １６ ２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１９⁃４ 为菌正名 杜灵广 ３２ １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６６⁃４ 中国体育体制改革与发展研
究

杨改生
史友宽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６６７⁃１ 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王崇喜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７０１⁃２ 中国篮球运动发展研究 杨改生 １６ ４２．００ 现供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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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７０９⁃８
中国网球运动发展研究（当
代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丛书）

易春燕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２６９⁃７ 中国排球运动发展研究 史友宽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２３⁃４ 现代羽毛球技术教学与训练 陈　 治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１５３５⁃３ 环境经济学：价值评估与政
策设计

陈志凡
耿文才 １６ ４５．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５７５⁃９ 水文统计中的 ＥＸＣＥＬ ＶＢＡ
童海滨
孙香丽
陆军辉等

１６ ３５．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２７０⁃３ 黄河中下游过渡区县域土地
利用变化研究 刘桂芳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８４０⁃８ 低碳思想———七伦道：人类
低碳生存之道 李克欣 １６ ２２．００ 现供 ２２

５６４９⁃１７１５⁃９ 人居环境科学上的生态优化
与设计研究 廖秉华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３８０⁃９ 趣味百草文化 农　 子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１３７０⁃０ 幸福从早餐开始 李　 雯 ３２ ３９．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０８２⁃２ 论水环境与人口健康 许靖华 ３２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８

５６４９⁃１０８６⁃０ 艾滋病防治漫画手册（艾滋
病防治宣传教育读本）

李自钊
朱新顺 ３２ ６．００ 现供 ３０

５６４９⁃１０８６⁃０
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
传播知识指南（艾滋病防治
宣传教育读本）

张　 展
李自钊 ３２ ７．００ 现供 ３０

５６４９⁃０９８１⁃９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石永生
刘晓真 １６ ３４．９０ 现供 １４

５６４９⁃０５５１⁃４ 中国功夫 戴松成 １６ ５０．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６０２⁃３ 保卫健康 安广杰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２５

·８２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６３６⁃８ 吸烟与健康 杨跃进
等 １６ ２５．００ 现供 ２２

８１０９１⁃９３６⁃４ 关注老年期痴呆
国际老年
痴呆协会
中国委员
会等编著

特 １６ ３０．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６５⁃６ 工程数学
李少荣
李　 杰
李淑玲

特 １６ ３４．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２３⁃３ 现代月子专论 齐　 志 特 １６ ２３．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３１⁃１ 超越与梦想———现代竞技体
育项目优势转移现象研究

杨改生
周　 珂
史友宽

特 １６ ３３．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４１⁃８ 消化道狭窄与梗阻病变的内
镜治疗

石　 定
于成功 １６ １０５．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８５４⁃１ 黄淮冬小麦高产栽培与病虫
草害防治

牛本永
等 ３２ ２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６８⁃４ 中国中西部地区集水节水农
业发展问题研究 丁圣彦 １６ ５４．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１６５ 中国绿洲 申元村 １６ ６６．０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６６４ 资源科学导论 董庆超 大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６６４ 常绿阔叶林演替系列比较生
态学 丁圣彦 １６ １９．８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４１⁃４８８ 应用电子技术 郑景华 １６ ３６．８０ 现供 １０

８１０４１⁃１２４ 仿真语言 王　 庆 １６ １０．５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４１⁃９３２ 清朝宫廷秘方 胡曼云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１６８ 佛家自然健康法 刘金柱 大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９２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８１０４１⁃５７９ 防伪技术 卜宏建 大 ３２ １５．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４７５ 中国少林拳系列规定套路 张　 山 大 ３２ １８．００ 现供 １６

８１０９１⁃３３０ 实用烹饪技术 刘公度 大 ３２ ９．８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５１０⁃Ｘ 沟通艺术 李社教 特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４９０⁃１ 汴梁水灾记略 李景文 ３２ １３．００ 现供 ２０

８１０９１⁃４３４⁃０ 特种兵训练与格斗 谢华伟 ３２ ２０．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０２６⁃７ 武术运动生物力学 马文海
主编 １６ ３８．００ 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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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工具书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２１８⁃３ 怎样考进播音主持名校 李　 泊 １６ ５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１７⁃６ 播音主持艺考 ６０ 天速成 李　 泊 １６ ４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５５⁃６ 汉字核心元素“数歌”训练速
成字帖

孙富民
孙全杰 １６ １５．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６６⁃８ 档案直接形成论 刘东斌 特 １６ ７８．０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５８１⁃０ 档案馆利用服务手册 管先海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２３

５６４９⁃０８７５⁃１ 档案馆库房管理手册 李兴利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１６５１⁃０ 档案室工作手册 吴雁平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１６７３⁃２ 档案业务指导手册 刘东斌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１７２９⁃６ 档案整理工作手册 吴雁平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１７３０⁃２ 档案馆收集工作手册 张怀珍 ３２ １０．００ 现供 ２５

５６４９⁃１９８０⁃１ 市县基层档案工作手册 刘东斌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４５７⁃８ 为人处世宝典 刘一田 ３２ ５６．００ 现供 １２

５６４９⁃１４１６⁃５ 档案行政执法手册 刘子芳 １６ １０．００ 现供 ２２

５６４９⁃１３９８⁃４ 高中简明英语法典题典 许麦胜 ３２ ４０．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４４９⁃４ 形似字识别速成歌 李中华 １６ ２６．００ 现供 ２０

５６４９⁃０４２０⁃３ 多音字识别速成歌 李中华 １６ ３６．００ 现供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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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７１７⁃４ 党的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实
用手册 王彬彬 １６ ３９．００ 现供 １０

５６４９⁃０６９５⁃５ 基层档案工作实用手册 刘东斌 １６ ４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５６４９⁃０４３７⁃１ 最新日本常用汉字读音手册 姚红洲 ６４ 开 １０．００ 现供 ６８

５６４９⁃０４７１⁃５ 汉字结构解析 郑慧生 ３２ ４８．００ 现供 ８

８１０９１⁃５６１⁃８ 新编说文解字字典 赵钢立 ３２ ７９．００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６３６ 汉碑集释 高　 文 大 ３２ ４９．００ 现供 ７

８１０４１⁃０９５ 文学知识手册（修订本） 王　 芸 ３２ ２８．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４１⁃３１２ 中国古文甄体鉴赏 白本松 大 ３２ ４６．００ 现供 ６

８１０４１⁃０５９ 汉英中国哲学辞典 郭尚兴 大 ３２ ６８．００ 现供 １５

８１０４１⁃８９７ ＰＥＴＳ 应试词汇 王西敏 大 ３２ ３４．５０ 现供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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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



一、专科

（一）“十三五”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五年一贯制初级阶段）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２５６⁃５ 应用数学基础（１）（第二版） 姬小龙
黄瑞芳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８０⁃１ 应用数学基础（２）（第二版） 姬小龙
杨尚义 １６ ２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４５⁃９ 应用数学基础（３） 姬小龙
黄瑞芳 １６ ２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２８⁃９ 应用数学基础（４） 姬小龙
黄瑞芳 １６ ２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８５⁃１ 实用语文（１）（第二版） 聂小雪
董红梅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５５⁃９ 实用语文（２）（第二版） 聂小雪
董红梅 １６ ２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７１⁃６ 实用语文（３） 聂小雪
赵　 肖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８１⁃７ 实用英语（１）（第二版） 赵玉玲
袁妮子 １６ ３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９５⁃５ 实用英语（２）（第二版） 赵玉玲
袁妮子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７１９⁃５ 实用英语（３） 郑国富
牛　 玫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８３⁃１ 应用物理基础（１）（第二版） 胡五生
李小平 １６ ２６．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０７⁃５ 应用物理基础（２）（第二版） 胡五生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８０⁃０ 应用化学基础（１）（第二版） 徐贵敏 １６ ２８ 现供

·４３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６６９⁃４ 应用化学基础（２）（第二版） 徐贵敏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４３⁃１ 信息技术基础（１）（第二版） 姬小龙
王海燕 １６ ３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７０⁃９ 信息技术基础（２）（第二版） 姬小龙
王海燕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３３⁃３ 音乐通识教程（１） 刘秋玲
孙　 消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３４⁃０ 音乐通识教程（２） 刘秋玲
孙　 消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３０⁃２ 基础英语 刘　 鸽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２９⁃６ 实用英语 刘　 鸽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２８⁃９ 语文（１） 崔　 飞
张瑞雪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２８⁃９ 语文（２） 崔　 飞
张瑞雪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２１⁃０ 计算机基础教程 杜玉合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２２⁃７ 计算机应用教程 杜玉合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２３⁃４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１） 郭爱民
曹红战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２４⁃１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２） 葛静霞
蒋　 华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３９⁃５ 会计基础与实务 刘志红
郭爱民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５７⁃５ 财政与金融概述 郭爱民
邓晓嘉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２３⁃４ 音乐（１） 张　 洁
刘秋玲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９６⁃９ 音乐（２）

·５３１·



（二）高等职业教育经管类规划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８８９⁃７ 会计电算化———基于金蝶
ＫＩＳ 专业版

杨春景
乔　 荣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４２⁃５ 会计信息化实务 乔　 荣
杨春景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８１２⁃５ 财务管理 刘静中
杨紫元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４３⁃２ 企业财务会计
陈　 黎
赵秀敏
孙志洁

１６ ３６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６６⁃０ 经济学教程 杨紫元 １６ ３３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６２９⁃５ 实用公共关系 杨紫元 １６ ２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１８⁃９ 市场营销实务 杨紫元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４５⁃９ 新编基础会计 杨紫元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４８⁃９ 新编经济法教程 杨紫元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０８⁃２ 西方经济学 段玉强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２４⁃５ 金融基础技能 徐　 琳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７２⁃４ 小企业会计实务 杨紫元
杨春景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７６９⁃０ 劳动关系管理案例教程 庄红蕾 １６

·６３１·



（三）全国学前教育专业国家规划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１７８⁃２ 钢琴基础教程·第 １ 册 刘莎莎 １６ 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７９⁃９ 钢琴基础教程·第 ２ 册 刘莎莎 １６ ２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８０⁃５ 钢琴基础教程·第 ３ 册 刘莎莎 １６ ２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８６⁃７ 声乐基础教程·第 １ 册 贾伟亚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７６⁃８ 声乐基础教程·第 ２ 册 贾伟亚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７７⁃５ 声乐基础教程·第 ３ 册 贾伟亚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２８⁃４ 美术·第 １ 册 王宇锋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２９⁃１ 美术·第 ２ 册 王宇锋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３０⁃７ 美术·第 ３ 册 王宇锋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００⁃７ 简笔画实用教程 李　 涵 １６ ２５．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２２⁃９ 口语训练实用教程 邓玉红 １６ １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９３⁃１ 幼儿园环境创设 邓　 娇 １６ ２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８５⁃５ 乐理视唱练耳（第 １ 册） 傅蒸蔚 １６ 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８６⁃２ 乐理视唱练耳（第 ２ 册） 傅蒸蔚 １６ 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７９⁃１ 乐理视唱练耳（第 ３ 册） 傅蒸蔚 １６ ２０ 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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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０４１⁃８ 经典儿歌即兴伴奏与弹唱

翟爱静
李春俊
王永强
任苗霞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４８⁃２ 学前英汉双语游戏创编
孙光峰
曹　 莉
高　 琴

１６ ３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６６⁃４ 轻松学语音 黄春丽 １６ ２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５５⁃８ 幼师实用英语 利　 晓
王海歌 １６ ３８ 现供

·８３１·



（四）高职高专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
“十三五”规划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９５６⁃５ 旅游英语

高职高专
旅游与酒
店管理专
业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１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３８⁃１ 景区服务与管理

高职高专
旅游与酒
店管理专
业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４６⁃６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高职高专
旅游与酒
店管理专
业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４０⁃４ 旅游市场营销

高职高专
旅游与酒
店管理专
业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３９⁃８ 饭店服务心理学

高职高专
旅游与酒
店管理专
业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２０⁃６ 饭店管理概论

高职高专
旅游与酒
店管理专
业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５０⁃６ 前厅服务与管理

高职高专
旅游与酒
店管理专
业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９３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９２１⁃３ 客房服务与管理

高职高专
旅游与酒
店管理专
业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１９⁃０ 餐饮服务与管理

高职高专
旅游与酒
店管理专
业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９６⁃８ 旅游职业礼仪 荣培君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１６⁃１ 旅游文化 王　 隼 １６ ２８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５４９⁃１ 中国旅游文化 宋采义
等 １６ ２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７５⁃５ 旅游应用文写作教程 焦红强 １６ ３８ 现供

·０４１·



（五）全国计算机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４８８⁃１ 物联网技术导论
大学计算
机专业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９６⁃６ Ｃ＃程序设计
大学计算
机专业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７７⁃５ 计算机网络技术
大学计算
机专业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０２⁃４ 数据库实用技术
大学计算
机专业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００⁃０ 网页制作项目教程
大学计算
机专业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５８⁃１ ＡＳＰ．ＮＥＴ 程序设计（Ｃ＃版）
大学计算
机专业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９７⁃３ ＡｕｔｏＣＡＤ 实用教程
大学计算
机专业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９８⁃０ ＪＡＶＡ 程序设计
大学计算
机专业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０１⁃７ 计算机实用工具软件
大学计算
机专业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９９⁃７ 软件工程概论
大学计算
机专业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７８⁃６ 计算机应用基础教程
计算机应
用基础教
程编写组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７９⁃３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训指导
计算机应
用基础教
程编写组

１６ ２５ 现供

·１４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１３１⁃５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杨洪涛
韩　 坤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０８４⁃６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ＣＳ５ 图像处理与设
计

尚　 存
曲旭东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２９⁃０ Ａｃｃｅｓｓ 程序设计 李　 捷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５４８⁃３ 多媒体技术实用教程 李　 建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３５⁃２ 计算机应用基础 乔保军 １６ ３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３１⁃６ 面向 ＷＥＢ 可视化的矢量数
据流式渐进传输 苗　 茹 １６ ２８．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４４⁃８ 虚拟现实（ＶＲ）技术与应用 李　 建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４５⁃９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平面设计应用 尚　 存
陈伟利 １６ ３２ 现供

·２４１·



（六）职业教育护理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９３１⁃２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３４⁃３ 病理学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３６⁃７ 药理学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２８⁃２ 儿科护理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４２⁃８ 妇产科护理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５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３５⁃０ 内科护理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３３⁃６ 外科护理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６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３０⁃５ 老年护理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３７⁃４ 医学生物化学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２９⁃９ 健康评估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８．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５９⁃６ 护士礼仪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５６４９⁃３２６６⁃４ 组织胚胎学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４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２５７⁃２ 正常人体结构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５６４９⁃３２６３⁃３ 精神科护理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５６４９⁃３２６５⁃７ 急危重症护理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５６４９⁃３２５８⁃９ 生理学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护理学基础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护理管理学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护理心理学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康复护理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中医护理
高职高专
护理专业
教材编写组

１６

·４４１·



（七）职业教育学前教育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９８４⁃８ 学前钢琴演奏简明教程（基
础版） 牛俊峰 １６ ３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２７⁃５ 动画音乐研究 蔡海波
蔡莹莹 １６ ４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８０⁃９ 学前英汉双语五大领域教学
孙光峰
郑天荣
任苗霞

１６ ４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３５⁃０ 幼儿教师科学素养 赵运兵 １６ ２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８⁃１ 学前儿童心理学 关学增
种明慧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３⁃６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３２⁃９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音乐分
册）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４⁃３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美术分
册）

许　 可
胡　 聪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９９⁃５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５⁃０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９８⁃８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４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２００⁃８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９⁃８ 学前教育学 关学增
沈　 言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７⁃４ 学前儿童卫生与保育 于　 洋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６⁃７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１３⁃４ 幼儿文学教程 关学增
冷　 月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２⁃９ 简笔画教程 王文选 １６ ３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７２⁃６ 舞蹈与幼儿舞蹈创编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７２⁃７ 舞蹈与幼儿舞蹈创编 麻树槐
肖玉琳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２３⁃８ 蒙特梭利教育理论与实践 牛晓耘 １６ ２９．８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３３⁃０ 简笔画 李双林 １６ ２８ 现供

·６４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２６２⁃６ 学前儿童专业英语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６４⁃０ 学前儿童手工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学前教育简史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９．８

儿童手工

职业教育
学前教育
专业教材
编写组

１６ ３９．８

·７４１·



（八）统编《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系列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３５１⁃８ 迈向职场第一步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１３⁃３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理工类专科）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５９⁃４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农林类专科）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４６⁃４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医药类专科）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４７⁃１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财经政法类专科）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４９⁃５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水利水电类专科）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９３⁃８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综合类）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９１⁃４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师范类）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９２⁃１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建筑类）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８４１·



（九）统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系列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４３５⁃４ 创新创业教育基础

河南省高
校创新创
业教育统
编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行业实训手册（信息技术类）

河南省高
校创新创
业教育统
编教材编

写组

行业实训手册（现代农业类）

河南省高
校创新创
业教育统
编教材编

写组

行业实训手册（文化创意类）

河南省高
校创新创
业教育统
编教材编

写组

·９４１·



（十）就业创业公共课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４００⁃３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张　 涛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７３⁃３ 大学生创业指导与实训 刘红霞
万是明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５３⁃４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
指导 王彦红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１８⁃８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程·基本
理论篇

陈　 哲
贺玉兰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４⁃１ 大学生就业指导（２ 版） 刘建国
张建中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９３⁃５ 就业与创业指导 黄飞奇
李云亮 １６ ２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４７⁃５ 创业与职业拓展———大学生
创业之九问 赵　 霖 １６ ３０ 现供

·０５１·



（十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读本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３５０⁃１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读本———
弟子规

中国传统
文化教育
读本编写组

１６ １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４８⁃８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读本—孝
经 段守政 １６ １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５９⁃５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读本———
论语

中国传统
文化教育
读本编写组

１６ １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６０⁃７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读本———
大学·中庸·孟子

中国传统
文化教育
读本编写组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０３⁃９ 英韵弟子规 王强
译注 １６ ２９ 现供

·１５１·



（十二）高职高专外语类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３６９⁃３ 新探索高职高专综合英语预
备级

罗光文
钟　 进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６５⁃５ 新探索高职高专综合英语 １ 詹书权
钟　 进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６６⁃２ 新探索高职高专综合英语 ２ 李艺倩
钟　 进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６７⁃９ 新探索高职高专综合英语 ３ 刘晓华
钟　 进 １６ ３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６８⁃６ 新探索高职高专综合英语 ４ 吕　 冲
钟　 进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５８⁃３ 大学英语补充阅读 朱　 丹
赵　 璐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２４⁃６ 当代实用英语（１） 曾　 霞
何国祥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２０⁃５ 当代实用英语综合实训（１） 何国祥
康富强 １６ ２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４２⁃４ 当代实用英语（２） 付江涛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８３６⁃２ 当代实用英语综合实训（２） 付江涛 １６ ２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６６⁃４ 轻松学语音 黄春丽 １６ ２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５５⁃８ 幼师实用英语 李　 晓
王海歌 １６ ３８ 现供

·２５１·



（十三）高职高专数学类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９６０⁃３ 经济数学基础（上册） 张秀英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０７⁃８ 经济数学基础（下册） 张秀英
周素静 １６ ２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０９⁃３ 数学建模 傅海明
孙媛媛 １６ ２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０７⁃８ 经济数学 雷玉琼 １６ ２５ 现供

·３５１·



（十四）体育类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１２７⁃９ 大学体育 李少勇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１０⁃９ 大学体育与健康教程 王记生
时金钟 １６

·４５１·



（十五）职业教育电子机电类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４１６⁃４ ＰＬＣ 应用技术 胡满红 １６ ３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７８⁃３ 单片机技术应用与设计 毕立恒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２２⁃７ ＰＬＣ 原理及应用 周　 林
王　 娟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５１·



（十六）艺术教育系列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１９１⁃２ 美术鉴赏 彭　 亚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９１⁃９ 音乐艺术鉴赏 姬英涛
陈亚敏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９０⁃２ 舞蹈艺术鉴赏 姬英涛
王　 洁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８８⁃５ 摄影艺术与鉴赏 孙铁军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４６⁃５ 字体与版式设计 贾国军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５０⁃５ 音乐欣赏教程 张　 杰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３４⁃８ 音乐艺术鉴赏（第 ２ 版） 姬英涛 １６ ３８ 现供

·６５１·



（十七）职业教育建筑工程类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５１４⁃７ 建设法规 胡娅春
张建设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４５⁃１ 建设工程监理概论 鞠　 杰
毋利娜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４６⁃８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王诗玉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１８⁃５ 建筑工程测量 杨丹丹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１９⁃２ 房屋建筑学 陈瑞芳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２８⁃６ 建筑结构 陈瑞芳 １６ ５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２６⁃２ 建筑力学 季盼盼
马晓芳 １６ ３５ 现供

·７５１·



（十八）电子商务职业细分化岗位导向型规划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８１４⁃８ 开店基础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６４．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８６⁃８ 电商美工设计基础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４５．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７８５⁃１ 主图与详情页设计实训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５１．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２０⁃９ 视觉营销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３８．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１３⁃１ 电商运营与网店管理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６５．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２６⁃１ 微信移动营销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５０．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５６⁃８ 搜索营销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７５．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１０⁃０ 亚马逊美国站综合实训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４９．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２５⁃４ 店铺装修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４６．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８３３⁃９ 电商客服与物流实训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６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１８⁃７ 电子商务产品拍摄实训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６５．９ 现供

软文营销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５６４９⁃２８５７⁃５ 网盟营销 京慧越
商学院 １６

·８５１·



（十九）职业教育公共基础课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１２７⁃９ 大学体育 李少勇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３１⁃４ 大学体育与健康 王学良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６２⁃８ 经济政治与社会 李　 领
李　 勇 １６ ２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９３⁃５ 就业与创业指导 黄飞奇
李云亮 １６ ２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１２⁃３ 哲学与人生 赵铁生
刘保庆 １６ １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１１⁃６ 职业道德与法律 周　 雷
张志勇 １６ 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６０⁃４ 历　 史 曹海涛
刘治国 １６ ４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９５⁃９ 颜真卿楷书字帖 叶　 刚
吴淑静 １６ 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７８⁃１ 大学语文教程 董克林
张　 红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７６⁃３ 大学语文 刘钦荣
靳海涛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８６⁃６ 应用写作 刘钦荣
靳海涛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２２⁃０ 普通话口语表达教程 杜慧敏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６５⁃８ 现代实用礼仪教程 张建宏
林　 琳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３４２⁃５ 现代实用礼仪教程（第 ２ 版） 张建宏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９２⁃３ 大学体育教程 海　 潮
赵伟柯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０６⁃４ 新编大学语文 李　 春
梁　 斌 １６ ４６ 现供

·９５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４０４⁃０ 普通话口语实用教程 孙媛媛
李晨霞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３３⁃４ 普通话训练教程 李春生 １６ ２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３３⁃０ 简笔画 李双林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６２⁃９ 简笔画教程 王文选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８３⁃１ 心理健康教育读本
魏丽丽
冯先杰
侯艳丽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０５⁃５ 大学军事理论 大学军事
理论编写组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３６⁃７ 大学生安全教育 万　 红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３６⁃１ 职 业 教 育 公 共 基 础 课 教
材———生物

侯爱华
赵巧丽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４４⁃６ 职 业 教 育 公 共 基 础 课 教
材———化学

张　 杨
张汉武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１０⁃９ 大学体育与健康教程 王记生
时金钟 １６

·０６１·



二、本科

（一）新世纪普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７８１⁃５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下） 张进德
王利锁 １６ ６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３３⁃６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下） 张进德
王利锁 １６ １１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６９７⁃９ 文学欣赏导引（第二版） 胡山林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５５⁃３ 古代汉语通论 魏清源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０９８⁃３ 人际沟通学 伍茂国
徐丽君 １６ ２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７７⁃９ 外国电影史 燕　 俊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８７⁃８ 秘书礼仪教程 赵瑾周
杰　 林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８５５⁃３ 秘书写作 杨　 帆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７７９⁃２ 写作 许兆真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４１⁃７ 外国戏剧史 乔　 丽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７１⁃４ 中国电影史 潘国美 １６ １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７６５⁃５ 文学概论 胡山林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１９⁃４ 古代汉语教程（第三版） 魏清源 １６ ６３ 现供

·１６１·



（二）新世纪普通高校广播电视艺术学系列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３８１⁃６ 影视导演基础 肖　 帅 １６ ２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１７⁃４ 广播影视音乐艺术与创作 唐　 平 １６ ４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０１⁃４ 视听语言 王松林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７６９⁃３ 影视艺术鉴赏 曹毅梅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７６６⁃２ 广播电视节目采访艺术 刘春蕾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７６４⁃８ 电视摄像基础教程 段汴霞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８４９⁃２ 影视艺术概论 崔　 军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５０⁃８ 电视专题片创作 曹华强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４９⁃２ 电视纪录片创作 张　 成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６２⁃１ 影视编导概论 冯丹阳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５２⁃２ 新媒体节目形态 高红波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５１⁃５ 电视文化学 曹毅梅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８３⁃２ 电视新闻深度报道 王振宇 １６ ２６ 现供

·２６１·



（三）新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１４９⁃３ 世界电影史概论 曹毅梅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９８⁃３ 世界电影史概论（第 ２ 版） 曹毅梅 １６ ４９．８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３８⁃８ 新闻采访新编 张福民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２６⁃７ 网络新闻传播伦理 韩爱平
张玉玲 １６ ３０ 现供

·３６１·



（四）新世纪普通高校工商管理类统编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１９４⁃１ 人力资源管理教程 任　 乐
冯常生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２９⁃７ 基础会计学 李武立 １６ ４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７２８⁃０ 社交礼仪 褚晓飞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９９１⁃８ 消费者行为学 任淑荣 １６ ３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２１⁃８ 会计信息系统 王定迅
李立志 １６ ３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２２⁃５ 财政学 张国兴
李芒环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９７４⁃１ 运筹学 姚　 远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７６３⁃１ 薪酬管理 赵志泉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４０⁃６ 统计学 刘向华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６３⁃５ 社会保障学 叶青海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３３⁃８ 管理学 郑　 军 １６ ３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０５⁃２ 广告学 徐　 可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０１⁃０ 计量经济学 朱云章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３７⁃３ 管理沟通 程云喜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５２⁃３ 管理信息系统 刘爱菊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３８⁃０ 组织行为学 卢光莉 １６ ３３ 现供

·４６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０８３５⁃５ 运营管理 宋雅杰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４０⁃３ 物流管理 张　 倩
张世宁 １６ ３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６３⁃３ 中级财务会计 刘新仕 １６ ４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２０⁃３ 市场营销学 刘玉来 １６ ３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３６⁃８ 企业战略管理 杨杰辉
曾东海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９９⁃９ 审计学 席龙胜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６２⁃２ 管理信息系统理论与应用 韦映梅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８５⁃５ 管理学原理 魏迎霞
孙　 玲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２１⁃２ 人力资源管理 魏迎霞
李　 华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８５⁃２ 新编经济法概论 葛枫呐
宋雅杰 １６ ３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５５⁃４ 市场营销学理论与实务 韩丽娜
赵　 蓓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７５⁃９ 管理会计 周　 倩
李大伟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１·



（五）新世纪普通高校经济类统编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４０７⁃２ 现代产业经济学 朱　 涛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７２⁃５ 中央银行理论与实务 侯文杰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８９⁃３ 货币银行学 郭兴方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２３⁃２ 现代会计学原理 王贻岩 １６ ３７ 现供

·６６１·



（六）新世纪普通高校旅游管理类系列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２２７⁃７ 旅游心理学 王伟红 １６ ３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１９⁃５ 旅游法原理与实务 余永霞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６５⁃２ 酒店康乐经营与管理 袁海霞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００⁃３ 现代饭店管理精要 申　 思 １６ ３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９７９⁃６ 旅游企业财务管理学 申　 思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７２⁃０ 导游业务 司艳宇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５７⁃４ 旅游规划原理 朱青晓
王忠丽 １６ ３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５１⁃９ 旅游公共关系学原理与实务 李海燕
侯天琛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１４⁃１ 餐饮经营与管理 宋军令
陶　 宁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９２⁃３ 导游语言艺术 陈蔚德 １６ ２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６７⁃７ 旅游业英语 靳　 琦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６８⁃４ 旅游学概论 程金龙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８８⁃６ 前厅与客房管理 段　 冰 １６ ３０ 现供

·７６１·



（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艺术类专业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４６９⁃１ 《视唱练耳》 李　 玲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０７⁃３ 中小学音乐教材教法 冯　 亚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０２⁃７ 合唱（上下） 陈家海 １６ ７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７６１⁃７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鉴赏 朱敬修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６９０⁃０ 现代钢琴集体课教程 牛冬阳
潘　 伟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９８４⁃０ 钢琴基础一 孙　 娟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９８３⁃３ 世界民族音乐 胡　 斌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８８１⁃２ 流行唱法的理论与实践 王思琦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１１⁃０ 中国民族声乐教程 黄慧慧 １６ ４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５７⁃２ 多声部合唱训练 袁　 凯
陈家海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４０⁃１ 舞蹈———形体训练与舞蹈编
导基础

刘　 柳
刘　 斌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５５⁃９ 中国传统音乐与名作鉴赏 马志飞
陈文革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１４⁃９ 钢琴基础
赵　 宁
刘　 洁
范丹鹏

１６ ５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７２５⁃８ 钢琴基础 ２ 李长明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２９２⁃４ 信阳民歌合唱曲集 朱敬修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３４⁃８ 音乐艺术鉴赏（第 ２ 版） 姬英涛 １６ ３８ 现供

·８６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７８８⁃２ 中外音乐名作赏析 朱敬修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６５⁃９ 普契尼歌剧咏叹调集（女高
音） 梁袁媛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８４⁃７ 合唱声乐实训教程 袁　 凯
冯安君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８２⁃２ 中国民族声乐实用教程

５６４９⁃２４６８⁃３ 四平调伴奏音乐

５６４９⁃３７６０⁃７ 四平调唱腔音乐

５６４９⁃３７７０⁃６ 唐宋词艺术歌曲赏析与演唱

德奥艺术歌曲语音训练与演
唱

·９６１·



（八）普通高等学校医药护理类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９３３⁃７ 组织学与胚胎学学习指导 蒋杞英
胡艳秋 １６ ２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３８⁃７ 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指导 蒋杞英
胡艳秋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５６⁃１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
教程

张维娟
王玉兰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８９６⁃５ 口腔组织病理学实验指导 皇甫超申
李　 涛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８１⁃６ 病理学实习指导 牛保华 １６ １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４８⁃９ 病理生理学实验 李淑莲
郑　 红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６１⁃７ 高血压理论与临床实践 赵海鹰
王　 浩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５８９⁃４ 医学免疫学实验技术 柴立辉
刘峰涛 １６ ２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５⁃８ 医学生理学实验 吕心瑞
陈明亮 １６ ３５ 现供

·０７１·



（九）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规划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３９７⁃７ 社会保险 社会
保险 １６ ３４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６１⁃４ 领导科学与艺术 汪来杰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６３⁃８ 社会保障概论 凌文豪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１６９⁃０ 公共管理学 楚明锟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１５⁃４ 管理学 陈建华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６９⁃４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杨艳东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３９⁃７ 公共经济学 刘俊英
王　 宁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５８⁃０ 组织行为学 赵国栋
楚明锟 １６ ３３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４６⁃５ 字体与版式设计 贾国军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９１⁃２ 美术鉴赏 彭　 亚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９１⁃９ 音乐艺术鉴赏 姬英涛
陈亚敏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９０⁃２ 舞蹈艺术鉴赏 姬英涛
王　 洁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０８８⁃５ 摄影艺术与鉴赏 孙铁军 １６ ３８ 现供

·１７１·



（十）统编《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系列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３５１⁃８ 迈向职场第一步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９３⁃８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综合类）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９０⁃７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理工类本科）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９．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０２⁃７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财经政法类本科）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９５⁃２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医药类本科）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９４⁃５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农林类本科）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５３⁃２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水利电力类本科）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９１⁃４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师范类）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９２⁃１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建筑类）

河南省高
校就业指
导统编教
材编写组

１６ ３５ 现供

·２７１·



（十一）统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系列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４３５⁃４ 创新创业教育基础

河南省高
校创新创
业教育统
编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３８ 现供

行业实训手册（信息技术类）

河南省高
校创新创
业教育统
编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１０

行业实训手册（现代农业类）

河南省高
校创新创
业教育统
编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１０

行业实训手册（文化创意类）

河南省高
校创新创
业教育统
编教材编

写组

１６ １０

·３７１·



（十二）就业创业公共课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４００⁃３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张　 涛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９３⁃８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大学生职
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
编写组

１６ ４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６９４⁃５ 创业基础 崔　 炜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５３⁃４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
指导 王彦红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１８⁃８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程·基本
理论篇

陈　 哲
贺玉兰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４⁃１ 大学生就业指导（２ 版） 刘建国
张建中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９３⁃５ 就业与创业指导 黄飞奇
李云亮 １６ ２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４７⁃５ 创业与职业拓展———大学生
创业之九问 赵　 霖 １６ ３０ 现供

·４７１·



（十三）普通高等学校数学类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４２５⁃６ 高等数学（理工类）（上册） 冯淑霞
王　 波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２４⁃３ 高等数学（理工类）（下册） 冯淑霞
王　 波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７２⁃６ 高等数学简明教程 郭运瑞
汪　 叶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２３⁃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郭运瑞
董　 瑞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５７⁃２ 线性代数 孟红玲 １６ ２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０９⁃３ 数学建模 傅海明
孙媛媛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９３８⁃３ 高等数学 臧振春
苏白云 １６ ３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９８１⁃９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石永生
刘晓真 １６ ３４．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３９⁃０ 线性代数 张　 瑞
刘泮振 １６ ３４．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０９⁃０ 高等数学（全 ２ 册） 王燕燕
高　 冉 １６ ６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７３３⁃４ 数值计算
王志军
王海红
孟红玲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１７４⁃２ 数值逼近 王晓峰
王军涛 １６ ２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５４⁃７ 计算方法 葛志昊
徐琛梅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７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３５８８⁃７ 数值分析 王晓峰
石东伟 １６ ４８ 现供

线性代数学习指导与习题精
解 孟红玲 １６

５６４９⁃２６６８⁃７ 高等数学（上册）
河南大学
数学与统
计学院

１６

５６４９⁃３６６２⁃４ 高等数学（下册）
河南大学
数学与统
计学院

１６

·６７１·



（十四）普通高等学校计算机类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３７７⁃８ 计算机基础实用教程 刘小丽
王　 肃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８０４⁃０ Ｗｅｂ 程序设计实例教程 吕　 冰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０８４⁃６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ＣＳ５ 图像处理与设
计

尚　 存
曲旭东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２９⁃０ Ａｃｃｅｓｓ 程序设计 李　 捷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５４８⁃３ 多媒体技术实用教程 李　 建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３５⁃２ 计算机应用基础 乔保军 １６ ３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３１⁃６ 面向 ＷＥＢ 可视化的矢量数
据流式渐进传输 苗　 茹 １６ ２８．１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４４⁃８ 虚拟现实（ＶＲ）技术与应用 李　 建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４５⁃９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平面设计应用 尚　 存
陈伟利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７６１⁃４ 大学计算机基础 郑逢斌 １６

·７７１·



（十五）外语类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０９８⁃２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郭银玲
李艳芳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７１⁃６ 体育英语基础教程 杜思民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４７８⁃３ 体育英语翻译教程 杜思民
彭永靖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６７⁃５ 外交口译案例研究 付江涛 １６ ２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６７⁃５ 外交口译案例教程 付江涛 １６ ２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８１３⁃２ 体育英语听力教程（１） 杜思民 １６ ２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２５⁃８ 体育英语听力教程（２） 杜思民 １６ ２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５２⁃７ 体育英语听力教程（３） 杜思民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０５３⁃０ 体育英语听力教程（４） 杜思民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７８⁃９ 体育英语阅读教程（１） 杜思民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７９⁃６ 体育英语阅读教程（２） 杜思民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９８４⁃９
商务基础双语教程 Ｆｕｎｄａ⁃
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江风
姜　 军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８８４⁃２ 基础口译教程 付江涛 １６ ２５ 现供

·８７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１５８⁃３ 大学英语补充阅读 朱　 丹
赵　 璐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６１⁃１ 英美社会与文化 包相玲
李秋芳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３３⁃６ 简明英国文学史（修订本） 高继海 １６ ５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５８⁃３ 英国文学选读（修订本） 高继海 １６ ７９ 现供

８１０１８⁃６５７⁃５
／ Ｇ．２８１

大学英语写作教程（修订本）
上册

麻保金
等 １６ ２１ 现供

８１０１８⁃６５８⁃２
／ Ｇ．２８１

大学英语写作教程（修订本）
下册

麻保金
等 １６ １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０３０⁃２ 基础英语 刘　 鸽 １６ ２９ 现供

８１０１８⁃９１１⁃８ 中国文化史（英文版） 郭尚兴 １６ ３２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１７３⁃８ 报刊英语（修订本）
苗普敬
董西明
盛兴庆

１６ ２２．５ 现供

·９７１·



（十六）本科公共课教材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１９５１⁃１ 大学体育教程 洪　 浩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３９⁃８ 大学体育教程 高建娜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９２⁃３ 大学体育教程 李海潮
赵伟柯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３１⁃４ 大学体育与健康 王学良 １６ ４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３２⁃９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丁新胜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３１⁃２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徐玉芳
张丽霞 １６ ２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８３⁃１ 心理健康教育读本
魏丽丽
冯先杰
侯艳丽

１６ ３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２５⁃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程 张运生 １６ ３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３６⁃７ 大学生安全教育 万　 红 １６ ３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０５⁃５ 大学军事理论 大学军事
理论编写组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３１３⁃７ 大学军事理论教程
大学军事
理论教程
编写组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６６８⁃８ 大学军事理论教程（第二版）
大学军事
理论教程
编写组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７６⁃３ 大学语文（普通高等院校“十
三五”规划教材）

刘钦荣
靳海涛 １６ ４９ 现供

·０８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１８６⁃６ 应用写作（普通高等院校“十
三五”规划教材）

靳海涛
刘钦荣 １６ ３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７７９⁃２ 写作 许兆真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２０２⁃２ 应用文写作实用教程 柴　 瑜 １６ ３０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４９⁃９ 写作实讲 赵学儒 １６ ４２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２２⁃０ 普通话口语表达教程 杜慧敏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１７８⁃１ 大学语文教程 董克林
张　 红 １６ ４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５１７⁃８ 大学语文 袁玉红
崔晓艾 １６ ３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２２⁃４ 大学实用语文 刘红卫 １６ ２９．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１７６⁃９ 大学语文教学技能 杨永芳 １６ ２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０６⁃４ 新编大学语文 李　 春
梁　 斌 １６ ４６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３５８⁃９ 教师口语 赵林森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３７７⁃８ 计算机基础实用教程 刘小丽
王　 肃 １６ ２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１２３５⁃２ 计算机应用基础 乔宝军 １６ ３７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９８１⁃７ 国防教育与军训教程 国防教育
读本编写组 １６ １４．８ 现供

·１８１·



书 号 书　 　 名 编著者 开本 定价 供书
时间 条　 码 册 ／包 订数

５６４９⁃２５１１⁃６ 职业道德与法律 周　 雷
张志勇 １６ ３９ 现供

５６４９⁃３４９２⁃７ 普通话训练教程 李春生 １６ ２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５４７⁃７ 普通话训练与测试指导 杨晓瑜 １６ ２９ 现供

８１０４１⁃３４１⁃１ 普通话口语教程 李晓华 １６ ２０ 现供

８１０９１⁃９３９⁃５
／ ０１ 中国近现代史 章开沅

马　 敏 １６ ８８ 现供

５６４９⁃０２００⁃１ 中国古代史教程（上、下）
朱绍侯
龚留柱

等
１６ ８６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６３６⁃６
／ ０１

校园安全应急与逃生知识手
册

校园安全
教育读本
编写组

１６ １７．５ 现供

５６４９⁃２４７６⁃８
／ ０１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６６ 条解
读

公民健康
素养读本
编写组

１６ ２８ 现供

·２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