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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有作者 著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著作类别

1

第1作者:苏珊.鲍尔多(外)

参编 27.5 万字 已署名；

第 2作者:綦亮 参编 24.0

万字 已署名； 第 3作者:

赵育春(外) 参编 3.5 万字

已署名；

不能承受之重

——女性主义、西

方文化与身体

江苏人民

出版社
2009-10-26

学术性著

作B类（社

科）

2

第1作者:高永晨(外) 参编

6万字 已署名；;第2作者:

任瑞 参编 5.5 万字 未署

名；其他人员 (外) 参编

17.7 万字 未署名

跨文化交际与地

球村民

苏州大学

出版社
2009-9-10

高水平教

材（社科）

3

第1作者:张顺生 参编20.5

万字 已署名； 第 2作者:

杨婳 参编 9.5 万字 已署

名； 第 3作者:王锋 参编

9.5 万字 已署名；

大学英语六级考

试教程(阅读理

解)

大连海事

大学出版

社

2009-10-1
教学参考

（社科）

4

第 1作者:张顺生 参编

15.33 万字 已署名； 第 2

作者:郝艳娥(外) 参编

6.57 万字 已署名；

全国英语等级考

试全真模拟试题

1级 B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出版社

2009-10-1
教学参考

（社科）

5

第1作者:刘白玉(外) 参编

8.0 万字 已署名； 第 2作

者:高新华(外) 参编2.0万

字 已署名； 第 3 作者:周

福娟 参编 4.0 万字 未署

名； 第4作者:张雅军(外)

参编2.0万字 未署名； 第

5作者:其他人员(外) 参编

10.6 万字 未署名；

商务英语
苏州大学

出版社
2009-7-30

高水平教

材（社科）

6

第 1作者:张顺生 参编

20.23 万字 未署名； 第 2

作者:毛婉洁(学) 参编

2.89 万字 未署名； 第 3

作者:董嫣(学) 参编 2.89

万字 未署名； 第 4作者:

沈俐(学) 参编 2.89 万字

未署名；

全国英语等级考

试全真模拟试题

第 2级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出版社

2009-7-1
教学参考

（社科）



7

第1作者:张顺生 参编19.6

万字 未署名； 第 2作者:

李磊(学) 参编2.8万字 未

署名； 第 3作者:丁亚军

(学) 参编 2.8 万字 未署

名； 第 4作者:姜烨(学)

参编 2.8 万字 未署名；

全国英语等级考

试全真模拟试题

第 3级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出版社

2009-7-1
教学参考

（社科）

8

第 1作者:张顺生 参编

18.34 万字 未署名； 第 2

作者:郝艳娥(外) 参编

2.62 万字 未署名； 第 3

作者:周建军(外) 参编

2.62 万字 未署名； 第 4

作者:张荣伟(外) 参编

2.62 万字 未署名；

全国英语等级考

试全真模拟试题

第 4级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出版社

2009-7-1
教学参考

（社科）

9

第1作者:张顺生 参编18.2

万字 已署名； 第 2作者:

郝艳娥(外) 参编 5.2 万字

未署名； 第 3作者:李磊

(学) 参编 2.6 万字 未署

名；

全国英语等级考

试全真模拟试题

第 1级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出版社

2009-6-1
教学参考

（社科）

10

第 1作者:贾冠杰(外) 参编

18.0 万字 已署名； 第 2

作者:王云 参编 26.0 万字

未署名； 第 3作者:肖建

芳(外) 参编1.0万字 未署

名； 第4作者:郭小春(外)

参编 1.0 万字 未署名；

中学英语交际教

学活动大全

广西教育

出版社
2009-5-20

教学参考

（社科）

11
第1作者:郭富强 参编40.4

万字 已署名；

汉英翻译理论与

实践

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09-4-10

高水平教

材（社科）

12

第 1 作者:郭富强 参编 0.6

万字 已署名； 第 2作者:

赵荣兵(外) 参编12.5万字

已署名； 第 3作者:朱伟

荣(外) 参编4.2万字 未署

名； 第4作者:吴兴林(外)

参编4.8万字 未署名； 第

5作者:陈育坤(外) 参编

5.2 万字 未署名； 第 6作

者:徐晓(外) 参编5.1万字

未署名； 第 7作者:汪利

和 参编 0.5 万字 未署名；

第 8作者:贾秀峰 参编 0.5

万字 未署名； 第 9作者:

易学英语之超级

词汇 巧用 3000

词（含 1CD）

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09-3-10

教学参考

（社科）



陈广平 参编0.3万字 未署

名； 第10作者:刘兆香 参

编 0.3 万字 未署名； 第

11作者:徐洁(外) 参编0.3

万字 未署名； 第12作者:

程彦(外) 参编0.2万字 未

署名；

13

第 1 作者:郭富强 参编 1.0

万字 已署名； 第 2作者:

贾秀峰 参编 24.2 万字 已

署名； 第 3作者:郭京红

(外) 参编 12.5 万字 未署

名； 第 4作者:刘琦(外)

参编 12.5 万字 未署名；

第5作者:李媛媛(外) 参编

12.5 万字 未署名； 第 6

作者:陆垠杼(外) 参编

12.5 万字 未署名； 第 7

作者:陈广平 参编0.5万字

未署名； 第 8作者:汪利

和 参编 0.5 万字 未署名；

第9作者:朱伟荣(外) 参编

0.5 万字 未署名； 第 10

作者:徐艳 参编 0.5 万字

未署名； 第 11 作者:李丽

参编0.5万字 未署名； 第

12作者:张承祖 参编0.5万

字 未署名； 第 13 作者:

徐骏 参编 0.5 万字 未署

名； 第14作者:蒋静洁 参

编 0.5 万字 未署名； 第

15作者:段燕 参编0.5万字

未署名；

易学英语之超级

词汇 巧用 8000

词（含 1CD）

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09-3-9

教学参考

（社科）



14

第1作者:郭富强 参编0.41

万字 已署名； 第 2作者:

刘兆香 参编10.02万字 已

署名； 第 3作者:陈广平

参编 6.21 万字 未署名；

第4作者:王清海(外) 参编

10.06 万字 未署名； 第 5

作者:梁曼莉(外) 参编

2.01 万字 未署名； 第 6

作者:王琤 参编 6.51 万字

未署名； 第 7作者:李春

芳 参编3.52万字 未署名；

第8作者:李玉霞(外) 参编

3.51 万字 未署名； 第 9

作者:赵荣兵(外) 参编 0.2

万字 未署名； 第10作者:

汪利和 参编0.5万字 未署

名； 第11作者:贾秀峰 参

编 0.5 万字 未署名； 第

12作者:徐骏 参编0.5万字

未署名； 第 13 作者:朱伟

荣(外) 参编0.2万字 未署

名； 第14作者:蒋静洁 参

编 0.45 万字 未署名；

易学英语之超级

词汇 巧用 5000

词（含 1CD）

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09-3-1

教学参考

（社科）

15

第 1作者:张爱卿(外) 参编

8.5 万字 未署名； 第 2作

者:王若平(外) 参编1.4万

字 已署名； 第 3 作者:李

庆华(外) 参编 10.3 万字

未署名； 第 4作者:陈广

平 参编10.2万字 未署名；

第 5作者:张翼(外) 参编

4.1 万字 未署名； 第 6作

者:施兆莉(外) 参编4.0万

字 未署名； 第 7 作者:刘

伟强(外) 参编1.1万字 未

署名；

硕士研究生英语

入学考试 万能作

文

航空工业

出版社
2009-3-1

教学参考

（社科）

16

第 1 作者:道滕(外) 参编

10.3 万字 已署名； 第 2

作者:李薇(外) 参编5.3万

字 已署名； 第 3 作者:吴

鸿斌 参编 5.0 万字 已署

名；

比非常好还好(译

著）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

社

2009-1-15
其他（社

科）



17

第 1 作者:多恩.布罗林 罗

伯特 洛依德(外) 参编

74.6 万字 已署名； 第 2

作者:张顺生 参编 35.6 万

字 已署名； 第 3 作者:陈

广平 参编 10.0 万字 未署

名； 第 4作者:蔡隽 参编

8.0 万字 未署名； 第 5作

者:刘新芳 参编 6.0 万字

未署名； 第 6作者:刘兆

香 参编 5.0 万字 未署名；

第 7作者:付莲霞 参编 4.0

万字 未署名； 第 8作者:

罗媛 参编 3.0 万字 未署

名； 第 9作者:范连义 参

编 3.0 万字 未署名；

生涯发展和衔接

教育

江苏教育

出版社
2009-1-1

学术性著

作B类（社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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