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心相连 共度难关
——馆藏地震专题相关书目

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4 时 28 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 8.0 级地震，北京、
上海、天津、重庆、甘肃、陕西、山西、云南等全国多个省市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
后，胡锦涛总书记指示尽快抢救伤员，温家宝总理赶赴灾区指导救灾。
这次大地震波及范围之广、破坏性之大、震感之强烈、烈度之高、倒塌的房屋之
多、余震之长，均为人类历史上所罕见。中国是世界上地处欧亚板块地震带的震中最
主要国家，由板块之间挤压形成的 14 座 8000 米以上的高峰，都在我国和相邻的尼
泊尔和巴基斯坦境内，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
的国家之一，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中华民族表现出了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拼搏精
神。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1998 年的大洪水、2003 年的“非典”、2008 年的南方
冰雪灾害和这次的汶川大地震，使得中华民族在一场场灾难面前更加精诚团结，万众
一心，用智慧、信心和勇气，越发斗志昂扬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越发文明、富强和
民主。这种同舟共济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华民族虽经百难而不倒以及能够复兴的缘由
所在。天佑中华，多难兴邦！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地震的基本知识、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措施、四川地震
灾区的自然人文风貌，我们编写了《心心相连 共度难关 ——馆藏地震专题相关书
目》。让我们与灾区人民心心相连，共同燃起重建家园的希望和信心，为夺取抗震救
灾的全面胜利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大地何以怒吼 : 地震和火山的故事
(美)马里奥·萨尔瓦多里，(美)马休斯·李维著; 庄安祺译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馆藏索取号： P315/20071
海洋沸腾，坚实地表在脚下如液体般浮动，大地像莲花在
火中绽放，人类被卷入燃烧漩流...从地球颤抖引发的现实
灾难，到太空时代科学“先知”展现预测能力的热门话题，
地震和火山爆发的神秘起源一一被揭开。本书是两个地震
迷的寻震之旅，旅程溯及圣经上所述大火和硫磺的恶地，
各种天摇地动的古老神话，贯穿里斯本的天谴、关东大地
震、旧金山大地震等历史场景，配以百余张生动插图。
颤抖的地球 : 地震科学
谢礼立, 张景发编著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馆藏索取号： P315-49/20051
地震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最近半个世纪，它既给我们点
燃了成功预报的希望，又给我们刻下了惨痛伤亡的印记。
随着现代的快速发展，地震灾害已经成为今后威胁经济发
展最重要的自然灾害因素。知震才不会恐震，只有全面了
解地震，正确对待地震，掌握自我防护的基本知识，才能
在地震发生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本书在地球运动、地
震产生、地震预报、地震防御、工程抗震设防和地震应急
及地震宣传等方面对地震知识做了简要介绍，加深人们对
地震及地震灾害科学的认识。
唐山大地震 : 三十周年纪念版
钱钢著 北京 :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馆藏索取号: I253.7/200521
本书是有关唐山大地震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文学作
品。1976 年 7 月 28 日的唐山大地震，是迄今为止四百
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重要最悲惨的一页，造成了 24 万人
的死亡，16 万人的重伤，导致一座重工业城市在瞬间夷
为平地，直接经济损失在 100 亿元以上……作者当年曾
经赶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活动，亲身经历了地震发生时
唐山地区犹如经受了战争一般的深重劫难。事后，作者
以十年的时间不懈地追踪访谈，经过缜密的整理和分析，
全景式地记录了当时人类面对自然灾害时的种种表现，
追溯了地震前后扑朔迷离的事实与现象，反思了人类在
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的终极问题。

地震学辞典
徐世芳, 李博主编
北京 : 地震出版社, 2000
馆藏索取号：
P315-61/20011
四天四夜 : 唐山大地震之九死一生
李润平著 北京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
馆藏索取号：I25/200671
本书记录了作者本人在唐山大地震中九死一生的亲身经
历，从被砸成重伤到乘飞机抵达沈阳救治的四天四夜里，
作者历经磨难，几次险进鬼门关。但作者凭借超人的意志
和毅力，在众多善良人们的帮助下，终于顽强地生存了下
来。作者由此感悟人生，并以亲身经历赞美人生、讴歌人
性。
海啸－黑镜头: 印度洋地震海啸写真
艾新编著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馆藏索取号：I253/200544
2004 年 12 月 26 日 8 点 58 分，地动海摇，印度洋
变色。刚刚过去的印度洋地震海啸是刻骨铭心的，
《海
啸－黑镜头——印度洋地震海啸写真》以百幅真实的
图片和相关文字资料向人们展示了海啸灾难和灾后救
援，它警示人们要珍惜生命、爱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
然环境；警示人们要不断提高人类自我保护及预警预
报的能力，营造与大自然共生存、协调发展的良好环
境。本书也将以它特有的方式向灾区献出爱心，让我
们在回顾和思考这场大海啸时，送上我们的心愿：祝
他们平安。
中国减灾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第 18 卷）
总主编 路甬祥；执行总主编 牛文元； 本卷主编 王昂生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07
馆藏索取号： X22/20077
本书介绍了全球近千年、中国 2000 年的重要自然灾害，
特别是中国近 50 年的重大灾害，以及它们严重制约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总况。诠释了灾害威胁人类生存与国家存亡
的严重性；灾害监测预警、工程减灾和灾害管理；“国际
减灾十年”及“国际减灾战略”；全球减灾的重点发展方向
——现代减灾系统和体系。卫星在减灾中的应用、人工影
响天气和灾害数值模拟三章各具特色；安全减灾应急体系
是全球减灾事业的综合发展趋势。本书汇聚了著者和国内

外同行们几十年来的重要研究成果；全球尤其是中国防灾
减灾的重大成果和事件；对全球减灾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展
望，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议。

地震文化与社会发展 : 新唐山崛起给人们的启示
王子平，孙东富主编 北京:地震出版社 1996
馆藏索取号：G122/974
本书从文化学的视角，系统回顾与总结了 20 年来唐山抗震救灾与恢复建设的历程，
探索和揭示了地震灾害同唐山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防灾工程学导论
陈龙珠 等 编著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馆藏索取号：X4/20063
本书内容包括防灾工程学的发展概况、地震灾害与防护、火灾
与建筑防火、城市防洪、工程地质灾害与防治、风灾与防治、
爆炸与雷灾及其防治等。适合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城镇规划、
建筑学相关专业研究生及工程技术和政府管理人员。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9-2005）（上下）
程美东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馆藏索取号：K270.5/20081/1
K270.5/20081/2
本书注重史论结合。史实叙述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而学者
点评则汪洋恣肆、鞭辟入里、发人深省。这是一部沉甸甸的
学术著述。也是一本浓酽酽的通俗史话。

领导者应对突发事件的理论与实务
陈秀梅, 甘玲, 于亚博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5
馆藏索取号：D63/20072
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有关突发事件的国内外理论研究状況，又
详尽地探讨了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期有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事件。
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穿插了大量的案例，以加强对理论的认识，
凸现了理论的指导性和实务的可操作性，并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
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成败得失为各级、各层领导者提供可靠借鉴
的模式。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法律制度研究
主编 应松年
北京 :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4
馆藏索取号：D912.104/20052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唐铁汉研究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中国公共管理的重大理论问题与政府管理创新的对
策研究》。应松年教授主编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法律制
度研究》是其中一个子课题的研究成果。
高层建筑结构地震响应的时程分析法
裴星洙,张立,任正权编著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6
馆藏索取号：TU973/20068
本书系统介绍了高层建筑结构地震响应的时程分析方
法，内容包括：振动基础知识、多质点体系自振特性分
析、多质点体系弹塑性震响应分析、时程分析法在抗震
设计中的应用实例以及相关电子计算机程序等。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赵士林著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馆藏索取号： G212/20064
本书立足新闻学，综合运用管理学、法学、传播学和政治
学的相关理论，对于中国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作了全面的
透视。书中分析了突发危机事件的时代特征，阐述了突发
危机事件报道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本书还通过分析
中国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传统理念和框架及其不断
获得推进的动力机制，从“历史 ”和“全球”两个角度探寻中国
媒体危机报道的改革之路。
中国沿海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 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何心展，王毓玳，楼茵编著
北京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馆藏索取号：D63/20073
本书包括了突发公共事件的含义、特点与管理、宁波市突发公
共事件的现状与原因分析、宁波市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对策等
八章内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与救助
主编左群, 杨瑛
北京 :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5
馆藏索取号：R199.2/20063
本书是基层医生知识更新培训教材，共 18 章。着重介绍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涵、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及监测预警方
法等，并对数十种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如各种急性中毒、
常见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以及生物恐怖传染病、核辐射、
人禽流感以及水灾、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应急方法、救
助措施、预防控制方案等内容做了较详细的阐述。本书内容
全面，具体实用，适于广大基层医生、CDC（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人员以及从事预防、保健、临床、教学及卫生管理的
工作人员学习参考。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心理自我防护
主编高钰琳, 解亚宁
广州 :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5
馆藏索取号：B845.6/20061
本书从 SARS 危机的心理防护入手,帮助读者认识公共危机事
件,面对危机常见的心理行为反应,并掌握如何处理、战胜危机。
将理论和实际案例结合起来，通俗地介绍什么是公共危机事件；
面对公共危机事件人们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危机反应，处理危机
有哪些实用有效的方法，危机以后什么样的危机反应，处理危机
有哪些实用有效的方法，危机以后如何生活……希望读者在阅读
本书后,能理解性面对公共危机事件并顺利战胜危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护
牛侨主编
北京 :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5
馆藏索取号：R19/20067
本书介绍了常见传染病的分类、特点、诊断、预防、肠道传染病、
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食物中毒与职业中毒、核事故的应
急处理和防护等内容。
最新实用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指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3
馆藏索取号： R136.3-62/20051
本书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针对危险化学品应急求援而
编制，经过实践检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本书的出版必将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
重要的作用。

临床护理应急预案与程序
主编池金凤
北京 :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2004
馆藏索取号：R47/20056
本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常见的各类公共突发事件和临
床常见疾病的应急预案；第二部分为临床常用重要技术操作告
知程序；第三部分为临床各关键环节的质量管理程序，对护理
工作人员全面掌握常用急救知识和急救技术，提高应急和应变
能力。

超越无常:突发事件应急静态系统建构
苗兴壮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6
馆藏索取号： D63/20071
本书分七部分，分别介绍了人类探索突发事件的历程，突发事
件的概念、类型及特点，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必要性与可
行性，其他国家的应急系统，中国突发事件应急系统状況等内
容。
突发灾祸及现场急救
刘艺林，费国忠主编
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3
馆藏索取号：X4/20041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灾害概述；地震灾害；气象洪
水灾害；火灾；道路交通事故；触电事故；急性中
毒；刑事侵害；核化事故；旅游意外；心理疾病；
急救技术等十二个部分。

羌族:四川汶川县阿尔村调查
主编何斯强, 蒋彬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
馆藏索取号：K287.4/20071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您介绍了羌族的风土人情。内容包括：概
况与历史、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生活、社会政治、婚姻家庭、法
律等。

都江堰
陈燕白, 王晓彬撰文；魏勇刚摄影； 刘海乐, 杨探华翻译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
馆藏索取号： K928.971.3/20061
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四川都江堰市城西，是全世界至今为止，
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2200 多年来，至今仍然连续使用，仍发挥巨大效益，是我
国古代文明的伟大杰作，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本书
为你介绍了都江堰这项水利工程的各个工程系统,包括“鱼
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离堆引水口三大主体工程，展
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

追踪大熊猫的岁月
胡锦矗著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05
馆藏索取号：Q959.838-49/20061
本书记录了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队在野外追踪考察大熊猫
的过程。内容包括有：踏上追踪大熊猫的征途、进入大熊猫的
家园、难忘摩天岭、熊猫的圣地、凉山马边大风顶观察站等。
地上成都 馆藏索取号： K927.11/20041
地下成都 馆藏索取号： K872.711/20041
肖平著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3
这是全面介绍成都历史、掌故、街道、人文、物产、
城市变迁及轶闻趣事的书。在成都将近 3000 年的
历史中，这座城市曾经被历代统治者视作边防要塞，
故在此修筑高大坚固的城池来巩固西南地区的边
防，比如秦城（又称龟化城）、大城、罗城、皇城、
满城的修建，其初衷都是用以屯驻中央政权的驻军。
然而这些曾充满刀光剑影的城池最终都被成都的水
流和人情软化了，变得如此柔媚而舒适。

羌戎:摄影大师庄学本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部人
文探访
庄学本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7
馆藏索取号： I266.4/20073
本书主要内容有：灌县景象，从灌县到汶川，赶赴

茂县，八石脑所见的戎民景象，山顶上的巡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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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学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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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兆探索

(苏)萨瓦连斯基主编; 傅征祥,胡鸿翔译

P315/801

地震与地震考古

孟繁兴等著

P316/781

地震勘探数字技术第三册

石油化学工业部等编著

091599 / 147332

地震力学：地震临震预测预报物理基 高福晖著

P315.02/951

础
地震动的谱分析入门

(日)大崎顺彦著; 吕敏申,谢礼立译

P315.3/802

地震工程学

(美)威格尔(R.L.Wiegel)主编;

P315.9/781

中国科学院工程力学研究所译
地震勘探中的超级计算机

艾斯纳编; 崔学群,王宏琳译

P631.4/931

地震问答

《地震问答》编写组编著

100325 / 146565

地震伤员的救治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编

R64/801

地震地下水动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国家地震局地下水影响因素研究组编著

P315.61/861

在地震的废墟上

中杰英著

191965

等待地震

王离湘, 刘晓滨著

I247.57/200585

地震工程与特殊条件下的岩土工程

周健, 高广运等编著

TU4/200511

广东省志. 地震志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P316.265/20041

瞬间与十年 : 唐山地震始末

《唐山地震始末》编写组编

I25/8610

悲壮的历程:唐山地震 30 年写给云 陈非比著

I253.9/20081

年
结构静力与动力分析:

(美)爱德华·L·威尔逊著; 北京金土木软件

强调地震工程学的物理方法

技术有限公司等译

奇异的本领: 浅谈动物预知地震

蒋锦昌编著

183335

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

X43/932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与控制

谭晓东主编

R1/20037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

王明旭，刘家全，毛瑛主编

R199.2/2004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引

郭新彪，刘君卓主编

R199.2/20055

突发事件中的公共管理：“非典”之后 房宁，负杰主编

TU311-39/20061

D63/20063

的反思
SARS 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 郑力主编

R199.2/20041

略
核(放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顾乃谷，吴锦海主编

TL732/20051

非典心理综合征防治手册

解亚宁，赵静波主编

R563.1/20061

四川省汶川縣志

祝世德等纂修

K29/20032/370

成都人

林文询著

K892.471.1/20071

天下名山：峨眉山

詹小明摄影

J424/20074

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K878.85/200711

嘉绒秘境马尔康

崔乾志主编

K928.971/20082

历代都江堰功小傳：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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