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与沟通》微图专题书展完整书单
题名

索书号

引爆激情 : 奥巴马演讲集

D771.209-53 bnu5

用数字说话 : 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

D771.269 bnu10

法律思想的律动 : 当代法学名家讲演录 第二辑

D90-53 bnu22

法律思想的律动 : 当代法学名家演讲录

D90-53 bnu22

思想的记录 : 刘作翔法学演讲选

D90-53 bnu197

沟通理性与法治

D90-53 bnu196

法律沟通中的透明度、权力和控制

D90-055 bnu60

说话算数 : 技术、法律以及娱乐的未来

D90 bnu272

国际商务管理沟通的跨文化研究

F740.4 bnu157

小团队沟通原则与实践

F272.9 bnu340

沟通的技术 : 让交流、会议与演讲更有效

F272.9 bnu339

加强沟通理解 寻求共同安全 : 中日韩安全合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D815.5-53 bnu9

国际商务谈判与沟通技巧

F740.41 bnu14

佩蓉谈商务礼仪和沟通

F718 bnu54

商务谈判与沟通

F715.4 bnu61

管理从讲故事开始 : 向世界顶尖商业领袖学沟通

F272.9 bnu289

用数据说话 : 大数据时代的管理实践

F272.5 bnu37

经营就是抓指标 : 用指标考核, 让结果说话

F272 bnu269

管理就是沟通

F272.91 bnu26

沟通的力量

F272.9 bnu316

50种沟通活动及破冰练习

F272.9 bnu297

团队管理方法论 1. 合作引导律

F272.90 bnu5

好中层会沟通

F272.9 bnu193

沟通创造价值 : 企业政府公关的策略与案例

F272.9 bnu124

组织的管理沟通

F272.9 bnu100

图表说服力

F272.7-39 bnu4

说得对, 管到位

F272.91 bnu58

沟通就是领导力 : 突破性领导力之卓越沟通

F272.91 bnu254

与下属沟通的7个技术

F272.91 bnu194

领导如何沟通

F272.91 bnu164

团队管理方法论 2. 心态调节律

F272.90 bnu5

团队管理方法论 3. 沟通说服律

F272.90 bnu5

与客户沟通

F274 bnu366

服务是一种魔幻沟通

F274 bnu335

有效沟通

F272.92-53 bnu1

管理沟通艺术

F272.92 bnu988

包容性人才管理 : 面对多样性企业如何顺势而为管好人才

F272.92 bnu971

最伟大的商业演讲

F279.1 bnu22

研发组织沟通

F273.1 bnu53

企业文化激活沟通 : 提升沟通效能的企业文化解决方案

F272-05 bnu35

公司财务中的调查研究 : 沟通财务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F276.6 bnu527

媒体关系指南

F270 bnu245

管理说服力与影响力指南

F270 bnu229

企业在倾听 : 学习后工业管理

F406 bnu14

21天商务英语口语沟通无障碍

F7 bnu55

用演示说话 : 高级经理商务演示指南

F7 bnu1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伦理冲突与沟通

F270-05 bnu81

凭绩效说话 : 目标、绩效与薪酬管理实务

F272.92 bnu220

客户服务 : 面向21世纪的客户服务指导手册

F274-62 bnu1

商务沟通的城市秘笈

F299.21 bnu103

物业管理沟通艺术

F293.33 bnu15

策划旋风 : 王志纲演讲录

F710-53 bnu2

中层沟通技巧

F272.92 bnu351

探索、沟通和超越 : 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

B505 bnu24

蔡元培: 演讲文稿

C52 bnu271

说服 : 全球顶尖企业的商务沟通之道

F270 bnu396

会说话的巫图 : 远古民间信仰调查

B933-64 bnu1

创意思维与表达

B804.4 bnu67

20世纪的教训 : 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

B5-53 bnu9-3

信息沟通与企业危机管理研究

F270 bnu792

跨文化商务沟通

F715 bnu164

商务沟通 : 数字世界的沟通技能

F715 bnu138

完美执行之最佳沟通

F270 bnu410

员工关系、沟通对知识管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F270 bnu1842

沟通如何才有效 : 管理者不可不防的七个错误

F270 bnu1799

企业隐性知识学习与沟通

F270 bnu1768

跨文化商务沟通

F715 bnu102

做自己的咨询师 动力沟通之心理咨询篇

B849.1 bnu23

内向者沟通圣经

B848.6-49 bnu23=2

天生赢家

B848.4-49 bnu646

商务谈判与管理沟通

F715 bnu120-2

吴小如演讲录

C52 bnu608

北大演讲百年精华

C53 332

世界名人人大演讲录

C53 bnu148

让人无法说NO的攻心说话术

B848.4-49 bnu203

管理沟通指南 : 有效商务写作与演讲

F715 bnu13-2

跨文化商务沟通

F715 bnu82

管理沟通指南 : 有效商务写作与交谈

F715 bnu13

商务谈判与管理沟通

F715 bnu120

最后的演讲

B848.4-49 bnu491-2

宗白华文化幽怀与审美象征

B83-092 bnu28

王国维独上高楼

B83 bnu65

听, 谁的创伤在说话

B821-49 bnu543

站着说话不腰疼

B848.4 bnu332

管理沟通诊断 : 原理与方法

B844.2 bnu586

如何与小学生进行心理沟通

B844.1 bnu117

如何与学龄前儿童进行心理沟通

B844.1 bnu118

读懂孩子的身体语言 : 一部解读孩子肢体语言的科学启蒙书

B844.1 bnu218

微表情与心理学 : 我们的身体会说话 : 升级版

B842.6-49 bnu191

沟通与超越 : 心理咨询技术解析及案例评析

B841 bnu57

跨文化沟通心理学

B84 bnu202

朱光潜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

B83-092 bnu29

店铺认同与店铺印象的一致性研究 : 基于营销沟通的视角

F713.50 bnu500

当代商务沟通

F715 bnu80

演示的力量 : 杰出商务人士教你用PPT

F713.8-39 bnu5

营销管理实训

F713.50 bnu177

沟通秘境 : 广告文案之道

F713.8 bnu9

市场营销学新论

F713.50 bnu172

可视化沟通 : 用信息图表设计让数据说话

F713.8 bnu230

章太炎全集 譯文集

B259.21 1-2

跨文化商务沟通

F715 bnu165

商务口才训练 : 沟通、谈判和演讲的经典教程

F715 bnu42

商务沟通与人际关系拓展

F715 bnu37

商务传播 : 沟通的艺术

F715 bnu35

演讲中最重要的事

H019-49 bnu74

说话的艺术

H019-49 bnu73

逻辑说话术

H019-49 bnu62

你能说服任何人

H019 bnu158

演讲与口才

H019 bnu148

英语演讲实训指南

H311.9 bnu22

实用英语演讲教程

H311.9 bnu34

英语演讲与辩论

H311.9 bnu37

英语演讲高手

H311.9 bnu4

演讲之禅 : 一位技术演讲家的自白

H019 bnu115=2

演讲之禅 : 一位技术演讲家的自白

H019 bnu115

演讲与口才

H019 bnu108-2

口才与演讲教程

H019 bnu104

倾听未来的声音

H194.5 bnu64

报告写作指南

H052-62 bnu1

人类沟通的语用学 : 一项关于互动模式、病理学与悖论的研究

H030 bnu94

能说会道 : 表达的艺术

H119 bnu3

倾听李叔同

H136.3 bnu72

跨文化商务沟通

H31 bnu1007

商务社交

H31 bnu1033

电话沟通

H31 bnu1035

商务谈判

H31 bnu1036

电子邮件写作

H31 bnu1038

演讲、论辩与逻辑

H019 28-2

怎样提高说话水平

H019 165

轻松做演讲

H019 bnu100

大学生实用口才与演讲

H019 bnu46

这样说话最有效 : 31个尴尬和冲突场景下的说话原则

H019 bnu45

说话方与圆 : “说话善方成事有余 说话能圆交际已足”

H019 bnu44

演讲理论与欣赏

H019 bnu40

高效能演讲技巧 : 如何创作并发表赢得听众的演讲

H019 bnu38

敢说 会说 巧说 : 当众讲话三步曲

H019 bnu33

说话心理学 : 渗透潜意识的语言说服力

H019 bnu292

完美演讲

H019 bnu289

怎样进行国际学术演讲

H019 bnu98

小S的说话技巧

H019-49 bnu47

说话的艺术 : 告诉你如何打动人心的艺术

H019-49 bnu44

怎样说话与演讲

H019 bnu96

卡耐基演讲与口才

H019 bnu28

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

H019 bnu271

李真顺教你说出影响力 : 千万不要输在不会说话上

H019 bnu261

战胜公共演讲的恐惧

H019 bnu25

像TED一样演讲 : 打造世界顶级演讲的9个秘诀

H019 bnu243

这样说话最给力 : 把话说得恰到好处的115个方法

H019 bnu144

好口才就是金招牌 : 说话说到位的96个技巧

H019 bnu143

会说话, 一句顶一万句

H019 bnu142

演讲红宝书

H019-49 bnu18

首先, 要学会说话

H019-49 bnu16

魅力口才 : 跟着美国总统学说话

H019-49 bnu15

沟通说服的心理智慧

H019-49 bnu111

成为高效率人士的85个说话技巧

H019-49 bnu3

会说话就是财富 : 王希杰语言随笔选

H019-49 bnu23

说话的艺术 : 有效沟通快捷入门

H019-49 bnu22

增进你的演讲能力

H019-49 bnu20

说话的艺术

H019-49 bnu19

魏斯曼演讲圣经 2. 答的艺术

H019-49 bnu56

两性幸福沟通 1. 听懂男人心

H019-49 bnu55

卡耐基最受欢迎的说话艺术

H019-49 bnu54

别让说话毁了你 : 如何避免口无遮掩，惹祸上身

H019-49 bnu53

孟非的说话之道

H019-49 bnu51

让证据说话

D971.24 bnu31

谁倾听我们的声音

F113.9 2

用证据说话

D915.130.1 bnu9

用证据说话

D915.130.1 bnu9

中国股市传奇人物北大演讲录

F832.51 bnu132

沟通加法 : 如何成为引人入胜的演讲家

H019 bnu94

演说的魔力 : 5分钟让你成为说话高手

H019-49 bnu107

会说话是一种大智慧

H019-49 bnu35

于美人黄金说话课 : 让别人不知不觉喜欢你

H019-49 bnu40

说话说到点子上

H019-49 bnu39

听话是水平说话是艺术

H019-49 bnu38

把话说到心坎上 : 直击人心的说话方法与艺术

H019 bnu99

会说话好办事

H019-49 bnu34

说话技巧

H019-49 bnu32

最受欢迎的说话技巧

H019-49 bnu30

会讲故事才是好演讲

H019-49 bnu109

口才资本与演讲技能

H019 bnu67

说话的力量

H019 bnu62

演讲学简明教程

H019 bnu55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H019-49 bnu37

演讲的艺术

H019 bnu8=2

演讲的艺术

H019 bnu76-2

演讲的艺术

H019 bnu76

说话的技巧与艺术

H019 bnu69

沟通与协调之途 : 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

D913.04 bnu121

文书·政令·信息沟通 : 以唐宋时期为主

D691.2 bnu159

打破界限 : 电通式跨媒体沟通策略

F713.8 bnu186

人民法院调解理论与实务

D925.114 bnu2

用证据说话 工伤事故官司证据指导

D925.04 bnu56

死者在说话 : 一个法医人类学家经历的奇妙案件

D919-49 bnu2

泛泛而论 : 艾丰经济学演讲手稿

F0-53 bnu142

项目沟通管理

F270 bnu1039

全球项目管理 : 跨国界的沟通、合作和管理

F224.5 bnu171

资源沟通

F124.5 bnu42

沟通就是零距离 : 系统经济学学术随笔

F069.9-53 bnu1

说话的革命

H019 bnu16

商务谈判与沟通技巧

F715.4 bnu18

广告文案写作 : 顾客导向的沟通之道

F713.8 bnu14

文书·政令·信息沟通 : 以唐宋时期为主

D691.2 bnu159

国际危机管理与信息沟通

D815.5 bnu36

如果房子会说话 : 一部家的秘密历史

D756.18 bnu2

让科技为正义说话 : 建立中国司法鉴定行业科技支撑体系研究

D918.9 bnu27

刑法解释的沟通之维

D914.05 bnu8

刑法解释的理论与方法 : 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视角

D914.05 bnu5

让证据出来说话 : 李小华律师办案专辑

D924.05 bnu11

宪法与民法的沟通机制研究 : 以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为视角

D923.04 bnu178

大、小传统的沟通理性

D920.4 bnu80

法意与表达

D920.4 bnu140

公共项目利益相关者沟通机制研究

F062.4 bnu187

商务与管理沟通

F270 bnu373

商务与管理沟通

F270 bnu373-3

管理沟通 : 成功管理的基石

F272.9 bnu85-3

管理沟通 : 成功管理的基石

F272.9 bnu85

组织沟通 : 商务与管理的基石

F272.9 bnu36

沟通心理学

C912.11 bnu70

沟通无处不在

C912.1-49 bnu68

人性的力量 : 如何自信而有效地与人沟通

C912.1-49 bnu67

管理沟通 : 理论·实务·趋势

C93 bnu439

倾听和让人倾听 : 人际交往中的有效沟通心理学

C912.1-49 bnu66

沟通的艺术

C912.1-49 bnu60

拉里·金沟通现场

C912.1-49 bnu32

名家推荐2004年最具阅读价值演讲谈话

C53 bnu216

自由沟通 : 人际交往的金点

C912.1 bnu13

语言沟通艺术

C912.1 bnu109

强力沟通术 : 通向成功领导者的必修课

C912.1 bnu1

克服人性的盲点 : 有效沟通的艺术

C912.1 219

张开你的嘴巴说话 : 赢在沟通力

C912.1 bnu125

沟通力 : 新版

C912.1 bnu180-2

说话就是影响力

C933.2 bnu46

卓有成效的沟通 : 领导者上传下达的10个沟通技巧

C933.2 bnu39-3

领导力沟通

C933.2 bnu72

领导的说话艺术

C933.2 bnu62

中层管理者的沟通技巧

C933.2 bnu58

领导者收服人心的沟通之道

C933.2 bnu55

卓有成效的沟通 : 领导者上传下达的10个沟通技巧

C933.2 bnu39-2

卓有成效的沟通 : 领导者上传下达的10个沟通技巧

C933.2 bnu39

沟通力

C912.1 bnu180

这句话你得好好说 : 超完美“拒绝”攻略

C912.1 bnu153

中国人的沟通艺术

C912.1 bnu147

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 : 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

C912.1 bnu141

西方学术大师演讲集

C53 bnu235

沟通与协商 : 促进城市社区建设公共参与的六种方法

D669.3 bnu250

性的溝通 : 當今中國的實況研究

D669.1 bnu19

史上最强的沟通术

C912.1 bnu192

倾听的艺术

C912.1 bnu187

与领导沟通的7个技术

C912.1 bnu258

积极女性 : 女性与沟通

C912.1 bnu224

如何与难相处的人沟通

C912.1 bnu75

沟通与表达

C912.1 bnu71

说话说到位 : 古今中外顶级人才必修的人生素质课

C912.1 bnu64

魅力沟通高手 : 快速透视对方心理

C912.1 bnu27

金刚美人行 : 动力沟通之综合篇

C912.1 bnu391

当代演讲辞写作格式与构思技巧

H152.3 bnu103

动物也说话 : 破解动物语言密码

H026.3 bnu8

商务会议

H31 bnu1037

商业报告和演示

H31 bnu1034

跨文化交际与沟通

H31 bnu965

微演讲 : 一句话抓住人心

H019 bnu191

演讲者圣经

H019 bnu187

魔力演讲法则 : 当众讲话的艺术

H019 bnu181

演讲与口才

H019 bnu200

演讲与口才

H019 bnu196

说服 : 透视沟通和说服心理的学问

H019 bnu18

演讲与口才

H019 bnu176

崔永元的说话之道

H019 bnu217

超级演讲术 : 让掌声响起的艺术

H019 bnu216

林语堂的说话之道

H019 bnu208

语言沟通对沟通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 基于中国跨国公司样本的研究
C912.1 bnu387
周一清晨的沟通课

C912.1 bnu372

沟通与礼仪

C912.1 bnu368

声入人心 : 教你如何洞悉人性、说话动听

C912.1 bnu292

超级倾听术

C912.1 bnu302

沟通心理学

C912.1 bnu312

微沟通 : 细节决定沟通成效

C912.1 bnu335

让演讲卓有成效

H019 bnu206

当众演讲 : 以听众为中心·让掌声响起来

H019 bnu202

沟通的艺术

H319.4 bnu2306

影响你一生的耶鲁演讲

H319.4 bnu2192

影响你一生的哈佛演讲

H319.4 bnu2191

影响你一生的北大演讲

H319.4 bnu2198

影响你一生的牛津演讲

H319.4 bnu2199

奥普拉演讲访谈录 : 英汉双语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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