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工作简报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 第 1 期 （总第 2 期）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图书馆主办 2020.5.12

本期导读
目录

一、图书馆最新信息传递........................................................................................................................................................... 2
1.接收捐赠图书...................................................................................................................................................................2
2.新书采购...........................................................................................................................................................................2
3.疫情期间坚守岗位...........................................................................................................................................................3
4.疫情期间加强服务...........................................................................................................................................................3
5.旧期刊下架打包...............................................................................................................................................................4
6.新订购期刊加工上架.......................................................................................................................................................4

二、新书资讯............................................................................................................................................................................... 5
1.法律...................................................................................................................................................................................5
2.经管...................................................................................................................................................................................6
3.计算机...............................................................................................................................................................................7
4.汽车...................................................................................................................................................................................8
5.艺术...................................................................................................................................................................................9

三、松田职教、年鉴馆藏推广.................................................................................................................................................10
四、杂志社投稿方式................................................................................................................................................................. 10

1.《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10
2.《电脑知识与技术·经验技巧》 ...............................................................................................................................10
3.《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10
4.《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10
5.《物流技术与应用》.....................................................................................................................................................11
6.《汽车导报》 ...............................................................................................................................................................11
7.《汽车零部件》.............................................................................................................................................................11
8.《汽车与驾驶维修》.....................................................................................................................................................11
9.《汽车维修与保养》.....................................................................................................................................................11
10.《美术研究》...............................................................................................................................................................11
11.《建筑学报》...............................................................................................................................................................11
12.《未来与发展》...........................................................................................................................................................11
13.《经济与管理研究》...................................................................................................................................................12
14.《建筑科学》...............................................................................................................................................................12
15.《新技术新工艺》.......................................................................................................................................................12
16.《企业管理 》.............................................................................................................................................................12
17.《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12
18.《中国科技论坛》.......................................................................................................................................................12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图书馆工作简报 2020年第 1 期

2

一、图书馆最新信息传递

1.接收捐赠图书

为提高本馆的图书质量，我们主动联系了各部门捐赠图书，精选了“十三五”创新型规划教材，“十三五”

“双创”型人才培养优秀精品教材等。经过分编加工，已完成上架流通。

2.新书采购。

放假期间加班突击选定新书目录，选定 5500 多种，经部门领导审核，提交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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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疫情期间，坚守岗位

部门领导以身作则，坚守岗位及时传达上级部门的有关文件和精神 ，指导全体职员学习新冠肺炎的防疫知

识，坚决做到人人防控。积极地与超星电子集团联系，为我校全体师生提供最新的防疫电子图书，增强抗疫防

疫知识。

4.疫情期间加强服务

疫情期间图书馆进行通风，清洁，为支持教师开通网络教学工作，保证师生借阅健康安全，为师生提供放

心的借阅环境。多名教师为了更好的开展教学工作，积极借阅图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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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旧期刊下架打包

值班期间将所有 2019 年旧期刊按序号下架打包，登记缺漏数量，并做好存放保管，以备外包加工合订本。

6.新订购期刊加工上架。

2020 年新订购期刊共 267 种，经过值班期间加工，现已完成到馆期刊的上架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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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书资讯

1.法律

《战疫法律手册》本书以“问答”形式，还原了真实社会中的场景、融合了

现场的实务案例、附上直接相关的法律规定，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找到相应问题

的解析、坚实法律依据和实用操作指引。全书分为九大板块，由浅入深、由一般

到特殊地阐述了广大企业和个人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

第一章防控与侵权：结合对新冠肺炎基本特点的梳理，从出行、住宿、购物、

工作等方面，系统分析、解答疫情期间涉及的公民民事权利的保护与救济问题。

第二章劳动与人事：结合全国各地出台的劳动指引和通知，从休息休假、工资、

加班、工伤、医疗期、社会保险、劳动合同、法律责任与劳动争议解决方面，协

助维护劳资双方权益。第三章合同与责任：针对疫情大背景下的合同履行问题，

系统解读不可抗力、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适用，并进一步设定可能导致合同违

约的常见场景，为疫情背景下的交易稳定与纠纷解决提供建设性方案。

第四章数据与保护：从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概念出发，分政府、企业与个人等不同层面，系统阐述疫情防控

期间的数据保护与合规，努力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 出版时间 2020-04

《网络法实务全书》体系全面：内容涵盖网络法史、电子协议、电子商务、网络

平台、 网络技术、网络营销、数据安全、网络牌照、网络支付、细分市场等各个实

务领域，已能基本涵盖互联网产品合规实务的各个维度，构成了互联网合规实务的“中

台”能力。

场景为王：互联网产品及模式的立足点是具体的业务场景，离开场景探讨合规

问题几乎等于缘木求鱼，本书基于大量的合规场景深入浅出地解决现实困惑，并提出

合规解决方案。

能力提升：思维决定格局，操作决定能力，针对法律人提升解决网络法律问题

的现实需求，本书不仅仅只从网络法专业及业务能力方面进行思考，更从法律人应当

具备的互联网思维以及应当了解的互联网商业逻辑角度上，做出极具价值的分享。

出版时间 2019-04

《谁在犯罪》本书以“谁在犯罪”为主题，以犯罪防控为目的，通过

对已经犯罪的人员展开调查，结合典型个案的调查访谈，寻找犯罪人的可

辨析特征及处于犯罪危险临界状态的心理征象；同时探寻犯罪人及犯罪心

理发生的路径，为犯罪防控提供更为具体的犯罪心理画像。

全书共有 13 章。

第一章“犯罪防控”，回顾了人类对于犯罪防控的种种努力和各种思路；

第二章“谁在犯罪”，探讨了“危险人格”与“危险心结”这两类人的犯

罪比例及特征。

第三章“简论心理”，以心理为视角探究人犯罪的原因和分类，本章对心

理现象的概述，既以诸多心理学科为基础，又与本书研究的犯罪人分类、

犯罪心理分类相互对。

第四章“危险心结”，分析了“危险心结”的内涵与外延，犯罪人与危险

人格的犯罪人有所不同。危险心结有三个特点，起因于失败、心结于不甘，

危险在弥补。危险心结与缺陷人格还密切相关，有人格缺陷的人更容易出现危险心结。对于这类犯罪心理现象

的认识和防控需要更多的心理学知识。出版日期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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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管

《5G 商用》2019 年 6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中国广电四家运营商正式颁发了 5G 商用牌照，这标志着我国迈入

5G 商用元年；11 月 1 日，三大运营商 5G 移动通信套餐生效，我国 5G 正式商

用。 本书在介绍移动通信系统从第一代至今的总体发展过程的基础上，重点

介绍了 5G 的标准演进、全球 5G 的研发和商用进展，详细论述了我国 5G 的研

发和网络部署情况、产业发展、商用模式等。而且，作为首次系统性地阐述我

国 5G 产业生态建设情况的图书，本书以丰富的数据和鲜活的案例介绍了 5G 将

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对 5G 时代的未来走向发表了见

解。 出版时间 2020-03

《区块链与物联网》 区块链已经被作为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

破口，将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推动集成创

新和融合应用。本书重点讲述了区块链与物联网的融合应用。首先，本书从区

块链、物联网的理论知识入手，介绍了一些区块链在物联网领域的实际应用；

其次，本书深度剖析了两者融合后的成本降低方案、网络安全与数据隐私保护

等场景，同时还对生态农业、供应链管理等多个细分领域做了深入解读，最后，

本书描述了一个未来世界的场景，在区块链与物联网融合之下实现效率大幅提

升、规模迅速增长。出版时间 2020-01

《生鲜电商新零售之路》7 年的生鲜电商运营经验，让笔者从一个普通的

卖水果文艺青年，成长为宝妈互助团团长、TopKlout 克劳锐电商自媒体价值

排行榜前 10 强、2017 年度中国很活跃微商自媒体前 10 强和收费社群——舒

雍会（收费会员超过 2000 人）的创建者。笔者写本书的初衷，就是将自己这

7 年的生鲜电商运营经验进行总结和分享，以帮助更多对生鲜电商感兴趣的运

营者，避免大家走弯路。于是，在这本书中笔者就如何写文案、做地推、线上

增加流量、做同城配送，以及实体店如何转型微商、招代理、打造爆品、建立

代理团队、发朋友圈、做直营微商、做社群运营、做社区团购、做好社区团购

的团长角色等生鲜电商运营常见问题分别进行了解答。本书适合生鲜行业的所

有从业者，包括生鲜电商、农特微商、传统实体店等从业人士，特别是水果行

业、水产品行业、牛奶乳品行业、蔬菜行业、生鲜肉类等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

从业者、创业者，以及线下实体店想将线上与线下进行融合创新有突破的运营者。出版时间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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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机

《现代数字图像处理 》对数字图像处理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应用领域

介绍全面，分析深入浅出； 《现代数字图像处理 》着力反映近年来数字图像

处理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应用。

本书主要介绍现代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原理、主要技术和典型应用。 本书

共 15 章，大致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第 1 章和第 2章，内容是图像数字化

基础。第二部分为第 3 章至第 8 章，介绍经典的图像处理原理和技术，包括图

像的变换、增强、复原、小波、压缩和分割处理等。在上述基本图像处理的基

础上，第三部分为第 9章至第 12 章，分别介绍近来发展较快的图像特征描述、

彩色图像处理、形态学图像处理和偏微分方程图像处理。第四部分为第 13 章至

第 15 章，介绍近期已成为热门图像处理的新方法，包括图像的超分辨率重建、

教育人工神经网络的图像处理和图像的压缩感知。出版时间 2020-05

《Python 聊天机器人开发》使用 Python 和开源工具搭建属于你自己的聊天机器人。本书首先对聊天机器

人进行了相关介绍，让你对它们的架构有清晰的认知。然后介绍了自然语言处

理的相关知识，以及如何在定制化的聊天机器人对话处理过程中使用自然语言

工具（NLTK）。在此基础上，本书还详细介绍了多种不同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以便在实操中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接下来你将学习如何使

用 API.ai 平台搭建一个聊天机器人，并定义相关的意图和实体。通过书中的

示例，你将学习如何与聊天机器人进行通信，并初步了解机器人集成和部署的

关键步骤。本书的后一章着重讲解如何搭建、训练和部署你的专属聊天机器人。

借助开源软件和机器学习模型，你的机器人将具备对话决策的能力，并能成为

网页应用上的对话代理。还可以把聊天机器人部署在个人服务器上。你将可以：

使用 Python 进行基础的自然语言处理。掌握收集数据的方法，并对机器人进

行训练。从零开始搭建专属的聊天机器人，并将其部署成为网页应用。在

Facebook、Slack 和 Telegram 中集成聊天机器人。 把聊天机器人部署到个人

服务器上。出版时间 2020-05

《创客智造》本书介绍如何利用传感器、无线网络、Arduino 等技术，

使得电子设备能够具备一定的感知功能，并与其他电子设备之间互相通信，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之具备近似于智能物种的智慧功能。全书使用了 33 个

制作项目，每个制作项目选择都很好精细，从原理、材料、制作步骤和应

用方法都加以解读，项目涉及 LED 键盘控制、联网空气质量计量仪、蓝牙

收发器、有毒化学物质报告器、红外远程测距仪、人脸扫描等，对于读者

来讲新鲜有趣，看完同样会有制作的冲动。通过你的智能手机控制家用温

度调节器，并远程改变温度，创建你自己的可以通过网络通信的视频控制

器。出版时间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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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汽车

《无人驾驶技术》本书对目前无人驾驶的构成及工作原理作了介绍。主要

内容包括无人驾驶定位导航、无人驾驶的感知传感器、无人驾驶环境感知技术、

无人驾驶汽车路径规划、无人驾驶汽车路径跟踪、深度学习在无人驾驶中的应

用、无人驾驶汽车软件系统平台、车联网与无人驾驶以及无人驾驶车辆测试。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 图文并茂, 结合实际, 便于读者学习和应用, 实现对无

人驾驶技术的快速入门。出版时间 2020-04

《汽车总装工艺及生产管理》本书介绍了汽车制造领域的相关内容，

其中大部分内容讨论了汽车制造技术，同时也涉及汽车制造管理的内容。

本书共分为 ７章，主要介绍汽车市场、竞争和汽车制造商业绩，以及汽

车组装操作、详细流程、运营管理和持续改进的方法，回顾和讨论了汽车

制造中复杂的知识和实践、汽车制造中成熟的技术和工艺以及它们的新进

展。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从实践中直接提取和总结的。出版时间 2020-05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年度评估报告 2019》是《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技术路线图》的深化研究成果，旨在动态研究和评估 2018—2019 年以来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的技术进展，对年度标志性进展及距离路线图规

划目标存在的挑战进行分析和总结。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年度评

估报告 2019》构建了“综合评估报告全面洞察、专题评估报告深刻聚焦、技

术数据透视未来趋势”三位一体的报告体系。其中，综合评估报告围绕产业

趋势、技术进展、发展环境等情况，对节能汽车、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动力电池技术、汽车轻量化技术等关

键领域的年度技术进展和目标实现程度进行了评估；专题评估报告聚焦节能

汽车领域技术进展，开展了节能汽车专题评估；技术数据透视部分则主要关

注汽车产业发展环境和技术应用状况等领域，并基于持续的技术统计数据开

展了技术趋势研究。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年度评估报告 2019》

适合汽车行业和相关行业从事技术研发、企业战略研究的人员，以及负责制

定和实施汽车产业相关政策的各级政府人员阅读，也适合作为对汽车产业发

展感兴趣的投融资人员等了解汽车技术发展方向的专业读物。

出版时间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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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艺术

《繁星之城》本书是艺术家赵娜的手绘作品集，收录了赵娜的大

量优秀画作。本书画作以新细密画为主要类型，以“画作全景、创作

灵感、创作草图和局部讲解”的形式对画作进行展示，分享作者的创

作思路和灵感来源。书中画作想象力丰富、气势磅礴、细节精湛、内

涵深刻。 本书一共有 6 章。第 1 章为“在一起”，收录了作者的一些

零散画作。第 2 章为“沉睡的森林”，此章大部分画作都使用了“树”

这一元素。第 3 章为“平行国度”，收录了《伴我同行》的一系列画

作和其他零散画作，此章创造性地运用了“传送带”的元素，内容极

具想象力。第 4章为“伤城”，收录了作者一些关于自然的画作。第 5

章为“酷狗”，收录了六幅酷酷的狗狗，画布为圆形，特别又富有趣

味性。第 6 章为“动物·爱”，收录了许多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关于爱

的画作。 本书适合钢笔画爱好者、彩色铅笔画爱好者和绘画相关专业

人士阅读和收藏。出版时间 2020-04

《艺术博物馆》本书通过达维里奥充满激情和幽默的叙述，讲述了不同

历史时期五十个不同艺术家的艺术故事，开篇通过类似电影开场白似的描

写，使故事非常有画面感。 在这本书中，达维里奥向我们展示了讲述艺术

史很多不同寻常的新角度，几乎无死角地讲述了各个艺术家不同的风格和奇

特的故事，不仅用简练的语言展现了一个艺术家的生活经历，更为这个历史

时期的艺术家画了一幅群像。他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错综复杂的细节上，

相比较在学校听到的艺术史教学大纲而言，它为我们头脑提供了历史上更为

丰富多样的艺术场景。 随机翻到其中某个故事开始阅读都不会无趣。出版

时间 2020-04

《百名摄影师聚焦 COVID-19》2020 年 1 月以来，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

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通过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以巨大的勇气和力

量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中国感念国际社会给予的支持，同时积极加强

国际交流合作，为全球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这场战“疫”中，遍布神州大地的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

进典型和感人事迹。“战地”摄影师们用镜头呈现并留存着医院病房、大街小

巷一幕幕令人揪心、痛心的瞬间，也记录了一幕幕充满爱心、信心的场景。一

帧帧瞬间的定格、一幅幅鲜活的画面、一个个生命的故事镌刻着一段历史、记

录着一场命运、弘扬着一种精神，将为读者带来动人且充满正能量的故事，也

终将成为全国人民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好见证。出版时间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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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田职教、年鉴馆藏推广

本馆多方收集我校办学以来的相关校内资料，按专题分类，加工，上架，进行专架展阅，给师生的查阅提

供便捷的服务。其中《松田职教》自创办以来从 2012-01 期收集，至今总期数为 29 期。年鉴 7期。各年级教学

指导或人才培养方案共 13 期。

四、杂志社投稿方式

1. 《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杂志

电话：13121932653 手机：13146504000 邮箱：hengjialunwen@163.com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华创国际广场

在线投稿：http://www.hjlww.com/periodical/wlaqjsyyy/contribute

2. 《电脑知识与技术·经验技巧》

邮箱：dnzsyjstgys@163.com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 333 号

在线投稿：http://zzsbjb.net/qkzz/jyjxzz/3437.html#

3.《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手机 15311099712 758167068 2565967666
投稿查询： 910625166 811656020
地址：北京通州区宋庄镇 109 号

在线投稿：http://www.caiyunxia.club/?mod=m_contribute&id=5772&tid=4

4.《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投稿咨询： 153866676 1610916877
投稿查询： 536096372 823921756
地址：北京通州区中央广场 D 座 c110
在线投稿：http://www.vmaoex.cn/?mod=m_contribute&id=3467&tid=4

mailto:hengjialunwen@163.com
http://www.hjlww.com/periodical/wlaqjsyyy/contribute
mailto:dnzsyjstgys@163.com
http://wpa.qq.com/msgrd?v=3&uin=2565967666&site=qq&menu=yes
http://www.caiyunxia.club/?mod=m_contribute&id=5772&tid=4
http://www.vmaoex.cn/?mod=m_contribute&id=3467&t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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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物流技术与应用》

地址：湖北省襄樊市长虹路 7 号 邮政编码：441002 网址：www.logisticstech.com
电话：0710-3227039 3210579
在线投稿：http://cz.aaxmnt.cn/index.php?c=content&a=show&id=7562

6.《汽车导报》

公司地址：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商报路印刷厂 4 楼 邮政编码：518000
固定电话：(0755)83519002 经理：董向玲

电子邮件：szqcdb@163.com

7.《汽车零部件》

联系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新瑞路 2 号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内 邮编： 510530
电话： (020)32385312 32385313 传真： (020)32389600
邮箱： jcy@gmeri.com

8. 《汽车与驾驶维修》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华创国际广场

电话：13121932653 手机：13146504000
邮箱：hengjialunwen@163.com
在线投稿：http://www.hjlww.com/periodical/qcyjswx/contribute

9.《汽车维修与保养》

投稿咨询：758167068 2565967666
投稿查询：910625166 81165602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富力摩根中心 E 座 1009
在线投稿：http://www.taobaojiaoxue.wang/?mod=m_contribute&id=7493&tid=4

10.《美术研究》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南街 8 号 邮政编码：100102

在线投稿：http://www.meishuyanjiu.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5

11《建筑学报》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华 1949 园区 10 幢 邮政编码：100044
联系电话：010-80456861
电子邮箱：aj@aj.org.cn
在线投稿：http://www.aj.org.cn/contribute.aspx

12.《未来与发展》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86 号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010-62103296
在线投稿：http://cz.aaxmnt.cn/index.php?c=content&a=show&id=7459

http://cz.aaxmnt.cn/index.php?c=content&a=show&id=7562
mailto:szqcdb@163.com
mailto:jcy@gmeri.com
mailto:hengjialunwen@163.com
http://www.hjlww.com/periodical/qcyjswx/contribute
http://wpa.qq.com/msgrd?v=3&uin=2565967666&site=qq&menu=yes
http://www.taobaojiaoxue.wang/?mod=m_contribute&id=7493&tid=4
http://www.meishuyanjiu.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5
http://www.aj.org.cn/contribute.aspx
http://cz.aaxmnt.cn/index.php?c=content&a=show&id=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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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经济与管理研究》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里 2 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杂志总社 邮编：100026
电话：010-65976383/6484
投稿网址：http://rem.cueb.edu.cn
电子邮箱：jjyglyj80@126.com jjyglyj@cueb.edu.cn

14.《建筑科学》

主编：赵基达

ISSN：1002-8528 CN：11-1962/TU
地址：北京北三环东路 30 号 邮政编码：100013
电话：010-64517786 84272776 Email：busc@263.net

15.《新技术新工艺》

电话：010-68962167/801/805/808/831，
邮箱：xjsxgybj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车道沟十号院科技 1 号楼 806 室(北京市 8917 信箱)。 邮政编码：100089
在线投稿：http://www.xjsxgy.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5

16.《企业管理 》

电话： 编辑部 (010)68414646 68701338 68436071
投稿邮箱 ：qyglzz@263.net.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48

17.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

在线投稿：http://www.mesnet.com.cn/Journalx/authorLogOn.action?mag_Id=6

邮箱：webmaster@mesnet.com.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电话：010-82338009
编辑部

主任： 芦潇静 电话：010-82317978
E-mail：luxiaojing@buaacm.com.cn
责任编辑： 薛士然 电话：010-82338009
E-mail：xueshiran@buaacm.com.cn
责任编辑： 杨迪娜 电话：010-82338009
E-mail：yangdina@buaacm.com.cn

18.《中国科技论坛》

在线投稿： http://zgkjlt.soripan.net/contact/
在线投稿：http://zgkjlt.qikann.com/cssci/tougao/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8 号（北京 3814 信箱） 电话：010-53329409
邮政编码：100038

http://rem.cueb.edu.cn
mailto:jjyglyj80@126.com
mailto:jjyglyj@cueb.edu.cn
http://www.xjsxgy.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5
mailto:qyglzz@263.net.cn
http://www.mesnet.com.cn/Journalx/authorLogOn.action?mag_Id=6
mailto:webmaster@mesnet.com.cn
mailto:luxiaojing@buaacm.com.cn
mailto:xueshiran@buaacm.com.cn
mailto:yangdina@buaacm.com.cn
http://zgkjlt.soripan.net/contact/
http://zgkjlt.qikann.com/cssci/tougao/

	图书馆工作简报
	一、图书馆最新信息传递
	3.疫情期间，坚守岗位 
	部门领导以身作则，坚守岗位及时传达上级部门的有关文件和精神 ，指导全体职员学习新冠肺炎的防疫知识，坚

	 
	《网络法实务全书》体系全面：内容涵盖网络法史、电子协议、电子商务、网络平台、 网络技术、网络营销、数
	《区块链与物联网》　区块链已经被作为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将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Python聊天机器人开发》使用Python和开源工具搭建属于你自己的聊天机器人。本书首先对聊天
	《繁星之城》本书是艺术家赵娜的手绘作品集，收录了赵娜的大量优秀画作。本书画作以新细密画为主要类型，
	《艺术博物馆》本书通过达维里奥充满激情和幽默的叙述，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五十个不同艺术家的艺术故事，开
	《百名摄影师聚焦COVID-19》2020年1月以来，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