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题名］翦伯赞传 

［第一责任人］张传玺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知识责任］张传玺 著 

  

 

［正题名］北大风 

［副题名］北京大学学生刊物百年作品选 

［第一责任人］温儒敏，李宪瑜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温儒敏 编 

［知识责任］李宪瑜 编 

  

 

［正题名］战后国际关系史 

［副题名］1945-1995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方连庆等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45-1995 

［知识责任］方连庆 主编 

［知识责任］刘金质 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元 主编 

  

 

［正题名］战后国际关系史 

［副题名］1945-1995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方连庆等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45-1995 

［知识责任］方连庆 主编 

［知识责任］刘金质 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元 主编 

  

 

［正题名］田野调查实录 

［副题名］民族调查回忆 

［第一责任人］郝时远主编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民族调查/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郝时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唐嘉弘主编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典章制度/中国/古代/词典 

［知识责任］唐嘉弘 主编 

  

 

［正题名］吴歌·吴歌小史 

［第一责任人］顾颉刚等辑 

［译者］王煦华整理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江苏地方文献丛书 

［主题词］民歌/苏州市/选集 

［主题词］诗歌史/民歌/苏州市 

［知识责任］顾颉刚 辑 

［次知识责任］王煦华 整理 

  

 

［正题名］周恩来百周年纪念 

［副题名］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正题名］周恩来百周年纪念 

［副题名］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正题名］小书生大时代 

［副题名］朱正口述自传 

［第一责任人］朱正口述 

［译者］朱晓整理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口述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朱正 口述 

［次知识责任］朱晓 整理 

  

 

［正题名］历史资本主义 

［第一责任人］(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著 

［译者］路爱国，丁浩金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据美国维索出版社 1993 年第 6 版译出 

［附注内容］中英文本 

［主题词］资本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华勒斯坦 著 

［知识责任］Wallerstein 著 

［次知识责任］路爱国 译 

［次知识责任］丁浩金 译 

  

 

［正题名］午夜高楼 

［副题名］《宇宙风》萃编 

［第一责任人］柯灵主编 

［译者］冯金牛编选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民国名刊精选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柯灵 主编 

［次知识责任］冯金牛 编选 

  

 

［正题名］纸片战争 

［副题名］《红杂志》《红玫瑰》萃编 

［第一责任人］柯灵主编 

［译者］袁进编选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民国名刊精选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柯灵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进 编选 



  

 

［正题名］钓台的春昼 

［副题名］《论语》萃编 

［第一责任人］柯灵主编 

［译者］白丁编选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民国名刊精选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柯灵 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丁 编选 

  

 

［正题名］玻璃建筑 

［副题名］《现代》萃编 

［第一责任人］柯灵主编 

［译者］完颜绍元编选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民国名刊精选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柯灵 主编 

［知识责任］完颜绍元 编选 

  

 

［正题名］吴越访古录 

［第一责任人］(清)姚承绪撰 

［译者］姜小青校点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江苏地方文献丛书 cgrs225f 薛正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志/游记/江苏/清代 

［知识责任］姚承绪 撰 

［次知识责任］姜小青 校点 

  

 

［正题名］扬州图经 

［第一责任人］(清)焦循，江藩撰 

［译者］薛飞校点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江苏地方文献丛书 cgrs225f 薛正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志/扬州市/清代 



［知识责任］焦循 撰 

［知识责任］江藩 撰 

［次知识责任］薛飞 校点 

  

 

［正题名］清嘉录 

［第一责任人］(清)顾禄撰 

［译者］王迈点校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江苏地方文献丛书 f 薛正兴主编 

［主题词］风俗习惯/苏州 

［知识责任］顾禄 撰 

［次知识责任］王迈 点校 

  

 

［正题名］百城烟水 

［第一责任人］(清)徐崧，张大纯纂辑 

［译者］薛正兴校点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 

［丛编题名］江苏地方文献丛书 cgrs225f 薛正兴主编 

［主题词］名胜古迹/游记/苏州/清代 

［知识责任］徐崧 纂辑 

［知识责任］张大纯 纂辑 

［次知识责任］薛正兴 校点 

  

 

［正题名］吴门表隐 

［第一责任人］(清)顾震涛撰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江苏地方文献丛书 cgrs225f 薛正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吴门[苏州] 

［知识责任］顾震涛 撰 

  

 

［正题名］吴郡图经续记 

［第一责任人］(宋)朱长文撰 

［译者］金菊林点校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江苏地方文献丛书 cgrs225f 薛正兴主编 

［主题词］地方志/苏州 



［知识责任］朱长文 撰 

［次知识责任］金菊林 点校 

  

 

［正题名］崩离与整合 

［副题名］当代智者对话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李慎之，杜维明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世纪蓝图丛书 

［附注内容］由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策划，美国高衡基金会赞助 

［主题词］文化/学术思想/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元化 著 

［知识责任］李慎之 著 

［知识责任］杜维明 著 

  

 

［正题名］破晓年代 

［副题名］后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 

［第一责任人］梁燕城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世纪蓝图丛书 

［附注内容］由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策划，美国高衡基金会赞助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梁燕城 著 

  

 

［正题名］胡适文集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编 

  

 

［正题名］胡适文集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编 

  

 

［正题名］胡适文集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编 

  

 

［正题名］胡适文集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编 

  

 

［正题名］胡适文集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编 

  

 

［正题名］胡适文集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编 

  

 



［正题名］胡适文集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编 

  

 

［正题名］胡适文集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编 

  

 

［正题名］胡适文集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编 

  

 

［正题名］胡适文集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编 

  

 

［正题名］胡适文集 

［书目卷册］11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编 

  

 

［正题名］胡适文集 

［书目卷册］12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编 

  

 

［正题名］北京大学纪事 

［副题名］1898-1997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学珍等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高等学校/历史/1898-1997 

［知识责任］王学珍 主编 

  

 

［正题名］北京大学纪事 

［副题名］1898-1997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学珍等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高等学校/历史/1898-1997 

［知识责任］王学珍 主编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陈占安等编选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陈占安 编选 

  



 

［正题名］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 

［副题名］哲学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哲学/文集 

  

 

［正题名］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 

［副题名］文学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文学研究/文集/中国 

  

 

［正题名］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 

［副题名］史学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北京大学名人手迹 

［第一责任人］梁惠陵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法书/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梁惠陵 编 

  

 

［正题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主题词］古籍/善本/图书馆目录/北京大学 

  

 

［正题名］上海老城厢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南市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主题词］城市史/上海/史料 

  

 

［正题名］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袁行霈主编 

［译者］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国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行霈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蒋建华，冯婉蓁，季弘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政治/概况/中国/手册 

［知识责任］蒋建华 主编 

［知识责任］冯婉蓁 主编 

［知识责任］季弘 主编 

  

 

［正题名］探索·曲折·起飞 

［副题名］共和国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新华通讯社新闻摄影部编 

［出版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政治/概况/中国/1949-2000/图集 

  

 

［正题名］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撝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人名/辞典/中国 

［知识责任］张撝之 主编 

［知识责任］沈起炜 主编 

［知识责任］刘德重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撝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人名/辞典/中国 

［知识责任］张撝之 主编 

［知识责任］沈起炜 主编 

［知识责任］刘德重 主编 

  

 

［正题名］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书目卷册］1998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城市/统计资料/中国/1998/年鉴 

  

 

［正题名］中国围棋史 

［第一责任人］蔡中民等著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围棋/发展史/中国/教材 

［知识责任］蔡中民 著 

  

 

［正题名］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并列题名］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第一责任人］陈向明著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现代 

［知识责任］陈向明 著 

  

 

［正题名］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 

［副题名］三百六十行 

［第一责任人］黄时鉴，（美）沙进编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黄时鉴 编著 

［知识责任］沙进 编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书目卷册］1999 

［书目卷册］总第 19 期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 

［出版日期］2000.1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书目卷册］1999 

［书目卷册］总第 19 期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 

［出版日期］2000.1 

 

［正题名］中国改革 放以来经济大事辑要 

［书目卷册］1978-1998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经济/中国/现代/大事记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辞典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编委会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历史/中国/词典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辞典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编委会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历史/中国/词典 

  

 

［正题名］实斋笔记 

［第一责任人］章 沅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8.5 

［丛编题名］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 



［主题词］文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章 沅 著 

  

 

［正题名］雍正传 

［第一责任人］冯尔康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冯尔康 著 

  

 

［正题名］大清律辑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沈之奇注 

［译者］怀效锋，李俊点校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法律/注释/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之奇 注 

［次知识责任］怀效锋 点校 

［次知识责任］李俊 点校 

  

 

［正题名］大清律辑注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沈之奇注 

［译者］怀效锋，李俊点校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法律/注释/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沈之奇 注 

［次知识责任］怀效锋 点校 

［次知识责任］李俊 点校 

  

 

［正题名］道家与道术 

［副题名］和风堂文集续编 

［第一责任人］柳存仁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中华学术丛书 

［主题词］道教/道家/研究 

［知识责任］柳存仁 著 



  

 

［正题名］心体与性体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牟宗三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牟宗三学术论著集 中国哲学史论系列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牟宗三 著 

  

 

［正题名］心体与性体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牟宗三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牟宗三学术论著集 中国哲学史论系列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牟宗三 著 

  

 

［正题名］心体与性体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牟宗三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牟宗三学术论著集 中国哲学史论系列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牟宗三 著 

  

 

［正题名］西北土司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高士荣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土司制度/研究/中国/西北地区 

［知识责任］高士荣 著 

  

 

［正题名］中国史纲 



［第一责任人］张荫麟著 

［译者］王家范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蓬莱阁丛书 

［主题词］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荫麟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家范 导读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 

［第一责任人］蒋廷黻著 

［译者］沈渭滨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蓬莱阁丛书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蒋廷黻 著 

［次知识责任］沈渭滨 导读 

  

 

［正题名］明清律典与条例 

［第一责任人］苏亦工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司法文丛 

［主题词］法律/条例/中国/明代/清代 

［主题词］明律/清律 

［知识责任］苏亦工 著 

  

 

［正题名］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 

［第一责任人］杨鸿烈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14 

［主题词］法律/中国/影响/东亚 

［知识责任］杨鸿烈 著 

  

 

［正题名］中葡通商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天泽著 

［译者］王顺彬，王志邦译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对外贸易/中外关系/中国/葡萄牙/明代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葡萄牙/明代 

［知识责任］张天泽 著 

［次知识责任］王顺彬 译 

［次知识责任］王志邦 译 

  

 

［正题名］姚依林百夕谈 

［第一责任人］姚锦编著 

［出版者］中国商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政治家 

［知识责任］姚锦 编著 

  

 

［正题名］反思历史不宜迟 

［第一责任人］丁东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散文/随笔/中国/当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丁东 著 

  

 

［正题名］中国法律史论稿 

［第一责任人］饶鑫贤著 

［译者］段秋关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饶鑫贤 著 

［次知识责任］段秋关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代发明者 

［第一责任人］宋禄，高松，马骏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主题词］自然科学/创造发明/科学工作者/中国/手册 

［知识责任］宋禄 主编 

［知识责任］高松 主编 

［知识责任］马骏 主编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丛书］一九九九·一 

［第一责任人］徐俊德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徐俊德 主编 

  

 

［正题名］中华文史论丛 

［书目卷册］第六十辑 

［第一责任人］钱伯城,李国章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钱伯城 主编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立法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谢扶民编著 

［译者］张知本校订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11 

［主题词］立法/制度/历史/民国 

［知识责任］谢扶民 编著 

［次知识责任］张知本 校订 

  

 

［正题名］中华民国立法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谢扶民编著 

［译者］张知本校订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11 

［主题词］立法/制度/历史/民国 

［知识责任］谢扶民 编著 

［次知识责任］张知本 校订 

  

 



［正题名］清代刑名幕友研究 

［第一责任人］高浣月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蓟门法苑 

［主题词］刑名/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高浣月 著 

  

 

［正题名］ 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何虎生 主编 

  

 

［正题名］ 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何虎生 主编 

  

 

［正题名］未能忘却的忆念 

［副题名］《宇宙风·自传之一章》《人间世·名人志》合集 

［第一责任人］蔡元培等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白屋丛书 

［主题词］散文/中国/民国时期/文集 

［知识责任］蔡元培 著 

  

 

［正题名］从繁盛到衰败 

［副题名］大陆时期的中国国民党 

［第一责任人］郭贵儒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党史/中国国民党 

［知识责任］郭贵儒 著 

  

 



［正题名］中国散文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郭预衡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册叙述明、清散文史。 

［主题词］散文/文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郭预衡 著 

  

 

［正题名］储安平文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张新颖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8.7 

［丛编题名］20 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储安平 著 

［次知识责任］张新颖 编 

  

 

［正题名］储安平文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新颖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8.7 

［丛编题名］20 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储安平 著 

［次知识责任］张新颖 编 

  

 

［正题名］自由之师 

［副题名］名人笔下的胡适 胡适笔下的名人 

［第一责任人］朱文华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走近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丛书 

［知识责任］朱文华 编 

  

 

［正题名］旷世凡夫 



［副题名］弘一大师传 

［第一责任人］柯文辉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柯文辉 著 

  

 

［正题名］ 新世界地名录（汉英·英汉） 

［第一责任人］梁良兴主编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地名/世界 

［知识责任］梁良兴 主编 

  

 

［正题名］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 

［第一责任人］沈永宝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8.10 

［丛编题名］20 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钱玄同 著 

［次知识责任］沈永宝 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远古--东汉 

［第一责任人］张习孔，田珏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历史/中国/远古、东汉 

［知识责任］张习孔 主编 

［知识责任］田珏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 

［第一责任人］张习孔，田珏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历史/中国/古代/大事记 

［知识责任］张习孔 主编 



［知识责任］田珏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五代十国，宋辽金夏 

［第一责任人］张习孔，田珏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历史/中国/古代/大事记 

［知识责任］张习孔 主编 

［知识责任］田珏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元明 

［第一责任人］张习孔，田珏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历史/中国/古代/大事记 

［知识责任］张习孔 主编 

［知识责任］田珏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清近代 

［第一责任人］张习孔，田珏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历史/中国/古代/大事记 

［知识责任］张习孔 主编 

［知识责任］田珏 主编 

  

 

［正题名］北京文明的曙光 

［第一责任人］武弘麟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武弘麟 著 

  



 

［正题名］燕国风云八百年 

［第一责任人］陈平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陈平 著 

  

 

［正题名］幽燕都会 

［第一责任人］余念慈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余念慈 著 

  

 

［正题名］通往首都的历程 

［第一责任人］王岗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王岗 著 

  

 

［正题名］明清北京城 

［第一责任人］罗保平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罗保平 著 

  

 

［正题名］明清之际北京的历史波澜 

［第一责任人］于德源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于德源 著 



  

 

［正题名］康乾时期北京人的社会生活 

［第一责任人］富丽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富丽 著 

  

 

［正题名］清末民初北京的政治风云 

［第一责任人］王均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王均 著 

  

 

［正题名］浴血卢沟桥 

［第一责任人］张宗平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张宗平 著 

  

 

［正题名］北平和平解放 

［第一责任人］尹钧科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尹钧科 著 

  

 

［正题名］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 

［第一责任人］袁熹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袁熹 著 

  

 

［正题名］宣南士乡 

［第一责任人］吴建雍，赫晓琳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赫晓琳 著 

［知识责任］吴建雍 著 

  

 

［正题名］五园三山 

［第一责任人］魏 肇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魏 肇 著 

  

 

［正题名］北京的坛庙文化 

［第一责任人］刘祚陈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刘祚陈 著 

  

 

［正题名］北京的教育与科学 

［第一责任人］何力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何力 著 

  

 

［正题名］燕都梨园 

［第一责任人］赵惠蓉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赵惠蓉 著 

  

 

［正题名］北京商业纪事 

［第一责任人］齐大芝，任安泰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齐大芝 著 

［知识责任］任安泰 著 

  

 

［正题名］北京的庙会民俗 

［第一责任人］习五一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习五一 著 

  

 

［正题名］北京古代交通 

［第一责任人］尹钧科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北京历史丛书 cgrs225f 尹钧科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尹钧科 著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2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3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4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5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6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7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8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9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0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1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2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3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4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5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6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7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8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9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20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21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22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23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24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25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26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27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28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29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30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31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32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33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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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卷册］第 90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91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92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93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94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95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96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97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98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99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00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十六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十七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十八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十九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二十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二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二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二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二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二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二十六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二十七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二十八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二十九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三十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三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三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三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三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三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三十六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三十七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三十八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三十九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四十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四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四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四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四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四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四十六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四十七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四十八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四十九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五十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五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五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五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五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五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五十六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五十七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五十八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五十九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六十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六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六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六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六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六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六十六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六十七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六十八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六十九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七十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七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七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七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七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七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七十六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七十七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七十八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七十九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八十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八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八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八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八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八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八十六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八十七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八十八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八十九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九十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九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九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九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九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九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九十六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九十七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九十八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九十九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民國法規集成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蔡鸿源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法规/中国/1911-1949/汇编 

［知识责任］蔡鸿源 主编 

  

 

［正题名］特色图书馆论 

［第一责任人］文化部图书馆司等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工作/概论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事业二十年 

［副题名］1979-1999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文集/中国/1979-1999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事业二十年 

［副题名］1979-1999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文集/中国/1979-1999 

  

 

［正题名］袁世凯未刊书信稿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袁世凯著 

［出版者］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丛编题名］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史部 

［主题词］政治家/书信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袁世凯 著 

  

 

［正题名］袁世凯未刊书信稿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袁世凯著 

［出版者］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丛编题名］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史部 

［主题词］政治家/书信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袁世凯 著 

  

 

［正题名］袁世凯未刊书信稿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袁世凯著 

［出版者］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丛编题名］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史部 

［主题词］政治家/书信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袁世凯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丛书］地方税及其他税捐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工商税收/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地方税/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丛书］地方税及其他税捐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工商税收/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地方税/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散见简牍合辑 

［第一责任人］李均明，何双全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主题词］秦汉考古/竹简/中国 

［主题词］竹简/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李均明 编 

［知识责任］何双全 编 

  

 

［正题名］新疆乡土志稿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1990.3 

［丛编题名］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 新疆卷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01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02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03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04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05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06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07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08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09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10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11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12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13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14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15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16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17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18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19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20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21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22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23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24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25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26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27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28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29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30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31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32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33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34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35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36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37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38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39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40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41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42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书目卷册］第 143 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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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年谱/历史人物/中国/汇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文化史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阴法鲁，许树安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阴法鲁 主编 

［知识责任］许树安 主编 

  

 

［正题名］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第一责任人］陈其泰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其泰 著 

  

 



［正题名］澳门政治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吴志良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7 

［知识责任］吴志良 著 

  

 

［正题名］城市接管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城市接管亲历记》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城市/人民政府/中国/史料 

  

 

［正题名］中国古籍编撰史 

［第一责任人］曹之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主题词］古籍/编辑/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曹之 著 

  

 

［正题名］中国庙会文化 

［第一责任人］高有鹏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蝙蝠丛书 

［主题词］庙会/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高有鹏 著 

  

 

［正题名］印章三千年 

［第一责任人］蔡国声著 

［出版者］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中国民间收藏精编丛书 

［主题词］印章/美术史/中国 

［知识责任］蔡国声 著 

  

 

［正题名］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 

［第一责任人］周一平，沈茶英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周一平 著 

［知识责任］沈茶英 著 

  

 

［正题名］蔡楚生 

［副题名］电影导演翘楚 

［第一责任人］李亦中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李亦中 著 

  

 

［正题名］旋律 

［副题名］我人生的路 

［第一责任人］黄准，金淑琪著 

［出版者］上海音乐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知识责任］黄准 著 

［知识责任］金淑琪 著 

  

 

［正题名］上海商业史 

［第一责任人］朱国栋，王国章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商业史/上海/古代 

［知识责任］朱国栋 著 

［知识责任］王国章 著 

  

 

［正题名］中国生育信仰 

［第一责任人］宋兆麟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蝙蝠丛书 

［主题词］生育/信仰/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宋兆麟 著 

  

 

［正题名］粤大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明）郭棐撰 



［译者］黄国声，邓贵忠点校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丛编题名］岭南丛书 

［知识责任］郭棐 撰 

［次知识责任］黄国声 点校 

［次知识责任］邓贵忠 点校 

  

 

［正题名］粤大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明）郭棐撰 

［译者］黄国声，邓贵忠点校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丛编题名］岭南丛书 

［知识责任］郭棐 撰 

［次知识责任］黄国声 点校 

［次知识责任］邓贵忠 点校 

  

 

［正题名］国际儒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国际儒学联合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儒家/研究/文集 

  

 

［正题名］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 

［副题名］青年学者论坛 

［第一责任人］庄建平，陆勤毅主编 

［译者］中国史学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陆勤毅 主编 

  

 

［正题名］张学良 

［第一责任人］（日）西村成雄著 

［译者］史桂芳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知识责任］西村成雄 著 

［次知识责任］史桂芳 译 

  

 

［正题名］贞节史 

［第一责任人］章义和，陈春雷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主题词］社会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章义和 著 

［知识责任］陈春雷 著 

  

 

［正题名］丧葬史 

［第一责任人］陈华文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主题词］社会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华文 著 

  

 

［正题名］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第一责任人］赵园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学术史丛书 cgrs225f 陈平原主编 

［主题词］士/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大夫/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赵园 著 

  

 

［正题名］清代诗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健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文学论丛 

［主题词］诗歌/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健 著 

  

 

［正题名］韩国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韩国学术振兴财团支援刊印 

  

 

［正题名］漫画广告 

［第一责任人］李忠清，杨小民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旧世百态 1912-1949 老漫画系列 

［主题词］漫画/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广告/中国/现代/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李忠清 编 

［知识责任］杨小民 编 

  

 

［正题名］漫画人生 

［第一责任人］李忠清，杨小民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旧世百态 1912-1949 老漫画系列 

［主题词］漫画/作品/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忠清 编 

［知识责任］杨小民 编 

  

 

［正题名］漫画名人 

［第一责任人］李忠清，杨小民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旧世百态 1912-1949 老漫画系列 

［主题词］漫画/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名人/中国/现代/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李忠清 编 

［知识责任］杨小民 编 

  

 

［正题名］漫画时政 

［第一责任人］李忠清，杨小民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旧世百态 1912-1949 老漫画系列 

［主题词］漫画/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概况/中国/现代/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李忠清 编 

［知识责任］杨小民 编 

  

 

［正题名］漫画三百六十行 

［第一责任人］李忠清，杨小民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旧世百态 1912-1949 老漫画系列 

［主题词］漫画/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职业/中国/现代/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李忠清 编 

［知识责任］杨小民 编 

  

 

［正题名］漫画社会 

［第一责任人］李忠清，杨小民编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旧世百态 1912-1949 老漫画系列 

［主题词］漫画/作品/中国/现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现代/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李忠清 编 

［知识责任］杨小民 编 

  

 

［正题名］走近当代的鲁迅 

［第一责任人］钱理群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鲁迅著作/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钱理群 著 

  

 

［正题名］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第一责任人］忻平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日本/侵华/历史/1937-1945 

［知识责任］忻平 著 

  



 

［正题名］阉割与狂狷 

［第一责任人］叶舒宪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大学讲坛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叶舒宪 著 

  

 

［正题名］文献家通考 

［副题名］清—现代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郑伟章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文献学/名人/列传/中国 

［知识责任］郑伟章 著 

  

 

［正题名］文献家通考 

［副题名］清—现代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郑伟章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文献学/名人/列传/中国 

［知识责任］郑伟章 著 

  

 

［正题名］文献家通考 

［副题名］清—现代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郑伟章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文献学/名人/列传/中国 

［知识责任］郑伟章 著 

  

 

［正题名］对话与漫游 

［副题名］四十年代小说研读 

［第一责任人］钱理群主讲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大学讲坛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主题词］文学研究/小说/中国/40 年代 

［知识责任］钱理群 主讲 

  

 

［正题名］必须保卫社会 

［第一责任人］（法）米歇尔·福柯著 

［译者］钱翰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 

［附注内容］据法国伽利玛、瑟依出版社 1997 年出版译出 

［主题词］战争与和平问题/理论 

［知识责任］福柯 著 

［次知识责任］钱翰 译 

  

 

［正题名］回眸 

［副题名］共和国的 50 年 

［第一责任人］司维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知识责任］司维 著 

  

 

［正题名］史海闲话 

［第一责任人］经盛鸿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杂文/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经盛鸿 著 

  

 

［正题名］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 

［第一责任人］杨者圣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杨者圣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李学昌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李学昌 主编 

  

 

［正题名］陈寅恪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刘克敌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近世文化论丛 

［知识责任］刘克敌 编 

  

 

［正题名］冲破黑暗迎曙光 

［副题名］纪念同济“一·二九”事件五十周年 

［第一责任人］王建云主编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知识责任］王建云 主编 

  

 

［正题名］行会史 

［第一责任人］曲彦斌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主题词］社会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曲彦斌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藏书文化 

［第一责任人］李雪梅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现代文库 收藏艺术卷 

［主题词］藏书/文化/专题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雪梅 著 

  

 

［正题名］阎锡山这个人 

［第一责任人］王树森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知识责任］王树森 著 



  

 

［正题名］上海文化界 

［副题名］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 

［第一责任人］金炳华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文化史/史料/中国/1946-1948 

［知识责任］金炳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史 

［第一责任人］辛元欧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造船工业/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辛元欧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 

［第一责任人］郭庠林，张立英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市场经济/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郭庠林 著 

［知识责任］张立英 著 

  

 

［正题名］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 

［副题名］1861-1910 

［第一责任人］王明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支援刊印 

［主题词］外交史/韩国/1861-1910 

［主题词］中韩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861-1910 

［知识责任］王明星 著 

  

 

［正题名］中法战争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张振鵾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主题词］中法战争/史料/中国/1883-1885/汇编 

［知识责任］张振鵾 主编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24-1937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1938-1941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1941-1946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1946-1947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1947-1948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1949-1956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1957-1980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1981-1982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1983-1984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1985-1986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丛书］1987-1989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丛书］1990-1993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三卷 

［丛书］1993-1995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四卷 

［丛书］1996-1999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导论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熊月之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古代 

［第一责任人］马学强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马学强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晚清政治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袁燮铭著 

［主题词］政治/上海市/清后期 

［知识责任］熊月之 著 

［知识责任］袁燮铭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4 卷 

［丛书］晚清经济 

［第一责任人］陈正书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经济史/上海市/1843-1911 

［知识责任］陈正书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5 卷 

［丛书］晚清社会 

［第一责任人］周武，吴桂龙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社会史/上海市/1843-1911 



［知识责任］周武 著 

［知识责任］吴桂龙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6 卷 

［丛书］晚清文化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张敏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文化史/上海市/清后期 

［知识责任］熊月之 著 

［知识责任］张敏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7 卷 

［丛书］民国政治 

［第一责任人］张培德，王仰清，廖大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政治/上海市/民国 

［知识责任］张培德 著 

［知识责任］王仰清 著 

［知识责任］廖大伟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8 卷 

［丛书］民国经济 

［第一责任人］潘君祥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经济史/上海市/民国 

［知识责任］潘君祥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9 卷 

［丛书］民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罗苏文，宋钻友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社会史/上海市/民国 



［知识责任］罗苏文 著 

［知识责任］宋钻友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10 卷 

［丛书］民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许敏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文化史/上海市/民国 

［知识责任］许敏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11 卷 

［丛书］当代政治 

［第一责任人］陈祖恩，叶斌，李天钢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政治/概况/上海/现代 

［知识责任］陈祖恩 著 

［知识责任］叶斌 著 

［知识责任］李天钢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12 卷 

［丛书］当代经济 

［第一责任人］朱金海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经济史/上海市/现代 

［知识责任］朱金海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13 卷 

［丛书］当代社会 

［第一责任人］承载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社会发展/概况/上海/现代（1949-1997） 

［知识责任］承载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14 卷 

［丛书］当代文化 

［第一责任人］陈同，宋钻友，马军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文化事业/上海市/现代 

［知识责任］陈同 著 

［知识责任］宋钻友 著 

［知识责任］马军 著 

  

 

［正题名］上海通史 

［书目卷册］第 15 卷 

［丛书］附录 

［第一责任人］吴健熙，李志武，田一平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吴健熙 著 

［知识责任］李志武 著 

［知识责任］田一平 著 

  

 

［正题名］鲁迅论争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陈漱渝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影响现代中国命运的大论争书系 

［主题词］社会科学/争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陈漱渝 主编 

  

 

［正题名］鲁迅论争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陈漱渝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影响现代中国命运的大论争书系 

［主题词］社会科学/争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陈漱渝 主编 

  



 

［正题名］胡适论争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耿云志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影响现代中国命运的大论争书系 

［主题词］社会科学/争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耿云志 主编 

  

 

［正题名］胡适论争集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耿云志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影响现代中国命运的大论争书系 

［主题词］社会科学/争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耿云志 主编 

  

 

［正题名］胡适论争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耿云志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影响现代中国命运的大论争书系 

［主题词］社会科学/争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耿云志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 

［丛书］综合卷 

［第一责任人］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铁木尔·达瓦买提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 

［丛书］西北地区卷 

［第一责任人］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铁木尔·达瓦买提 主编 

  

 

［正题名］上海是轮子转出来的 

［副题名］上海公共交通百年录 

［第一责任人］王力群，齐铁偕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市区交通/交通运输史/上海/1889-1999/图集 

［知识责任］王力群 主编 

［知识责任］齐铁偕 主编 

  

 

［正题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50 年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陈学飞主编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理论/研究/中国/1949-1999/文集 

［知识责任］陈学飞 主编 

  

 

［正题名］中国农业五十年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农业经济/成就/中国/1949-1999/摄影集 

  

 

［正题名］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 

［第一责任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正题名］新上海图录 

［并列题名］A PICTORIAL ALBUM OF NEW SHANGHAI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人民政府志编辑室编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上海/图录 

  



 

［正题名］奠基 

［副题名］新中国经济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刘仲藜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经济建设/成就/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刘仲藜 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五十 50 年 

［第一责任人］项怀诚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1049-1999 

［知识责任］项怀诚 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年证券精品图录 

［第一责任人］姚遂，杨天赐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股票/中国/图录 

［主题词］债劵/中国/图录 

［知识责任］姚遂 主编 

［知识责任］杨天赐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通史 

［丛书］先秦卷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总主编 

［译者］王冠英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郑师渠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冠英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通史 

［丛书］秦汉卷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总主编 

［译者］许殿才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郑师渠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殿才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通史 

［丛书］魏晋南北朝卷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总主编 

［译者］曹文柱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郑师渠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文柱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通史 

［丛书］隋唐五代卷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总主编 

［译者］王永平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隋唐时代/五代 

［知识责任］郑师渠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永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通史 

［丛书］两宋卷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总主编 

［译者］吴怀祺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郑师渠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怀祺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通史 

［丛书］辽西夏金元卷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总主编 

［译者］任崇岳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辽代/西夏/金代/元代 

［知识责任］郑师渠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崇岳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通史 

［丛书］明代卷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总主编 

［译者］陈梧桐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郑师渠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梧桐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通史 

［丛书］清前期卷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总主编 

［译者］赵云田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郑师渠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赵云田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通史 

［丛书］晚清卷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总主编 

［译者］史革新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郑师渠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史革新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通史 

［丛书］民国卷 

［第一责任人］郑师渠总主编 

［译者］黄兴涛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郑师渠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兴涛 主编 

  

 

［正题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THE VIEWS FROM FOREIGNER'S EYES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张鸣，吴静妍主编 

［出版者］吉林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 

［主题词］社会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鸣 主编 

［知识责任］吴静妍 主编 

  

 

［正题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THE VIEWS FROM FOREIGNER'S EYES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张鸣，吴静妍主编 

［出版者］吉林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 

［主题词］国民/特性/中国 

［主题词］历史人物/中国 

［知识责任］张鸣 主编 

［知识责任］吴静妍 主编 

  

 

［正题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THE VIEWS FROM FOREIGNER'S EYES 

［书目卷册］第三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鸣，吴静妍主编 

［出版者］吉林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张鸣 主编 

［知识责任］吴静妍 主编 

  

 

［正题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THE VIEWS FROM FOREIGNER'S EYES 

［书目卷册］第三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鸣，吴静妍主编 

［出版者］吉林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张鸣 主编 

［知识责任］吴静妍 主编 

  

 

［正题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THE VIEWS FROM FOREIGNER'S EYES 

［书目卷册］第四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鸣，吴静妍主编 

［出版者］吉林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 

［主题词］风情录/中国 

［知识责任］张鸣 主编 

［知识责任］吴静妍 主编 

  

 

［正题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THE VIEWS FROM FOREIGNER'S EYES 

［书目卷册］第四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鸣，吴静妍主编 

［出版者］吉林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 

［主题词］风情录/中国 

［知识责任］张鸣 主编 

［知识责任］吴静妍 主编 

  

 

［正题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THE VIEWS FROM FOREIGNER'S EYES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张鸣，吴静妍主编 

［出版者］吉林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 

［知识责任］张鸣 主编 

［知识责任］吴静妍 主编 

  

 

［正题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THE VIEWS FROM FOREIGNER'S EYES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张鸣，吴静妍主编 

［出版者］吉林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 

［主题词］革命道路/中国 

［知识责任］张鸣 主编 

［知识责任］吴静妍 主编 

  

 

［正题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THE VIEWS FROM FOREIGNER'S EYES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张鸣，吴静妍主编 

［出版者］吉林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 

［主题词］文化事业/中国 

［知识责任］张鸣 主编 

［知识责任］吴静妍 主编 

  

 

［正题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并列题名］CHINA:THE VIEWS FROM FOREIGNER'S EYES 

［书目卷册］第八卷 

［第一责任人］张鸣，吴静妍主编 

［出版者］吉林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 

［主题词］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 

［知识责任］张鸣 主编 

［知识责任］吴静妍 主编 

  

 

［正题名］共和国外交风云 

［副题名］图文版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李健编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9-1999/史料 

  

 

［正题名］共和国外交风云 

［副题名］图文版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李健编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9-1999/史料 

  

 

［正题名］共和国外交风云 

［副题名］图文版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李健编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9-1999/史料 

  

 

［正题名］中华竹枝词 

［书目卷册］（一） 

［丛书］京津冀晋内蒙古辽吉黑 

［第一责任人］雷梦水等编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竹枝词/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雷梦水 编 

  

 

［正题名］中华竹枝词 

［书目卷册］（二） 

［丛书］沪苏 

［第一责任人］雷梦水等编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竹枝词/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雷梦水 编 

  

 



［正题名］中华竹枝词 

［书目卷册］（三） 

［丛书］浙皖闽赣 

［第一责任人］雷梦水等编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竹枝词/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雷梦水 编 

  

 

［正题名］中华竹枝词 

［书目卷册］（四） 

［丛书］鲁豫鄂湘粤桂琼 

［第一责任人］雷梦水等编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竹枝词/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雷梦水 编 

  

 

［正题名］中华竹枝词 

［书目卷册］（五） 

［丛书］川黔滇藏陕甘青新 

［第一责任人］雷梦水等编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竹枝词/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雷梦水 编 

  

 

［正题名］中华竹枝词 

［书目卷册］六 

［丛书］台港澳其他附录：海外 

［第一责任人］雷梦水等编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竹枝词/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雷梦水 编 

  

 

［正题名］共和国的 1000 个第一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苗枫林主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1949-1999/大事记 

［知识责任］苗枫林 主编 

  

 

［正题名］刘庄百年 

［副题名］枭雄刘学询的传奇一生及一座庄园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罗以民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知识责任］罗以民 著 

  

 

［正题名］地北天南叙古今 

［第一责任人］黄仁宇著 

［出版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杂文/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黄仁宇 编著 

  

 

［正题名］上海的金枝玉叶 

［第一责任人］陈丹燕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 

［知识责任］陈丹燕 著 

  

 

［正题名］求索中国 

［副题名］“文革”前十年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肖冬连…[等]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红色中国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56-1966 

［知识责任］肖冬连 著 

  

 

［正题名］求索中国 

［副题名］“文革”前十年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肖冬连…[等]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红色中国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56-1966 

［知识责任］肖冬连 著 

  

 

［正题名］老影星·老影片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郭华编著 

［出版者］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1905-1949 

［知识责任］郭华 编著 

  

 

［正题名］老影星·老影片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郭华编著 

［出版者］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1905-1949 

［知识责任］郭华 编著 

  

 

［正题名］沉沦的圣殿 

［副题名］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第一责任人］廖亦武主编 

［出版者］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廖亦武 主编 

  

 

［正题名］山居笔记 

［副题名］文化苦旅续篇 

［第一责任人］余秋雨著 

［出版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随笔/中国 

［知识责任］余秋雨 著 

  

 

［正题名］传教士与中国科学 



［第一责任人］曹增友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传教士/关系/科学技术/中国 

［知识责任］曹增友 著 

  

 

［正题名］风雨伴君行 

［副题名］我与何干之的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刘炼著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刘炼 著 

  

 

［正题名］中国抗日漫画史 

［副题名］中国漫画家十五年的抗日斗争历程 

［第一责任人］（日）森哲郎编著 

［译者］于钦德，鲍文雄译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抗日战争/漫画/中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绘画史/中国 

［知识责任］森哲郎 编著 

［次知识责任］于钦德 译 

［次知识责任］鲍文雄 译 

  

 

［正题名］学术思想评论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贺照田主编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主题词］学术思想/发展/研究 

［知识责任］贺照田 主编 

  

 

［正题名］学术思想评论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贺照田主编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学术思想/发展/研究 

［知识责任］贺照田 主编 



  

 

［正题名］铁屋中的呐喊 

［第一责任人］李欧梵著 

［译者］尹慧珉译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海外名家名作 

［知识责任］李欧梵 著 

［次知识责任］尹慧珉 译 

  

 

［正题名］五四运动史 

［第一责任人］（美）周策纵著 

［并列题名］陈永明等译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海外名家名作 

［附注内容］本书译文系根据 1967 年第 3 版（1960 年，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部初版） 

［主题词］五·四运动/中国/1919 

［知识责任］周策纵 著 

［次知识责任］陈永明 译 

  

 

［正题名］晚清七十年 

［第一责任人］唐德刚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海外名家名作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唐德刚著 著 

  

 

［正题名］中国目录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余庆蓉，王晋卿著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目录学史/中国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余庆蓉 著 

［知识责任］王晋卿 著 

  

 

［正题名］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丛书］近代卷 

［第一责任人］张瑞璠，王承绪主编 

［译者］吴式颖，阎国华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教育思想/历史/世界 

［主题词］教育思想/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瑞璠 主编 

［知识责任］王承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式颖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阎国华 本卷主编 

  

 

［正题名］赫德爵士传 

［副题名］大清海关洋总管 

［第一责任人］王宏斌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王宏斌 著 

  

 

［正题名］残缺的窗栏板 

［副题名］历史中的红卫兵 

［第一责任人］李辉编著 

［出版者］海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7 

［丛编题名］沧桑看云书系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主题词］红卫兵运动/ 报告文学/中国 

［知识责任］李辉 编著 

  

 

［正题名］中国科技批评史 

［第一责任人］朱亚宗著 

［出版者］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朱亚宗 著 

  

 

［正题名］傅崇碧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傅崇碧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傅崇碧 著 

  

 

［正题名］拆下肋骨当火把 

［副题名］顾准全传 

［第一责任人］高建国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高建国 著 

  

 

［正题名］陆定一传 

［第一责任人］陈清泉，宋广渭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陈清泉 著 

［知识责任］宋广渭 著 

  

 

［正题名］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 

［副题名］倭仁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细珠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知识责任］李细珠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万里 

［第一责任人］张广友，丁龙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张广友 著 

［知识责任］丁龙嘉 著 



  

 

［正题名］新时期文坛风云录 

［副题名］1978-1998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杨志今，刘新风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1978-1998/史料 

［知识责任］杨志今 主编 

［知识责任］刘新风 主编 

  

 

［正题名］新时期文坛风云录 

［副题名］1978-1998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杨志今，刘新风主编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1978-1998/史料 

［知识责任］杨志今 主编 

［知识责任］刘新风 主编 

  

 

［正题名］张爱萍传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东方鹤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东方鹤 著 

  

 

［正题名］张爱萍传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东方鹤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东方鹤 著 

  

 

［正题名］淮军 

［第一责任人］田玄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cgrs225f 皮明勇主编 

［知识责任］田玄 著 

  

 

［正题名］奉军 

［第一责任人］刘立勤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cgrs225f 皮明勇主编 

［主题词］奉系军阀/军事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立勤 著 

  

 

［正题名］皖军 

［第一责任人］田玄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cgrs225f 皮明勇主编 

［主题词］皖系军阀/军事史/中国 

［知识责任］田玄 著 

  

 

［正题名］直军 

［第一责任人］宫玉振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cgrs225f 皮明勇主编 

［主题词］直系军阀/军事史/中国 

［知识责任］宫玉振 著 

  

 

［正题名］湘军 

［第一责任人］皮明勇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军系丛书 cgrs225f 皮明勇主编 

［知识责任］皮明勇 著 

  

 

［正题名］浦江魂 

［副题名］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王光远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王光远 著 

  

 

［正题名］我是日军翻译官 

［副题名］伪满“江上军”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山大柏著 

［出版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山大柏 著 

  

 

［正题名］逝去的繁荣 

［副题名］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第一责任人］王铭铭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知识责任］王铭铭 著 

  

 

［正题名］霜冷长河 

［第一责任人］余秋雨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余秋雨 著 

  

 

［正题名］上海 

［副题名］老房子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杨嘉祐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城市史/上海/史料 

［知识责任］杨嘉祐 著 

  

 

［正题名］郑森禹日本问题文选 

［第一责任人］郑森禹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郑森禹 著 

  

 



［正题名］梁漱溟评传 

［第一责任人］景海峰，黎业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深圳社会科学文库 1 

［知识责任］景海峰 著 

［知识责任］黎业明 著 

  

 

［正题名］光明之城 

［第一责任人］ （意）雅各·德安科纳著 

［译者］（英）大卫·塞尔本编译 

［译者］杨民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知识责任］德安科纳 著 

［次知识责任］塞尔本 编译 

［次知识责任］杨民 译 

  

 

［正题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 

［第一责任人］余伯流，陈钢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知识责任］余伯流 著 

［知识责任］陈钢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 

［副题名］1949.10～1999.10 

［第一责任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经济史/大事记/中国/1949～1999 

  

 

［正题名］吃蜘蛛的人 

［副题名］一部扣人心弦的自传 

［第一责任人］（美）杨瑞著 

［译者］叶安宁译 

［出版者］南方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杨瑞 著 

［次知识责任］叶安宁 译 



  

 

［正题名］满族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张佳生主编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丛书 

［主题词］满族/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佳生 主编 

  

 

［正题名］遍地风流 

［第一责任人］阿城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阿城 著 

  

 

［正题名］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第一责任人］庞卓恒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庞卓恒 著 

  

 

［正题名］上海 

［副题名］现代中国的钥匙 

［第一责任人］（美）罗兹·墨菲著 

［译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丛编题名］上海史资料丛刊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 

［知识责任］墨菲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通论 

［第一责任人］范涛康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3.12 

［主题词］哲学史/概论/中国 



［知识责任］范涛康 著 

  

 

［正题名］长征中的文化工作 

［并列题名］CHANGZHENG ZHONG DE WENHUA GONGZUO 

［第一责任人］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文化工作/研究/中国/1934-1936 

［主题词］学术会议/文集 

  

 

［正题名］白发回首 

［第一责任人］薛雯著 

［译者］丁繁京，冯丽雯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薛雯 著 

［次知识责任］丁繁京 编 

［次知识责任］冯丽雯 编 

  

 

［正题名］中国考试学 

［第一责任人］杨成鉴，金涛声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主题词］考试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杨成鉴 著 

［知识责任］金涛声 著 

  

 

［正题名］流金岁月 

［副题名］郭秀仪传 

［第一责任人］王大鲁，黄向明，黄平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王大鲁 编 

［知识责任］黄向明 编 

［知识责任］黄平 编 

  

 

［正题名］ 美丽的颜色 

［副题名］聂华苓自传 

［第一责任人］聂华苓著 



［译者］梦花编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海外暨港台作家自传丛书 

［知识责任］聂华苓 著 

［次知识责任］梦花 编 

  

 

［正题名］哲意的沉思 

［第一责任人］金岳霖著 

［译者］刘培育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知识责任］金岳霖 著 

  

 

［正题名］我的留学记 

［第一责任人］（日）吉川幸次郎著 

［译者］钱婉约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 

［主题词］吉川幸次郎/人物研究/日本 

［主题词］汉学/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吉川幸次郎 著 

［次知识责任］钱婉约 译 

  

 

［正题名］中国文明记 

［第一责任人］（日）宇野哲人著 

［译者］张学锋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 

［主题词］汉学/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宇野哲人 著 

［次知识责任］张学锋 译 

  

 

［正题名］中国巫术史 

［第一责任人］高国藩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巫术/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高国藩 著 

  

 

［正题名］三松堂漫记 

［第一责任人］宗璞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丛编题名］岁月书系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选集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选集 

［知识责任］宗璞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英）李约瑟著 

［译者］陈立夫等译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哲学/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约瑟 著 

［次知识责任］陈立夫 译 

  

 

［正题名］图说民国 

［副题名］百年叱咤风云录 

［第一责任人］张韩主编 

［出版者］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民国（1912-1948）/历史/中国/图解 

［知识责任］张韩 主编 

  

 

［正题名］孩提时代 

［并列题名］The Chinese Boy and Girl 

［副题名］两个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儿童生活 

［第一责任人］（美）泰勒·何德兰，（英）坎贝尔·布朗士著 

［译者］魏长保，黄一九，宣方译.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主题词］纪实文学/英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德兰 著 

［知识责任］布朗士 著 



［次知识责任］魏长保 等译 

［次知识责任］黄一九 译 

［次知识责任］宣方 译 

  

 

［正题名］毛泽东和朱德交往实录 

［副题名］智慧、胆略、人格的唱和 

［第一责任人］古越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古越 著 

  

 

［正题名］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 

［第一责任人］（日）内藤湖南，（日）青木正儿著 

［译者］王青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汉学/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内藤湖南 著 

［知识责任］青木正儿 著 

［次知识责任］王青 译 

  

 

［正题名］中国科学院编年史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樊洪业主编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樊洪业 主编 

  

 

［正题名］东方的文明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法）雷奈·格鲁塞著 

［译者］常任侠，袁音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艺术史/东方国家 

［知识责任］格鲁塞著 著 

［次知识责任］常任侠 译 

［次知识责任］袁音 译 

  

 



［正题名］东方的文明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法）雷奈·格鲁塞著 

［译者］常任侠，袁音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艺术史/东方国家 

［知识责任］格鲁塞著 著 

［次知识责任］常任侠 译 

［次知识责任］袁音 译 

  

 

［正题名］大镇压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白希编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白希 编著 

  

 

［正题名］大镇压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白希编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白希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警察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韩延龙，苏亦工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警察/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韩延龙 著 

［知识责任］苏亦工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警察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韩延龙，苏亦工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警察/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韩延龙 著 

［知识责任］苏亦工 著 

  

 

［正题名］天火 

［副题名］《书屋》佳作精选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贺雄飞主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0.2 

［丛编题名］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贺雄飞 著 

  

 

［正题名］天火 

［副题名］《书屋》佳作精选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贺雄飞主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0.2 

［丛编题名］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贺雄飞 著 

  

 

［正题名］“朱毛红军”历史追踪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红军纪实丛书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史料 

［知识责任］王健英 著 

  

 

［正题名］中国红军史考评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红军纪实丛书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史料 

［知识责任］王健英 著 



  

 

［正题名］红军统帅部考实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红军纪实丛书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史料 

［知识责任］王健英 著 

  

 

［正题名］中国红军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红军纪实丛书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史料 

［知识责任］王健英 著 

  

 

［正题名］中国红军人物志 

［第一责任人］王健英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红军纪实丛书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史料 

［知识责任］王健英 著 

  

 

［正题名］窥伺中国 

［副题名］20 世纪初日本间谍的镜头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乌丙安，李家巍主编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情报机构/史料/日本/1900-1930 

［知识责任］乌丙安 主编 

［知识责任］李家巍 主编 

  

 

［正题名］窥伺中国 

［副题名］20 世纪初日本间谍的镜头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乌丙安，李家巍主编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情报机构/史料/日本/1900-1930 

［知识责任］乌丙安 主编 

［知识责任］李家巍 主编 

  

 

［正题名］书衣百影 

［副题名］中国现代书籍装帧选 

［书目卷册］1906-1949 

［第一责任人］姜德明编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图书/装帧/设计/中国/现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姜德明 编著 

  

 

［正题名］激战豫东 

［副题名］记 封睢杞战役 

［第一责任人］鹿彦华，李建力编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解放全中国丛书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役战斗/ 封/史料 

［知识责任］鹿彦华 编著 

［知识责任］李建力 编著 

  

 

［正题名］生死天山 

［副题名］俞秀松与盛世才兄妹 

［第一责任人］黄仁柯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仁柯 著 

  

 

［正题名］报国尽此心 

［副题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传 

［第一责任人］民革中央宣传部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正题名］会师金汤桥 生擒陈长捷 



［副题名］记天津战役 

［第一责任人］吴学陵编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解放全中国丛书 

［主题词］平津战役/史料 

［知识责任］吴学陵 编著 

  

 

［正题名］聂荣臻年谱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周均伦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周均伦 主编 

  

 

［正题名］聂荣臻年谱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周均伦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周均伦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杨策，彭武麟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民族关系/民族历史/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杨策 主编 

［知识责任］彭武麟 主编 

  

 

［正题名］王震传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王震传》编写组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书目卷册］Di San Bian 

［丛书］s 文化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主题词］文化/档案/中国/1912-1949 

  

 

［正题名］清华汉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葛兆光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葛兆光 主编 

  

 

［正题名］翁同书传 

［第一责任人］谢俊美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知识责任］谢俊美 著 

  

 

［正题名］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 

［第一责任人］虞宝棠编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民国时期（1912-1949） 

［知识责任］虞宝棠 编著 

  

 

［正题名］中国货币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宋杰著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货币/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宋杰 著 

  

 

［正题名］李四光年谱 



［第一责任人］马胜云，马兰编著 

［出版者］地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马胜云 编著 

［知识责任］马兰 编著 

  

 

［正题名］新中国统计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徐国祥，王德发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主题词］统计学/思想史/中国/1949- 

［知识责任］徐国祥 著 

［知识责任］王德发 著 

  

 

［正题名］新中国会计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陈信元，金楠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 cgrs225f 主编谈敏 

［附注内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主题词］会计/思想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陈信元 著 

［知识责任］金楠 著 

  

 

［正题名］梁启超学术论著集 

［丛书］传记卷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译者］陈引驰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次知识责任］陈引驰 编 

  

 

［正题名］南明行纪 

［第一责任人］（葡）伯来拉等著 

［译者］何高济译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报告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明代/史料 

［知识责任］伯来拉 著 

［次知识责任］何高济 译 

  

 

［正题名］中国漫记 

［第一责任人］（罗马尼亚）尼·斯·米列斯库著 

［译者］蒋本良，柳凤运译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报告 

［附注内容］附参考书目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明清时代/史料 

［知识责任］米列斯库 著 

［次知识责任］蒋本良 译 

［次知识责任］柳凤运 译 

  

 

［正题名］中国伊斯兰探秘 

［副题名］刘智研究 

［第一责任人］金宜久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伊斯兰教/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金宜久 著 

  

 

［正题名］中国民族史纲要 

［第一责任人］陈连 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历史 

［知识责任］陈连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研究入门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日）山根幸夫编 

［译者］田人隆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科学入门丛书 

［主题词］中国/通史/研究/方法 

［知识责任］山根幸夫 编 

［次知识责任］田人隆 译 

  

 

［正题名］中国史研究入门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日）山根幸夫编 

［译者］田人隆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科学入门丛书 

［主题词］中国/通史/研究/方法 

［知识责任］山根幸夫 编 

［次知识责任］田人隆 译 

  

 

［正题名］元代书院研究 

［第一责任人］徐梓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书院/研究/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徐梓 著 

  

 

［正题名］吉祥文化漫谈 

［第一责任人］宁业高，夏国珍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吉祥/专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宁业高 著 

［知识责任］夏国珍 著 

  

 

［正题名］汉族丧葬祭仪旧俗谭 

［第一责任人］雷绍锋，张俊超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7 

［主题词］葬俗/汉族/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祭礼/汉族/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雷绍锋 著 



［知识责任］张俊超 著 

  

 

［正题名］梁启超学术论著集 

［丛书］文学卷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译者］陈引驰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次知识责任］陈引驰 编 

  

 

［正题名］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 

［第一责任人］佟洵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基督教史/北京 

［知识责任］佟洵 主编 

  

 

［正题名］明代各民族人士入仕中原考 

［第一责任人］张鸿翔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少数民族/人物/列传/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张鸿翔 著 

  

 

［正题名］比较文化概论 

［第一责任人］王喜绒，李新彬编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比较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王喜绒 编著 

［知识责任］李新彬 编著 

  

 

［正题名］常熟翁氏 

［副题名］状元门第 帝师世家 

［第一责任人］黄兴涛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黄兴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上卷 

［丛书］远古--1840 年 

［第一责任人］孙健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经济史/通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孙健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中卷 

［丛书］1840 年-1949 年 

［第一责任人］孙健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经济史/通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孙健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书目卷册］下卷 

［丛书］1949 年-2000 年 

［第一责任人］孙健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经济史/通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孙健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 

［第一责任人］马以鑫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接受美学/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马以鑫 著 

  

 

［正题名］中西文化回眸 

［第一责任人］许思园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丛编题名］故学新知丛书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许思园 著 

  

 

［正题名］王锺翰学术论著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王锺翰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中央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满族/民族历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王锺翰 著 

  

 

［正题名］情感与启蒙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美学精神 

［第一责任人］朱存明著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世纪回眸 20 世纪学术思潮丛书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朱存明 著 

  

 

［正题名］观念的演进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观 

［第一责任人］魏崇新，王同坤著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世纪回眸 20 世纪学术思潮丛书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魏崇新 著 

［知识责任］王同坤 著 

  

 

［正题名］中国单位制度 

［第一责任人］周翼虎，杨晓民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单位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翼虎 著 



［知识责任］杨晓民 著 

  

 

［正题名］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研究》编委会编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研究》编委会 编 

  

 

［正题名］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振岚著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 

［知识责任］刘振岚 著 

  

 

［正题名］晓传书斋集 

［第一责任人］王利器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丛编题名］故学新知丛书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王利器 著 

  

 

［正题名］哲海探航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哲学的艰辛 拓 

［第一责任人］卜祥记著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世纪回眸 20 世纪学术思潮丛书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卜祥记 著 

  

 

［正题名］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 

［第一责任人］张首映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张首映 著 

  

 

［正题名］日本姓氏读音大词典 

［并列题名］苗（みょろじ）字 8 万ょみかた辞典 

［第一责任人］（日）日外ァソツェ一ッ编集部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姓氏/日语/词典 

  

 

［正题名］严复思想新论 

［第一责任人］刘桂生，林启彦，王宪明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刘桂生 编 

［知识责任］林启彦 编 

［知识责任］王宪明 编 

  

 

［正题名］土尔扈特部落史 

［第一责任人］张体先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张体先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副题名］1949-1999 年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武力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武力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副题名］1949-1999 年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武力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武力 主编 

  

 

［正题名］北京基督教发展述略 

［第一责任人］陈月清，刘明翰著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基督教史/北京 

［知识责任］陈月清 著 

［知识责任］刘明翰 著 

  

 

［正题名］共和国雏型 

［副题名］华北人民政府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晋察冀解放区/史料 

［主题词］晋冀鲁豫解放区/史料 

  

 

［正题名］歷史文獻 

［书目卷册］第二輯 

［第一责任人］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上海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史部”以及其他一些珍贵

历史文献。 

［主题词］历史/文献/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籍/研究/中国 

  

 

［正题名］百年梦寻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经济思潮与社会变革 

［第一责任人］刘宏，沈山，石淑华著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世纪回眸 20 世纪学术思潮丛书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刘宏 著 

［知识责任］沈山 著 

［知识责任］石淑华 著 

  

 



［正题名］法国汉学 

［并列题名］Sinologie Francaise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汉学/研究/法国/文集 

  

 

［正题名］清词史 

［第一责任人］严迪昌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国分体断代文学史 

［主题词］词（文学）/词曲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严迪昌 著 

  

 

［正题名］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可真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周可真 著 

  

 

［正题名］魏巍评传 

［第一责任人］杨柄，田怡，方东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杨柄 著 

［知识责任］田怡 著 

［知识责任］方东 著 

  

 

［正题名］古都旧景 

［副题名］65 年前外国人眼中的老北京 

［第一责任人］（美）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著 

［译者］赵晓阳译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阿灵顿 著 

［次知识责任］赵晓阳 译 

  

 



［正题名］中国历代官称辞典 

［第一责任人］赵德义，汪兴明主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官制/中国/辞典 

［知识责任］赵德义 主编 

［知识责任］汪兴明 主编 

  

 

［正题名］进取集 

［副题名］钟少华文存 

［第一责任人］钟少华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钟少华 著 

  

 

［正题名］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中共中央/文件/1996-1997/汇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发展史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宁可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宁可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发展史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宁可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宁可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发展史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宁可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宁可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发展史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宁可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宁可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发展史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宁可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宁可 主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主题词］政治/档案/中国/民国（1912-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主题词］政治/档案/中国/民国（1912-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政治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主题词］政治/档案/中国/民国（1912-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主题词］政治/档案/中国/民国（1912-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主题词］政治/档案/中国/民国（1912-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军事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主题词］军事/档案/中国/民国（1912-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军事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主题词］军事/档案/中国/民国（1912-1949） 

  

 

［正题名］澳门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吴志良，杨允中主编 

［译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澳门基金会编纂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吴志良 主编 

［知识责任］杨允中 主编 

  

 

［正题名］吉尼斯发明史 

［并列题名］The Guinness History of Inventions 

［第一责任人］（英）G·I·布朗著 

［译者］王前等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创造发明/自然科学史/世界 

［知识责任］布朗 著 

［次知识责任］王前 译 

  

 

［正题名］吉尼斯百科全书 

［并列题名］The Guinness encyclopedia 

［第一责任人］范岳等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吉尼斯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科学知识/普及读物 

［知识责任］范岳 译 

  

 

［正题名］人文论丛 

［书目卷册］1999 年卷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社会科学/1999/丛刊 

［知识责任］冯天瑜 主编 

  

 

［正题名］ 国主席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 

［第一责任人］高风，叶利亚，吴玉泉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者］新世纪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知识责任］高风 主编 

［知识责任］叶利亚 主编 

［知识责任］吴玉泉 主编 

  

 

［正题名］中国邮驿史料 

［并列题名］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a's ancient post 

［第一责任人］仇润喜，刘广生主编 

［出版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天津邮政史料丛书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中国/古代/史料 

［知识责任］仇润喜 主编 

［知识责任］刘广生 主编 

  

 

［正题名］军事人物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军事人物/列传/世界 

  

 

［正题名］黄达文集 

［并列题名］Collected works of Huang Da 



［副题名］1952-1986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黄达著 

［译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经济/研究/文集/1952-1986 

［主题词］财政/金融/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黄达 著 

  

 

［正题名］黄达文集 

［并列题名］Collected works of Huang Da 

［副题名］1987-1998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黄达著 

［译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经济/研究/文集/1987-1998 

［主题词］财政/金融/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黄达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 

［并列题名］A Dictionary of Famous Citie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崔林涛等主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城市/概况/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崔林涛 主编 

  

 

［正题名］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张功臣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世界 

［知识责任］张功臣 著 

  

 

［正题名］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第一责任人］杜魏华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杜魏华 主编 

  

 

［正题名］澳门历史纲要 

［第一责任人］戴裔煊，钟国豪著 

［出版者］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知识责任］戴裔煊 著 

［知识责任］钟国豪 著 

  

 

［正题名］孙中山革命与美国 

［第一责任人］赫平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理论/孙中山/关系/美国 

［知识责任］赫平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名人家书选 

［第一责任人］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名人/书信集/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杜春和 编 

［知识责任］韩荣芳 编 

［知识责任］耿来金 编 

  

 

［正题名］胡适演讲录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演说/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杜春和 编 

［次知识责任］韩荣芳 编 

［次知识责任］耿来金 编 



  

 

［正题名］张国淦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国淦著] 

［译者］杜春和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张国淦 著 

［次知识责任］杜春和 编 

  

 

［正题名］21 世纪的俄罗斯谁主沉浮 

［第一责任人］栾景河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1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俄罗斯 

［主题词］政治/研究/俄罗斯 

［知识责任］栾景河 著 

  

 

［正题名］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书目卷册］迎澳门回归专辑 

［第一责任人］汤 建主编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澳门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南方地区 

［知识责任］汤 建 主编 

  

 

［正题名］科学巨星 

［副题名］吴大猷博士 

［第一责任人］政协高要市委员会编 

 

［正题名］缅怀韩乐然 

［第一责任人］崔龙水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知识责任］崔龙水 主编 

  

 

［正题名］漂移的灯塔 

［副题名］在中国的西方文学意义理论 

［第一责任人］苏冰著 



［出版者］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文学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苏冰 著 

  

 

［正题名］吕振羽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 

［第一责任人］戴 柱著 

［出版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知识责任］吕振羽戴 柱 著 

  

 

［正题名］高崇民传 

［第一责任人］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知识责任］丘琴 主编 

［知识责任］白竟凡 主编 

［知识责任］高凌 主编 

  

 

［正题名］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 

［副题名］1937.7-1942.5 

［第一责任人］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6 

 

［正题名］冀中根据地抗日斗争史 

［副题名］1937.7-1945.9 

［第一责任人］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正题名］高存信将军 

［书目卷册］一 

［丛书］军事工作文集 

［第一责任人］白竟凡主编 

［译者］北京市黄浦军校同学会编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7 

 

［正题名］高存信将军 

［书目卷册］二 



［丛书］社会活动文集 

［第一责任人］白竟凡主编 

［译者］北京市黄浦军校同学会编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7 

 

［正题名］高存信将军 

［书目卷册］三 

［丛书］往事回忆 

［第一责任人］白竟凡主编 

［译者］北京市黄浦军校同学会编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7 

 

［正题名］高存信将军 

［书目卷册］四 

［丛书］浩气永存 

［第一责任人］白竟凡主编 

［译者］北京市黄浦军校同学会编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7 

 

［正题名］张学良及东北军史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高存信，白竟凡著 

［译者］苑红编集 

［出版者］香港同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丛编题名］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登录号为 Z0501303、Z0501304 的两册书，系由本书著者之一白竟凡赠阅 

［知识责任］高存信 著 

［知识责任］白竟凡 著 

［次知识责任］苑红 编集 

  

 

［正题名］近代中国社会面面观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统编 

［译者］卞修跃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稗海精粹 

［附注内容］本书登录号为 Z0501305，系章伯锋、庄建平、卞修跃赠阅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章伯锋 统编 

［次知识责任］卞修跃 编 



  

 

［正题名］内忧外患中的蒋家王朝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统编 

［译者］吉迪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稗海精粹 

［附注内容］本书登录号为 Z0501306，系章伯锋、庄建平、卞修跃赠阅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章伯锋 统编 

［次知识责任］吉迪 编 

  

 

［正题名］闲话民国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统编 

［译者］吉迪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稗海精粹 

［附注内容］本书登录号为 Z0501307，系章伯锋、庄建平、卞修跃赠阅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章伯锋 统编 

［次知识责任］吉迪 编 

  

 

［正题名］晚清民初政坛百态 

［第一责任人］庄建平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稗海精粹 

［附注内容］本书登录号为 Z0501308，系章伯锋、庄建平、卞修跃赠阅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章伯锋 统编 

［次知识责任］庄建平 编 

  

 

［正题名］落日残照紫禁城 

［第一责任人］庄建平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稗海精粹 

［附注内容］本书登录号为 Z0501309，系章伯锋、庄建平、卞修跃赠阅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章伯锋 统编 

［次知识责任］庄建平 编 

  

 

［正题名］胡厥文诗书选 

［第一责任人］胡厥文著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8.10 

［知识责任］胡厥文 著 

  

 

［正题名］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葡萄牙/资料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正题名］中葡关系史资料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葡萄牙/资料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正题名］西安事變史料 

［书目卷册］第五冊 

［丛书］大事記要（三） 

［并列题名］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on The Sian Incident (Dec.1936-Feb.1937) Vol.V : 

Essential historical events 

［第一责任人］朱文原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1996.5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主题词］西安事变/史料/1936 年 

［知识责任］朱文原 編 

  

 

［正题名］抗戰時期我國留學教育史料 

［书目卷册］第三冊 



［丛书］各省考選留學生（三） 

［并列题名］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Chinese studying abroad during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第一责任人］林清芬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1996.6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1937-1945 年 

［知识责任］林清芬 編 

  

 

［正题名］日軍在臺灣 

［副题名］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劉鳳翰著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臺灣史研究論叢 cgrs225h3 

［主题词］侵华/历史/日本/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刘凤翰 著 

  

 

［正题名］日軍在臺灣 

［副题名］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劉鳳翰著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臺灣史研究論叢 cgrs225h3 

［主题词］侵华/历史/日本/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刘凤翰 著 

  

 

［正题名］丘逢甲傳 

［第一责任人］楊護源著 

［出版者］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臺灣先賢先烈專輯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楊護源 著 

  

 

［正题名］范鸿仙年譜 

［并列题名］A Chronological biogreaphy of Mr.Fan Hung-Hsien 



［第一责任人］蒋永敬編著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1996.6 

［丛编题名］民國年譜叢書 Chronological biogreaphy series in Republican Chinacgrs225h2 

［主题词］政治家/年谱/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蒋永敬 編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建國文獻 

［书目卷册］第二輯 

［丛书］革命開國文獻 

［并列题名］Materials of The R.O.C. history: the founding period vol.2: articles 1894～1912 part 

1 

［丛书］史著一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革命開國文獻編輯小組編 

［译者］中華民國建國文獻編輯委員會審定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1996.6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文集 

  

 

［正题名］中華民國建國文獻 

［书目卷册］第二輯 

［丛书］革命開國文獻 

［并列题名］Materials of The R.O.C. history: the founding period vol.2: articles 1894～1912 part 

1 

［书目卷册］史著二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革命開國文獻編輯小組編 

［译者］中華民國建國文獻編輯委員會審定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1996.6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文集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學術志（初稿）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中華民國史學術志編纂委員會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1996.6 

［主题词］科学事业史/中国/1912-1949 

［主题词］科学事业史/台湾/1949-1994 

  

 

［正题名］廖仲恺与广东革命政府 

［副题名］（1911-1925） 



［并列题名］Liao Chung-Kai and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in Canton:1911-1925 

［第一责任人］林玲玲著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丛书 cgrs225h 第一种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1911-1925 

［知识责任］林玲玲 著 

  

 

［正题名］朱容基传 

［第一责任人］扬中美著 

［出版者］时报 

［出版日期］1998.3 

［丛编题名］历史与现场 cgrs225h94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扬中美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副题名］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 

［并列题名］Kuomintang's part work dvelopment :reports by central standing committee 

［第一责任人］李云汉主编 

［译者］林养志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日期］1997.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料丛编 cgrs225h 第十七集 

［知识责任］李云汉 主编 

［知识责任］林养志 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 

［副题名］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 

［第一责任人］陈以爱著 

［出版者］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政治大学史学丛书 cgrs225h3 

［附注内容］陈以爱赠送 

［主题词］五·四运动/影响/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以爱 著 

  

 

［正题名］中國圖書館學教育之父 

［副题名］沈祖榮評傳 

［第一责任人］程焕文著 



［出版者］學生書局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教育工作者/传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程焕文 著 

  

 

［正题名］章太炎與近代中國 

［副题名］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善同文教基金會編 

［译者］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所协办 

［出版者］里仁书局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民国人物小传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第十七册 

［第一责任人］刘绍唐主编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民国文学丛刊 

［主题词］传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刘绍唐 主编 

  

 

［正题名］民国人物小传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第十八册 

［第一责任人］刘绍唐主编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民国文学丛刊 

［主题词］传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刘绍唐 主编 

  

 

［正题名］香港华商史 

［第一责任人］张晓辉著 

［出版者］明报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香港历史文化小百科 cgrs225h10 

［主题词］经济史/华人/香港/近代 

［知识责任］张晓辉 著 



  

 

［正题名］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 

［副题名］从未披露的史实 

［第一责任人］黄宇和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政治家/事件/伦敦/1896 年 

［知识责任］黄宇和 著 

  

 

［正题名］台湾历史图说 

［副题名］史前至一九四五年 

［第一责任人］周婉窈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7.10 

［知识责任］周婉窈 著 

  

 

［正题名］晚清七十年 

［书目卷册］壹 

［丛书］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第一责任人］唐德刚 

［出版者］遠流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唐德刚 著 

  

 

［正题名］晚清七十年 

［书目卷册］贰 

［丛书］太平天国 

［第一责任人］唐德刚 

［出版者］遠流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唐德刚 著 

  

 

［正题名］晚清七十年 

［书目卷册］叁 

［丛书］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第一责任人］唐德刚 



［出版者］遠流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研究/1894-1895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 

［知识责任］唐德刚 著 

  

 

［正题名］晚清七十年 

［书目卷册］肆 

［丛书］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第一责任人］唐德刚著 

［出版者］遠流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 

［知识责任］唐德刚 著 

  

 

［正题名］晚清七十年 

［书目卷册］伍 

［丛书］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 

［第一责任人］唐德刚 

［出版者］遠流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唐德刚 著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一期—第三期 

［丛书］自宣统元年七月至九月 

［第一责任人］（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沈雲龍主編 cgrs225h 三編第二十七輯 261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 編 

［次知识责任］沈雲龍主 編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四期—第六期 



［丛书］自宣统元年十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cgrs225f 沈雲龍主編 cgrs225h 第二十七輯 262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次知识责任］沈雲龍 主編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七期—第十期 

［丛书］自宣统二年元月至二月 

［第一责任人］（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沈雲龍主編 cgrs225h 三編第二十七輯 263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 編 

［次知识责任］沈雲龍主 編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十一期—第十二期 

［丛书］自宣统二年三月至四月 

［第一责任人］（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沈雲龍主編 cgrs225h 三編第二十七輯 264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 編 

［次知识责任］沈雲龍主 編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十五期—第十八期 

［丛书］自宣统二年五月至六月 

［第一责任人］（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沈雲龍主編 cgrs225h 三編第二十七輯 265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 編 

［次知识责任］沈雲龍主 編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十九期—第二十二期 

［丛书］自宣统二年七月至八月 

［第一责任人］（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沈雲龍主編 cgrs225h 三編第二十七輯 266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 編 

［次知识责任］沈雲龍主 編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六期 

［丛书］自宣统二年九月至十月 

［第一责任人］（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沈雲龍主編 cgrs225h 三編第二十七輯 267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 編 

［次知识责任］沈雲龍主 編 

  

 

［正题名］交通官報 

［书目卷册］第二十七期—第三十期 

［丛书］自宣统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沈雲龍主編 cgrs225h 三編第二十七輯 268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清）郵傳部圖書通譯局官報處 編 

［次知识责任］沈雲龍主 編 

  

 

［正题名］上海新报 

［书目卷册］旧四五号至二一八号 

［丛书］一八六二年六月至一八六三年八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編第五十九輯 581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报纸/上海/1862-1872 

［知识责任］傅蘭雅主 編 

［知识责任］林樂知 編 

  

 

［正题名］上海新报 

［书目卷册］旧二一九号至三九九号 

［丛书］一八六三年八月至一八六四年十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編第五十九輯 582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报纸/上海/1862-1872 

［知识责任］傅蘭雅主 編 

［知识责任］林樂知 編 

  

 

［正题名］上海新报 

［书目卷册］旧四○○号至六四○号 

［丛书］一八六四年十月至一八六六年四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編第五十九輯 583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报纸/上海/1862-1872 

［知识责任］傅蘭雅主 編 

［知识责任］林樂知 編 

  

 

［正题名］上海新报 

［书目卷册］新七四号至二二四号 

［丛书］一八六八年七月至一八六九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編第五十九輯 584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报纸/上海/1862-1872 

［知识责任］傅蘭雅主 編 

［知识责任］林樂知 編 

  



 

［正题名］上海新报 

［书目卷册］新二二五号至三三○号 

［丛书］一八六九年七月至一八七○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編第五十九輯 585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报纸/上海/1862-1872 

［知识责任］傅蘭雅主 編 

［知识责任］林樂知 編 

  

 

［正题名］上海新报 

［书目卷册］新三三一号至四三一号 

［丛书］一八七○年三月至一八七○年十一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文海出版社 cgrs225h 三編 cgrs225h 第五十九輯 586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报纸/上海/1862-1872 

［知识责任］傅蘭雅主 編 

［知识责任］林樂知 編 

  

 

［正题名］上海新报 

［书目卷册］新四三二号至五三二号 

［丛书］一八七○年十一月至一八七一年七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文海出版社主編 cgrs225h 三編 cgrs225h 第五十九

輯 587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报纸/上海/1862-1872 

［知识责任］傅蘭雅主 編 

［知识责任］林樂知 編 

  

 

［正题名］上海新报 

［书目卷册］新五三三号至六三四号 

［丛书］一八七一年七月至一八七二年三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文海出版社主編 cgrs225h 三編 cgrs225h 第五十九

輯 588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报纸/上海/1862-1872 

［知识责任］傅蘭雅 主編 

［知识责任］林樂知 主編 

  

 

［正题名］上海新报 

［书目卷册］新六三五号至七三五号 

［丛书］一八七二年三月至一八七二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文海出版社主編 cgrs225h 三編第五十九輯 589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报纸/上海/1862-1872 

［知识责任］傅蘭雅 主編 

［知识责任］林樂知 主編 

  

 

［正题名］上海新报 

［书目卷册］新七三六号至八三六号 

［丛书］一八七二年九月至一八七二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林樂知，傅蘭雅主編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文海出版社主編 cgrs225h 三編 cgrs225h 第五十九

輯 590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报纸/上海/1862-1872 

［知识责任］傅蘭雅 主編 

［知识责任］林樂知 主編 

  

 

［正题名］安徽省二十四年度省县地方预算汇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安徽省二十四年度省县地方预算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海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八月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文海出版社主编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七



辑 865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地方预算/文集/安徽省/1935 年 

  

 

［正题名］安徽省二十四年度省县地方预算汇编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安徽省二十四年度省县地方预算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海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八月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文海出版社主编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七

辑 866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地方预算/文集/安徽省/1935 年 

  

 

［正题名］安徽省二十四年度省县地方预算汇编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安徽省二十四年度省县地方预算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海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八月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f 文海出版社主编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七

辑 867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地方预算/文集/安徽省/1935 年 

  

 

［正题名］南路实业调查团报告书 

［副题名］民国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建设厅编印 

［出版者］文海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八月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七辑 863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经济/广东省/民国二十年/调查报告 

  

 

［正题名］全国经济会议专刊 

［副题名］民国十七年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 

［出版者］文海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八月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七辑 861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正题名］全国经济会议专刊 

［副题名］民国十七年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 

［出版者］文海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八月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七辑 862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正题名］粤滇线云贵段经济调查报告 

［第一责任人］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 

［出版者］文海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八月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七辑 864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 编 

  

 

［正题名］广西年鉴 

［副题名］民国二十五年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广西省统计局编 

［出版者］文海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八月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七辑 868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广西省统计局 编 

  

 

［正题名］广西年鉴 

［副题名］民国二十五年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广西省统计局编 

［出版者］文海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八月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七辑 869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广西省统计局 编 

  

 



［正题名］广西年鉴 

［副题名］民国二十五年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广西省统计局编 

［出版者］文海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八月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七辑 870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广西省统计局 编 

  

 

［正题名］社会学辞典 

［并列题名］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sociology 

［第一责任人］（英）戴维·贾里，朱莉娅·贾里著 

［译者］周业谦，周光淦译 

［出版者］猫头鹰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大学辞典系列 cgrs225h7 

［主题词］社会学/辞典 

［知识责任］贾里 著 

［知识责任］Jary 著 

［知识责任］贾里 著 

［知识责任］Jary 著 

［次知识责任］周业谦 译 

［次知识责任］周光淦 译 

  

 

［正题名］粤港关系史 

［副题名］1840～1984 

［第一责任人］鄧開頌，陸曉敏主編 

［出版者］麒麟书业 

［出版日期］1997 

［丛编题名］香港史系列 cgrs225h 四 

［知识责任］邓 颂 主編 

［知识责任］陆晓敏 主編 

  

 

［正题名］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 

［副题名］（1920～1960） 

［第一责任人］楊奎松著 

［出版者］東大 

［出版日期］1997.3 

［丛编题名］中國現代史叢書 cgrs225f 張玉法主編 11 

［附注内容］人名索引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关系/苏联 

［知识责任］杨奎松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編 

  

 

［正题名］东北军阀政权研究 

［副题名］張作霖·張學良之抗外與協助統一國内的軌跡 

［第一责任人］（日）水野明著 

［译者］鄭樑生译 

［出版者］國立編譯館 

［出版日期］1998.6 

［丛编题名］世界學術譯著 

［主题词］奉系军阀/研究/民国 

［知识责任］水野明 著 

［知识责任］郑梁生 译 

  

 

［正题名］海外华人百科全书 

［并列题名］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第一责任人］潘翎主编 

［译者］崔贵强编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华人/百科全书/国外 

［知识责任］潘翎 主编 

［次知识责任］崔贵强 编译 

  

 

［正题名］中日关系史料 

［副题名］漁盐路矿交涉 

［副题名］中华民国七年至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台）中央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译者］李毓澍, 林明德主编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次知识责任］李毓澍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明德 主编 

  

 

［正题名］珍藏二十世纪 

［并列题名］The Century 

［第一责任人］（美）彼德·詹宁斯（Peter Jennings），陶德·布鲁斯特（Todd Brewster）合

著 



［译者］凯瑟琳·玻布图片编辑 

［译者］李月华〔…等〕译 

［出版者］时报出版 

［出版日期］1999.2 

［丛编题名］历史于现场 cgrs225h106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美国 ABC Television Network Group1998 年版译 

［主题词］世界史/20 世纪 

［知识责任］詹宁斯 合著 

［知识责任］Jennings 合著 

［知识责任］布鲁斯特 合著 

［知识责任］Brewster 合著 

［次知识责任］玻布 图片编辑 

［次知识责任］李月华 译 

［次知识责任］劉蘊芳 译 

［次知识责任］谌悠文 译 

［次知识责任］黄琛瑜 译 

  

 

［正题名］台湾史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荷据明郑清统一 

［第一责任人］戚家林著 

［出版者］戚家林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戚家林 著 

  

 

［正题名］台湾史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前清移垦列强侵台 

［第一责任人］戚家林著 

［出版者］戚家林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戚家林 著 

  

 

［正题名］台湾史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晚清建设日侵屠戮 

［第一责任人］戚家林著 

［出版者］戚家林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戚家林 著 

  

 

［正题名］台湾史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日据压榨皇民战争 

［第一责任人］戚家林著 

［出版者］戚家林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戚家林 著 

  

 

［正题名］台湾史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国府光复民主二二八 

［第一责任人］戚家林著 

［出版者］戚家林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戚家林 著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副题名］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雲漢主编 

［译者］林養志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 cgrs225h 第十八集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云汉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养志 编辑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副题名］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雲漢主编 

［译者］林養志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 cgrs225h 第十八集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云汉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养志 编辑 

  

 

［正题名］未完成的革命 

［副题名］戊戌百年纪 

［第一责任人］龍應台，朱維錚编注 

［译者］龔自珍，康有为，梁啓超等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戊戌变法/文集 

［知识责任］龙应台 编注 

［知识责任］朱維錚 编注 

［次知识责任］龔自珍 著 

［次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次知识责任］梁啓超 著 

  

 

［正题名］海外台独运动史 

［副题名］美国'台独'团体之发展与挑战 

［副题名］50 年代中至 90 年代中 

［第一责任人］陈佳宏著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丛编题名］台湾文史丛书 cgrs225h71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陈佳宏  著 

  

 

［正题名］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 

［第一责任人］袁颖生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1998.7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策略叢書 cgrs225f 李國鼎主編 

［知识责任］袁颖生 著 

［次知识责任］李國鼎 主編 

  

 

［正题名］史学与文献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东吴大学历史学系主编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史学丛书 cgrs225h37 

［主题词］历史/文集 

  

 

［正题名］香港野史 

［副题名］社会秘闻 

［第一责任人］刘小青，刘晓滇著 

［出版者］三联 

［出版日期］1999.5 

［知识责任］刘小青 著 

［知识责任］刘晓滇 著 

  

 

［正题名］香港野史 

［副题名］史海钩沉 

［第一责任人］刘小青，刘晓滇著 

［出版者］三联 

［出版日期］1999.5 

［知识责任］刘小青 著 

［知识责任］刘晓滇 著 

  

 

［正题名］澳门概论 

［第一责任人］冯邦彦著 

［出版者］三联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地理/中国/澳门 

［知识责任］冯邦彦 著 

  

 

［正题名］新界简史 

［第一责任人］刘润和著 

［出版者］三联 

［出版日期］1999 

［知识责任］刘润和 著 

  

 

［正题名］前进的足迹 

［副题名］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主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中国/现代史/1949 年～/图集 

  

 

［正题名］香港照相册 

［副题名］1905's-1970's 

［并列题名］Photo Hong Kong 

［第一责任人］邱良主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6.2 

［主题词］地理/香港/近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邱良 主编 

  

 

［正题名］国立历史博物馆典籍目录 

［副题名］文物篇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国立历史博物馆编委会 

［出版者］国立历史博物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 6 月[1998.6] 

［主题词］文物/中国/图录 

  

 

［正题名］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台）华侨协会总会编 

［出版者］华侨协会总会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抗日战争/论文集 

［主题词］华侨/历史/1937-1945 

  

 

［正题名］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台）华侨协会总会编 

［出版者］华侨协会总会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抗日战争/论文集 

［主题词］华侨/历史/1937-1945 

  

 

［正题名］民初时期文献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史料一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初时期文献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史料二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民初时期文献 

［书目卷册］第一辑 

［书目卷册］史料三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史料 

  

 

［正题名］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第一责任人］戴煌著 

［出版者］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戴煌 著 

  

 

［正题名］方志学与社区乡土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东吴大学历史系主编 

［出版者］學生書局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方志学/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地方志/研究 

  

 

［正题名］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杜家骥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皇室/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杜家骥 著 

  

 

［正题名］七十年的经历 

［第一责任人］千家驹 

［出版者］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2.3 

［主题词］经济学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千家驹 著 

  

 

［正题名］十年的路 

［副题名］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 

［第一责任人］吴江 

［出版者］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7 

［知识责任］吴江 著 

  

 

［正题名］政海轶闻 

［第一责任人］陶菊隐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笔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陶菊隐 著 

  

 

［正题名］新疆三区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新疆三区革命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新疆三区革命丛书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新疆 

  

 

［正题名］北洋述闻 

［第一责任人］张国淦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笔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北洋军阀/史料 

［知识责任］张国淦 著 

  

 

［正题名］中国金融博导 

［第一责任人］梁伯枢等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人与经济系列丛书 1 

［主题词］经济学家/传记/中国 

［主题词］教育工作者/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梁伯枢 著 

  

 

［正题名］民国政史拾遗 

［第一责任人］刘以芬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笔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刘以芬 著 

  

 

［正题名］古红梅阁笔记 

［第一责任人］张一麐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笔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一麐 著 

  

 

［正题名］洪宪惨史 

［第一责任人］王建中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笔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王建中 著 

  

 



［正题名］外人与戊戌变法 

［第一责任人］王樹槐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樹槐 著 

  

 

［正题名］戊戌风云 

［第一责任人］闵杰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戊戌变法/史料/中国/近代/研究 

［知识责任］闵杰 著 

  

 

［正题名］钱玄同文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副题名］学术四种 

［第一责任人］钱玄同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钱玄同 著 

  

 

［正题名］回眸“学衡派” 

［副题名］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 

［第一责任人］沈卫威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猫头鹰学术文丛 

［主题词］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沈卫威 著 

  

 

［正题名］十年论战 

［副题名］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吴冷西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56～1966 

［主题词］中苏关系/1956～1966 



［知识责任］吴冷西 著 

  

 

［正题名］十年论战 

［副题名］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吴冷西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56～1966 

［主题词］中苏关系/1956～1966 

［知识责任］吴冷西 著 

  

 

［正题名］解放上海 

［第一责任人］冯绍霆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9.4 

［知识责任］冯绍霆 著 

  

 

［正题名］天人之际，古今之间 

［副题名］中国传统文化通论 

［第一责任人］朱耀廷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朱耀廷 主编 

  

 

［正题名］中国诗史 

［第一责任人］陆侃如，冯沅君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诗歌史/中国 

［知识责任］陆侃如 著 

［知识责任］冯沅君 著 

  

 

［正题名］经典与人文 

［第一责任人］雷颐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说文谈史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主题词］文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雷颐 著 

  

 

［正题名］梦中说梦录 

［第一责任人］伍立杨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说文谈史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主题词］文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伍立杨 著 

  

 

［正题名］甘瓜苦蒂集 

［第一责任人］陈漱渝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说文谈史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主题词］文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陈漱渝 著 

  

 

［正题名］光宣小记 

［第一责任人］金梁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笔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金梁 著 

  

 

［正题名］满宫残照记 

［第一责任人］秦翰才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笔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秦翰才 著 

  

 

［正题名］采菲录 

［第一责任人］姚灵犀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笔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姚灵犀 著 

  

 

［正题名］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郑大华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知识责任］郑大华 著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中国保险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保险业/中国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 

  

 

［正题名］文献分类法主题法导论 

［第一责任人］马张华，侯汉清编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分类主题一体化/研究 

［主题词］检索语言/研究 

［知识责任］马张华 编著 

［知识责任］侯汉清 编著 

  

 

［正题名］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谢保成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主题词］文化工作者/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郭沫若 著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熊十力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丁为祥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主题词］文化工作者/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丁为祥 著 

［次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张岱年哲学文选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著 

［译者］邓九平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次知识责任］邓九平 编 

  

 

［正题名］张岱年哲学文选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著 

［译者］邓九平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次知识责任］邓九平 编 

  

 

［正题名］钱玄同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副题名］汉字改革与国语运动 

［第一责任人］钱玄同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钱玄同 著 

  

 

［正题名］香港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刘登翰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文学史/香港 

［知识责任］刘登翰 主编 

  

 

［正题名］陈独秀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沈寂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知识责任］沈寂 主编 

  

 

［正题名］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宋志明，梅良勇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主题词］哲学家/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宋志明 著 

［知识责任］梅良勇 著 

  

 

［正题名］上海鳞爪 

［第一责任人］郁慕侠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笔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郁慕侠 著 

  

 

［正题名］现代索引文摘法 

［第一责任人］王知津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计算机应用/索引/编制 

［主题词］计算机应用/文摘/编制 

［知识责任］王知津 主编 

  

 

［正题名］清人生活漫步 



［第一责任人］冯尔康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古代社会生活丛书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冯尔康 著 

  

 

［正题名］北平和平解放前后 

［第一责任人］赵晋，王亚春，谢萌明著 

［第一责任人］Zhao Jin,Wang Ya Chun,Xie Meng Ming Zhu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京华博览丛书 

［知识责任］赵晋 著 

［知识责任］王亚春 著 

［知识责任］谢萌明 著 

  

 

［正题名］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 

［第一责任人］栾梅健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题词］文化工作者/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栾梅健 著 

  

 

［正题名］幽默大师林语堂 

［第一责任人］施建伟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题词］作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施建伟 著 

  

 

［正题名］红尘孤旅苏曼殊 

［第一责任人］张国安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9.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张国安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新诗选 

［第一责任人］王彬，顾志成选编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新诗/选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彬 选编 

［知识责任］顾志成 选编 

  

 

［正题名］商代文明 

［第一责任人］（美）张光直著 

［译者］毛小雨译 

［出版者］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文化/史料/中国/商代 

［知识责任］张光直 著 

［次知识责任］毛小雨 译 

  

 

［正题名］末代皇弟溥杰传 

［第一责任人］（日）船木繁著 

［译者］战宪斌译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船木繁 著 

［次知识责任］战宪斌 译 

  

 

［正题名］黎族人民斗争史 

［第一责任人］程昭星，邢诒孔著 

［译者］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黎族/史料/海南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海南 

［知识责任］程昭星 著 

［知识责任］邢诒孔 著 

  

 

［正题名］中国地名由来词典 

［并列题名］Chinese Placenames Original Dictionary 

［第一责任人］牛汝辰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历史地名/考证/中国 

［主题词］地名/研究/词典 

［知识责任］牛汝辰 编 

  

 

［正题名］梦想的中国 

［副题名］三十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 

［第一责任人］刘仰东编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政论/文集/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刘仰东 编 

  

 

［正题名］超凡世界 

［副题名］中国寺庙 200 神 

［第一责任人］马书田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7 

［主题词］神/简介/中国 

［主题词］寺庙/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马书田 著 

  

 

［正题名］近代文论选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舒芜等编选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9.9 

［丛编题名］中国历代文论选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舒芜 编选 

  

 

［正题名］近代文论选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舒芜等编选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9.9 

［丛编题名］中国历代文论选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舒芜 编选 

  

 

［正题名］幻灭与觉醒 

［副题名］咸丰十一年实纪 

［第一责任人］池子华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历史关键之年丛书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清代/1861 

［知识责任］池子华 著 

  

 

［正题名］彷徨与顿悟 

［副题名］一九一九年实录 

［第一责任人］张同乐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历史关键之年丛书 

［主题词］史料/中国/1919 

［知识责任］张同乐 著 

  

 

［正题名］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 

［副题名］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 

［第一责任人］余同元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历史关键之年丛书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代/1644 

［知识责任］余同元 著 

  

 

［正题名］津沽旧影 

［副题名］老照片 

［第一责任人］今明主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知识责任］今明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 

［丛书］1859-1949 

［第一责任人］程霖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银行制度/研究/中国/1859-1949 

［知识责任］程霖 著 

  

 

［正题名］北平人民八年抗战 

［第一责任人］荣国章，孔宪东，赵晋著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京华博览丛书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北京 

［主题词］侵华事件/史料/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荣国章 著 

［知识责任］孔宪东 著 

［知识责任］赵晋 著 

  

 

［正题名］变政与政变 

［副题名］光绪二十四年聚焦 

［第一责任人］董丛林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历史关键之年丛书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 

［知识责任］董丛林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全国铁路旅行指南 

［书目卷册］第一期 

［第一责任人］铁道部联运处 

［出版者］铁道部联运处 

［出版日期］民国 23 年[1934] 

［主题词］铁路线路/概况/中国/1934 

  

 

［正题名］战时国际公法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胡松龄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37 年[1948] 

［主题词］战争法 

［知识责任］胡松龄 编著 

  



 

［正题名］战时国际公法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胡松龄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37 年[1948] 

［主题词］战争法 

［知识责任］胡松龄 编著 

  

 

［正题名］国立中央大学一览 

［第一责任人］[著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 

［主题词］国立中央大学/概况/中国 

  

 

［正题名］台湾银行三十五年度职员录 

［第一责任人］台湾银行秘书室编 

［出版者］台湾银行秘书室 

［出版日期］[19 ?] 

 

［正题名］曹树铭文存 

［第一责任人］[曹树铭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 

［知识责任］曹树铭 著 

  

 

［正题名］新闻学纲要 

［第一责任人］徐宝璜著 

［出版者］现代书局 

［出版日期］1934.3 

［主题词］新闻学/ 概况 

［知识责任］徐宝璜 著 

  

 

［正题名］北宁铁路职员录 

［第一责任人］[著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地不详] 

［出版日期］[19 ?] 

［主题词］北宁铁路/人名录 

  

 



［正题名］吴兴县立民众教育馆二十一年度工作报告 

［第一责任人］[著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民国 23 年[1934] 

［主题词］群众文化/中国/1932-1933 

  

 

［正题名］西还 

［第一责任人］俞平伯著 

［出版者］亚东图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13 年[1924]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俞平伯 著 

  

 

［正题名］蛇岛的秘密 

［第一责任人］（锡兰）马丁·魏克拉马沁格著 

［译者］冀英译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3.5 

［主题词］中篇小说/斯里兰卡/现代 

［知识责任］魏克拉马沁格 著 

［次知识责任］冀英 译 

  

 

［正题名］阿古利拉传 

［副题名］日耳曼尼亚传 

［第一责任人］（罗马）塔西佗著 

［译者］马雍，傅正元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2.3 

［知识责任］塔西佗 著 

［次知识责任］马雍 译 

［次知识责任］傅正元 译 

  

 

［正题名］黑龙江外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西清记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25 年[1936] 

［丛编题名］丛书集成 

［知识责任］西清 记 

  



 

［正题名］黑龙江外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西清记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25 年（1936） 

［丛编题名］丛书集成 

［知识责任］西清 记 

  

 

［正题名］民营工商企业经营管理之道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7 

［丛编题名］重庆市工商史料 cgrs225h4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中国/近代 

  

 

［正题名］ 新实验新闻学 

［第一责任人］周孝庵著 

［译者］潘公弼，汪英宝 

［出版者］上海时事新报馆 

［出版日期］民国 19 年（1930） 

［主题词］新闻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孝庵 著 

［次知识责任］潘公弼 校 

［次知识责任］汪英宝 校 

  

 

［正题名］目录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刘纪泽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20 年（1931） 

［主题词］目录学 

［知识责任］刘纪泽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史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著者不详] 

［出版者］文化资料供应社 

［出版日期］1978.8 

 

［正题名］安徽省农仓事业进行概况 

［第一责任人］安徽省政府农仓管理处编印 



［出版者］安徽省政府农仓管理处 

［出版日期］民国 25 年[1936]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安徽省 

  

 

［正题名］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第一责任人］何炳棣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 

［知识责任］何炳棣 著 

  

 

［正题名］和平之使命 

［第一责任人］郁素甫第吉威著 

［译者］厐士谦，阿衡译 

［出版者］月华报社 

［出版日期］民国 37 年[1948] 

［主题词］伊斯兰教/研究 

［知识责任］郁素甫第吉威 著 

［次知识责任］厐士谦 译 

［次知识责任］阿衡 译 

  

 

［正题名］江浙渔业公司福海渔轮研究报告 

［第一责任人］张柱尊著 

［出版者］[出版地不详] 

［出版日期］[19 ?] 

［知识责任］张柱尊 著 

  

 

［正题名］古代文选 

［第一责任人］[编者不详]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 

［主题词］唯心主义/哲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肖佑 著 

［知识责任］郦震 著 

［知识责任］施正友 著 

［知识责任］李文波 著 

［知识责任］孙维槐 著 

［知识责任］罗天生 著 

［知识责任］罗义俊 著 

［知识责任］石青 著 

［知识责任］俞百青 著 



［知识责任］徐睿平 著 

  

 

［正题名］缪斌言论集 

［第一责任人］缪斌著 

［出版者］[出版地不详] 

［出版日期］民国 19 年[1930] 

［知识责任］缪斌 著 

  

 

［正题名］舟中随笔 

［副题名］俄国共产主义之历史及其组成实力并俄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 同，中国共产

党成败预测人类主义 

［第一责任人］顽石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民国 16 年[1927] 

［主题词］共产党/比较/中国/俄国 

［知识责任］顽石 著 

  

 

［正题名］樵歌 

［第一责任人］朱敦儒著 

［译者］龙元亮校 

［出版者］文学古籍刊行社 

［出版日期］1958.1 

［主题词］词/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朱敦儒 著 

［次知识责任］龙元亮 校 

  

 

［正题名］晨曦之前 

［第一责任人］于赓虞著 

［出版者］北新书局 

［出版日期］1928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于赓虞 著 

  

 

［正题名］沧浪美 

［书目卷册］第二期 

［第一责任人］苏州美术专门学校，苏州美术馆出版科编 

［出版者］沧浪美术社 

［出版日期］1928.9 

［主题词］技法/美术 



  

 

［正题名］艺术漫谈 

［第一责任人］倪贻德著 

［出版者］大光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24 年[1935] 

［主题词］艺术/技法 

［知识责任］倪贻德 著 

  

 

［正题名］檀泰琪儿之死 

［第一责任人］（比）梅特林著 

［译者］田汉译 

［出版者］现代书局 

［出版日期］1929.6 

［主题词］话剧/剧本/中国 

［知识责任］比国梅特林 著 

［次知识责任］田汉 译 

  

 

［正题名］中日外交史料从编 

［书目卷册］五 

［丛书］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 

［出版者］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 

［出版日期］民国 54 年[1965]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正题名］中日外交史料从编 

［书目卷册］五 

［丛书］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 

［出版者］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 

［出版日期］民国 54 年[1965]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正题名］中日外交史料从编 

［书目卷册］六 

［丛书］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 

［第一责任人］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 



［出版者］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 

［出版日期］民国 54 年[1965]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正题名］中日外交史料从编 

［书目卷册］四 

［丛书］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 

［出版者］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 

［出版日期］民国 54 年[1965]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正题名］广东咨议局第二次常年会议报告书 

［第一责任人］[著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 

［主题词］行政/地方/民国 

  

 

［正题名］共和国 创史 

［第一责任人］朱麟…[等]编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中学世界百科全书 cgrs225h 第一集 第一编 

［主题词］普及读物/综合性/中国 

［知识责任］朱麟 编 

  

 

［正题名］全国商埠考察记 

［第一责任人］朱麟…[等]编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中学世界百科全书 cgrs225h 第一集 第六编 

［主题词］普及读物/综合性/中国 

［知识责任］朱麟 编 

  

 

［正题名］世界都市游历记 

［第一责任人］朱麟…[等]编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中学世界百科全书 cgrs225h 第一集 第七编 

［主题词］普及读物/综合性/中国 

［知识责任］朱麟 编 

  

 

［正题名］现代名人传 

［第一责任人］朱麟…[等]编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中学世界百科全书 cgrs225h 第一集 第八编 

［主题词］普及读物/综合性/中国 

［知识责任］朱麟 编 

  

 

［正题名］现代文学类选 

［第一责任人］朱麟…[等]编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中学世界百科全书 cgrs225h 第一集 第九编 

［主题词］普及读物/综合性/中国 

［知识责任］朱麟 编 

  

 

［正题名］现代新主义 

［第一责任人］朱麟…[等]编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中学世界百科全书 cgrs225h 第一集 第十编 

［主题词］普及读物/综合性/中国 

［知识责任］朱麟 编 

  

 

［正题名］历代笑话集 

［第一责任人］王利器辑录 

［出版者］古典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7.1 

［主题词］笑话/选集/中国 

［知识责任］王利器 辑录 

  

 

［正题名］红楼梦索隐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王梦阮，沈瓶庵索隐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5 年[1916]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梦阮 索隐 

［知识责任］沈瓶庵 索隐 

  

 

［正题名］红楼梦索隐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王梦阮，沈瓶庵索隐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5 年[1916]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梦阮 索隐 

［知识责任］沈瓶庵 索隐 

  

 

［正题名］红楼梦索隐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王梦阮，沈瓶庵索隐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5 年[1916]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梦阮 索隐 

［知识责任］沈瓶庵 索隐 

  

 

［正题名］红楼梦索隐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王梦阮，沈瓶庵索隐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5 年[1916]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梦阮 索隐 

［知识责任］沈瓶庵 索隐 

  

 

［正题名］红楼梦索隐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王梦阮，沈瓶庵索隐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5 年[1916]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梦阮 索隐 

［知识责任］沈瓶庵 索隐 



  

 

［正题名］红楼梦索隐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王梦阮，沈瓶庵索隐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5 年[1916]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梦阮 索隐 

［知识责任］沈瓶庵 索隐 

  

 

［正题名］红楼梦索隐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王梦阮，沈瓶庵索隐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5 年[1916]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梦阮 索隐 

［知识责任］沈瓶庵 索隐 

  

 

［正题名］红楼梦索隐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王梦阮，沈瓶庵索隐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5 年[1916]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梦阮 索隐 

［知识责任］沈瓶庵 索隐 

  

 

［正题名］红楼梦索隐 

［书目卷册］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王梦阮，沈瓶庵索隐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5 年[1916]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梦阮 索隐 

［知识责任］沈瓶庵 索隐 

  

 

［正题名］红楼梦索隐 

［书目卷册］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王梦阮，沈瓶庵索隐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5 年[1916]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梦阮 索隐 

［知识责任］沈瓶庵 索隐 

  

 

［正题名］十五度中秋 

［第一责任人］张冥飞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冥飞 著 

  

 

［正题名］文书改革在台湾 

［第一责任人］陈国琛著 

［出版者］台湾书店 

［出版日期］民国 36 年[1947] 

［主题词］文书工作/理论/台湾 

［知识责任］陈国琛 著 

  

 

［正题名］贝姨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法）巴尔扎克著（Honore de Balzac） 

［译者］傅雷译 

［出版者］平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4 

［主题词］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知识责任］巴尔扎克 著 

［知识责任］Balzac 著 

［次知识责任］傅雷 译 

  

 

［正题名］贝姨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法）巴尔扎克著（Honore de Balzac） 

［译者］傅雷译 

［出版者］平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4 

［主题词］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知识责任］巴尔扎克 著 



［知识责任］Balzac 著 

［次知识责任］傅雷 译 

  

 

［正题名］苏辛词 

［第一责任人］叶绍钧选注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23 年[1934] 

［丛编题名］学生国学丛书 苏辛词 

［主题词］词/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叶绍钧 选注 

  

 

［正题名］石埭县山川志初稿 

［第一责任人］陈硕梁，倪文硕编订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民国 23 年[1934] 

［知识责任］陈硕梁 编订 

［知识责任］倪文硕 编订 

  

 

［正题名］欧阳结体三十六法诠释 

［第一责任人］邓散木校释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3.11 

［主题词］汉字/书法/理论 

［知识责任］邓散木 校释 

  

 

［正题名］艺术论集 

［第一责任人］李朴国著 

［出版者］光华书局 

［出版日期］1930 

［主题词］美术/技法 

［知识责任］李朴国 著 

  

 

［正题名］锡山风土竹枝词 

［第一责任人］秦颂石著 

［出版者］无锡文新印刷所 

［出版日期］民国 24 年[1935] 

［主题词］词/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秦颂石 著 

  



 

［正题名］佃户林 

［副题名］诗选 

［第一责任人］王希坚…[等]著 

［出版者］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1949.5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希坚 著 

  

 

［正题名］预言 

［第一责任人］何其芳著 

［出版者］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7.9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其芳 著 

  

 

［正题名］张四太太 

［第一责任人］张大悲著 

［出版者］现代书局 

［出版日期］1929 

［丛编题名］现代戏剧丛书 

［主题词］话剧/剧本/中国 

［知识责任］张大悲 著 

  

 

［正题名］战场上 

［第一责任人］孙席珍著 

［出版者］真善美书店 

［出版日期］1929 

［主题词］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孙席珍 著 

  

 

［正题名］旋涡里外 

［第一责任人］杜衡创作 

［出版者］良友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34 年[1945] 

［丛编题名］良友文学丛书 

［主题词］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杜衡 创作 

  

 



［正题名］飞絮 

［第一责任人］张资平著 

［出版者］创造社出版部 

［出版日期］1926 

［丛编题名］创造社丛书 

［主题词］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资平 著 

  

 

［正题名］磨剑室词 

［书目卷册］丁未，戊午 

［第一责任人］[著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出版时间不详] 

［主题词］词/中国/古代 

  

 

［正题名］磨剑室词 

［书目卷册］己酉，庚戍 

［第一责任人］[著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出版时间不详] 

［主题词］词/中国/古代 

  

 

［正题名］新生篇 

［第一责任人］魏金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化投资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35 年[1946] 

［丛编题名］现实文艺丛刊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魏金枝 主编 

  

 

［正题名］寂寞的花 

［第一责任人］毓琳著 

［出版者］益智书店 

［出版日期］康德六年[1939]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毓琳 著 

  

 

［正题名］时代的影子 

［第一责任人］计全作 



［出版者］正午书局 

［出版日期］1931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计全 作 

  

 

［正题名］离绝 

［第一责任人］江雨岚著 

［出版者］光华书局 

［出版日期］1928 

［丛编题名］光华文艺丛书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江雨岚 著 

  

 

［正题名］短篇游记 

［第一责任人］谢彬著 

［出版者］启智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22 年[1933]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谢彬 著 

  

 

［正题名］白雪遗音选 

［第一责任人］西谛编 

［出版者］鉴赏社 

［出版日期］1928.4 

［丛编题名］鉴赏丛书 cgrs225h1 

［主题词］民歌/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西谛 编 

  

 

［正题名］啼笑皆非 

［第一责任人］林语堂著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社 

［出版日期］民国 34 年[1945]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林语堂 著译 

  

 

［正题名］浮浪绘 

［第一责任人］杨桦著 

［出版者］知行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34 年[1945]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桦 著 

  

 

［正题名］楝树港的一夜 

［第一责任人］周楞伽著 

［出版者］万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楞伽 著 

  

 

［正题名］西湖遗事 

［副题名］古今佳话 

［第一责任人］朱彭著 

［出版者］六艺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23 年[1934] 

［主题词］散文/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朱彭 著 

  

 

［正题名］学术文 

［第一责任人］林之棠著 

［出版者］华盛书社 

［出版日期］民国 21 年[1932] 

［主题词］散文/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林之棠 著 

  

 

［正题名］飘渺的梦及其他 

［第一责任人］向培良著 

［出版者］北新书局 

［出版日期］1928 

［丛编题名］乌合丛书 cgrs225h1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向培良 著 

  

 

［正题名］编辑与评论 

［第一责任人］郭步陶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 ?] 

［主题词］新闻工作/编辑工作 

［知识责任］郭步陶 著 



  

 

［正题名］晁氏宝文堂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 

［第一责任人］晁瑮，徐 

［出版者］古典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7.12 

［主题词］私人藏书/图书目录 

［知识责任］晁瑮 著 

  

 

［正题名］新青年自述 

［第一责任人］朱麟…[等]编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中学世界百科全书 cgrs225h 第一集 第一编 

［主题词］普及读物/综合性/中国 

［知识责任］朱麟 编 

  

 

［正题名］陆地大观 

［第一责任人］朱麟…[等]编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中学世界百科全书 cgrs225h 第一集 第二编 

［主题词］普及读物/综合性/中国 

［知识责任］朱麟 编 

  

 

［正题名］微生物世界 

［第一责任人］朱麟…[等]编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中学世界百科全书 cgrs225h 第一集 第三编 

［主题词］普及读物/综合性/中国 

［知识责任］朱麟 编 

  

 

［正题名］近百年本国史 

［第一责任人］朱麟…[等]编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19 ?] 

［丛编题名］中学世界百科全书 cgrs225h 第一集 第四编 

［主题词］普及读物/综合性/中国 

［知识责任］朱麟 编 



  

 

［正题名］社会党 

［第一责任人］（日）西川光次郎著 

［译者］（日）仁和周子高译 

［出版者］广智书局 

［出版日期］光绪 28 年[1904] 

［主题词］政党/理论 

［知识责任］西川光次郎 著 

［次知识责任］仁和周子高 译 

  

 

［正题名］梁蔡师生与护国运动 

［第一责任人］胡平生著 

［出版者］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 

［出版日期］民国 56 年[1967] 

［丛编题名］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 cgrs225h44 

［主题词］反袁斗争 

［知识责任］胡平生 著 

  

 

［正题名］俘虏起居写真 

［第一责任人］俘虏协会编 

［出版者］俘虏协会 

［出版日期］民国 8 年[1919] 

［主题词］俘虏管理/中国 

  

 

［正题名］约翰季刊 

［并列题名］The Johannean 

［书目卷册］1933 

［第一责任人］[著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民国 22 年[1933 

 

［正题名］芬奇作品选集 

［副题名］1452-1519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编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2.4 

［主题词］绘画/作品综合集/世界 

  

 

［正题名］圣芳济学院六十周年纪念特辑 



［书目卷册］1874-1934 

［第一责任人］[著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地不详] 

［出版日期］[19 ?] 

 

［正题名］醉六斋诗集 

［第一责任人］于渐逵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于渐逵 著 

  

 

［正题名］清华季刊 

［书目卷册］1935 

［第一责任人］[年刊委员会]编 

［出版者］[年刊委员会] 

［出版日期］[1935] 

 

［正题名］大同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刊 

［书目卷册］1949 

［第一责任人］《大同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刊》出版委员会编 

［出版者］《大同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刊》出版委员会 

［出版日期］1949.5 

 

［正题名］中法国立工学院院刊 

［第一责任人］中法国立工学院出版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法国立工学院出版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 23 年[1934] 

 

［正题名］安徽省农村调查 

［第一责任人］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 

［出版者］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 

［出版日期］1952.12 

［丛编题名］华东农村经济资料 cgrs225h 第四分册 

［附注内容］内部资料 

［主题词］农业经济/中国/安徽省 

  

 

［正题名］滑稽小说 

［副题名］不可说 

［第一责任人］小百姓编 

［出版者］时事新报馆 

［出版日期］民国 2 年[1913]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小百姓 编 

  

 

［正题名］时事新报小说合编 

［第一责任人］[编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民国元年[1923]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古代 

  

 

［正题名］墨梯年刊 

［并列题名］the Mctyeirean 

［书目卷册］1947 

［第一责任人］[中西女中 1947 级]编 

［出版者］[中西女中 1947 级] 

［出版日期］民国 36 年[1947] 

 

［正题名］江苏省农村调查 

［第一责任人］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 

［出版者］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 

［出版日期］1952.12 

［丛编题名］华东农村经济资料 cgrs225h 第一分册 

［附注内容］内部读物 

［主题词］农村经济/中国/江苏省 

  

 

［正题名］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 

［第一责任人］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 

［出版者］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 

［出版日期］1952.12 

［丛编题名］华东农村经济资料 cgrs225h 第五，六分册 

［附注内容］内部读物 

［主题词］农村经济/中国/山东省 

  

 

［正题名］学赖年刊 

［书目卷册］1931 

［第一责任人］[著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民国 20 年[1931] 

 

［正题名］第一届自费留学生考试报告 

［第一责任人］教育部留学考选委员会编 



［出版者］独立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33 年[1944]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中国/近代/报告 

  

 

［正题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一览 

［第一责任人］[著者不详]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 

 

［正题名］上海法科大学三周年纪念特刊 

［第一责任人］赵琛著 

［出版者］上海法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18 年[1929] 

［丛编题名］法科月刊 cgrs225h 第六期 

［知识责任］赵琛 著 

  

 

［正题名］一只马蜂及其他独幕剧 

［第一责任人］西林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现代评论社 

［出版日期］民国 14 年[1925] 

［主题词］话剧/剧本/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西林 著 

  

 

［正题名］以身作则 

［第一责任人］李健吾著 

［出版者］文化生活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25 年[1936] 

［丛编题名］文学丛刊 cgrs225f 巴金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主题词］话剧/剧本/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健吾 著 

  

 

［正题名］圣母像前 

［第一责任人］王独清著 

［出版者］创造社出版部 

［出版日期］1927 

［丛编题名］创造社丛书 cgrs225h 第六种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独清 著 

  

 



［正题名］牛天赐传 

［第一责任人］老舍创作 

［出版者］晨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48 

［丛编题名］晨光文学丛书 cgrs225f 赵家璧主编 cgrs225h 第 20 种 

［主题词］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老舍 创作 

  

 

［正题名］婴儿的诞生 

［第一责任人］李搏程著 

［出版者］星群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47 

［丛编题名］创造诗选 cgrs225f 臧克家主编 cgrs225h4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搏程 著 

  

 

［正题名］掘火者 

［第一责任人］康定著 

［出版者］星群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47 

［丛编题名］创造诗选 cgrs225f 臧克家主编 cgrs225h3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康定 著 

  

 

［正题名］沙漠 

［第一责任人］沈明著 

［出版者］星群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47 

［丛编题名］创造诗选 cgrs225f 臧克家主编 cgrs225h2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沈明 著 

  

 

［正题名］歌手鸟卜兰 

［第一责任人］索 著 

［出版者］星群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47 

［丛编题名］创造诗选 cgrs225f 臧克家主编 cgrs225h1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索  著 

  



 

［正题名］献给乡村的诗 

［第一责任人］艾青著 

［出版者］北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46.3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艾青 著 

  

 

［正题名］北方 

［第一责任人］艾青著 

［出版者］文化生活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35 年[1946] 

［丛编题名］文学丛刊 cgrs225f 巴金主编 cgrs225h 第七集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艾青 著 

  

 

［正题名］作家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丁谛…[等]著 

［译者］上海文化出版界联谊会编 

［出版者］中央书报发行所 

［出版日期］民国 33 年[1944]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丁谛 著 

  

 

［正题名］渊明诗话 

［第一责任人］吴松撰述 

［出版者］源记书庄 

［出版日期］民国 15 年[1926]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松 撰述 

  

 

［正题名］二马 

［第一责任人］老舍创作 

［出版者］晨光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49 

［丛编题名］晨光文学丛书 cgrs225f 赵家璧主编 cgrs225h 第八十种 

［主题词］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老舍 创作 

  

 



［正题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第一责任人］丁玲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49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主题词］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丁玲 著 

  

 

［正题名］东莱博议 

［副题名］广语注释 

［第一责任人］吕祖谦著 

［译者］宋晶如，章荣注释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25 年[1936]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吕祖谦 著 

［次知识责任］宋晶如 注释 

［次知识责任］章荣 注释 

  

 

［正题名］王贵与李香香 

［第一责任人］李季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8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季 著 

  

 

［正题名］意志的赌徒 

［第一责任人］邹荻帆著 

［出版者］希望社 

［出版日期］1947.3 

［丛编题名］七月诗丛 cgrs225f 胡风编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邹荻帆 著 

  

 

［正题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集 

［第一责任人］任访秋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6 

［主题词］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任访秋 著 



  

 

［正题名］中国文学批评论集 

［第一责任人］朱东润著 

［出版者］ 明书店 

［出版日期］民国 36 年[1947]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朱东润 著 

  

 

［正题名］论文杂记 

［第一责任人］刘师培著 

［译者］景山书社编印 

［出版者］景山书社 

［出版日期］民国 25 年[1936] 

［丛编题名］文学批评丛书 cgrs225h 甲种 一册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刘师培 著 

  

 

［正题名］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 

［第一责任人］孙楷第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6.6 

［主题词］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孙楷第 著 

  

 

［正题名］北平一顾 

［第一责任人］陶亢德著 

［出版者］宇宙风社 

［出版日期］民国 25 年[1936] 

［丛编题名］宇宙丛书 cgrs225h1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陶亢德 著 

  

 

［正题名］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 

［第一责任人］乔峰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4 

［知识责任］乔峰 著 

  

 



［正题名］尺牍辞海 

［副题名］分类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黄钟瀛著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15 年[1926] 

［主题词］汉语/文体论 

［知识责任］黄钟瀛 著 

  

 

［正题名］尺牍辞海 

［副题名］分类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黄钟瀛著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15 年[1926] 

［主题词］汉语/文体论 

［知识责任］黄钟瀛 著 

  

 

［正题名］尺牍辞海 

［副题名］分类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黄钟瀛著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15 年[1926] 

［主题词］汉语/文体论 

［知识责任］黄钟瀛 著 

  

 

［正题名］尺牍辞海 

［副题名］分类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黄钟瀛著 

［出版者］世界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15 年[1926] 

［主题词］汉语/文体论 

［知识责任］黄钟瀛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储皖峰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 ?]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奴隶社会 

［知识责任］储皖峰 著 

  

 

［正题名］图画日报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环球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组画/作品/中国 

  

 

［正题名］图画日报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环球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组画/作品/中国 

  

 

［正题名］图画日报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环球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组画/作品/中国 

  

 

［正题名］图画日报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环球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组画/作品/中国 

  

 

［正题名］图画日报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环球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组画/作品/中国 

  

 



［正题名］图画日报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环球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组画/作品/中国 

  

 

［正题名］图画日报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环球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组画/作品/中国 

  

 

［正题名］图画日报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环球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组画/作品/中国 

  

 

［正题名］清末教案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朱金甫主编 

［译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10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主题词］反洋教斗争/中国/1842-1911 

［知识责任］朱金甫 主编 

  

 

［正题名］清末教案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朱金甫主编 

［译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10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主题词］反洋教斗争/中国/1842-1911 

［知识责任］朱金甫 主编 



  

 

［正题名］苌楚斋随笔 

［副题名］续笔 、三笔 、四笔、 五笔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清）刘声木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3 

［丛编题名］历代史料笔记丛刊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声木 撰 

  

 

［正题名］苌楚斋随笔 

［副题名］续笔 、三笔 、四笔、 五笔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清）刘声木撰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3 

［丛编题名］历代史料笔记丛刊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声木 撰 

  

 

［正题名］罗亦农文集 

［第一责任人］罗亦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领袖/著作 

［知识责任］罗亦农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 

［第一责任人］黄瑚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cgrs225h 第一辑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新闻工作/法制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黄瑚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45.9-1946.6 

［第一责任人］唐义路主编 

［译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知识责任］唐义路 主编 

  

 

［正题名］基督教文化学刊 

［书目卷册］第 1 辑·1999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正题名］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 

［第一责任人］李惠国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社会科学/现状/韩国 

［知识责任］李惠国 主编 

  

 

［正题名］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佚名辑 

［译者］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会编 

［出版者］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cgrs225h 史部 

［主题词］洋务运动/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清）佚名辑 

［译者］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会编 

［出版者］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cgrs225h 史部 

［主题词］洋务运动/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佚名辑 

［译者］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会编 

［出版者］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cgrs225h 史部 

［主题词］洋务运动/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白寿彝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白寿彝 著 

  

 

［正题名］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 

［第一责任人］昌切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哥伦布学术文库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昌切 著 

  

 

［正题名］胡适评传 

［第一责任人］耿云志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耿云志 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商业史论 

［第一责任人］王相钦，吴太昌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相钦 主编 



［知识责任］吴太昌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研究全书 

［书目卷册］卷一 

［丛书］总论编·生平编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研究全书 

［书目卷册］卷二 

［丛书］著作编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研究全书 

［书目卷册］卷三 

［丛书］思想编（上）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研究全书 

［书目卷册］卷四 

［丛书］思想编（下）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研究全书 

［书目卷册］卷五 

［丛书］生活编·师友编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研究全书 

［书目卷册］卷六 

［丛书］家世编·海外编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主编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知识责任］张静如 主编 

  

 

［正题名］钱玄同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钱玄同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钱玄同 著 

  

 

［正题名］出版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六辑 

［第一责任人］叶再生主编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1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叶再生 主编 

  

 

［正题名］中国伊斯兰教基础知识 

［第一责任人］秦惠彬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宗教知识丛书 

［主题词］伊斯兰教 

［知识责任］秦惠彬 主编 

  

 

［正题名］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苏金智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知识责任］苏金智 著 

  

 

［正题名］文献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萧泰芳，董国炎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校斟学 

［知识责任］萧泰芳 主编 

［知识责任］董国炎 主编 

  

 

［正题名］张元济 

［副题名］书卷人生 

［第一责任人］周武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vcgrs225f 方全林著 

［知识责任］周武 著 

  

 

［正题名］溥仪交往录 

［第一责任人］李淑贤忆述 

［译者］王庆祥撰写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溥仪书系 

［知识责任］李淑贤 忆述 

［次知识责任］王庆祥 撰写 

  

 

［正题名］华东解放战争纪实 

［第一责任人］刘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解放战争历史纪实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知识责任］刘统 著 

  

 

［正题名］随侍溥仪纪实 



［第一责任人］李国雄口述 

［译者］王庆祥撰写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溥仪书系 

［知识责任］李国雄 口述 

［次知识责任］王庆祥 撰写 

  

 

［正题名］鲁迅 

［副题名］晚年情怀 

［第一责任人］王彬彬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cgrs225f 方全林主编 

［知识责任］王彬彬 著 

  

 

［正题名］中国南方民族史 

［第一责任人］王文光编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志/西南地区 

［知识责任］王文光 编著 

  

 

［正题名］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 

［第一责任人］任延黎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天主教研究室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宗教知识丛书 

［主题词］罗马公教 

［知识责任］任延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 

［第一责任人］卓新平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宗教知识丛书 

［主题词］基督教教派 

［知识责任］卓新平 主编 



  

 

［正题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牛润珍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主题词］史学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牛润珍 著 

  

 

［正题名］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第一责任人］苑书义，秦进才主编 

［译者］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 

［主题词］洋务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知识责任］秦进才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纲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瞿林东 著 

  

 

［正题名］中华大帝国史 

［第一责任人］（西）门多萨撰 

［译者］何高济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7 

［丛编题名］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主题词］中国/历史 

［知识责任］门多萨 撰 

［次知识责任］何高济 译 

  

 

［正题名］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陈哲夫…[等]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哲夫 主编 

  

 

［正题名］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陈哲夫…[等]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哲夫 主编 

  

 

［正题名］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陈哲夫…[等]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哲夫 主编 

  

 

［正题名］农史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游修龄编著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农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游修龄 编著 

  

 

［正题名］石榴又红了 

［副题名］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 

［第一责任人］郑尔康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追忆文丛 

［知识责任］郑尔康 著 

  

 

［正题名］田汉 

［副题名］中国话剧的奠基人 

［第一责任人］邹平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cgrs225f 方全林主编 

［知识责任］邹平 著 

  

 

［正题名］曹聚仁 

［副题名］微生有笔月如刀 

［第一责任人］丁言昭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cgrs225f 方全林编著 

［知识责任］丁言昭 著 

  

 

［正题名］熊佛西 

［副题名］现代戏剧教育家 

［第一责任人］陈方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cgrs225f 方全林编著 

［知识责任］陈方 著 

  

 

［正题名］黄炎培 

［副题名］方圆人生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倪华强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cgrs225f 方全林编著 

［知识责任］许纪霖 著 

［知识责任］倪华强 著 

  

 

［正题名］郭沫若 

［副题名］浦江潮起听凤鸣 

［第一责任人］王文英，刘轶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cgrs225f 方全林编著 

［知识责任］王文英 著 

［知识责任］刘轶 著 

  

 



［正题名］邹韬奋 

［副题名］大众文化先驱 

［第一责任人］陈挥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cgrs225f 方全林编著 

［知识责任］陈挥 著 

  

 

［正题名］文史 

［书目卷册］第四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宋一夫主编 

［译者］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宋一夫 主编 

  

 

［正题名］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战国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知识责任］陈战国 著 

  

 

［正题名］美国禁毒史 

［副题名］麻醉品控制的由来 

［第一责任人］（美）戴维·F.马斯托著 

［译者］周云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戒毒/历史/美国 

［知识责任］马斯托 著 

［次知识责任］周云 译 

  

 

［正题名］胡适学术文集 

［丛书］中国文学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姜义华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2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主题词］文学史/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姜义华 主编 

  

 

［正题名］胡适学术文集 

［丛书］中国文学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姜义华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2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主题词］文学史/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姜义华 主编 

  

 

［正题名］增补燕京乡土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邓云乡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3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北京 

［知识责任］邓云乡 著 

  

 

［正题名］增补燕京乡土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邓云乡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3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北京 

［知识责任］邓云乡 著 

  

 

［正题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大战的 后较量、结局与总结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主题词］世界史/现代史/1939-1945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史 

  

 

［正题名］胡适学术文集 

［丛书］教育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姜义华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主题词］教育/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姜义华 主编 

  

 

［正题名］小洋楼风情 

［丛书］公共建筑 

［第一责任人］冯骥才主编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丛编题名］大树书馆文化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冯骥才 主编 

  

 

［正题名］小洋楼风情 

［书目卷册］1 

［丛书］民居建筑 

［第一责任人］冯骥才主编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丛编题名］大树书馆文化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冯骥才 主编 

  

 

［正题名］曾昭燏文集 

［第一责任人］曾昭燏著 

［译者］南京博物院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曾昭燏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大典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中国/现代史/1949/图集 

  

 

［正题名］清代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  清代浙闽台地区诸流域洪涝档

案史料 

［第一责任人］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6 

［丛编题名］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 

［主题词］水文记录/中国/清代 

  

 

［正题名］藕香零拾 

［第一责任人］（清）缪荃孫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丛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缪荃孫 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陆耀东，孙党伯，唐达晖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现代文学/词典/中国 

［知识责任］陆耀东 主编 

［知识责任］孙党伯 主编 

［知识责任］唐达晖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 

［丛书］西南地区卷 

［第一责任人］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志/西南地区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达瓦买提 主编 

  

 

［正题名］辞海 



［副题名］1999 年版 普及本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夏征农主编 

［译者］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词典/中国 

［知识责任］夏征农 主编 

  

 

［正题名］辞海 

［副题名］1999 年版 普及本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夏征农主编 

［译者］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词典/中国 

［知识责任］夏征农 主编 

  

 

［正题名］辞海 

［副题名］1999 年版 普及本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夏征农主编 

［译者］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词典/中国 

［知识责任］夏征农 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区大典 

［书目卷册］1 

［丛书］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第一责任人］《中国政区大典》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政区/中国 

  

 

［正题名］中国政区大典 

［书目卷册］2 

［丛书］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第一责任人］《中国政区大典》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政区/中国 

  

 

［正题名］中国政区大典 

［书目卷册］3 

［丛书］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第一责任人］《中国政区大典》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政区/中国 

  

 

［正题名］中国政区大典 

［书目卷册］4 

［丛书］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第一责任人］《中国政区大典》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政区/中国 

  

 

［正题名］中国政区大典 

［书目卷册］5 

［丛书］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台湾·香港·澳门 

［第一责任人］《中国政区大典》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政区/中国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 

［书目卷册］壹 

［丛书］东北卷 

［第一责任人］王永强，史卫民，谢建猷主编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国/民族文化 

［知识责任］王永强 主编 

［知识责任］史卫民 主编 

［知识责任］谢建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 

［书目卷册］贰 

［丛书］北方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王永强，史卫民，谢建猷主编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国/民族文化 

［知识责任］王永强 主编 

［知识责任］史卫民 主编 

［知识责任］谢建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 

［书目卷册］叁 

［丛书］北方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王永强，史卫民，谢建猷主编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国/民族文化 

［知识责任］王永强 主编 

［知识责任］史卫民 主编 

［知识责任］谢建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 

［书目卷册］肆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王永强，史卫民，谢建猷主编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国/民族文化 

［知识责任］王永强 主编 

［知识责任］史卫民 主编 

［知识责任］谢建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 

［书目卷册］伍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王永强，史卫民，谢建猷主编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国/民族文化 

［知识责任］王永强 主编 

［知识责任］史卫民 主编 

［知识责任］谢建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 

［书目卷册］陆 

［丛书］西南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王永强，史卫民，谢建猷主编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国/民族文化 

［知识责任］王永强 主编 

［知识责任］史卫民 主编 

［知识责任］谢建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 

［书目卷册］柒 

［丛书］西南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王永强，史卫民，谢建猷主编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国/民族文化 

［知识责任］王永强 主编 

［知识责任］史卫民 主编 

［知识责任］谢建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 

［书目卷册］捌 

［丛书］东南卷 

［第一责任人］王永强，史卫民，谢建猷主编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国/民族文化 

［知识责任］王永强 主编 

［知识责任］史卫民 主编 



［知识责任］谢建猷 主编 

  

 

［正题名］尼古拉与慈禧·列宁与孙中山 

［第一责任人］（俄）尤·米 ·加列诺维奇著 

［译者］周绍珩译，薛衔天审校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20 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 两大民族及其领袖们 

［附注内容］本书为内部发行。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 

［主题词］中俄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加列诺维奇 著 

［次知识责任］周绍珩 译 

［次知识责任］薛衔天 审校 

  

 

［正题名］两大元帅 

［副题名］斯大林与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俄）尤·米 ·加列诺维奇著 

［译者］侯成德译，薛衔天审校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20 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 两大民族及其领袖们 

［附注内容］本书为内部发行。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 

［主题词］中俄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加列诺维奇 著 

［次知识责任］侯成德 译 

［次知识责任］薛衔天 审校 

  

 

［正题名］两大领袖 

［副题名］斯大林与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俄）尤·米 ·加列诺维奇著 

［译者］部彦秀，张瑞璇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20 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 两大民族及其领袖们 

［附注内容］本书为内部发行。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 

［主题词］中俄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加列诺维奇 著 

［次知识责任］部彦秀 译 



［次知识责任］张瑞璇 译 

  

 

［正题名］两个一把手 

［副题名］赫鲁晓夫与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俄）尤·米 ·加列诺维奇著 

［译者］飞舟等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20 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 两大民族及其领袖们 

［附注内容］本书为内部发行。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 

［主题词］中俄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加列诺维奇 著 

［次知识责任］飞舟 译 

  

 

［正题名］勃列日涅夫与毛泽东·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 

［第一责任人］（俄）尤·米 ·加列诺维奇著 

［译者］孙黎明，吕东明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20 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 两大民族及其领袖们 

［附注内容］本书为内部发行。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 

［主题词］中俄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加列诺维奇 著 

［次知识责任］孙黎明 译 

［次知识责任］吕东明 译 

  

 

［正题名］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俄）尤·米 ·加列诺维奇著 

［译者］刘朝平等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20 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 两大民族及其领袖们 

［附注内容］本书为内部发行。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 

［主题词］中俄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加列诺维奇 著 

［次知识责任］刘朝平 译 

  

 



［正题名］甲骨学一百年 

［第一责任人］王宇信，杨升南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甲骨学一百年”成果 cgrs225h1 

［附注内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课题 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知识责任］王宇信 主编 

［知识责任］杨升南 主编 

  

 

［正题名］南社研究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马以君主编 

［出版者］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近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马以君 主编 

  

 

［正题名］慰安妇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矢野玲子著 

［译者］大海译 

［出版者］辽宁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2 

［主题词］军国主义/性犯罪/日本/1931-1945/研究 

［知识责任］矢野玲子 著 

［次知识责任］大海 译 

  

 

［正题名］李燮和、李云龙研究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李举民编著 

［知识责任］李举民 编著 

  

 

［正题名］客家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丘权政主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民族志/客家 

［知识责任］丘权政 主编 

  

 

［正题名］陈翰笙百岁华诞集 



［第一责任人］张椿年，陆国俊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知识责任］张椿年 主编 

［知识责任］陆国俊 主编 

  

 

［正题名］从贫困走向小康 

［副题名］中国经济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吕政，史忠良主编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经济建设/中国 

［主题词］经济发展/中国 

［知识责任］吕政 主编 

［知识责任］史忠良 主编 

  

 

［正题名］新美学 

［副题名］改写本 

［第一责任人］蔡仪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 

［主题词］美学 

［知识责任］蔡仪 著 

  

 

［正题名］威县志 

［第一责任人］张桂菊主编 

［译者］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知识责任］张桂菊 主编 

  

 

［正题名］’99 澳门 

［第一责任人］邓 颂，陈树荣著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澳门/概况/图集 

［知识责任］邓 颂 著 

［知识责任］陈树荣 著 

  



 

［正题名］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 

［第一责任人］刘伟民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主题词］军事史/抗日战争/民国 

［知识责任］刘伟民 著 

  

 

［正题名］一代宗师 

［副题名］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正题名］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 

［第一责任人］邓 颂，谢后和著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邓 颂 著 

［知识责任］谢后和 著 

  

 

［正题名］中外学者再论 

［副题名］第二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正题名］中国农民经济 

［副题名］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 1890～1949 

［第一责任人］（美）马若孟著 

［译者］史建云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史建云赠。 

［主题词］农业史/研究/河北/1890～1949 

［主题词］农业史/研究/山东/1890～1949 

［知识责任］马若孟 著 

［次知识责任］史建云 译 

  

 

［正题名］父亲张耀曾生前主要公众活动及政治思想年志 



［第一责任人］张惠珠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9 

［知识责任］张惠珠 编 

  

 

［正题名］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 

［副题名］梁启超 

［第一责任人］黄敏兰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转型间学人评传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由黄敏兰赠。 

［知识责任］黄敏兰 著 

  

 

［正题名］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丘权政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志/客家 

［知识责任］丘权政 著 

  

 

［正题名］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 

［第一责任人］吕一燃编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主题词］外蒙古问题/史料/1911～1921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蒙古 

［知识责任］吕一燃 编 

  

 

［正题名］百年澳门 

［第一责任人］常青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常青 著 

  

 

［正题名］月阴月晴观濠镜 

［副题名］澳门沧桑 

［第一责任人］齐鹏飞，张晓京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齐鹏飞 主编 

［知识责任］张晓京 主编 

  

 

［正题名］家庭史 

［并列题名］histoire de la famille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遥远的世界，古老的世界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 

［译者］袁树仁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5 

［丛编题名］学术前沿 

［主题词］家庭/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比尔吉埃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树仁 译 

  

 

［正题名］丰碑长存正气歌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2 

［主题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纪念地/中国 

  

 

［正题名］传媒信息与人 

［副题名］传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美）W·宣伟伯著 

［译者］余也鲁译 

［出版者］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2 

［主题词］传播学/概论 

［知识责任］宣伟伯 著 

［次知识责任］余也鲁 译 

  

 

［正题名］上海的 后旧梦 

［第一责任人］树棻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树棻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董辅礽主编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董辅礽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董辅礽主编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董辅礽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新华月报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99 

  

 

［正题名］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新华月报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99 

  

 

［正题名］中国近代海关史 

［丛书］民国部分 

［丛书］Min Guo Bu Fen 

［第一责任人］陈诗启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海关/历史/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海关/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诗启 著 

  

 

［正题名］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述实 

［第一责任人］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正题名］1976-1981 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76-1981 

［知识责任］程中原 著 

［知识责任］王玉祥 著 

［知识责任］李正华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丛编题名］《党的文献》丛书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大事记 

  

 

［正题名］中国通史图说 

［书目卷册］一 

［丛书］原始社会 

［第一责任人］朱大渭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历史/中国/图解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朱大渭 主编 

  

 

［正题名］中国通史图说 

［书目卷册］二 

［丛书］春秋战国 

［第一责任人］朱大渭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历史/中国/图解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朱大渭 主编 

  

 

［正题名］中国通史图说 

［书目卷册］三 

［丛书］秦汉 

［第一责任人］朱大渭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历史/中国/图解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朱大渭 主编 

  

 

［正题名］中国通史图说 

［书目卷册］四 

［丛书］魏晋南北朝 

［第一责任人］朱大渭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历史/中国/图解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朱大渭 主编 

  

 

［正题名］中国通史图说 

［书目卷册］五 

［丛书］隋唐五代十国 

［第一责任人］朱大渭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历史/中国/图解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朱大渭 主编 

  

 

［正题名］中国通史图说 

［书目卷册］六 

［丛书］宋 

［第一责任人］朱大渭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历史/中国/图解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朱大渭 主编 

  

 

［正题名］中国通史图说 

［书目卷册］七 

［丛书］辽西夏金元 

［第一责任人］朱大渭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历史/中国/图解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朱大渭 主编 

  

 

［正题名］中国通史图说 

［书目卷册］八 

［丛书］明 

［第一责任人］朱大渭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历史/中国/图解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朱大渭 主编 

  

 

［正题名］中国通史图说 

［书目卷册］九 

［丛书］清 

［第一责任人］朱大渭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历史/中国/图解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朱大渭 主编 

  

 

［正题名］中国通史图说 

［书目卷册］十 

［丛书］附录 

［第一责任人］朱大渭主编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历史/中国/图解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朱大渭 主编 

  

 

［正题名］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 

［并列题名］An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triuia 

［第一责任人］董乐山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社会生活/词典/美国/英、中 

［知识责任］董乐山 编 

  

 

［正题名］天安门前 

［第一责任人］《大众摄影》编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史料 

  

 

［正题名］走近澳门 

［第一责任人］黄之豪主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知识责任］黄之豪 主编 

  

 

［正题名］奥本海国际法 

［书目卷册］第一卷 

［书目卷册］第一分册 

［第一责任人］（英）奥本海著 

［译者］（英）詹宁斯，（英）瓦茨，王铁崖等译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丛编题名］外国法律文库 cgrs225h1 

［附注内容］本书系根据英国伦敦朗曼集团英国有限公司的授权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的翻译与出版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主题词］国际法 

［知识责任］奥本海 著 

［知识责任］Oppenheim 著 

［次知识责任］詹宁斯 修订 

［次知识责任］Jennings 修订 



［次知识责任］瓦茨 修订 

［次知识责任］Watts 修订 

［次知识责任］王铁崖 译 

  

 

［正题名］中国行政区划图册 

［第一责任人］纪勇，陈志辉主编 

［出版者］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政区/中国/图册 

［知识责任］纪勇 主编 

［知识责任］陈志辉 主编 

  

 

［正题名］现代美国妇女 

［第一责任人］（美）洛伊斯·班纳著 

［译者］侯文蕙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0 

［丛编题名］现代思想文化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美国 HBJ 出版社第二版译出 

［主题词］妇女运动/历史/美国/概况 

［知识责任］班纳 著 

［知识责任］Banner 著 

［次知识责任］侯文蕙 译 

  

 

［正题名］第四次浪潮 

［第一责任人］（美）甘哈曼著 

［译者］（台湾）林怀卿译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4 

［主题词］未来学 

［知识责任］甘哈曼 著 

［次知识责任］林怀卿 译 

  

 

［正题名］旋转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周明，刘茵编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 

［知识责任］周明 编 



［知识责任］刘茵 编 

  

 

［正题名］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副题名］论文化守成主义 

［第一责任人］（美）艾恺（Guy S.Alitto）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艾恺 著 

［知识责任］Alitto 著 

  

 

［正题名］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第一责任人］（美）许倬云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世界 

［主题词］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许倬云 著 

［知识责任］Hsu 著 

  

 

［正题名］庐隐选集 

［第一责任人］庐隐著 

［译者］肖凤，孙可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0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庐隐 著 

［次知识责任］肖凤 编 

［次知识责任］孙可 编 

  

 

［正题名］秋瑾年谱 

［第一责任人］郭延礼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3.9 

［知识责任］郭延礼 著 

  

 

［正题名］中国文化研究集刊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丁守和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3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丁守和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研究集刊 

［书目卷册］第二集 

［第一责任人］丁守和，方行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2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丁守和 主编 

［知识责任］方行 主编 

  

 

［正题名］古代社会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Lewis H.Morgan） 

［译者］杨东莼，马雍，马巨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8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部 1964 年版译出 

［主题词］社会发展/理论 

［主题词］古代社会 

［知识责任］摩尔根 著 

［知识责任］Morgan 著 

［次知识责任］杨东莼 译 

［次知识责任］马雍 译 

［次知识责任］马巨 译 

  

 

［正题名］古代社会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Lewis H.Morgan） 

［译者］杨东莼，马雍，马巨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7.8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部 1964 年版译出 

［主题词］社会发展/理论 

［主题词］古代社会 

［知识责任］摩尔根 著 



［知识责任］Morgan 著 

［次知识责任］杨东莼 译 

［次知识责任］马雍 译 

［次知识责任］马巨 译 

  

 

［正题名］历史研究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英）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著 

［译者］曹未风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9.8 

［丛编题名］西方学术译丛 

［附注内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版译出. 

［附注内容］书末附表:统一国家等 

［主题词］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汤因比 著 

［知识责任］Tonynbee 著 

［次知识责任］曹未风 译 

  

 

［正题名］历史研究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英）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著 

［译者］曹未风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9.8 

［丛编题名］西方学术译丛 

［附注内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版译出. 

［主题词］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汤因比 著 

［知识责任］Tonynbee 著 

［次知识责任］曹未风 译 

  

 

［正题名］历史研究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英）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著 

［译者］曹未风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9.8 

［丛编题名］西方学术译丛 

［附注内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版译出. 

［主题词］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汤因比 著 

［知识责任］Tonynbee 著 

［次知识责任］曹未风 译 

  

 

［正题名］苏联地名词典 

［副题名］西伯利亚与远东 

［第一责任人］张寰海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4 

［主题词］地名/辞典/苏联 

［知识责任］张寰海 主编 

  

 

［正题名］东北亚明珠 

［副题名］珲春 

［第一责任人］方敏，金敏雄主编 

［出版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主题词］地理/中国/吉林 

［知识责任］方敏 主编 

［知识责任］金敏雄 主编 

  

 

［正题名］边城满洲里 

［第一责任人］徐占江，徐占信著 

［出版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主题词］地理/中国/满洲里 

［知识责任］徐占江 著 

［知识责任］徐占信 著 

  

 

［正题名］澳大利亚概况 

［第一责任人］（澳大利亚）W·P·霍根，E·J·塔普，（新西兰）A·E·麦奎因著 

［译者］吴江霖译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9.8 

［知识责任］霍根 著 

［知识责任］塔普 著 

［知识责任］麦奎因 著 

［次知识责任］吴江霖 译 

  

 



［正题名］拉丁美洲史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美）艾·巴·托马斯著 

［译者］寿进文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3 

［知识责任］托马斯 著 

［次知识责任］寿进文 译 

  

 

［正题名］拉丁美洲史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美）艾·巴·托马斯著 

［译者］寿进文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3 

［知识责任］托马斯 著 

［次知识责任］寿进文 译 

  

 

［正题名］拉丁美洲史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美）艾·巴·托马斯著 

［译者］寿进文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3 

［知识责任］托马斯 著 

［次知识责任］寿进文 译 

  

 

［正题名］拉丁美洲史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美）艾·巴·托马斯著 

［译者］寿进文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3 

［知识责任］托马斯 著 

［次知识责任］寿进文 译 

  

 

［正题名］西班牙史纲 

［副题名］1808-1917 年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苏）伊·莫·马依斯基著 



［译者］北京编译社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2.11 

［知识责任］马依斯基 著 

  

 

［正题名］西班牙史纲 

［副题名］1808-1917 年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苏）伊·莫·马依斯基著 

［译者］北京编译社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72.11 

［知识责任］马依斯基 著 

  

 

［正题名］瑞典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瑞典）安德生（Ingvar Andersson）著 

［译者］苏公隽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3 

［知识责任］安德生 著 

［知识责任］Andersson 著 

［次知识责任］苏公隽 译 

  

 

［正题名］瑞典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瑞典）安德生（Ingvar Andersson）著 

［译者］苏公隽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3 

［知识责任］安德生 著 

［知识责任］Andersson 著 

［次知识责任］苏公隽 译 

  

 

［正题名］法国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法）沙勒·瑟诺博斯著 

［译者］沈炼之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4 



［知识责任］瑟诺博斯 著 

［次知识责任］沈炼之 译 

  

 

［正题名］法国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法）沙勒·瑟诺博斯著 

［译者］沈炼之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4 

［知识责任］瑟诺博斯 著 

［次知识责任］沈炼之 译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图出版社编 

［出版者］中国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行政区地图/中国 

  

 

［正题名］世界地图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图出版社编制 

［出版者］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世界地图 

  

 

［正题名］六十年文艺大事记 

［副题名］1919-1979 年 

［第一责任人］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79.10 

［主题词］文艺/大事记/中国/1919-1979 

  

 

［正题名］在中国发现历史 

［副题名］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第一责任人］（美）柯文著 

［译者］林同奇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9.7 

［主题词］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柯文 著 



［次知识责任］林同奇 译 

  

 

［正题名］跨越时空 

［副题名］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俄）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著 

［译者］徐葵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政治/概况/苏联 

［知识责任］特罗扬诺夫斯基著 著 

［次知识责任］徐葵 译 

  

 

［正题名］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 

［副题名］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书目卷册］第一分册 

［第一责任人］邢广程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政治/苏联 

［知识责任］邢广程 著 

  

 

［正题名］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 

［副题名］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书目卷册］第二分册 

［第一责任人］邢广程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政治/苏联 

［知识责任］邢广程 著 

  

 

［正题名］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 

［副题名］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书目卷册］第三分册 

［第一责任人］邢广程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政治/苏联 

［知识责任］邢广程 著 

  

 



［正题名］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 

［副题名］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书目卷册］第四分册 

［第一责任人］邢广程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政治/苏联 

［知识责任］邢广程 著 

  

 

［正题名］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 

［副题名］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书目卷册］第五分册 

［第一责任人］邢广程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政治/苏联 

［知识责任］邢广程 著 

  

 

［正题名］草原帝国 

［第一责任人］（法）勒内·格鲁塞著 

［译者］魏英邦译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丛编题名］西北史地资料丛书 

［知识责任］格鲁塞 著 

［次知识责任］魏英邦 译 

  

 

［正题名］雪球 

［副题名］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 

［第一责任人］徐杰舜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汉族/民族学 

［知识责任］徐杰舜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第一责任人］苏秉琦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苏秉琦 著 

  

 

［正题名］家庭史 

［并列题名］histoire de la famille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遥远的世界，古老的世界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 

［译者］袁树仁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5 

［丛编题名］学术前沿 

［主题词］家庭/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比尔吉埃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树仁 译 

  

 

［正题名］家庭史 

［并列题名］histoire de la famille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现代化的冲击 

［第一责任人］（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 

［译者］袁树仁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5 

［丛编题名］学术前沿 

［主题词］家庭/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比尔吉埃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树仁 译 

  

 

［正题名］革命的年代 

［副题名］1789-1848 

［并列题名］the Age of Revolution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译者］王章辉…[等]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历史类 

［丛编题名］19 世纪三步曲 cgrs225h 一 

［主题词］世界史/近代史 

［知识责任］霍布斯鲍姆 著 



［知识责任］Hobsbawm 著 

［次知识责任］王章辉 译 

  

 

［正题名］资本的年代 

［副题名］1848～1875 

［并列题名］the Age of capital 

［第一责任人］（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译者］张晓华…[等]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历史类 

［丛编题名］19 世纪三部曲 二 

［主题词］世纪史/近代史/1848-1875 

［知识责任］霍布斯鲍姆 著 

［知识责任］Hobsbawm 著 

［次知识责任］张晓华 译 

  

 

［正题名］帝国的年代 

［副题名］1875～1914 

［第一责任人］（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译者］贾士蘅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历史类 

［丛编题名］19 世纪三部曲 三 

［主题词］世界史/近代史/1875-1914 

［知识责任］霍布斯鲍姆 著 

［知识责任］Hobsbawm 著 

［次知识责任］贾士蘅 译 

  

 

［正题名］极端的年代 

［副题名］1914～1991 

［并列题名］Age of extremes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英）霍布斯鲍姆著 

［译者］郑明萱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主题词］世界史/现代史/1914-1991 

［知识责任］霍布斯鲍姆 著 



［次知识责任］郑明萱 译 

  

 

［正题名］极端的年代 

［副题名］1914～1991 

［并列题名］Age of extremes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英）霍布斯鲍姆著 

［译者］郑明萱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主题词］世界史/现代史/1914-1991 

［知识责任］霍布斯鲍姆 著 

［次知识责任］郑明萱 译 

  

 

［正题名］高君宇传 

［第一责任人］牛崇辉，王家进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知识责任］牛崇辉 著 

［知识责任］王家进 著 

  

 

［正题名］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译研究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文集 

  

 

［正题名］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第一责任人］尚小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得到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清代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为主题，分三个历史阶段（即顺康

雍时期、乾嘉时期、道咸同光宣时期）研究清代学人游幕的发展变化、清代重要学人幕府、

清代学人游幕及其学术活动。 

［主题词］幕府/活动/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尚小明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方针政策/中国/1948～1950 

  

 

［正题名］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 

［第一责任人］吴云贵，周燮藩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国际政治论坛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伊斯兰教/研究/近代 

［主题词］伊斯兰教/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吴云贵 著 

［知识责任］周燮藩 著 

  

 

［正题名］同治皇帝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赵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辉 著 

  

 

［正题名］同治皇帝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赵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辉 著 

  

 

［正题名］香港地名词典 

［第一责任人］樊桂英，牛汝辰，吴郁芬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地名/香港/词典 

［知识责任］樊桂英 编 

［知识责任］牛汝辰 编 

［知识责任］吴郁芬 编 

  

 

［正题名］区域与城市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序威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主题词］区域规划 

［主题词］地区经济/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胡序威 著 

  

 

［正题名］荣毅仁 

［第一责任人］计泓赓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计泓赓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第一责任人］杨奎松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中苏关系/史料 

［知识责任］杨奎松 著 

  

 

［正题名］基督宗教研究 

［并列题名］Study of Christianity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卓新平，许志伟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知识责任］卓新平 主编 

［知识责任］许志伟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 



［第一责任人］徐良高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起源 

［主题词］民族/文物/中国/考古 

［知识责任］徐良高 著 

  

 

［正题名］廖承志传 

［第一责任人］铁竹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知识责任］铁竹伟 著 

  

 

［正题名］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左玉河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知识责任］左玉河 著 

  

 

［正题名］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刘俐娜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知识责任］刘俐娜 著 

  

 

［正题名］顿挫中嬗变 

［副题名］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第一责任人］曹家齐著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世纪回眸 20 世纪学术思潮丛书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曹家齐 著 

  

 

［正题名］帝制时代的中国法 



［书目卷册］壹 

［第一责任人］张建国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北大法学文丛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建国 著 

  

 

［正题名］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王攸欣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知识责任］王攸欣 著 

  

 

［正题名］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 

［第一责任人］孟广均，徐引篪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图书馆学/进展/外国 

［主题词］情报学/进展/外国 

［知识责任］孟广均 主编 

［知识责任］徐引篪 主编 

  

 

［正题名］著名家族档案 

［第一责任人］刘辉等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名人/家族/中国/近代/史料 

［主题词］名人/家族/中国/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刘辉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人民警察必读丛书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正题名］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 

［副题名］1500～1900 

［第一责任人］张跃发，刘养洁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世界史/1500～1900 

［主题词］经济史/世界/1500～1900 

［知识责任］张跃发 著 

［知识责任］刘养洁 著 

  

 

［正题名］经史避名汇考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周广业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古籍/古代史/中国/会注 

［知识责任］周广业 著 

  

 

［正题名］经史避名汇考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周广业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古籍/古代史/中国/会注 

［知识责任］周广业 著 

  

 

［正题名］俞秀松评传 

［第一责任人］陈秀萍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知识责任］陈秀萍 著 

  

 

［正题名］中共闽粤赣边区史 

［第一责任人］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领导小组著 

［译者］林天乙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 



［次知识责任］林天乙 主编 

  

 

［正题名］我陪叶帅走完 后十七年 

［副题名］一位身边秘书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张廷栋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张廷栋 著 

  

 

［正题名］冯玉祥选集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冯玉祥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知识责任］冯玉祥 著 

  

 

［正题名］冯玉祥选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冯玉祥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知识责任］冯玉祥 著 

  

 

［正题名］世纪之恋 

［副题名］我与萧三 

［第一责任人］耶娃·萧（叶华）著 

［译者］祝彦… [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知识责任］萧 著 

［次知识责任］祝彦 译 

  

 

［正题名］中国集邮史 

［并列题名］The philatelic history of China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集邮/历史/中国 



  

 

［正题名］中国集邮史 

［并列题名］The philatelic history of China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集邮/历史/中国 

  

 

［正题名］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丁守和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近代哲学/中国 

［知识责任］丁守和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丁守和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近代哲学/中国 

［知识责任］丁守和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丁守和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近代哲学/中国 

［知识责任］丁守和 主编 

  

 

［正题名］冯玉祥选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冯玉祥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知识责任］冯玉祥 著 



  

 

［正题名］人类 1000 年 

［并列题名］100 discoveries events moments and people 

［第一责任人］时代生活出版公司编 

［译者］21 世纪杂志社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创造发明/世界/999-19999 

  

 

［正题名］南鸿 

 

［正题名］爝光 

［第一责任人］《南鸿》、《爝光》杂志社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期刊/影印本/中国/1925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陈文斌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1949-1-999 

［知识责任］陈文斌 著 

  

 

［正题名］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民族工作/中国/1949-1999 

  

 

［正题名］西洋风 

［副题名］西洋发明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刘善龄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科技成果/影响/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善龄 著 



  

 

［正题名］科学的历程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国盛著 

［出版者］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世界 

［知识责任］吴国盛 著 

  

 

［正题名］科学的历程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国盛著 

［出版者］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世界 

［知识责任］吴国盛 著 

  

 

［正题名］人类文明的功过 

［第一责任人］赵鑫珊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赵鑫珊 著 

  

 

［正题名］世界古代发明 

［第一责任人］（英）彼得·詹姆斯，尼克·索普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科技成果/世界/古代 

［知识责任］詹姆斯 著 

［知识责任］尼克 著 

  

 

［正题名］张之洞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黎仁凯，钟康模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知识责任］黎仁凯 著 

［知识责任］钟康模 著 

  



 

［正题名］鲁迅家世 

［第一责任人］段国超著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知识责任］段国超 著 

  

 

［正题名］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第一责任人］吴文莱主编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吴文莱 主编 

  

 

［正题名］西方的没落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 

［译者］齐世荣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2.1 

［主题词］世界/历史 

［知识责任］斯宾格勒 著 

［次知识责任］齐世荣 译 

  

 

［正题名］西方的没落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 

［译者］齐世荣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2.1 

［主题词］世界/历史 

［知识责任］斯宾格勒 著 

［次知识责任］齐世荣 译 

  

 

［正题名］《阅微草堂笔记》注译 

［第一责任人］（清）纪昀著 

［译者］北原…[等]注译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附注内容］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记》、《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

种，计二十四卷，近两千则。 



［主题词］笔记小说/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纪昀 著 

［次知识责任］北原 注译 

  

 

［正题名］三思评论 

［并列题名］Science review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周榕芳主编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三思文库 

［主题词］自然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周榕芳 主编 

  

 

［正题名］三思评论 

［并列题名］Science review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周榕芳主编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三思文库 

［主题词］自然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周榕芳 主编 

  

 

［正题名］跨过的岁月 

［副题名］王元化画传 

［第一责任人］胡晓明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知识责任］胡晓明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服饰史 

［第一责任人］周锡保编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9 

［主题词］服饰/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周锡保 编著 

  

 

［正题名］百年记忆 



［并列题名］100 Year's memoy:the most inpertant people influencins the world in the 20th 

century 

［副题名］20 世纪影响世界的重要人物 

［丛书］男性卷 

［第一责任人］刘建一主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人物/世界/近代 

［知识责任］刘建一 主编 

  

 

［正题名］百年记忆 

［并列题名］100 Year's memory :the most inportant people influencins the world in the 20th 

century 

［副题名］20 世纪影响世界的重要人物 

［丛书］女性卷 

［第一责任人］刘建一主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人物/世界/近代 

［知识责任］刘建一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服装史 

［并列题名］History of China modern garment 

［第一责任人］安毓英，金庚荣著 

［出版者］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现代服装基础理论、技术丛书 Series of modern garment basic theory and 

technology eng 

［主题词］服装/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安毓英 著 

［知识责任］金庚荣 著 

  

 

［正题名］己卯五说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分 



［第一责任人］史风仪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文库 

［主题词］宗法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史风仪 著 

  

 

［正题名］儒家文明 

［并列题名］Confucianst civilization 

［第一责任人］马振铎，徐远和，郑家栋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世界文明大系 

［主题词］儒家/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马振铎 著 

［知识责任］徐远和 著 

［知识责任］郑家栋 著 

  

 

［正题名］中美文化交流论集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陈永祥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中华美国学丛书 CAAS series of American Studies eng 

［附注内容］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资助出版 

［主题词］中美关系/文化交流/文集 

［知识责任］陶文钊 主编 

［知识责任］陈永祥 主编 

  

 

［正题名］喜马拉雅山情结 

［并列题名］the Himalayas sentiment :a study of Sino-_Indian relations 

［副题名］中印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宏纬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中外关系/研究/中国/印度 

［知识责任］王宏纬 著 

  

 

［正题名］聂耳 

［副题名］从云南大山走出来的音乐大师 

［第一责任人］存文学，冯德胜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聂耳 著 

［知识责任］冯德胜 著 

  

 

［正题名］曾山传 

［第一责任人］苏多寿，刘勉玉主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知识责任］苏多寿 主编 

［知识责任］刘勉玉 主编 

  

 

［正题名］殉道者 

［副题名］胡风及其同仁们 

［第一责任人］万同林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知识责任］万同林 著 

  

 

［正题名］中国古都和文化 

［第一责任人］史念海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7 

［主题词］都城/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史念海 著 

  

 

［正题名］列维一斯特劳斯 

［第一责任人］（英）埃德蒙·利奇著 

［译者］王庆仁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5.6 

［丛编题名］文化生活译丛 Ⅵ 

［知识责任］利奇 著 

［次知识责任］王庆仁 译 

  

 

［正题名］原始思维 

［第一责任人］（法）列维-布留尔著 

［译者］丁由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1.1 

［主题词］思维科学 

［知识责任］布留尔 著 

［次知识责任］丁由 译 

  

 

［正题名］刘文彩真相 

［第一责任人］笑蜀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知识责任］笑蜀 著 

  

 

［正题名］清前期中俄关系 

［第一责任人］张维华，孙西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主题词］中俄关系/国际关系史/清代 

［知识责任］张维华 著 

［知识责任］孙西 著 

  

 

［正题名］摇滚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王逢振主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先锋译丛 1 

［主题词］摇滚乐/研究/文集 

［主题词］文化思想/研究/西方国家/文集 

［知识责任］王逢振 主编 

  

 

［正题名］『怪 』理论 

［第一责任人］王逢振主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先锋译丛 2 

［主题词］文化思想/研究/西方国家/文集 

［知识责任］王逢振 主编 

  

 

［正题名］六十年代 

［第一责任人］王逢振主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先锋译丛 3 

［主题词］文化思想/研究/西方国家/文集 

［知识责任］王逢振 主编 

  

 

［正题名］学林春秋 

［书目卷册］初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张世林编 

［出版者］朝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世林 编 

  

 

［正题名］学林春秋 

［书目卷册］初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世林编 

［出版者］朝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世林 编 

  

 

［正题名］学林春秋 

［书目卷册］二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张世林编 

［出版者］朝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世林 编 

  

 

［正题名］学林春秋 

［书目卷册］二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世林编 

［出版者］朝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世林 编 

  

 

［正题名］学林春秋 

［书目卷册］三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张世林编 

［出版者］朝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世林 编 

  

 

［正题名］学林春秋 

［书目卷册］三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世林编 

［出版者］朝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世林 编 

  

 

［正题名］往事回眸 

［副题名］20 世纪新疆图片纪实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樊矫健主编 

［出版者］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新疆/现代 

［知识责任］樊矫健 主编 

  

 

［正题名］往事回眸 

［副题名］20 世纪新疆图片纪实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樊矫健主编 

［出版者］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新疆/现代 

［知识责任］樊矫健 主编 

  

 

［正题名］往事回眸 

［副题名］20 世纪新疆图片纪实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樊矫健主编 

［出版者］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新疆/现代 

［知识责任］樊矫健 主编 

  

 

［正题名］往事回眸 

［副题名］20 世纪新疆图片纪实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樊矫健主编 

［出版者］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新疆/现代 

［知识责任］樊矫健 主编 

  

 

［正题名］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秦风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老照片》丛书专辑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秦风 编 

  

 

［正题名］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秦风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老照片》丛书专辑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秦风 编 

  

 



［正题名］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秦风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老照片》丛书专辑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秦风 编 

  

 

［正题名］胡适影集 

［第一责任人］孙郁撰文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知识责任］孙郁 撰文 

  

 

［正题名］重现的玫瑰 

［并列题名］Reborn rose 

［副题名］张爱玲相册 

［第一责任人］罗玛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知识责任］罗玛 编 

  

 

［正题名］满族的社会与生活 

［第一责任人］刘小萌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满族/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小萌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华学案 

［书目卷册］综合卷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华学案 

［书目卷册］综合卷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华学案 

［书目卷册］文学卷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华学案 

［书目卷册］文学卷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华学案 

［书目卷册］史学卷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华学案 

［书目卷册］哲学卷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华学案 

［书目卷册］哲学卷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华学案 

［书目卷册］哲学卷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华学案 

［书目卷册］哲学卷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旧上海史料汇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社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正题名］旧上海史料汇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上海通社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正题名］谁使中国醒过来 

［第一责任人］单秀法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是谁改变了中国》丛书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单秀法 著 

  

 

［正题名］谁使中国站起来 

［第一责任人］于化民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是谁改变了中国》丛书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知识责任］于化民 著 

  

 

［正题名］谁使中国富起来 

［第一责任人］袁德金，卞琰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是谁改变了中国》丛书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政治思想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袁德金 著 

［知识责任］卞琰 著 

  

 

［正题名］丁光训文集 

［第一责任人］丁光训著 

［出版者］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基督教/文集 

［知识责任］丁光训 著 

  

 

［正题名］求索时空 

［第一责任人］谭其骧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谭其骧 著 

  

 

［正题名］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颜炳罡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颜炳罡 著 

  

 

［正题名］戴震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清）戴震著 

［译者］戴震研究会…[等]编纂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知识责任］戴震 著 

  

 

［正题名］西方美学通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古希腊罗马美学 

［第一责任人］蒋孔阳，朱立元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美学/通史/研究/西方 

［知识责任］蒋孔阳 主编 

［知识责任］朱立元 主编 

  

 

［正题名］西方美学通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 

［第一责任人］蒋孔阳，朱立元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美学/通史/研究/西方 

［知识责任］蒋孔阳 主编 

［知识责任］朱立元 主编 

  



 

［正题名］西方美学通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十七十八世纪美学 

［第一责任人］蒋孔阳，朱立元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美学/通史/研究/西方 

［知识责任］蒋孔阳 主编 

［知识责任］朱立元 主编 

  

 

［正题名］西方美学通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德国古典美学 

［第一责任人］蒋孔阳，朱立元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美学/通史/研究/西方 

［知识责任］蒋孔阳 主编 

［知识责任］朱立元 主编 

  

 

［正题名］西方美学通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十九世纪美学 

［第一责任人］蒋孔阳，朱立元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美学/通史/研究/西方 

［知识责任］蒋孔阳 主编 

［知识责任］朱立元 主编 

  

 

［正题名］西方美学通史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二十世纪美学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蒋孔阳，朱立元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美学/通史/研究/西方 

［知识责任］蒋孔阳 主编 

［知识责任］朱立元 主编 



  

 

［正题名］西方美学通史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二十世纪美学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蒋孔阳，朱立元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美学/通史/研究/西方 

［知识责任］蒋孔阳 主编 

［知识责任］朱立元 主编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83 

［丛书］子部.丛书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古籍/国家图书馆/中国/丛刊/善本 

［次知识责任］李如一 编 

［次知识责任］程百二 编 

［次知识责任］叶华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84 

［丛书］子部.丛书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古籍/国家图书馆/中国/丛刊/善本 

［次知识责任］李子金 撰 

［次知识责任］顾元庆 编 

［次知识责任］徐勉之 撰 

［次知识责任］许察撰 撰 

［次知识责任］许徐翀 撰 

［次知识责任］许兆熊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85 

［丛书］集部.宋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古籍/国家图书馆/中国/丛刊/善本 

［次知识责任］魏观 撰 

［次知识责任］余靖 撰 

［次知识责任］韩琦 撰 

［次知识责任］石介 撰 

［次知识责任］赵抃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87 

［丛书］集部.宋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中国/丛刊/善本 

［次知识责任］陈襄 撰 

［次知识责任］王安石 撰 

［次知识责任］曾巩 撰 

［次知识责任］欧阳修 撰 

［次知识责任］刘辰翁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88 

［丛书］集部.宋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中国/丛刊/善本 

［次知识责任］周敦颐 撰 

［次知识责任］陈师道 撰 

［次知识责任］曾丰 撰 

［次知识责任］罗愿 撰 

［次知识责任］罗颂 撰 

［次知识责任］曾自明 辑 

［次知识责任］汪莘 撰 

［次知识责任］方逢辰 撰 

［次知识责任］方逢振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93 

［丛书］集部.元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中国/丛刊/善本 

［次知识责任］刘因 撰 

［次知识责任］吴师道 撰 

［次知识责任］胡炳文 撰 

［次知识责任］贡奎 撰 

［次知识责任］邓雅 撰 

［次知识责任］杨奂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94 

［丛书］集部.元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中国/丛刊/善本 

［次知识责任］虞集 撰 

［次知识责任］马祖常 撰 

［次知识责任］曹伯启 撰 

［次知识责任］何中 撰 

［次知识责任］范〓 撰 

［次知识责任］华幼武 撰 

［次知识责任］李继本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95 

［丛书］集部.元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古籍/中国/丛刊/善本 

［次知识责任］许有壬 撰 

［次知识责任］王逢 撰 

［次知识责任］倪瓒 撰 

［次知识责任］郑元祐 撰 

［次知识责任］张仲寿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97 

［丛书］集部.明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中国/丛刊/善本 

［次知识责任］陶安 撰 

［次知识责任］朱升 撰 

［次知识责任］吴珷 撰 

［次知识责任］史迁 撰 

［次知识责任］陆顒 撰 

［次知识责任］吕不用 撰 

［次知识责任］韩奕 撰 

［次知识责任］张羽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96 

［丛书］集部.元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古籍/中国/丛刊/善本 

［次知识责任］贡奎 撰 

［次知识责任］卢琦 撰 

［次知识责任］李祁 撰 

［次知识责任］梁寅 撰 

［次知识责任］黄枢 撰 

［次知识责任］黄维夫 撰 

［次知识责任］王偕 撰 

［次知识责任］黄镇成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98 

［丛书］集部.明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王禕 撰 

［次知识责任］吴沈 撰 

［次知识责任］浦源 撰 



［次知识责任］扬琢 撰 

［次知识责任］刘驷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99 

［丛书］集部.明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刘三吾 撰 

［次知识责任］涂几 撰 

［次知识责任］刘崧 撰 

［次知识责任］林弼 撰 

［次知识责任］释至仁 撰 

［次知识责任］刘昭年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00 

［丛书］集部.明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孙〓 撰 

［次知识责任］王璲 撰 

［次知识责任］袁凯 撰 

［次知识责任］王绂 撰 

［次知识责任］梁潜 撰 

［次知识责任］梁本之 撰 

［次知识责任］夏原吉 撰 

［次知识责任］姚广孝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01 

［丛书］集部.明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黄钺 撰 



［次知识责任］程弥寿 撰 

［次知识责任］刘廌 撰 

［次知识责任］练子宁 撰 

［次知识责任］李濂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02 

［丛书］集部.明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周叙 撰 

［次知识责任］胡俨 撰 

［次知识责任］孙克弘 撰 

［次知识责任］夏尚朴 撰 

［次知识责任］吴仕 撰 

［次知识责任］陈沂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03 

［丛书］集部.明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罗亨信 撰 

［次知识责任］王达 撰 

［次知识责任］戴暨 撰 

［次知识责任］许宗鲁撰 

［次知识责任］柯逻 撰 

［次知识责任］魏骥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04 

［丛书］集部.明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朱荣〓 撰 



［次知识责任］董谷 撰 

［次知识责任］齐之鸾 撰 

［次知识责任］丁奉 撰 

［次知识责任］袁〓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05 

［丛书］集部.明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曾棨 撰 

［次知识责任］孙宜 撰 

［次知识责任］姚涞 撰 

［次知识责任］王慎中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07 

［丛书］集部.明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毛伯温 撰 

［次知识责任］朱让栩 撰 

［次知识责任］蔡叆 撰 

［次知识责任］吴鹏 撰 

［次知识责任］夏浚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08 

［丛书］集部.明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钱琦 撰 

［次知识责任］马一龙 撰 

［次知识责任］张文宪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11 

［丛书］集部.清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王铎 撰 

［次知识责任］曹烨 撰 

［次知识责任］曹应鹤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12 

［丛书］集部.清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苗胙土 撰 

［次知识责任］熊文举 撰 

［次知识责任］王岱 撰 

［次知识责任］范士楫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13 

［丛书］集部.清别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龚鼎孳 撰 

［次知识责任］汤来贺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15 

［丛书］集部.总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朱[？] 辑 

［次知识责任］文肇祉 编 

［次知识责任］唐元 撰 

［次知识责任］唐文凤 撰 

［次知识责任］唐桂芳 撰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16 

［丛书］集部.总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吴宏道 辑 

［次知识责任］刘昌 辑 

［次知识责任］李周望 辑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18 

［丛书］集部.总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张应遴 辑 

［次知识责任］陈揆 辑 

［次知识责任］莫息 辑 

［次知识责任］潘继芳 辑 

［次知识责任］释方策 辑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19 

［丛书］集部.总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李时渐 辑 

［次知识责任］何炯 辑 

［次知识责任］李成经 辑 

［次知识责任］陆之裘 辑 



  

 

［正题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卷册］120 

［丛书］集部.总集类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丛刊 

［次知识责任］张文炎 辑 

［次知识责任］蔡士顺 辑 

［次知识责任］张时徹 辑 

  

 

［正题名］中華民國褒揚令集 

［书目卷册］续编 

［书目卷册］四 

［丛书］中華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1 年[1993] 

［主题词］人物/传记/台湾/现代 

  

 

［正题名］中華民國褒揚令集 

［书目卷册］续编 

［书目卷册］三 

［丛书］中華民國七十七年至七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1 年[1993] 

［主题词］人物/传记/台湾/现代 

  

 

［正题名］中華民國褒揚令集 

［书目卷册］续编 

［书目卷册］二 

［丛书］中華民國六十八年至七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1 年[1992] 

［主题词］人物/传记/台湾/现代 

  

 



［正题名］六十年来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罗家伦著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篡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 43 年[1954]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历史/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罗家伦 著 

  

 

［正题名］光緒卅一年中美工約風潮 

［第一责任人］張存武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55 年[1966.1]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13 

［主题词］爱国主义/反美斗争/中国/1901-1911 

［知识责任］张存武 著 

  

 

［正题名］张季直传记 

［副题名］附年谱年表 

［第一责任人］张怡祖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54 年[1965] 

［主题词］张季直/传记/民国 

［知识责任］张怡祖 编 

  

 

［正题名］黄埔建校六十周年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 

［出版者］编者 

［出版日期］民国 73 年[1984] 

［丛编题名］军事史论文集 cgrs225h 一 

［主题词］黄埔军校/史料/1924～1934 

［知识责任］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编印 

  

 

［正题名］黄埔建校六十周年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 

［出版者］编者 

［出版日期］民国 73 年[1984] 

［丛编题名］军事史论文集 cgrs225h 一 

［主题词］黄埔军校/史料/1924～1934 

［知识责任］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编印 



  

 

［正题名］革命文獻 

［副题名］第一至三辑 

［第一责任人］羅家倫主编 

［译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篡委员会编 

［出版者］编者 

［出版日期］民国 73 年[1984] 

［主题词］民国/历史/史料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历史/史料 

［知识责任］羅家倫主编 

  

 

［正题名］硏究中山先生的史料舆史學 

［第一责任人］黄季陸…等著 

［出版者］中華民國史料硏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1975] 

［知识责任］黄季陸 著 

  

 

［正题名］中國行會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全漢昇著 

［出版者］食貨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1986] 

［丛编题名］食貨史學叢刊 

［主题词］行会/封建组织/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全汉昇 著 

  

 

［正题名］阎伯川先生要电录 

［第一责任人］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印 

［出版者］编者 

［出版日期］民国 85 年[1986] 

［知识责任］阎伯川先生纪念会 编印 

  

 

［正题名］阎伯川先生感想录 

［第一责任人］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印 

［出版者］编者 

［出版日期］民国 85 年[1986] 

［知识责任］阎伯川先生纪念会 编印 

  

 

［正题名］台灣經済的奇蹟危機與轉機 



［第一责任人］吴惠林著 

［出版者］正中書局 

［出版日期］1988.3 

［丛编题名］經済學叢書 

［主题词］地区经济/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吴惠林 著 

  

 

［正题名］两次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割让 

［副题名］史实和史料 

［第一责任人］黄宇和编著 

［译者］区鉷协作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鸦片战争/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黄宇和 编著 

［次知识责任］区鉷 协作 

  

 

［正题名］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泰雅族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六月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稿 

［第一责任人］张玉法著 

［出版者］经联 

［出版日期］1998.6 

［丛编题名］ 近两百年中国史 cgrs225h2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近代/资料 

［知识责任］张玉法 著 

  

 

［正题名］澳门今昔 

［副题名］图片 

［第一责任人］刘羡冰…[等]编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9.2 

［知识责任］刘羡冰 编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社会志 



［副题名］（初稿）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近代/资料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社会志 

［副题名］（初稿）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 

［主题词］民国/历史/中国/近代/资料 

  

 

［正题名］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1986] 

［主题词］区域社会学/论文集 

  

 

［正题名］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1986] 

［主题词］区域社会学/论文集 

  

 

［正题名］国史拟传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9 年[1990]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正题名］国史拟传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9 年[1990]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正题名］国史拟传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9 年[1990]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正题名］国史拟传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9 年[1990]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正题名］国史拟传 

［书目卷册］第六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9 年[1990]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正题名］国史拟传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9 年[1990]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年二月[199.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六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年六月[1991.6]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七月年[1992.7]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八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三月年[1993.3]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九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六月年[1993.6]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二月年[1994.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四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一月[1996.1]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五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二月[1998.2]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七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六月[1998.6]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八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一月[1999.1]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 

［主题词］现代史/史评/中国/1919-1949 

  



 

［正题名］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 

［书目卷册］第二十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 

［主题词］现代史/史评/中国/1919-1949 

  

 

［正题名］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 

［书目卷册］第二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 

［主题词］现代史/史评/中国/1919-1949 

  

 

［正题名］客家学导论 

［第一责任人］王东著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王东 著 

  

 

［正题名］中國歴代地方行政區劃 

［第一责任人］杨予六著 

［出版者］中華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 46 年[1957] 

［丛编题名］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 cgrs225h 第五辑 

［主题词］政区/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予六 著 

  

 

［正题名］北平學生反共抗暴運動紀實 

［第一责任人］唐柱國著 

［出版者］双十字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48 年[1959] 

［主题词］阶级斗争/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知识责任］唐柱國 著 

  

 

［正题名］國史大綱 

［副题名］部定大學用書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国立编译馆 

［出版日期］民国 58 年[1969] 

［主题词］通史/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國史大綱 

［副题名］部定大學用書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国立编译馆 

［出版日期］民国 58 年[1969] 

［主题词］通史/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华学案 

［书目卷册］史学卷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 

［书目卷册］第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国史馆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 

［主题词］现代史/史评/中国/1919-1949 

  

 

［正题名］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正题名］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正题名］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正题名］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正题名］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正题名］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书目卷册］七 

［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书目卷册］八 

［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书目卷册］十 

［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书目卷册］九 

［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书目卷册］四 

［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书目卷册］五 

［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丛书］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书目卷册］六 

［丛书］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书目卷册］一 

［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书目卷册］二 

［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书目卷册］三 

［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一 

［丛书］先秦至隋朝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二 

［丛书］唐朝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三 

［丛书］宋朝卷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四 

［丛书］宋朝卷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五 

［丛书］宋朝卷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六 

［丛书］辽夏金元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七 

［丛书］明朝卷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八 

［丛书］明朝卷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九 

［丛书］明朝卷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十 

［丛书］明朝卷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十一 

［丛书］清朝卷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十二 

［丛书］清朝卷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十三 

［丛书］清朝卷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十四 

［丛书］清朝卷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十五 

［丛书］清朝卷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中华野史 

［书目卷册］十六 

［丛书］民国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总主编 

［译者］王育济副总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车吉心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育济 副总主编 

  

 

［正题名］台湾经济经验一百年 

［第一责任人］林锺雄著 

［出版者］三通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经济发展/中国/台湾/文集 

［知识责任］林锺雄 著 

  

 

［正题名］《思与言》三十年年总录集编 

［第一责任人］何国隆集编 

［出版者］思与言杂志社 

［出版日期］民国 81 年[1992.11] 

［主题词］社会科学/连续出版物/索引/台湾 

［知识责任］何国隆 集编 

  

 

［正题名］法国珍藏早期台湾影像 

［副题名］摄影与历史的对话 

［副题名］1850-1920 

［并列题名］Anclennes photographies de Taiwan, collection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 : Dialogue entre la photographies et l'history 

［第一责任人］王雅倫著 

［出版者］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雄狮丛书 09-015 

［知识责任］王雅倫 著 

  

 



［正题名］不确定的友情 

［副题名］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 至 1992 

［并列题名］TaiWan,Hong Kong,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Uncertain friendship 

［第一责任人］（美）唐耐心（Nancy b. Tucker） 

［译者］新新闻编译小组译 

［出版者］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5.3 

［丛编题名］大事记 1 

［知识责任］唐耐心 著 

［知识责任］Tucker 

  

 

［正题名］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 

［副题名］王崧兴先生纪念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黄应贵，叶春荣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1997] 

［主题词］汉族/社会生活/中国 

［知识责任］黄应贵 主编 

［知识责任］叶春荣 主编 

  

 

［正题名］辛亥革命与台湾早期抗日运动 

［副题名］西元 1911—1915 

［第一责任人］蒋子骏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2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227 

［知识责任］蒋子骏 著 

  

 

［正题名］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 

［第一责任人］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辑 

［出版者］台湾文献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1997.6] 

［丛编题名］台湾历史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 1959 年台湾银行出版本影印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史料 

  

 

［正题名］台湾总督府 

［第一责任人］黄眙堂著 

［译者］黄英哲译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知识责任］黄眙堂 著 

［次知识责任］黄英哲 译 

  

 

［正题名］一九五八年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 

［第一责任人］林正義撰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1985.6] 

［主题词］中外关系/美国/1958 

［知识责任］林正義 撰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职名录 

［第一责任人］刘维 编辑 

［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出版日期］民国 83 年[1994.11] 

［丛编题名］中国国民党建党一百周年丛书 

［知识责任］刘维  编辑 

  

 

［正题名］土地改革史料 

［副题名］民国十六年至四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朱汇森主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88.2]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農業史料 ㈠ 

［主题词］土地改革/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朱汇森 主编 

  

 

［正题名］家族与婚姻 

［副题名］台湾北部两个閩客村落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庄英章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94 年[1994.12] 

［主题词］婚姻/民族/台湾 

［知识责任］庄英章 著 

  

 

［正题名］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历史系编 

［出版者］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历史系 

［出版日期］民国 84 年[1995.3] 



［主题词］甲午战争/论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历史系 编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1 

［丛书］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肖思科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cgrs225h 第 2 辑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肖思科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2 

［丛书］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张树德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cgrs225h 第 2 辑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树德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3 

［丛书］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魏敬民，徐林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cgrs225h 第 2 辑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魏敬民 著 

［知识责任］徐林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4 

［丛书］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程瑾，朱仁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cgrs225h 第 2 辑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程瑾 著 

［知识责任］朱仁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5 

［丛书］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万须，木心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cgrs225h 第 2 辑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万须 著 

［知识责任］木心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6 

［丛书］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山椿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cgrs225h 第 2 辑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山椿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7 

［丛书］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庄园，郑宏颖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cgrs225h 第 2 辑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庄园 著 

［知识责任］郑宏颖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8 

［丛书］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范广群，霍岩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cgrs225h 第 2 辑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范广群 著 

［知识责任］霍岩 著 

  

 

［正题名］民国著名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朱信泉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朱信泉 主编 

  

 

［正题名］民国著名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严如平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严如平 主编 

  

 

［正题名］民国著名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熊尚厚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熊尚厚 主编 

  

 



［正题名］民国著名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宋嘉沛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宋嘉沛 主编 

  

 

［正题名］中华文史论丛 

［并列题名］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书目卷册］第六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钱伯城，李国章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钱伯城 主编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正题名］放宽历史的视界 

［第一责任人］（美）黄仁宇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黄仁宇 著 

  

 

［正题名］汪伪特工李士群 

［第一责任人］周山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知识责任］周山 著 

  

 

［正题名］口号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张文和，李艳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政治事件/中国/现代/史料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张文和 编著 

［知识责任］李艳 编著 

  



 

［正题名］天津教父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白希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白希 著 

  

 

［正题名］天津教父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白希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白希 著 

  

 

［正题名］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 

［副题名］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 

［第一责任人］张寄谦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知识责任］张寄谦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 

［丛书］税务管理卷 

［第一责任人］金鑫，刘志诚，王平武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工商税收/经济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税务管理/经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金鑫 主编 

［知识责任］刘志诚 主编 

［知识责任］王平武 主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 

［丛书］地方税卷 

［第一责任人］金鑫，刘志诚，王平武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工商税收/经济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地方税收/经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金鑫 主编 

［知识责任］刘志诚 主编 

［知识责任］王平武 主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 

［丛书］盐税卷 

［第一责任人］金鑫，刘志诚，王平武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工商税收/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盐税/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金鑫 主编 

［知识责任］刘志诚 主编 

［知识责任］王平武 主编 

  

 

［正题名］日本学 

［书目卷册］第九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正题名］历史罪人曾国藩 

［副题名］曾国藩滥杀媚外纪实 

［第一责任人］王俯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王俯民 著 

  

 

［正题名］元史艺文志辑本 

［第一责任人］雒竹筠遗稿 

［译者］李新乾编补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雒竹筠 遗稿 

［次知识责任］李新乾 编补 

  

 

［正题名］香港历史图说 

［第一责任人］刘蜀永，萧健国著 



［出版者］麒麟书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8 

［知识责任］刘蜀永 著 

［知识责任］萧健国 著 

  

 

［正题名］解读台湾 

［副题名］1949 年后台湾社会发展纪实 

［第一责任人］刘德久，魏秀堂，卢新德著 

［出版者］九洲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政治/台湾省 

［知识责任］刘德久 著 

［知识责任］魏秀堂 著 

［知识责任］卢新德 著 

  

 

［正题名］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 

［第一责任人］阎学通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中外关系/美国 

［知识责任］阎学通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 

［第一责任人］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城市经济/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仲礼 主编 

［知识责任］熊月之 主编 

［知识责任］沈祖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妇女运动史话 

［第一责任人］邱松庆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2.9 

［主题词］妇女运动/历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邱松庆 著 

  

 

［正题名］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 



［并列题名］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1916-1950) Historical Review andachivement 

［副题名］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 

［第一责任人］程裕淇，陈梦熊主编 

［出版者］地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1 

［主题词］研究机构/历史/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程裕淇 主编 

［知识责任］陈梦熊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编 

［出版者］星球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政区/图集/中国 

［主题词］地图/中国/地图集 

  

 

［正题名］世纪跨越 

［副题名］1997 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朱地，江涛，张志明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共和国里程碑 

［附注内容］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97 

［知识责任］朱地 著 

［知识责任］江涛 著 

［知识责任］张志明 著 

  

 

［正题名］再铸辉煌 

［副题名］1992 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崇庆余，杨德山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共和国里程碑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92 

［知识责任］崇庆余 著 

［知识责任］杨德山 著 

  

 

［正题名］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理论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工作局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民族工作/中国 

  

 

［正题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40 年 

［副题名］续集 

［第一责任人］王珏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1949～1989 

［知识责任］王珏 主编 

  

 

［正题名］顾准 

［副题名］民主与“终极目的” 

［第一责任人］罗银胜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野百合花丛书 

［知识责任］罗银胜 编 

  

 

［正题名］精神的田园 

［并列题名］Oriental Horizon 

［书目卷册］2 

［丛书］科学家卷 

［第一责任人］时间，张光途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东方之子访谈录 科学家卷 

［主题词］科学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时间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光途 主编 

  

 

［正题名］精神的田园 

［并列题名］Oriental Horizon 

［书目卷册］1 

［丛书］政界人士卷 

［第一责任人］时间，张光途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东方之子访谈录 政界人士卷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时间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光途 主编 

  

 

［正题名］精神的田园 

［并列题名］Oriental Horizon 

［书目卷册］3 

［丛书］文化学人卷 

［第一责任人］时间，张光途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东方之子访谈录 文化学人卷 

［主题词］文化工作者/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时间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光途 主编 

  

 

［正题名］中国邮票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1878-1896 

［丛书］清代海关试办邮政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九卷，约 500 万字，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有关邮票的大型专业通史

著作，用邮票的形式反映了从 1878 年至 1991 年间长达一百多年的相关史实。 

［主题词］邮票/历史/中国/1878-1896 

  

 

［正题名］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 

［第一责任人］董小川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儒家/对比研究/基督教 

［知识责任］董小川 著 

  

 

［正题名］潘光旦选集 

［书目卷册］第一集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谷，潘乃和选编 

［出版者］光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谷 选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选编 

  

 

［正题名］潘光旦选集 

［书目卷册］第二集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谷，潘乃和选编 

［出版者］光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谷 选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选编 

  

 

［正题名］潘光旦选集 

［书目卷册］第三集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谷，潘乃和选编 

［出版者］光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谷 选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选编 

  

 

［正题名］潘光旦选集 

［书目卷册］第四集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谷，潘乃和选编 

［出版者］光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谷 选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选编 

  

 

［正题名］审视中国民营企业 



［第一责任人］杨文轩著 

［出版者］中国三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民营企业/企业管理/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杨文轩 著 

  

 

［正题名］从贫穷到富裕的道路 

［副题名］晋江的现代化之路 

［第一责任人］陆学艺，朱明主编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经济发展/概况/福建/晋江县/1978 

［知识责任］陆学艺 著 

［知识责任］朱明 主编 

  

 

［正题名］激荡岁月 

［副题名］1976 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刘晓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共和国里程碑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76 

［知识责任］刘晓 著 

  

 

［正题名］中国礼文化 

［第一责任人］邹昌林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礼/文化史/中国/古代/研究 

［知识责任］邹昌林 著 

  

 

［正题名］新中国金融 50 年 

［第一责任人］尚明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尚明 主编 

  

 

［正题名］李叔同传 



［第一责任人］苏迟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巨人丛书 现代卷 

［知识责任］苏迟 著 

  

 

［正题名］大业雄图 

［副题名］1954 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刘国新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共和国里程碑 

［附注内容］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54 

［知识责任］刘国新 著 

  

 

［正题名］意气风发 

［副题名］1956 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武力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共和国里程碑 

［附注内容］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56 

［知识责任］武力 著 

  

 

［正题名］关山飞渡 

［副题名］1962 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许剑波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共和国里程碑 

［附注内容］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62 

［知识责任］许剑波 著 

  

 

［正题名］新的起点 

［副题名］1978 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孙大力，黄如军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共和国里程碑 

［附注内容］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78 

［知识责任］孙大力 著 

［知识责任］黄如军 著 

  

 

［正题名］春潮涌动 

［副题名］1984 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贺耀敏等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共和国里程碑 

［附注内容］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84 

［知识责任］贺耀敏 4 著 

  

 

［正题名］王实味 

［副题名］野百合花 

［第一责任人］黄昌勇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知识责任］黄昌勇 编 

  

 

［正题名］激情年代 

［第一责任人］王洪江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洪江 著 

  

 

［正题名］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晏绍祥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世界/古代 

［知识责任］晏绍祥 著 

  

 



［正题名］厉恩虞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译者］贺崇寅主编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正题名］李洪志其人其事 

［第一责任人］公安部宣传局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法轮功/批判 

  

 

［正题名］汤用彤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孙尚扬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 第三辑 

［主题词］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知识责任］孙尚扬 编 

  

 

［正题名］新元初始 

［副题名］1950 年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辛文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共和国里程碑 

［附注内容］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50 

［知识责任］辛文 著 

  

 

［正题名］拨云见“日” 

［第一责任人］赵梦云著 

［出版者］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散文/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赵梦云 著 

  

 

［正题名］浮世代代传 

［副题名］海派文人说略 

［第一责任人］李嵘明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2 

［丛编题名］东轩书趣文丛 9 

［主题词］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嵘明 著 

  

 

［正题名］马可波罗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杨志玖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旅行家/人物研究/意大利/近代 

［知识责任］杨志玖 著 

  

 

［正题名］王造时 

［副题名］我的当场答复 

［第一责任人］叶永烈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野百合花丛书 

［知识责任］叶永烈 著 

  

 

［正题名］胡风 

［副题名］死人复活的时候 

［第一责任人］晓梅，风志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野百合花丛书 

［知识责任］晓梅 编 

［知识责任］风志 编 

  

 

［正题名］偖安平 

［副题名］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第一责任人］谢泳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野百合花丛书 

［知识责任］谢泳 编 

  

 

［正题名］国民党建军演义 



［第一责任人］谭一青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知识责任］谭一青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游艺史 

［副题名］乐舞百戏与社会生活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建民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93.3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礼俗 

［主题词］乐舞/文化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百戏/文化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建民 Li Jian Min 著 

  

 

［正题名］日本时代台湾经济统计文献目录 

［第一责任人］吴聪敏，叶淑贞，刘莺钏编 

［出版者］台湾大学经济系 

［出版日期］1995.3 

［知识责任］吴聪敏 编 

［知识责任］刘莺钏 编 

［知识责任］叶淑贞 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与民主 

［第一责任人］周陽山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6.12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政治 

［主题词］民主/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阳山 著 

  

 

［正题名］鲁迅这个人 

［第一责任人］刘心皇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6.6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文学 

［主题词］作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心皇 著 

  



 

［正题名］从接收到沦陷 

［副题名］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 

［第一责任人］林桶法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7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丛书 10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北京/天津/1945-1949 

［知识责任］林桶法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正题名］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 

［第一责任人］唐启华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主编 13 

［主题词］外交史/北洋军阀政府/中国/1919-1928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联盟/中国 

［知识责任］唐启华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张玉法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主编 15 

［主题词］民主/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玉法 著 

  

 

［正题名］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 

［第一责任人］周光庆, 刘伟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主编 7 

［主题词］五四运动（1919）/汉语 

［知识责任］周光庆 著 

［知识责任］刘伟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正题名］中国第一个民主体系 

［并列题名］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 Political lif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第一责任人］蔡玲,马若孟著 

［译者］罗珞珈译 

［出版者］三民書局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政治制度/演变/台湾 

［知识责任］蔡玲 著 

［知识责任］马若孟 著 

［次知识责任］罗珞珈 译 

  

 

［正题名］两极化与分寸感 

［副题名］近代中国精英思潮的病态心理分析 

［第一责任人］刘笑敢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4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主题词］思想史/知识分子/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笑敢 著 

  

 

［正题名］'台独'幕后 

［副题名］美国人的倡议与政策 

［第一责任人］鲍绍霖著 

［出版者］中华書局 

［出版日期］1992.6 

［主题词］台湾问题/中美关系 

［知识责任］鲍绍霖 著 

  

 

［正题名］犹记风吹水上鳞 

［副题名］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出版者］三民書局 

［出版日期］1991 

［丛编题名］三民丛刊 33 

［主题词］哲学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梭罗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陈长房著 

［出版者］三民書局 



［出版日期］1991.4 

［丛编题名］三民丛刊 13 

［知识责任］陈长房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百年史 

［第一责任人］张琢著 

［出版者］中华書局 

［出版日期］1993.10 

［丛编题名］百家文库 史论集 

［主题词］社会学/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琢 著 

  

 

［正题名］中国婚姻家庭的嬗变 

［第一责任人］张树栋著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日期］1996.8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经济史丛书 1 

［主题词］婚姻制度/演变/中国 

［主题词］家庭/社会发展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树栋 著 

  

 

［正题名］社会学与中国研究 

［第一责任人］蔡文辉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6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社会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蔡文辉 著 

  

 

［正题名］中山思想与两岸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麦瑞台著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日期］1995 

［主题词］现代化/中国 

［知识责任］麦瑞台 著 

  

 

［正题名］文化交流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文化交流服务社编辑 



［出版者］传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 

［丛编题名］台湾旧杂志复刻系列 cgrs225h3 之二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台湾 

［知识责任］文化交流服务社 编辑 

  

 

［正题名］创作 

［书目卷册］一卷一期——一卷五、六期 

［第一责任人］创作月刊社编辑 

［出版者］传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 

［丛编题名］台湾旧杂志复刻系列 cgrs225h3 之一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1948 年 

［知识责任］创作月刊社 编辑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書籍論文資料舉要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胡平生编著 

［出版者］学生書局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 2 月[1999.2] 

［主题词］现代史/专题目录/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现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胡平生 编著 

  

 

［正题名］左舜生年谱 

［第一责任人］陈正茂编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12] 

［丛编题名］民国年谱丛书 3 

［主题词］政治家/年谱/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陈正茂编 著 

  

 

［正题名］台湾怀旧之旅 

［副题名］古早台湾人的生活纪实 

［第一责任人］黄金财 

［出版者］时报文化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风俗习惯/台湾 

［知识责任］黄金财 作 



  

 

［正题名］他者的历史 

［副题名］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 

［并列题名］Other history 

［第一责任人］（丹麦）克斯汀·海斯翠普著（Kirsten Hastrup） 

［译者］贾士蘅译 

［出版者］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8.11 

［丛编题名］历史与文化丛书 cgrs225f 卢建荣主编 6 

［主题词］历史哲学/社会人类学/文集 

［知识责任］海斯翠普 著 

［知识责任］Hastrup 

［次知识责任］贾士蘅 译 

［次知识责任］卢建荣 主编 

  

 

［正题名］清代皇权与中外文化 

［副题名］满汉融合与中西交流的时代 

［第一责任人］刘潞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皇帝/政治/中国/清前期 

［主题词］中外关系/文化交流/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刘潞 著 

  

 

［正题名］沈从文自传 

［第一责任人］沈从文著 

［出版者］联合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4 

［丛编题名］联合文丛 004 

［主题词］作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沈从文 著 

  

 

［正题名］国际合作在中国 

［副题名］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1919-1956 

［第一责任人］张力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专刊 83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联盟/民国 

［知识责任］张力 著 



  

 

［正题名］南中国的崛起 

［副题名］南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探索 

［第一责任人］全毅著 

［出版者］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经济发展/中国/南方地区 

［知识责任］全毅 著 

  

 

［正题名］海峡两岸土地法律制度比较 

［第一责任人］庄金锋主编 

［译者］陈泉生，陈祥健副主编 

［出版者］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土地法/对比研究/中国/大陆/台湾 

［知识责任］庄金锋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祥健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泉生 副主编 

  

 

［正题名］海峡两岸律师制度比较与律师协作探讨 

［第一责任人］郑新平主编 

［译者］陈泉生，陈祥健副主编 

［出版者］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主题词］律师制度/对比研究/中国/大陆/台湾 

［主题词］律师/协作 

［知识责任］郑新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祥健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泉生 副主编 

  

 

［正题名］臺灣抗日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王晓波著 

［出版者］正中書局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 7 月[1997.7] 

［丛编题名］台湾研究系列 

［主题词］抗日斗争/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王晓波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 



［第一责任人］卓南生著 

［出版者］正中書局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 4 月[1998.4] 

［丛编题名］大众传播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追溯中文近代报刊的起源和发展轨迹，挖掘了大量散佚于英、美、日和香

港等地珍贵的报刊原件、翻版和抄本，去伪存真，纠正了自 1927 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问世以来，报史专著不少错误的记载和“定论”。内容论及 1815～1874 年 60 年间中文报刊

的变化，清晰地勾勒了中国近代报业萌芽与成长期的特征。 

［主题词］报刊/文化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卓南生 著 

  

 

［正题名］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麻天祥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1 年 11 月[1992.11] 

［丛编题名］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 028 

［主题词］佛教史/影响/社会思潮/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麻天祥 著 

  

 

［正题名］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麻天祥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1 年 11 月[1992.11] 

［丛编题名］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 028,029 

［主题词］佛教史/影响/社会思潮/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麻天祥 著 

  

 

［正题名］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传奇 

［第一责任人］赖青松编译 

［出版者］一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 12 月[1999.12] 

［主题词］军事家/传记/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赖青松编 译 

  

 

［正题名］中华民国宪法与福利国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涂怀莹著 

［出版者］国立编译馆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涂怀莹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宪法与福利国策(上下) 

［第一责任人］涂怀莹 

［出版者］国立编译馆 

［出版日期］1998.2 

［知识责任］涂怀莹 

  

 

［正题名］近代中国史事研究论集 

［第一责任人］李恩涵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1 年 8 月 1982.8 

［主题词］近代史/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李恩涵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史事研究论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李恩涵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1 年 8 月 1982.8 

［主题词］近代史/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李恩涵 著 

  

 

［正题名］蒋经国上海打虎记 

［副题名］上海经纪管制始末 

［第一责任人］王章陵编著 

［出版者］正中書局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经济政策/近代史/中国/1948 

［知识责任］王章陵 编著 

  

 

［正题名］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 

［第一责任人］王云五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2 年 3 月[1973.3] 

［知识责任］王云五 著 

  



 

［正题名］中国参加之国际公约汇编 

［第一责任人］薛典曾，郭子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0 年 9 月[1971.9] 

［主题词］外交史/公约/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薛典曾 编 

［知识责任］郭子雄 编 

  

 

［正题名］中华气象学史 

［第一责任人］刘昭民编著 

［出版者］商务 

［出版日期］1980.9 

［丛编题名］中华科学技艺丛书 cgrs225f 陈立夫主编 

［主题词］气象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昭民 编 

［次知识责任］陈立夫 主编 

  

 

［正题名］中国大陆教育实况 

［副题名］进展·局限·趋势 

［第一责任人］程介明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81 年 5 月[1992.5] 

［主题词］教育事业/中国 

［知识责任］程介明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蒋延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1 年 9 月[1982.9]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近代/资料 

［知识责任］蒋廷黻 著 

  

 

［正题名］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一八六零～一八九九） 

［第一责任人］陈银崑撰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9 月[1991.9] 

［丛编题名］史学研究论文丛刊 cgrs225f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主题词］反洋教斗争/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银崑 撰 

  

 

［正题名］清末的公羊思想 

［第一责任人］孙春在撰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 10 月[1985.10]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孙春在 撰 

  

 

［正题名］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参与 

［副题名］外交政策、国际环境及参与行为 

［第一责任人］刘志攻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 1 月[1985.1] 

［知识责任］刘志攻 著 

  

 

［正题名］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 

［并列题名］清代水利社會史の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森田明著 

［译者］郑梁生译 

［出版者］国立编译馆 

［出版日期］1996.9 

［丛编题名］世界学术译著 

［主题词］水利工程/社会学/近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森田明 著 

［次知识责任］郑梁生 译 

  

 

［正题名］台湾士绅皇民化个案研究 

［副题名］日治时期 450 位士绅改换之日本姓氏个案统计分析 

［第一责任人］杨建成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4 年 4 月[1995.4] 

［主题词］殖民统治/日本/台湾 

［知识责任］杨建成 著 

  

 

［正题名］参与欧洲和平大会分类报告 

［第一责任人］陆征祥编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7 年[1998.9] 



［丛编题名］学海文史从书 6 

［主题词］巴黎和会/1918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 

［知识责任］陆征祥 编著 

  

 

［正题名］台湾慰安妇报告 

［第一责任人］妇女救援基金会主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历史与传记 1 

［主题词］军国主义/性犯罪/日本/1931-1945 

  

 

［正题名］中国驻外各公、大使馆历任馆长衔名年表 

［第一责任人］外交部档案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 1 月[1989.1] 

［主题词］外交人员/外交史/中国/民国/人名录 

  

 

［正题名］台湾地名辞典 

［副题名］附 台湾的地名 

［第一责任人］陈政祥编 

［出版者］南天书局 

［出版日期］1993.2 

［主题词］地名/辞典/台湾 

［知识责任］陈政祥 编 

  

 

［正题名］台湾近百年史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炎宪，陈美蓉，黎中光编 

［出版者］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出版日期］1996.8 

［丛编题名］台湾史系列 1 

［主题词］地方史/文集/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张炎宪 编 

［知识责任］陈美蓉 编 

［知识责任］黎中光 编 

  

 

［正题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副题名］西元 1924-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黄埔军校/1924～1934 年/史料 

  

 

［正题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副题名］西元 1924-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黄埔军校/1924～1934 年/史料 

  

 

［正题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副题名］西元 1924-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黄埔军校/1924～1934 年/史料 

  

 

［正题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副题名］西元 1924-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黄埔军校/1924～1934 年/史料 

  

 

［正题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副题名］西元 1924-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黄埔军校/1924～1934 年/史料 

  

 

［正题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副题名］西元 1924-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黄埔军校/1924～1934 年/史料 

  



 

［正题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副题名］西元 1924-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黄埔军校/1924～1934 年/史料 

  

 

［正题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副题名］西元 1924-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黄埔军校/1924～1934 年/史料 

  

 

［正题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副题名］西元 1924-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黄埔军校/1924～1934 年/史料 

  

 

［正题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副题名］西元 1924-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黄埔军校/1924～1934 年/史料 

  

 

［正题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副题名］西元 1924-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黄埔军校/1924～1934 年/史料 

  

 

［正题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副题名］西元 1924-1934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黄埔军校/1924～1934 年/史料 

  

 

［正题名］江南味道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沈敏特，方国荣主编 

［出版者］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吴越文化丛书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沈敏特 主编 

［知识责任］方国荣 主编 

  

 

［正题名］江南味道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沈敏特，方国荣主编 

［出版者］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吴越文化丛书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沈敏特 主编 

［知识责任］方国荣 主编 

  

 

［正题名］戴笠全传 

［第一责任人］游国立，席晓勤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知识责任］游国立 著 

［知识责任］席晓勤 著 

  

 

［正题名］中国心灵 

［副题名］精神 

［第一责任人］（德）卫礼贤著 

［译者］王宇洁等译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8.7 

［丛编题名］认识中国系列 

［主题词］社会/评论/中国 

［主题词］汉学 



［知识责任］卫礼贤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宇洁 译 

  

 

［正题名］北大精神及其他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世界名校文化丛录 

［知识责任］陈平原 著 

  

 

［正题名］清代治藏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苏发祥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民族政策/中国/清代/研究 

［知识责任］苏发祥 著 

  

 

［正题名］哥大与现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王海龙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1 

［知识责任］王海龙 著 

  

 

［正题名］粤港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邓 颂，陆晓敏主编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1999 

［知识责任］邓 颂 主編 

［知识责任］陆晓敏 主編 

  

 

［正题名］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 

［第一责任人］李文治，江太新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主题词］土地制度/中国/古代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文治 著 

［知识责任］江太新 著 



  

 

［正题名］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 

［副题名］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万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明清史研究丛书 

［主题词］对外政策/对比研究/中国/明、清前期 

［知识责任］万明 著 

  

 

［正题名］胡适传 

［第一责任人］小田，季进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4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巨人丛书 现代卷 

［知识责任］小田 著 

［知识责任］季进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正题名］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 

［副题名］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晓秋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论文集 

［知识责任］王晓秋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外交 50 年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王泰平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王泰平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外交 50 年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王泰平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王泰平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外交 50 年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王泰平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王泰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陋俗批判 

［第一责任人］梁景时，梁景和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封建道德/风俗习惯/中国/批判 

［主题词］社会问题/中国 

［知识责任］梁景时 编著 

［知识责任］梁景和 编著 

  

 

［正题名］20 世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 

［第一责任人］王坤庆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教育学科元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 

［主题词］教育科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王坤庆 著 

  

 

［正题名］阎锡山传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王振华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王振华 著 



  

 

［正题名］阎锡山传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王振华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王振华 著 

  

 

［正题名］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 

［书目卷册］近现代小说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小说/中国/作品集/近代 

  

 

［正题名］欧阳康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欧阳康著 

［出版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 

［主题词］哲学理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欧阳康 著 

  

 

［正题名］马敏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马敏著 

［出版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 

［主题词］史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马敏 著 

  

 

［正题名］王建辉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王建辉著 

［出版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 

［主题词］文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建辉 著 

  



 

［正题名］陈峰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陈锋著 

［出版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 

［主题词］史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陈锋 著 

  

 

［正题名］涂文学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涂文学著 

［出版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涂文学 著 

  

 

［正题名］江畅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江畅著 

［出版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 

［主题词］伦理学/文集 

［主题词］价值论/文集 

［知识责任］江畅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务院）历届总理副总理传略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刘贤俊，田为本编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总理/列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贤俊 编著 

［知识责任］田为本 编著 

  

 

［正题名］沈家本传 

［第一责任人］李贵连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知识责任］李贵连 著 



  

 

［正题名］德清俞氏 俞樾 俞陛云 俞平伯 

［第一责任人］俞润民，陈煦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文化名门世家丛书 

［知识责任］俞润民 著 

［知识责任］陈煦 著 

  

 

［正题名］李敖快意恩仇录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9.1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中国 1971 

［副题名］风云“九·一三” 

［第一责任人］张聂尔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共和国回顾丛书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九·一三反革命事件/1971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知识责任］张聂尔 著 

  

 

［正题名］崇文集 

［副题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央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通史/中国/研究 

  

 

［正题名］书林清话 

［副题名］附书林余话 

［第一责任人］（清）叶德辉撰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图书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印刷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叶德辉 撰 

  

 

［正题名］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 

［第一责任人］（法）雅克·施兰格等著 

［译者］徐友渔编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思想文库·第欧根尼文丛 cgrs225h 哲学卷 

［主题词］哲学/欧洲/现代 

［知识责任］施兰格 著 

  

 

［正题名］蒋经国与蒋纬国 

［第一责任人］张树德，张连国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知识责任］张树德 著 

［知识责任］张连国 著 

  

 

［正题名］古代中日关系史话 

［第一责任人］汪向荣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丛编题名］幼狮文化书系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古代 

［知识责任］汪向荣 著 

  

 

［正题名］澳门 埠初期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汤 建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11 

［知识责任］汤 建 著 

  

 

［正题名］罗隆基 

［副题名］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第一责任人］谢泳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野百合花丛书 

［知识责任］谢泳 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建国，高跃新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藏书楼/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黄建国 主编 

［知识责任］高跃新 主编 

  

 

［正题名］忆江南 

［副题名］名人笔下的老杭州 

［第一责任人］吴战垒选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战垒 选编 

  

 

［正题名］第一个平反的“右派” 

［副题名］温济泽自述 

［第一责任人］温济泽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绿宝石人物·纪实文库 

［知识责任］温济泽 著 

  

 

［正题名］改革 放大事记 

［副题名］1978-1998 

［第一责任人］俞家栋，刘道林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改革 放风云录 

［主题词］体制改革/大事记/中国/1978～1998 

［主题词］对外 放/大事记/中国/1978～1998 

［知识责任］俞家栋 著 

［知识责任］刘道林 著 

  

 

［正题名］吴有训传 

［第一责任人］聂冷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7 

［知识责任］聂冷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 

［第一责任人］汪澍白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幼狮文化书系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汪澍白 著 

  

 

［正题名］亚细亚民俗研究 

［并列题名］ the Study on Asian F0lklore:Papaer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Asian Folklore Culture 

［副题名］亚细亚民俗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集 

［第一责任人］陶立璠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风俗习惯/研究/东亚/文集 

［知识责任］陶立璠主 主编 

  

 

［正题名］中和位育 

［副题名］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 

［第一责任人］潘乃穆等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cgrs225h 第 12 卷 

［知识责任］潘乃穆 著 

  

 

［正题名］人类地理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曾昭璇，曾宪伟，谢港基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人文地理学/概论 

［知识责任］曾昭璇 著 

［知识责任］曾宪伟 著 

［知识责任］谢港基 著 

  

 



［正题名］澳门历史文化 

［第一责任人］章文钦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11 

［知识责任］章文钦 著 

  

 

［正题名］生存体验 

［副题名］当代中国边缘阶层生存状态实录 

［第一责任人］涂俏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涂俏 主编 

  

 

［正题名］时光之旅 

［副题名］我经历的中日关系 

［第一责任人］刘德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刘德有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玉德等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王玉德 著 

  

 

［正题名］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玉德等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王玉德 著 

  

 

［正题名］钦定国子监志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清）文庆等纂修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国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文庆 纂修 

  

 

［正题名］钦定国子监志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清）文庆等纂修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国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文庆 纂修 

  

 

［正题名］中国法律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刘新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主题词］法律/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新 主编 

  

 

［正题名］汉语成语辞海 

［第一责任人］朱祖延主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汉语/成语/词典 

［知识责任］朱祖延 编 

  

 

［正题名］首都博物馆丛刊 

［书目卷册］第 13 辑（1999 年） 

［第一责任人］首都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地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正题名］中国烟草发展报告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国家烟草专卖局编 

［出版者］工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烟草工业/经济发展/中国 



  

 

［正题名］文史 

［书目卷册］第四十八辑 

［第一责任人］宋一夫主编 

［译者］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宋一夫 主编 

  

 

［正题名］文史 

［书目卷册］第四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宋一夫主编 

［译者］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宋一夫 主编 

  

 

［正题名］旧都文物略 

［第一责任人］汤用彬等编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物/北京/史料 

［主题词］风俗习惯/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汤用彬 编 

  

 

［正题名］罪证 

［副题名］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 

［第一责任人］邱明轩编著 

［出版者］中国三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侵华事件/生物战/日本/衢州/史料 

［知识责任］邱明轩 编著 

  

 

［正题名］大连旧影 

［并列题名］Old Fashions of Dalian 

［并列题名］大连の昔日の面影 

［第一责任人］李元奇编辑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中国名城百年 China famous city centenary eng 

［附注内容］中英日文本 

［主题词］地方史/大连市/摄影集 

［知识责任］李元奇 编辑 

  

 

［正题名］上海旧影 

［并列题名］Old Fashions of ShangHai 

［并列题名］上海の昔日の面影 

［第一责任人］叶树平，郑祖安编写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中国名城百年 China famous city centenary eng 

［附注内容］中英日文本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摄影集 

［知识责任］叶树平 编写 

［知识责任］郑祖安 编写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副题名］1953-1957 

［丛书］工业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物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中国/1953-1957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史料/中国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副题名］1953～1957 

［丛书］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物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经济史/档案资料/中国/1953～1957 

［主题词］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史/史料/中国/1953～1957 

［主题词］建筑业/档案资料/中国/1953～1957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副题名］1953-1957 



［丛书］农业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物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经济史/档案资料/中国/1953～1957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料/中国/1953～1957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副题名］1953-1957 

［丛书］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经济史/档案资料/中国/1953～1957 

［主题词］劳动工资/档案资料/中国/1953～1957 

［主题词］职工福利/档案资料/中国/1953～1957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副题名］1953-1957 

［丛书］交通通讯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中国/1953～1957 

［主题词］交通运输经济/经济史/中国/1953～1957/史料 

［主题词］邮电经济/经济史/中国/1953～1957 

  

 

［正题名］中国物价五十年 

［副题名］1949-1998 

［第一责任人］成致平主编 

［出版者］中国物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价格体系/经济体制改革/中国/1949-1998 

［主题词］价格/调查/中国/1949-1998/资料 

［知识责任］成致平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一集 

［副题名］1989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领事司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2 

［主题词］领事条约/中国/1989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89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89/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二集 

［副题名］1989-1996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领事司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领事条约/中国/1989-1996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89-1996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89-1996/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集 

［副题名］1983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83 年同国外或国防组织签订的 45 个条约性文

件。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83/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83/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一集 

［副题名］1984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2 

［附注内容］本集收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政府各部在 1984 年同外国或国际组织签订

的 82 个条约性文件。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84/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84/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二集 



［副题名］1985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我国 1985 年同外国或国际组织签订的 141 个条约性文件。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85/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85/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三集 

［副题名］1986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86/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86/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四集 

［副题名］1987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6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87/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87/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五集 

［副题名］1988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88/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88/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六集 

［书目卷册］1989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88/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88/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七集 

［书目卷册］1990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我国 1990 年同外国或国际组织签订的 97 个条约性文件。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90/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90/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八集 

［副题名］1991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91/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91/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九集 

［副题名］1992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5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92/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92/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四十集 

［副题名］1993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93/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93/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四十一集 

［副题名］1994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94/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94/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四十二集 

［副题名］1995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95/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95/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四十三集 

［副题名］1996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96/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96/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四十四集 

［副题名］1997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97/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97/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四十五集 



［副题名］1998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98/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98/汇编 

  

 

［正题名］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戴鞍钢，黄苇主编 

［出版者］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资料 

［主题词］地方志/中国/文摘 

［知识责任］戴鞍钢 主编 

［知识责任］黄苇 主编 

  

 

［正题名］瞿秋白研究 

［书目卷册］第 11 辑 

［第一责任人］瞿秋白纪念馆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正题名］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史 

［第一责任人］叶左能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历史 

［知识责任］叶左能 著 

  

 

［正题名］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 

［第一责任人］张注洪，王晓秋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知识责任］张注洪 编 

［知识责任］王晓秋 编 

  

 

［正题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复旦大学党的活动 

［第一责任人］王正执笔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知识责任］王正 执笔 

  

 

［正题名］中华文史论丛 

［并列题名］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书目卷册］第六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钱伯城，李国章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钱伯城 主编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正题名］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 

［副题名］1926 年-1927 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整理校注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内部发行本 

［主题词］史料/世界/1926-1927/史料 

  

 

［正题名］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 

［并列题名］the Record of Abolishing All Unequal Treaties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王建朗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不平等条约/斗争/中国/历史 

［知识责任］王建朗 著 

  

 

［正题名］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 

［第一责任人］冯佐哲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清代/历史事件/研究 

［主题词］中外关系/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冯佐哲 著 

  

 

［正题名］斗魔 

［副题名］面对面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协记 



［第一责任人］汪文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知识责任］汪文风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企业 

［副题名］制度和发展 

［第一责任人］沈祖炜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社科研究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沈祖炜 主编 

  

 

［正题名］费正清集 

［第一责任人］（美）费正清著 

［译者］陶文钊编选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9 

［丛编题名］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名家学术丛书 Sinology Seriescgrs225h 中国研究系列 eng 

［知识责任］费正清 著 

［次知识责任］陶文钊 编选 

  

 

［正题名］日本茶道文化概论 

［第一责任人］滕军著 

［译者］（日）千宗室审订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日本茶道的历史、内容、道具、建筑、礼法、思想、美学。 

［主题词］品茶/传统文化/日本 

［知识责任］滕军 著 

［次知识责任］千宗室 审订 

  

 

［正题名］宋庆龄书信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正题名］宋庆龄书信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正题名］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 

［第一责任人］龚继先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的我国美术家，是 1949 年建国以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以及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分会的会员。包括美术家的姓名、学历、职业、代表作品等。 

［主题词］人名录/美术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龚继先 主编 

  

 

［正题名］中国铁路发展史 

［副题名］1876-1949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金士宣，徐文述编著 

［出版者］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1876-1949 

［知识责任］金士宣 编著 

［知识责任］徐文述 编著 

  

 

［正题名］中国铁路发展史 

［副题名］1876-1949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金士宣，徐文述编著 

［出版者］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1876-1949 

［知识责任］金士宣 编著 

［知识责任］徐文述 编著 

  

 

［正题名］中国铁路发展史 

［副题名］1876-1949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金士宣，徐文述编著 

［出版者］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1876-1949 

［知识责任］金士宣 编著 

［知识责任］徐文述 编著 

  

 

［正题名］中国铁路发展史 

［副题名］1876-1949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金士宣，徐文述编著 

［出版者］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11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1876-1949 

［知识责任］金士宣 编著 

［知识责任］徐文述 编著 

  

 

［正题名］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曾业英主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4 

［知识责任］曾业英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书目卷册］1999 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正题名］丹阳邮电志 

［第一责任人］丹阳邮电志编委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发展/概况/江苏/丹阳市 

  

 

［正题名］孙立人将军传 

［副题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驻印军新第一军印缅抗日战争实录（附孙立人在台湾） 

［第一责任人］薛庆煜著 

［出版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知识责任］薛庆煜 著 

  

 



［正题名］印缅抗日战争书刊评论集 

［副题名］纪念缅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5 周年 

［副题名］《孙立人将军传》副刊 

［第一责任人］薛庆煜编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抗日战争/国民党/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薛庆煜 编 

  

 

［正题名］文明的创痛 

［并列题名］Traumas of Civilization 

［副题名］余杰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余杰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野百合丛书 

［知识责任］余杰 著 

  

 

［正题名］孤月此心明 

［第一责任人］舒湮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说文谈史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主题词］文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舒湮 著 

  

 

［正题名］教育在清华 

［并列题名］Educatiion in Qinghua 

［副题名］谢泳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谢泳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野百合丛书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谢泳 著 

  

 

［正题名］一代宗师 

［副题名］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甘肃省图书馆合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11 

［主题词］图书馆学/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笔缘墨趣 

［第一责任人］费在山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说文谈史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主题词］文史/中国/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费在山 著 

  

 

［正题名］镇江沦陷记 

［第一责任人］张怿伯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日本/侵华事件/1937-1945 

［知识责任］张怿伯 著 

  

 

［正题名］国共关系与中国社会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等编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国国民党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静如 编著 

  

 

［正题名］港澳与海峡两岸关系 

［第一责任人］孟庆顺编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中国 

［主题词］香港/问题/中国/研究 

［主题词］澳门/问题 

［知识责任］孟庆顺 编著 

  

 

［正题名］十驾斋养新录 

［第一责任人］（清）钱大昕著 



［译者］陈文和，孙显军校点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钱大昕 著 

  

 

［正题名］王海上将 

［副题名］我的战斗生涯 

［第一责任人］王海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知识责任］王海 编著 

  

 

［正题名］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 

［第一责任人］高路明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 

［主题词］古籍/目录学/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高路明 著 

  

 

［正题名］凤凰之子 

［并列题名］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副题名］沈从文传 

［第一责任人］（美）金介甫编著 

［出版者］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金介甫 编著 

  

 

［正题名］周作人评说 80 年 

［第一责任人］程光炜主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人物/研究 

［知识责任］程光炜 主编 

  

 

［正题名］吕思勉说史 

［第一责任人］吕思勉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知识责任］吕思勉 撰 

  

 

［正题名］天风海涛室随笔 

［第一责任人］钟敬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学人文化随笔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钟敬文 著 

  

 

［正题名］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第一责任人］（日）冈田武彦著 

［译者］吴光等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儒家/研究/明代 

［知识责任］冈田武彦 著 

  

 

［正题名］世纪学人自述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高增德，丁东编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学者/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高增德 编 

［知识责任］丁东 编 

  

 

［正题名］世纪学人自述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高增德，丁东编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学者/中国/生平事迹/当代 

［知识责任］高增德 编 

［知识责任］丁东 编 

  

 

［正题名］世纪学人自述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高增德，丁东编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学者/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高增德 编 

［知识责任］丁东 编 

  

 

［正题名］世纪学人自述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高增德，丁东编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学者/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高增德 编 

［知识责任］丁东 编 

  

 

［正题名］世纪学人自述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高增德，丁东编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学者/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高增德 编 

［知识责任］丁东 编 

  

 

［正题名］世纪学人自述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高增德，丁东编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学者/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高增德 编 

［知识责任］丁东 编 

  

 

［正题名］邓小平与大西南 

［第一责任人］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正题名］薛允升的古律研究与改革 

［副题名］中国近代修订新律的先导 

［第一责任人］华友根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法学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华友根 著 

  

 

［正题名］外交官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康矛召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外交人员/回忆录 

［知识责任］康矛召 著 

  

 

［正题名］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朱政惠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朱政惠 著 

  

 

［正题名］闻一多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张巨才，刘殿祥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知识责任］张巨才 著 

［知识责任］刘殿祥 著 

  

 

［正题名］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李泉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知识责任］李泉 著 

  

 

［正题名］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副题名］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邹振环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晚清学术书系 

［主题词］地理学/学派/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邹振环 著 

  

 

［正题名］洪深 

［副题名］激流中的呐喊 

［第一责任人］董丽敏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知识责任］董丽敏 著 

  

 

［正题名］文化遗产研究集刊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文化遗产/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 编 

  

 

［正题名］花随人圣庵摭忆 

［第一责任人］黄濬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笔记/中国/民国 

［主题词］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黄濬 著 

  

 

［正题名］郑振铎说俗文学 

［第一责任人］郑振铎撰 

［译者］郑尔康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主题词］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郑振铎 撰 

  

 

［正题名］庸盦笔记 

［第一责任人］（清）薛福成著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薛福成 著 

  

 

［正题名］才子邓拓 

［副题名］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 

［第一责任人］张帆编著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张帆 编著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毛泽东 

［副题名］林克谈话录 

［第一责任人］林克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知识责任］林克 著 

  

 

［正题名］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 

［第一责任人］李涛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李涛 编著 

  

 

［正题名］割除毒瘤 

［副题名］共和国首次禁娼禁毒述实 

［第一责任人］诸羽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戒毒/吸毒/史料/中国/1949- 

［主题词］娼妓/改造/史料/中国/1949- 

［知识责任］诸羽 著 

  

 

［正题名］歷史文獻 



［书目卷册］第三輯 

［第一责任人］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上海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史部（续）”以及其他一

些珍贵历史文献。 

［主题词］历史/文献/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籍/研究/中国 

  

 

［正题名］姑妄言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曹去晶著 

［译者］许辛点校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古籍小说/中国/清代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曹去晶 著 

［次知识责任］许辛 点校 

  

 

［正题名］姑妄言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清）曹去晶著 

［译者］许辛点校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古籍小说/中国/清代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曹去晶 著 

［次知识责任］许辛 点校 

  

 

［正题名］姑妄言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曹去晶著 

［译者］许辛点校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古籍小说/中国/清代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曹去晶 著 

［次知识责任］许辛 点校 

  

 

［正题名］吴湖帆 

［副题名］现代山水画大师 

［第一责任人］戴小京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知识责任］戴小京 著 

  

 

［正题名］山西社会大观 

［第一责任人］郭裕怀主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社会大观 

［知识责任］郭裕怀 主编 

  

 

［正题名］土中录 

［第一责任人］金性尧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文苑春秋随笔书系 

［主题词］文字狱/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金性尧 著 

  

 

［正题名］林徽因文集 

［副题名］文学卷 

［第一责任人］林徽因著 

［译者］梁从诫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知识责任］林徽因 著 

［次知识责任］梁从诫 编 

  

 

［正题名］林徽因文集 

［副题名］建筑卷 

［第一责任人］林徽因著 



［译者］梁从诫编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建筑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林徽因 著 

［次知识责任］梁从诫 编 

  

 

［正题名］走出困境 

［副题名］周恩来在 1960-1965 

［第一责任人］杨伟明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杨伟明 著 

  

 

［正题名］湖北社会大观 

［第一责任人］萧志华主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料丛书 

［知识责任］萧志华 主编 

  

 

［正题名］我与文坛 

［第一责任人］赵景深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白屋丛书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赵景深 著 

  

 

［正题名］拂晓的较量 

［副题名］新中国剿匪与镇压反革命纪实 

［第一责任人］南石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剿匪/中国/史料 

［主题词］镇压反革命/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南石 编著 

  

 

［正题名］药裹慵谈 



［第一责任人］李详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笔记小说/中国/民国/选集 

［知识责任］李详 著 

  

 

［正题名］红岩大揭密 

［副题名］保密局重庆集中营纪实 

［第一责任人］曹德权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渣滓洞集中营/中国 

［主题词］特务组织/中国 

［主题词］中美合作所 

［知识责任］曹德权 著 

  

 

［正题名］民国文坛探隐 

［第一责任人］陈福康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近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福康 著 

  

 

［正题名］俄罗斯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俄）M·P·泽齐娜、л·B·科什曼、B·C·舒利金著 

［译者］刘文飞，苏玲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俄罗斯中世纪、近代、19 世纪下半期和 20 世纪的文化发展史。 

［主题词］文化史/俄罗斯/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泽齐娜 著 

［知识责任］科什曼 著 

［知识责任］舒利金 著 

［次知识责任］刘文飞 译 

［次知识责任］苏玲  译 

  

 

［正题名］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 

［第一责任人］孔海立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孔海立 著 

  

 

［正题名］南亭笔记 

［第一责任人］（清）李伯元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笔记小说/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伯元 著 

  

 

［正题名］费孝通传 

［第一责任人］张冠生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知识责任］张冠生 著 

  

 

［正题名］愧生丛录 

［第一责任人］李详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笔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详 著 

  

 

［正题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第一责任人］严绍璗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 

［主题词］中国/古籍/传播/日本/研究 

［知识责任］严绍璗 著 

  

 

［正题名］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 

［第一责任人］本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电视纪录片/解说词/中国 

  

 

［正题名］何光沪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何光沪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跨世纪学人文存 

［附注内容］“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知识责任］何光沪 著 

  

 

［正题名］赵园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赵园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跨世纪学人文存 

［附注内容］“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赵园 著 

  

 

［正题名］周振鹤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周振鹤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跨世纪学人文存 

［附注内容］“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 

［主题词］文化地理学 

［知识责任］周振鹤 著 

  

 

［正题名］黄克剑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黄克剑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跨世纪学人文存 

［附注内容］“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 

［主题词］哲学学派/研究 

［知识责任］黄克剑 著 

  

 

［正题名］葛剑雄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跨世纪学人文存 



［附注内容］“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正题名］许纪霖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跨世纪学人文存 

［附注内容］“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 

［主题词］知识分子/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许纪霖 著 

  

 

［正题名］晚清经济史事编年 

［第一责任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 

［译者］李允俊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晚清学术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黄逸峰科研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编写 

［次知识责任］李允俊 主编 

  

 

［正题名］我的父亲邓小平 

［副题名］“文革”岁月 

［第一责任人］毛毛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知识责任］毛毛 著 

  

 

［正题名］沈葆桢评传 

［并列题名］Shen Pao-che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副题名］中国近代化的尝试 

［第一责任人］（美）庞百腾撰 

［译者］陈惧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知识责任］庞百腾 撰 

  



 

［正题名］出卖上海滩 

［并列题名］Shanghai:City of Sale 

［第一责任人］（美）霍塞著 

［译者］越裔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外人眼中的近代中国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1854-1937 

［知识责任］霍塞 著 

［次知识责任］越裔 译 

  

 

［正题名］“龙头将军”沉浮录 

［第一责任人］樊崧甫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10 

［丛编题名］历史现场 

［知识责任］樊崧甫 著 

  

 

［正题名］历史哲学 

［副题名］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第一责任人］（德）黑格尔著 

［译者］王造时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历史哲学/著作 

［知识责任］黑格尔 著 

［知识责任］Hegel 著 

［次知识责任］王造时 译 

  

 

［正题名］慰安妇研究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军国主义/性犯罪/日本/1931-1945/研究 

［知识责任］苏智良 著 

  

 

［正题名］瓦德西拳乱笔记 

［第一责任人］（德）瓦德西著 

［译者］王光祈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外人眼中的近代中国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史料 

［主题词］八国联军/史料 

［知识责任］瓦德西 著 

［知识责任］Ludwig 著 

［次知识责任］王光祈 译 

  

 

［正题名］党人三督传 

［第一责任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李烈钧 著 

［知识责任］胡汉民 著 

［知识责任］柏文蔚 著 

  

 

［正题名］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余玉花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余玉花 著 

  

 

［正题名］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王学典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王学典 著 

  

 

［正题名］庚子使馆被围记 

［第一责任人］（英）普特南·威尔著 

［译者］冷汰，陈诒先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外人眼中的近代中国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清代/史料 

［主题词］庚子赔款/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威尔 著 



［知识责任］Weale 著 

［次知识责任］冷汰 译 

［次知识责任］陈诒先 译 

  

 

［正题名］中西文献交流史 

［第一责任人］潘玉田，陈水刚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文献/文化交流/中外关系/文化史 

［知识责任］潘玉田 著 

［知识责任］陈水刚 著 

  

 

［正题名］中国散文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郭预衡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散文/历史/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郭预衡 著 

  

 

［正题名］中国散文史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郭预衡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散文/历史/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郭预衡 著 

  

 

［正题名］中国散文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郭预衡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散文/历史/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郭预衡 著 

  

 

［正题名］张爱玲传 

［第一责任人］刘川鄂著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刘川鄂 著 

  

 

［正题名］风水与城市 

［第一责任人］亢亮，亢羽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风水/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亢亮 著 

［知识责任］亢羽 著 

  

 

［正题名］风水与建筑 

［第一责任人］亢亮，亢羽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风水/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亢亮 著 

［知识责任］亢羽 著 

  

 

［正题名］中国儒教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李申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儒家/历史/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李申 著 

  

 

［正题名］爱与执着 

［第一责任人］路萃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跋涉者文丛 cgrs225h 第一辑 

［主题词］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路萃 著 

  

 

［正题名］史量才 

［副题名］现代报业巨子 

［第一责任人］庞荣棣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知识责任］庞荣棣 著 

  

 

［正题名］江南感旧录 

［第一责任人］孙云年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孙云年 著 

  

 

［正题名］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 

［并列题名］Chinese Intellectuals:Impressions and Vi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3-1953 

［副题名］1943-1953 

［第一责任人］张济顺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Series Studi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cgrs225h18 eng 

［主题词］中美关系/研究/1943-1953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1943-1953 

［知识责任］张济顺 著 

  

 

［正题名］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副题名］朝鲜战争战俘之谜 

［第一责任人］程来仪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战俘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程来仪 编著 

  

 

［正题名］中国邮票史 

［并列题名］T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 

［书目卷册］第五卷 

［副题名］1930-1945 

［丛书］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之一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九卷，约 500 万字，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有关邮票的大型专业通史

著作，用邮票的形式反映了从 1878 年至 1991 年间长达一百多年的相关史实。 



［主题词］邮票/历史/中国/1930-1945 

  

 

［正题名］孔祥熙前传 

［第一责任人］孟天祯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孟天祯 著 

  

 

［正题名］文人瞿秋白 

［第一责任人］韩斌生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知识责任］韩斌生 编著 

  

 

［正题名］上海社会大观 

［第一责任人］施福康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料丛书 

［知识责任］施福康 著 

  

 

［正题名］篱槿堂自叙 

［第一责任人］赵俪生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白屋丛书 

［知识责任］赵俪生 著 

  

 

［正题名］海派商人黄楚九 

［第一责任人］秦绿枝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知识责任］秦绿枝 著 

  

 

［正题名］中国文献编目规则 

［第一责任人］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编撰小组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主题词］文献著录/编目规则/中国 

  

 

［正题名］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 

［第一责任人］上海图书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家谱/索引 

  

 

［正题名］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周南京主编 

［丛书］社区民俗卷 

［第一责任人］沈立新本卷主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华侨状况/百科全书 

［主题词］华侨/风俗习惯 

［知识责任］周南京 主编 

［知识责任］沈立新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地方志集成 

［丛书］台湾府县志辑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正题名］中国地方志集成 

［丛书］台湾府县志辑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正题名］中国地方志集成 

［丛书］台湾府县志辑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正题名］中国地方志集成 



［丛书］台湾府县志辑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正题名］中国地方志集成 

［丛书］台湾府县志辑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正题名］管锥编读解 

［第一责任人］张文江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张文江 著 

  

 

［正题名］铲除邪教 

［副题名］共和国首次铲除反动会道门述实 

［第一责任人］迟坡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破除迷信/反动会道门/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迟坡 主编 

  

 

［正题名］杨向奎学术文选 

［第一责任人］杨向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杨向奎 著 

  

 

［正题名］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 

［第一责任人］马戎，周星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cgrs225h 第 18 卷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重点课题成果之一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团结/中国/研究 

［主题词］民族凝聚力/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马戎 主编 

［知识责任］周星 主编 

  

 

［正题名］北大史学 

［并列题名］Clio at Beida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云南社会大观 

［第一责任人］李道生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料丛书 

［知识责任］李道生 著 

  

 

［正题名］湖南社会大观 

［第一责任人］傅冠群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料丛书 

［知识责任］傅冠群 著 

  

 

［正题名］西方史学史 

［第一责任人］张广智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eng 

［主题词］史学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张广智 著 

  

 

［正题名］欧洲五百年史 

［第一责任人］王觉非编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eng 

［主题词］欧洲/历史/1492-1992 

［知识责任］王觉非 编著 

  

 

［正题名］20 世纪的世界 

［副题名］百年历史回溯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金重远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主题词］历史/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金重远 著 

  

 

［正题名］20 世纪的世界 

［副题名］百年历史回溯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金重远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主题词］历史/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金重远 著 

  

 

［正题名］国史概要 

［第一责任人］樊树志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通史/中国 

［知识责任］樊树志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公共政策 

［第一责任人］刘伯龙，竺乾威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MPA（公共管理硕士）系列 

［主题词］政治/政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伯龙 主编 

［知识责任］竺乾威 主编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一一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一二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一四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一五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一七 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一八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一九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一六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华族谱集成 

［丛书］张氏谱卷 

［书目卷册］第一三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5.2 

［主题词］氏族谱系/资料/中国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正题名］中文期刊大词典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伍杰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自 1815 年至 1994 年期间出版的中文期刊共 33036 种，少量截止于

1995 年，其中收入的“中文期刊”包括国内少数民族文字刊物，少数特刊及纪念刊亦收入。 

［主题词］期刊目录/中国/1815～1994 

［知识责任］伍杰 主编 

  

 

［正题名］中文期刊大词典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伍杰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自 1815 年至 1994 年期间出版的中文期刊共 33036 种，少量截止于

1995 年，其中收入的“中文期刊”包括国内少数民族文字刊物，少数特刊及纪念刊亦收入。 



［主题词］期刊目录/中国/1815～1994 

［知识责任］伍杰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第一责任人］黄修己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文学史/编辑工作/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修己 著 

  

 

［正题名］社会学二十讲 

［副题名］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 

［并列题名］Twenty Lectures: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Ⅱ 

［第一责任人］（美）杰弗里·亚历山大著 

［译者］贾春增，董天民等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高校经典教材译丛 

［主题词］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现代/美国 

［知识责任］亚历山大 著 

［次知识责任］贾春增 译 

［次知识责任］董天民 译 

  

 

［正题名］社会学主要思潮 

［并列题名］Les eaps de lz pensee sociologique 

［第一责任人］（法）雷蒙·阿隆著 

［译者］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高校经典教材译丛 

［主题词］社会学学派/研究/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阿隆 著 

［次知识责任］葛智强 译 

［次知识责任］胡秉诚 译 

［次知识责任］王沪宁 译 

  

 

［正题名］现代社会学理论 

［并列题名］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第一责任人］（澳）马尔科姆·沃特斯著 

［译者］杨善华等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高校经典教材译丛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沃特斯 著 

［次知识责任］杨善华 译 

  

 

［正题名］医学社会学 

［并列题名］Medical Sociology 

［第一责任人］（美）威廉·科克汉姆著 

［译者］杨辉，张拓红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高校经典教材译丛 

［主题词］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科克汉姆 著 

［次知识责任］杨辉 译 

［次知识责任］张拓红 译 

  

 

［正题名］社会研究方法 

［并列题名］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美）艾尔·巴比著 

［译者］邱泽奇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高校经典教材译丛 

［主题词］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巴比 著 

  

 

［正题名］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美）戴维·波谱诺著 

［译者］李强等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社会学译丛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波谱诺 著 

［次知识责任］李强 译 

  

 



［正题名］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 

［第一责任人］林家有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近代史/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林家有 著 

  

 

［正题名］日军性奴隶 

［副题名］中国“慰安妇”真相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揭露了日军强征中国“慰安妇”的事实，记录了受害人万爱花的控诉、袁

竹林的自述、台湾阿妈的回忆等材料，反映了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

赔偿等问题。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苏智良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显学” 

［副题名］中国现代史学理论与思想新论 

［第一责任人］侯且岸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中共党史、现代思想史、中共党史学理论及社会史、美国现代中国

学问题的研究论文集，共 28 篇，分历史人物思想篇、历史理论篇、国际中国学篇和近现代

思想与社会篇四个部分。 

［主题词］史学理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侯且岸 著 

  

 

［正题名］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 

［第一责任人］龚缨晏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丛编题名］大航海时代 

［主题词］对外贸易/鸦片贸易/商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龚缨晏 著 

  

 

［正题名］姚光集 

［第一责任人］姚光[著] 

［译者］姚昆群等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南社丛书 cgrs225h 第二套 cgrs225f 总主编柳无忌 

［附注内容］封面丛书题：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卷，第一卷文集收录了复庐文稿三编；第二卷诗集收录了《荒江樵唱》、

《浮梅草》、《续浮梅草》、《倚剑吹萧楼诗集》；第三卷书牍偶存。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姚光 著 

［次知识责任］姚昆群 编 

  

 

［正题名］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 

［副题名］1840-1936 

［第一责任人］陶水木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论述浙江商帮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中的地位作用，总结近代浙江商

帮经营工商的经验教训，为现今改革 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主题词］商业史/浙江/1840～1936 

［主题词］商人/研究/浙江/1840～1936 

［主题词］经济史/上海/1840～1936 

［知识责任］陶水木 著 

  

 

［正题名］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 

［第一责任人］郭双林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学术史丛书 

［附注内容］北京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梳理了自道咸至光宣年间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地理学

的嬗变、近代科学地理学的产生以及在晚清内外危机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地理学所发挥的社

会文化功能。将晚清地理学的发展变化放在西学东渐和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这个大的时代背

景中，并探寻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主题词］地理学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郭双林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大学研究 

［副题名］1895-1949 

［第一责任人］金以林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从清代大学教育萌芽起到 1949 年建国前中国近代大学



教育产生的社会背景、发展演变过程，并就一些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 

［主题词］高等学校/教育史/研究/中国/1895～1949 

［知识责任］金以林 著 

  

 

［正题名］黄镇传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黄镇从青少年时代到上海求学的成长经历，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

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出色表现，在解放后历任驻匈牙利大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驻法国

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 

［知识责任］黄镇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刘佛丁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近代/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刘佛丁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新闻史 

［第一责任人］王洪祥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化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洪祥 主编 

  

 

［正题名］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 

［副题名］1949-1988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陈业劭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1949～1988/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业劭 主编 

  

 

［正题名］何处是“美利坚帝国”的边界 

［副题名］1946 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策略史 



［第一责任人］张海涛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全书系统地论述了中美两国交往中的热点问题。从美国导弹炸我驻南斯拉夫使

馆事件入手，揭示了美国对华的两手政策和“美利坚帝国”的阶级本质。 

［主题词］对华政策/美国对外政策/史料 

［知识责任］张海涛 著 

  

 

［正题名］乡土飘诗魂 

［副题名］蹇先艾纪传 

［第一责任人］蹇人毅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亲情思忆·中国著名作家纪传丛书 

［主题词］文学家/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蹇先艾 蹇人毅 著 

  

 

［正题名］瓣香心语 

［副题名］王统照纪传 

［第一责任人］王立成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亲情思忆·中国著名作家纪传丛书 

［主题词］文学家/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王立成 著 

  

 

［正题名］自有岁寒心 

［副题名］陈白尘纪传 

［第一责任人］陈虹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亲情思忆·中国著名作家纪传丛书 

［主题词］文学家/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陈虹 著 

  

 

［正题名］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 

［副题名］靳以纪传 

［第一责任人］南南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亲情思忆·中国著名作家纪传丛书 

［主题词］文学家/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靳以 南南 著 

  

 

［正题名］流云奔水话杨骚 

［副题名］杨骚纪传 

［第一责任人］杨西北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亲情思忆·中国著名作家纪传丛书 

［主题词］文学家/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杨西北 著 

  

 

［正题名］曹锟家族 

［第一责任人］岳谦厚，李庆刚，张玮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近代人物家族丛书 

［知识责任］岳谦厚 著 

［知识责任］李庆刚 著 

［知识责任］张玮 著 

  

 

［正题名］海上论丛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吴中杰，祝敏申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吴中杰 主编 

［知识责任］祝敏申 主编 

  

 

［正题名］战云纪事 

［第一责任人］常任侠著 

［译者］郭淑芬，沈宁整理 

［出版者］海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丛编题名］当代文化名人日记选刊 

［知识责任］常任侠 著 

［次知识责任］郭淑芬 整理 



［次知识责任］沈宁 整理 

  

 

［正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 

［副题名］1895～1927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汪敬虞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从历史条件、时代大环境上

考察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阐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 终选择

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895～1927 

［知识责任］汪敬虞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 

［副题名］1895～1927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汪敬虞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从历史条件、时代大环境上

考察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阐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 终选择

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895～1927 

［知识责任］汪敬虞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 

［副题名］1895～1927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汪敬虞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从历史条件、时代大环境上

考察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阐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 终选择

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895～1927 

［知识责任］汪敬虞 主编 

  

 

［正题名］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副题名］曾志回忆实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曾志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知识责任］曾志 著 

  

 

［正题名］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副题名］曾志回忆实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曾志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知识责任］曾志 著 

  

 

［正题名］新中国统一战线五十年大事年表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大事记/中国/1949-1999 

  

 

［正题名］明清社会性爱风气 

［第一责任人］吴存存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谷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明清时期正统性爱观与节烈风气，晚明的纵欲主义思潮，明清社会

男性同性恋风气，女子缠足流行与金莲崇拜等内容。 

［主题词］性社会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吴存存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 

［丛书］直接税卷 

［第一责任人］金鑫，刘志诚，王平武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税收收入/财政/经济史/民国 

［主题词］直接税/财政/经济史/民国 

［知识责任］金鑫 主编 

［知识责任］刘志诚 主编 



［知识责任］王平武 主编 

  

 

［正题名］捻军研究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捻军研究学会编 

［主题词］农民起义/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太平天国/论文集 

  

 

［正题名］一代女魂 

［副题名］唐群英的传奇故事 

［第一责任人］中共衡山县委宣传部编著 

［出版者］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女权运动/读物/中国/现代 

  

 

［正题名］黄世仲与近代中国文学 

［第一责任人］颜廷亮著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知识责任］颜廷亮 著 

  

 

［正题名］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小林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房地产/合同/研究/北京/清代 

［知识责任］张小林 著 

  

 

［正题名］镜海丛报 

［第一责任人］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近代史/澳门/清代/期刊 

  

 

［正题名］龙旗下的臣民 

［副题名］近代中国礼俗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英)吉伯特·威尔士，(英)亨利·诺曼著 

［译者］刘一君，邓海平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西方人的眼光去看中国，真实地记录了 19 世纪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状况

以及民风民俗，并附有一些珍贵的旧照片。 

［主题词］礼仪/风俗习惯/中国/近代 

［主题词］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威尔士 著 

［知识责任］诺曼 著 

［次知识责任］刘一君 译 

［次知识责任］邓海平 译 

  

 

［正题名］朱德传（修订版）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人物/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金冲及 主编 

［知识责任］龚希光 副主编 

  

 

［正题名］世界华文文学概要 

［第一责任人］公仲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世界华文文学简史。它从宏观把握的角度，比较全面地介绍论述了

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也涉及欧美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简况。全书将论述重点

放在二十世纪，并介绍了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家。 

［主题词］文学史/中文/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公仲 主编 

  

 

［正题名］明清高利贷资本 

［第一责任人］刘秋根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与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主题词］高利贷/研究/中国/明代 

［主题词］高利贷/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刘秋根 著 

  

 

［正题名］史学散论 



［副题名］读报随笔 

［第一责任人］吕振羽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与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于 1964～1965 年在被幽禁期间，以读报随笔的形式写成的一本史

学评论文章，共分为四辑，收录了 32 篇文章，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

法的一些问题（6 篇）、关于我国近代及中世纪个别思想家研究的一些问题（11 篇）、关于历

史研究方法的一些问题（6 篇）、杂论（9 篇）。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吕振羽 著 

  

 

［正题名］百战将星 

［副题名］孔从洲 

［第一责任人］陈敦德编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孔从洲将军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包括他是如何从国民党西北军的

将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在西安事变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我军现代化科研的巨大贡

献等。 

［主题词］军事人物/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敦德 编著 

  

 

［正题名］百战将星 

［副题名］吴忠 

［第一责任人］曲爱国编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吴忠将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做战经历，在“文化大革命”

政治斗争风浪中的遭遇，以及晚年在对越自卫反击中的神勇表现。 

［主题词］军事人物/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曲爱国 编著 

  

 

［正题名］大哉，洪深 

［副题名］洪深评传 

［第一责任人］韩斌生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不仅记述了洪深生平，还对其成就及贡献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与比较。 

［主题词］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韩斌生 著 

  



 

［正题名］世纪的追思 

［副题名］缅怀赵伊坪烈士 

［第一责任人］《世纪的追思》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赵伊坪烈士生前是中共鲁西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1939 年 3 月 5

日，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书中有烈士生前战友的回忆，亲属纪念文章及烈士遗作

和书信。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 

  

 

［正题名］徐世昌家族 

［第一责任人］苏全有，陈九如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近代人物家族丛书 

［知识责任］苏全有 著 

［知识责任］陈九如 著 

  

 

［正题名］黎元洪家族 

［第一责任人］葛培林，张玉芳，王勇刚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近代人物家族丛书 

［知识责任］葛培林 著 

［知识责任］张玉芳 著 

［知识责任］王勇刚 著 

  

 

［正题名］基督教文化学刊 

［书目卷册］第 2 辑·1999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丛刊 

  

 

［正题名］冯国璋家族 

［第一责任人］潘荣，孙新，魏又行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近代人物家族丛书 



［知识责任］冯国璋 潘荣 著 

［知识责任］孙新 著 

［知识责任］魏又行 著 

  

 

［正题名］中国反腐败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陈波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以纪实手法，真实再现共和国从 1978 年到 1999 年反腐倡廉二十年的历史

旅程。以第一手材料，对党为反腐倡廉展 的运动斗争和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所查处的

大案要案的背景、决策、进程、结果等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并对人们普遍关心的反腐败热点

问题和新世纪反腐败势态作了思考与展望。 

［主题词］廉政建设/中国/1978～1999 

［知识责任］陈波 著 

  

 

［正题名］国共关系七十年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国共合作/研究 

［知识责任］黄修荣 著 

  

 

［正题名］国共关系七十年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国共合作/研究 

［知识责任］黄修荣 著 

  

 

［正题名］毛泽东十二次南巡 

［第一责任人］赵志超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知识责任］赵志超 著 

  

 

［正题名］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 

［第一责任人］刘杲，石峰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出版事业/文化史/中国/1949 - 1999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知识责任］石峰 主编 

  

 

［正题名］走向疯狂 

［副题名］北约 50 年之路 

［第一责任人］祁长松等编著 

［出版者］专利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知识责任］祁长松 编著 

  

 

［正题名］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 

［第一责任人］李小树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文库 

［主题词］监察/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李小树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总目提要 

［书目卷册］第 2 辑（1990-1999） 

［第一责任人］陈端，梅小璈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社会科学/期刊目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端 编 

［知识责任］梅小璈 编 

  

 

［正题名］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 

［副题名］1918-1975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军事/大事记 

  

 

［正题名］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 



［副题名］1918-1975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军事/大事记 

  

 

［正题名］五十年国事纪要 

［丛书］军事卷 

［第一责任人］郑惠等主编 

［译者］余雁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现代史/大事记/中国/1949～1999 

［主题词］军事史/大事记/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郑惠 主编 

［知识责任］余雁 卷主编 

  

 

［正题名］五十年国事纪要 

［丛书］经济卷 

［第一责任人］郑惠等主编 

［译者］贺耀敏，武力[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现代史/大事记/中国/1949～1999 

［主题词］经济史/大事记/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郑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贺耀敏 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武力 卷主编 

  

 

［正题名］五十年国事纪要 

［丛书］文化卷 

［第一责任人］郑惠等主编 

［译者］夏杏珍[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现代史/大事记/中国/1949～1999 

［主题词］文化史/大事记/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郑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夏杏珍 卷主编 

  



 

［正题名］五十年国事纪要 

［丛书］外交卷 

［第一责任人］郑惠等主编 

［译者］萧冬连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现代史/大事记/中国/1949～1999 

［主题词］外交史/大事记/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郑惠 著 

［次知识责任］萧冬连 著 

  

 

［正题名］五十年国事纪要 

［丛书］政治卷 

［第一责任人］郑惠，朱永红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现代史/大事记/中国/1949～1999 

［主题词］政治事件/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郑惠 主编 

［知识责任］朱永红 主编 

  

 

［正题名］追忆胡适 

［第一责任人］欧阳哲生选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 

［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选编 

  

 

［正题名］儒学南传史 

［第一责任人］何成轩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6 

［丛编题名］儒学南传史 

［主题词］儒家/哲学 

［主题词］哲学史/传播 

［知识责任］何成轩 著 

  

 

［正题名］毒品犯罪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 

［第一责任人］崔敏著 



［出版者］警官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吸毒/犯罪/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吸毒/犯罪/对策/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崔敏 著 

  

 

［正题名］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 

［第一责任人］肖伟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国际安全问题参考丛书 

［附注内容］南 大学 211 工程重点项目 

［主题词］国家/安全/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肖伟 著 

［次知识责任］米庆余 监修 

  

 

［正题名］百年少帅张学良传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张永滨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知识责任］张永滨 著 

  

 

［正题名］百年少帅张学良传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永滨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知识责任］张永滨 著 

  

 

［正题名］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 

［第一责任人］王青建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西学东传人物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描述了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在翻译西方科

学著作方面有首创之功的明末大科学家徐光启的不凡业绩，着重介绍了他在西学东传中的感

人故事及杰出的科学思想。 

［知识责任］王青建 著 

  



 

［正题名］当代金融辞典 

［第一责任人］王益，白钦先主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主题词］金融/词典 

［知识责任］王益 主编 

［知识责任］白钦先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古藉整理/中国/研究 

  

 

［正题名］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4.6 

［丛编题名］文史知识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文史知识》杂志上两组系列连载文章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瞿林东 著 

  

 

［正题名］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 

［第一责任人］任贵祥，赵红英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 cgrs225f 王功安，毛磊主编 

［主题词］华侨/作用/国共合作/史料 

［主题词］华人/作用/国共合作/史料 

［知识责任］任贵祥 著 

［知识责任］赵红英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 20 辑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2 



 

［正题名］唐山抗震救灾决策纪实 

［第一责任人］河北省地震局编 

［出版者］地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选取了从地震发生到震区人民生活基本安定这段历史加以记载，对其

中每一个阶段所采取的措施作了扼要的叙述。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抗震救灾/唐山市/1976/史料 

  

 

［正题名］耿介清正 

［副题名］孙大雨纪传 

［第一责任人］孙近仁，孙佳始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亲情思忆·中国著名作家纪传丛书 cgrs225f 徐廼翔、傅艾以主编 

［主题词］文学家/传记 

［知识责任］孙近仁 著 

［知识责任］孙佳始 著 

  

 

［正题名］镜湖水 

［副题名］钱杏邨纪传 

［第一责任人］钱璎，钱小惠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亲情思忆·中国著名作家纪传丛书 cgrs225f 徐廼翔、傅艾以主编 

［主题词］文学家/传记 

［知识责任］钱璎 著 

［知识责任］钱小惠 著 

  

 

［正题名］绵长清溪水 

［副题名］许杰纪传 

［第一责任人］许玄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亲情思忆·中国著名作家纪传丛书 cgrs225f 徐廼翔、傅艾以主编 

［主题词］文学家/传记 

［知识责任］许玄 著 

  

 

［正题名］霜叶红于二月花 



［副题名］徐霞村纪传 

［第一责任人］徐小玉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亲情思忆·中国著名作家纪传丛书 cgrs225f 徐廼翔、傅艾以主编 

［主题词］文学家/传记 

［知识责任］徐霞村 徐小玉 著 

  

 

［正题名］社会语言学 

［第一责任人］陈原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陈原文存 

［主题词］语言学/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原 著 

  

 

［正题名］抗美援朝战争画卷 

［第一责任人］徐焰，吴少京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文字、图片、表格并用的手法，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作

战过程，以及这场战争对我军后勤建设、军兵种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徐焰 著 

［知识责任］吴少京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 

［第一责任人］杨庆忠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周易/研究/中国/1990--1999 

［知识责任］杨庆忠 著 

  

 

［正题名］红色情报王李克农 

［第一责任人］殷天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殷天 著 

  



 

［正题名］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武市红，高屹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邓小平理论/研究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武市红 主编 

［知识责任］邓小平 高屹 主编 

  

 

［正题名］巨人的较量 

［副题名］抗美援朝战争高层决策和指导 

［第一责任人］齐德学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叙述了朝鲜战争的起因、过程、结局和意义，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了

细致的考证，记述了当时中、朝、苏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决策和指导活动。及美方军政首脑

对于这场战争的政策和考虑。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军事战略 

［知识责任］齐德学 著 

  

 

［正题名］回读百年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敏泽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陈飞，徐国利执行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自 1900 年以来的一百年间，以在大陆公 发表(出版)者为主的“社

会人文”论争资料，通过大量真实的文献资料再现了中华民族二十世纪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4 主编 

［知识责任］敏泽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飞 执行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国利 执行主编 

  

 

［正题名］回读百年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敏泽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刘福春，李广良执行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自 1900 年以来的一百年间，以在大陆公 发表(出版)者为主的“社

会人文”论争资料，通过大量真实的文献资料再现了中华民族二十世纪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主编 

［知识责任］敏泽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福春 执行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广良 执行主编 

  

 

［正题名］回读百年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敏泽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王兆胜，李广良执行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自 1900 年以来的一百年间，以在大陆公 发表(出版)者为主的“社

会人文”论争资料，通过大量真实的文献资料再现了中华民族二十世纪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兆胜 执行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广良 执行主编 

  

 

［正题名］回读百年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敏泽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徐国利，陈飞执行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自 1900 年以来的一百年间，以在大陆公 发表(出版)者为主的“社

会人文”论争资料，通过大量真实的文献资料再现了中华民族二十世纪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主编 

［知识责任］敏泽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国利 执行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飞 执行主编 

  

 

［正题名］回读百年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敏泽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陈飞等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自 1900 年以来的一百年间，以在大陆公 发表(出版)者为主的“社

会人文”论争资料，通过大量真实的文献资料再现了中华民族二十世纪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主编 

［知识责任］敏泽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飞 编 

  

 

［正题名］ 历史从这里 始 

［副题名］纪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五十周年 

［第一责任人］刘延东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民主党派/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刘延东 主编 

  

 

［正题名］林海云传 

［副题名］从红军战士到共和国海关总署署长、外贸部部长 

［第一责任人］高烽著 

［出版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对外贸易/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高烽 著 

  

 

［正题名］清代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件实录 

［第一责任人］牛创平，牛冀青编著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以奏折、判决书谕等清宫历史档案，向读者介绍了清代 268 年当中，涉及

一、二品高官大员的经济犯罪案件共 74 件，书中内容丰富，资料全面，可使读者了解到清

代高官经济犯罪的情况，以及政府对高官经济犯罪所采取的惩治措施及手段。 

［主题词］刑事犯罪/经济/案例/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牛创平 编 

［知识责任］牛冀青 编著 

  

 

［正题名］法国汉学 



［并列题名］Sinologie Francaise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汉学/研究/法国/文集 

  

 

［正题名］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第一责任人］王国维，罗振玉著 

［译者］王庆祥，肖立文校注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知识责任］王国维 著 

［知识责任］罗振玉 著 

［次知识责任］王庆祥 校注 

［次知识责任］肖立文 校注 

  

 

［正题名］解析胡适 

［第一责任人］欧阳哲生选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选编 

  

 

［正题名］世纪肖像 

［第一责任人］沈建中摄影撰文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人像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沈建中 摄影撰文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一责任人］何沁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现代史 y 中国/1949～1993 

［知识责任］何沁 主编 

  

 

［正题名］2000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 

［第一责任人］龚浩成，戴国强主编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论述中国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金融体制改革、货币市场、外汇市

场、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和金融理论的改革里程，并对它们 2000 年的发展作了预测，提出

了政策建议。 

［主题词］金融/研究报告/中国/2000 

［知识责任］龚浩成 主编 

［知识责任］戴国强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史 

［副题名］1917-1997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面向 21 实际课程教材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1917-1997/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朱栋霖 主编 

［知识责任］丁帆 主编 

［知识责任］朱晓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学史 

［副题名］1917-1997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面向 21 实际课程教材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1917-1997/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朱栋霖 主编 

［知识责任］丁帆 主编 

［知识责任］朱晓进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学史新编 

［第一责任人］郑杭生，李迎生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面向 21 实际课程教材 

［主题词］社会学/历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郑杭生 著 

［知识责任］李迎生 著 



  

 

［正题名］文史 

［书目卷册］第五十辑 

［书目卷册］2000 年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文史 

［书目卷册］第五十一辑 

［书目卷册］2000 年 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书目卷册］1949-1999 

［第一责任人］戴舟主编 

［译者］黄道霞、余展副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99/史料 

［知识责任］戴舟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道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余展 副主编 

  

 

［正题名］山西历代纪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侯伍杰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地方史/纪事本末体/山西 

［知识责任］侯伍杰 主编 

  

 

［正题名］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冶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主题词］钢铁工业/概况/中国/1949～1999 

［主题词］经济建设/成就/中国/1949～1999 

  

 

［正题名］河南五十年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本书编写组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河南/1949～199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财政经济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附注内容］战后复员与挽救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财政：战后财政概况、中央与地方财政、

税制与税收、内外债等。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1945-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财政经济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附注内容］金融货币：战后国民政府的金融概况、国家金融机构的扩张等。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1945-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财政经济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附注内容］金融货币：国家金融机构的扩张、金融货币制度的总崩溃等。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1945-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财政经济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附注内容］工矿业：工矿业概况、战后的复员与接收等。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1945-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财政经济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附注内容］工矿业：“国营”工矿业的扩张、民营工业的破产、工业合作运动的衰退等。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1945-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财政经济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附注内容］农业：农业经济政策与土地问题、租佃问题、农业生产、灾害与农村破产等。 



［附注内容］商业：商业政策、物资管制与垄断、物价问题与市场危机、美货泛滥、外贸政

策、外贸概况等。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1945-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财政经济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附注内容］交通：交通概况、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 

［主题词］财政/档案/中国/1945-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教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附注内容］教育行政：教育法规、组织等。 

［附注内容］教育复员：教育机关回迁和收复区教育机关接收与整理等。 

［附注内容］教育设施：教育计划、实施报告和各类学校概况等。 

［主题词］教育/档案/中国/1945-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教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附注内容］失学失业青年之辅导救济与破坏青年奔赴解放区：青辅会组织活动和各地辅导

情形等。 



［附注内容］教育学术机构与教育社团 

［主题词］教育/档案/中国/1945-1949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书目卷册］第三编 

［丛书］外交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8-1949.9） 

［附注内容］外交概况；战后对日关系；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英

关系；中法关系；中国与其他各国关系 

［主题词］外交/档案/中国/1945-1949 

  

 

［正题名］周恩来传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知识责任］金冲及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传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知识责任］金冲及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传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知识责任］金冲及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传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知识责任］金冲及 主编 

  

 

［正题名］鲁迅年谱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 

［译者］李何林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次知识责任］李何林 主编 

  

 

［正题名］鲁迅年谱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 

［译者］李何林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次知识责任］李何林 主编 

  

 

［正题名］鲁迅年谱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 

［译者］李何林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次知识责任］李何林 主编 

  

 

［正题名］鲁迅年谱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 

［译者］李何林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次知识责任］李何林 主编 

  



 

［正题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2 

［丛书］华北事变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侵华事件/档案/日本/1937-1945 

［主题词］七·七事变/档案/日本/1937 

  

 

［正题名］民国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十卷 

［第一责任人］娄献阁，朱信泉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03305 的书系朱信泉赠送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娄献阁 著 

［知识责任］朱信泉 著 

  

 

［正题名］满族说唱文学 

［副题名］子弟书珍本百种 

［第一责任人］张寿崇主编 

［译者］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子弟书又称子弟段、八旗子弟书、清音子弟书。是清代北京奉天府等地曾经流

行的一种鼓曲类说唱艺术。本书收《吊棉山》、《骂郎》、《学堂》、《分宫》、《打围回围》、《大

烟叹》等 100 种子弟书。 

［主题词］曲艺/作品/满族/中国/清代 

［主题词］子弟书/选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寿崇 主编 

  

 

［正题名］日本教习 

［第一责任人］汪向荣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文化交流/研究/中国/日本/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汪向荣 著 

  

 

［正题名］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 

［副题名］伪满官员供述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满洲国（1932）/史料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 

［书目卷册］第三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 

［第一责任人］李新总编 

［译者］汪朝光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民国（1912-1948）/历史/中国/1945-1947 

［知识责任］李新 总编 

［次知识责任］汪朝光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 

［书目卷册］第三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 

［第一责任人］李新总编 

［译者］朱宗震，陶文钊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民国（1912-1948）/历史/1947-1949 

［知识责任］李新 总编 

［次知识责任］朱宗震 著 

［次知识责任］陶文钊 著 

  

 

［正题名］南北朝文学编年史 

［第一责任人］曹道衡，刘跃进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文学/历史/中国/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曹道衡 著 



［知识责任］刘跃进 著 

  

 

［正题名］清诗史 

［第一责任人］朱则杰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中国分体断代文学史 

［主题词］诗歌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则杰 著 

  

 

［正题名］周恩来传 

［副题名］1949-1976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主编 

［译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1949-1976 

［知识责任］金冲及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传 

［副题名］1949-1976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主编 

［译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1949-1976 

［知识责任］金冲及主编 

  

 

［正题名］王力古汉语字典 

［第一责任人］王力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有以下八个特点：扩大词义的概括性、僻义归入备考兰、注意词义的时代

性、表明古韵部、注明联绵字、每部前有一篇部首总论、辨析同义词、列举一些同源字。 

［主题词］汉语/字典/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力 主编 

  

 



［正题名］反腐败 

［副题名］国家廉政建设的模式 

［并列题名］Toward a Model for building National Integrity Copyright 

［第一责任人］（加）里克·斯塔彭赫斯特，（美）萨尔·J·庞德主编 

［译者］杨之刚译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参考译丛 cgrs225f 高鸿业编选 

［附注内容］本书原版由世界银行以英文出版 

［主题词］廉政建设/研究/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斯塔彭赫斯特 主编 

［知识责任］Stspenhurst 主编 

［知识责任］庞德 主编 

［知识责任］Kpundeh 主编 

  

 

［正题名］中国足球百年照片珍藏 

［第一责任人］者永平，关圣力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足球运动/中国/20 世纪/摄影集 

［知识责任］者永平 主编 

［知识责任］关圣力 主编 

  

 

［正题名］朗文中国流行新词语 

［并列题名］Longman Dictionary of Chinese Popular New Terms 

［副题名］汉英对照 

［第一责任人］欧阳因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汉语/词汇 

［知识责任］欧阳因 编 

  

 

［正题名］基因的革命 

［第一责任人］白玄，柳郁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人类基因/遗传工程/现代/普及读物 

［主题词］生物学/研究/21 世纪 

［知识责任］白玄 编著 

［知识责任］柳郁 编著 

  



 

［正题名］平山冷燕 

［第一责任人］（清）荻岸山人编次 

［译者］环生点校 

［译者］冉休丹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古本小说读本丛刊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荻岸山人 编次 

［知识责任］夷荻散人 编次 

  

 

［正题名］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向 

［第一责任人］陈学明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五编，第一编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向的分析；第二编概括国外社

会主义研究的新特点和新成果；第三编着重评析当前左翼的发展趋势；第四编描述国外一些

共产党是如何顶住东欧剧变的冲击，在低谷中奋斗不息的； 后则对目前国外的马克思主义

和社会主义研究中有影响的若干派别作了评介。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研究/外国/现代 

［主题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陈学明 著 

  

 

［正题名］记忆和幻想 

［副题名］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第一责任人］陈娟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文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点项目 

［主题词］小说/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当代文学/研究 

［知识责任］陈娟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抗美援朝 

［第一责任人］逄先知，李捷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文献档案，生动翔实地描述了抗美援朝决策的全过程，披露了鲜

为人知的历史文献，吸收了 新的研究成果。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逄先知 著 

［知识责任］李捷 著 

  

 

［正题名］明代小说史 

［第一责任人］陈大康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小说/历史/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陈大康 著 

  

 

［正题名］法国汉学 

［并列题名］Sinologie Francaise 

［书目卷册］第五辑 

［丛书］敦煌学专号 

［第一责任人］《法国汉学》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汉学/研究/法国/文集 

［主题词］敦煌学/研究/法国 

  

 

［正题名］豆棚闲话 

［第一责任人］（清）艾衲居士著 

［译者］王秀梅点校 

［第一责任人］（清）菊畦子辑 

［译者］王秀梅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古本小说读本丛刊 

［主题词］话本小说/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艾衲居士 著 

［知识责任］菊畦子 辑 

  

 

［正题名］明清时期 

［副题名］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吴孟雪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文史知识文库 

［知识责任］吴孟雪 著 



  

 

［正题名］清凉的书眼 

［副题名］书摘《名家荐书》精粹 

［第一责任人］乔福山编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杂志《书摘》于 1993 年 8 月至 1999 年 12 月 设自稿专栏《名家荐书》，

选录文艺学术界 77 位著名人士的文章，向读者推荐了他们 喜爱的书。 

［主题词］书评/出版者/中国/现代 

［主题词］推荐书目 

［知识责任］乔福山 编著 

  

 

［正题名］燕京风土录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王彬，崔国政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旗族旧俗志》、《北京岁时记》、《北平寺庙记》、《北平庙会调查》

等 10 部(篇)书或文章，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旧北京的习俗、寺庙、坊巷、文化、经济乃至文

学等各方面的情况。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料/北京 

［知识责任］王彬 辑 

［知识责任］崔国政 辑 

  

 

［正题名］燕京风土录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王彬，崔国政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旗族旧俗志》、《北京岁时记》、《北平寺庙记》、《北平庙会调查》

等 10 部(篇)书或文章，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旧北京的习俗、寺庙、坊巷、文化、经济乃至文

学等各方面的情况。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料/北京 

［知识责任］王彬 辑 

［知识责任］崔国政 辑 

  

 

［正题名］回回藥方考釋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宋峴考釋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17 

［附注内容］本书上册为考释，下册为影印的明代原文抄本残本。。《回回药方》是 14 世纪

下半叶写成的一部汉文伊斯兰医药典籍。本书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对该书加以考释。 

［主题词］民族医学/回族/研究 

［主题词］方书/译本 

［知识责任］宋峴 考釋 

  

 

［正题名］回回藥方考釋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宋峴考釋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17 

［附注内容］本书上册为考释，下册为影印的明代原文抄本残本。《回回药方》是 14 世纪下

半叶写成的一部汉文伊斯兰医药典籍。本书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对该书加以考释。 

［主题词］民族医学/研究/回族 

［主题词］方书/译本 

［知识责任］宋峴 考釋 

  

 

［正题名］民国社会风情图录 

［丛书］戏剧·电影卷 

［第一责任人］胡铭，秦青主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社会生活/概况/中国/民国/图集 

［主题词］戏剧/概况/人物/中国/民国 

［主题词］电影/概况/人物/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胡铭 主编 

［知识责任］秦青 主编 

  

 

［正题名］民国社会风情图录 

［丛书］服饰卷 

［第一责任人］胡铭，秦青主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社会生活/概况/中国/民国/图集 

［主题词］服饰/概况/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胡铭 主编 

［知识责任］秦青 主编 

  



 

［正题名］民国社会风情图录 

［丛书］建筑卷 

［第一责任人］胡铭，秦青主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社会生活/概况/中国/民国/图集 

［主题词］建筑/概况/中国/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胡铭 主编 

［知识责任］秦青 主编 

  

 

［正题名］欧亚学刊 

［并列题名］Eurasian studiesh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余太山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刊是不定期、连续性学术刊物，一年左右出版一辑。主要收辑登载中外学者

研究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论文和译文。 

［知识责任］余太山 编 

  

 

［正题名］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四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外关系/历史档案/中国/琉球/清代 

  

 

［正题名］清暉山館友聲集 

［副题名］陳中凡友朋書札 

［第一责任人］吴新雷等编纂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知识责任］吴新雷 编纂 

  

 

［正题名］嘉庆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元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二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三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四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五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六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七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七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八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八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九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九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十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十四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十五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十六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十七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十八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十九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二十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二一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二一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二二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二二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二三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二三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二四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二四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二五册 



［丛书］嘉慶朝上諭檔 

［副题名］嘉慶二五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二六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元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二七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二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二八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三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二九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四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三十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五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三一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六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三二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七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三三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八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三四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九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嘉庆道光两

朝上谕档谕旨是封建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三五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三六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三七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三八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三九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四十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四一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四二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四三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四四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四五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四六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二一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四八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二三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四九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二四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五十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二五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五一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二六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五二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二七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五三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二八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五四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二九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五五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嘉慶道光两朝上諭檔 

［书目卷册］第四七册 

［丛书］道光朝上諭檔 

［副题名］道光二二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全书所辑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清代嘉庆道光两朝五十五年的军机处汇钞



的汉文皇帝谕旨档册。皇帝发佈的命令为“谕”，批示和答复臣工奏请为“旨”。谕旨是封建

国家 高统治者皇帝施政意志的集中体现。 

［主题词］档案/汇编/中国/清代 

  

 

［正题名］图文 20 世纪中国史 

［并列题名］A PICTORI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CHINA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1900-1909 

［第一责任人］程栋主编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史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方式成书。每 10 年为 1 卷。内容分为本月

大事要闻、文字报道、专题图片、背景图片、图片报道、图片说明等。 

［主题词］历史/中国/20 世纪/摄影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1900-1909/史料 

［知识责任］程栋 主编 

  

 

［正题名］图文 20 世纪中国史 

［并列题名］A PICTORI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CHINA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1910-1919 

［第一责任人］程栋主编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史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方式成书。每 10 年为 1 卷。内容分为本月

大事要闻、文字报道、专题图片、背景图片、图片报道、图片说明等。 

［主题词］历史/中国/20 世纪/摄影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1910-1919/史料 

［知识责任］程栋 主编 

  

 

［正题名］图文 20 世纪中国史 

［并列题名］A PICTORI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CHINA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1920-1929 

［第一责任人］程栋主编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史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方式成书。每 10 年为 1 卷。内容分为本月

大事要闻、文字报道、专题图片、背景图片、图片报道、图片说明等。 

［主题词］历史/中国/20 世纪/摄影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1920-1929/史料 



［知识责任］程栋 主编 

  

 

［正题名］图文 20 世纪中国史 

［并列题名］A PICTORI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CHINA 

［书目卷册］第 4 卷 

［丛书］1930-1939 

［第一责任人］程栋主编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史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方式成书。每 10 年为 1 卷。内容分为本月

大事要闻、文字报道、专题图片、背景图片、图片报道、图片说明等。 

［主题词］历史/中国/20 世纪/摄影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1930-1939/史料 

［知识责任］程栋 主编 

  

 

［正题名］图文 20 世纪中国史 

［并列题名］A PICTORI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CHINA 

［书目卷册］第 5 卷 

［丛书］1940-1949 

［第一责任人］程栋主编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史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方式成书。每 10 年为 1 卷。内容分为本月

大事要闻、文字报道、专题图片、背景图片、图片报道、图片说明等。 

［主题词］历史/中国/20 世纪/摄影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1940-1949/史料 

［知识责任］程栋 主编 

  

 

［正题名］图文 20 世纪中国史 

［并列题名］A PICTORI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CHINA 

［书目卷册］第 6 卷 

［丛书］1950-1959 

［第一责任人］程栋主编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史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方式成书。每 10 年为 1 卷。内容分为本月

大事要闻、文字报道、专题图片、背景图片、图片报道、图片说明等。 

［主题词］历史/中国/20 世纪/摄影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1950-1959/史料 

［知识责任］程栋 主编 

  



 

［正题名］图文 20 世纪中国史 

［并列题名］A PICTORI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CHINA 

［书目卷册］第 7 卷 

［丛书］1960-1969 

［第一责任人］程栋主编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史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方式成书。每 10 年为 1 卷。内容分为本月

大事要闻、文字报道、专题图片、背景图片、图片报道、图片说明等。 

［主题词］历史/中国/20 世纪/摄影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1960-1969/史料 

［知识责任］程栋 主编 

  

 

［正题名］图文 20 世纪中国史 

［并列题名］A PICTORI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CHINA 

［书目卷册］第 8 卷 

［丛书］1970-1979 

［第一责任人］程栋主编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史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方式成书。每 10 年为 1 卷。内容分为本月

大事要闻、文字报道、专题图片、背景图片、图片报道、图片说明等。 

［主题词］历史/中国/20 世纪/摄影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1970-1979/史料 

［知识责任］程栋 主编 

  

 

［正题名］图文 20 世纪中国史 

［并列题名］A PICTORI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CHINA 

［书目卷册］第 9 卷 

［丛书］1980-1989 

［第一责任人］程栋主编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史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方式成书。每 10 年为 1 卷。内容分为本月

大事要闻、文字报道、专题图片、背景图片、图片报道、图片说明等。 

［主题词］历史/中国/20 世纪/摄影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1980-1989/史料 

［知识责任］程栋 主编 

  

 

［正题名］图文 20 世纪中国史 



［并列题名］A PICTORI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CHINA 

［书目卷册］第 10 卷 

［丛书］1990-1999 

［第一责任人］程栋主编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史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方式成书。每 10 年为 1 卷。内容分为本月

大事要闻、文字报道、专题图片、背景图片、图片报道、图片说明等。 

［主题词］历史/中国/20 世纪/摄影集 

［主题词］历史/中国/1990-1999/史料 

［知识责任］程栋 主编 

  

 

［正题名］新华词典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 订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条目 47,231 条，其中单字条目 15,184 条，多字条目 32,047 条。语

文条目约占 40%，百科条目约占 60%。 

［主题词］汉语/词典 

  

 

［正题名］中国历史纪年表 

［第一责任人］方诗铭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附注内容］本表起于公元前 841 年西周共和元年，到公元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

止。分为十二诸侯（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及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

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民国等十五个纪年表。 

［主题词］通史/历史年表/中国/前 841-1949 

［知识责任］方诗铭 编 

  

 

［正题名］在感性与理性之间 

［副题名］中国当代流行语词解读 

［第一责任人］陈益群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 

［主题词］杂著/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汉语/研究 

［知识责任］陈益群 著 

  

 



［正题名］大转折的瞬间 

［副题名］目击中国农村改革 

［第一责任人］李锦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农村经济/经济改革/中国/1989-1999 

［知识责任］李锦 著 

  

 

［正题名］雾中风景 

［副题名］中国电影文化 1978-1998 

［第一责任人］戴锦华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作者关于电影文化研究的论文 17 篇。作者对新时期出现的重要电

影文本、电影作者代群、电影发展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阐释，并揭示了电影与新时期以

来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所形成的微妙的互动关系。 

［主题词］电影史/研究/中国/1978-1998 

［主题词］电影评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戴锦华 著 

  

 

［正题名］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 

［副题名］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 

［第一责任人］许子东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主题词］当代文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小说/文学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许子东 著 

  

 

［正题名］东风与西风 

［第一责任人］罗志田，葛小佳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11 

［丛编题名］读书文丛 

［主题词］东西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罗志田 

［知识责任］葛小佳 著 

  

 

［正题名］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 



［并列题名］Interkultureller Dialog mit China 

［第一责任人］（德）卜松山著 

［译者］刘慧儒，张国刚等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世界汉学论丛 

［主题词］比较文化/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主题词］汉学/研究 

［知识责任］卜松山 著 

［知识责任］Pohl 著 

［次知识责任］刘慧儒 译 

［次知识责任］张国刚 译 

  

 

［正题名］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并列题名］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第一责任人］（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 

［译者］郭官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社会理论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舒坎普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德国/现代 

［知识责任］哈贝马斯 著 

［知识责任］Habermas 著 

［次知识责任］郭官义 译 

  

 

［正题名］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 

［副题名］典范转移？ 

［第一责任人］石元康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海外学人丛书 

［主题词］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石元康 著 

  

 

［正题名］现代性的追求 

［副题名］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 

［第一责任人］李欧梵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海外学人丛书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现代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欧梵 著 

  

 

［正题名］北大旧事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夏晓虹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1 

［知识责任］陈平原 编 

［知识责任］夏晓虹 编 

  

 

［正题名］理性与艺术外交大师 

［副题名］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李宏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知识责任］李宏 著 

  

 

［正题名］中国革命道德 

［第一责任人］乔法容，朱金瑞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乔法容 主编 

［知识责任］朱金瑞 主编 

  

 

［正题名］孔乙己外传 

［副题名］小说集附评 

［第一责任人］金克木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主题词］当代文学/作品集 

［知识责任］金克木 著 

  

 

［正题名］卖艺黄家 

［第一责任人］黄宗江等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宗江 著 

  

 

［正题名］检讨书 

［副题名］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 

［第一责任人］郭晓惠等编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作家/生平事迹/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郭晓惠 编 

  

 

［正题名］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副题名］907-1368 年 

［第一责任人］（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 

［译者］史卫民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辽代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西夏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金代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傅海波 编 

［知识责任］崔瑞德 编 

［次知识责任］史卫民 译 

  

 

［正题名］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并列题名］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书目卷册］第 11 卷 

［丛书］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 

［并列题名］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Wide Problems 

［副题名］1870-1898 

［第一责任人］（英）F.H.欣斯利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附注内容］本书为克拉克爵士主编的 14 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第 11 卷。新编本

反映了英国著名学者 新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

学术水平。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1870-1898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世界/1870-1898 

［知识责任］欣斯利 编 



［知识责任］Hinsley 编 

  

 

［正题名］中国表情 

［副题名］150 年悲欣之图片纪录 

［第一责任人］白芨，午马编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人像摄影/中国/摄影集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摄影集 

［知识责任］白芨 编著 

［知识责任］午马 编著 

  

 

［正题名］重见中国 

［副题名］1954 年-1994 年的经历 

［第一责任人］（德）汉斯·迈耶著 

［译者］徐静华译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访华观感 

［知识责任］迈耶 著 

［知识责任］Mayer 著 

［次知识责任］徐静华 译 

  

 

［正题名］中国建筑史 

［第一责任人］梁思成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建筑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梁思成 著 

  

 

［正题名］寻找方大曾 

［副题名］一个失踪的摄影家 

［第一责任人］中国摄影出版社编 

［出版者］中国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新闻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正题名］浮世绘影 

［副题名］老月份牌中的上海生活 



［第一责任人］素素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素素 编 

  

 

［正题名］故都变迁记略 

［第一责任人］余棨昌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旧京景物笔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原系民国时期出版，现经整理、标点，与其它相关资料文献共同组成一套

北京史地丛书出版。 

［知识责任］余棨昌 著 

  

 

［正题名］消逝的风俗 

［第一责任人］牧雨，齐放编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风俗习惯/图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牧雨 编著 

［知识责任］齐放 编著 

  

 

［正题名］老北京的生活 

［第一责任人］华孟阳，张洪杰编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华孟阳 编著 

［知识责任］张洪杰 编著 

  

 

［正题名］老广告 

［第一责任人］由国庆编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广告/历史/天津/作品集 

［知识责任］由国庆 编著 

  

 

［正题名］上海老房子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杨嘉祐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建筑/史料/上海/近代 

［知识责任］杨嘉祐 著 

  

 

［正题名］老广州写照 

［第一责任人］张遇，王娟主编 

［出版者］安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知识责任］张遇 主编 

［知识责任］王娟 主编 

  

 

［正题名］老南京写照 

［第一责任人］张遇，王娟主编 

［出版者］安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知识责任］张遇 主编 

［知识责任］王娟 主编 

  

 

［正题名］浦东老镜头 

［第一责任人］《浦东老镜头》编委会编 

［出版者］上海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正题名］老昆明 

［副题名］金马碧鸡 

［第一责任人］于坚著文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OLD CITY eng 

［附注内容］昆明市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知识责任］于坚 著文 

  

 

［正题名］老北京 

［副题名］变奏前门 

［第一责任人］徐城北著文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OLD CITY eng 



［附注内容］中国照片档案馆等供稿 

［知识责任］徐城北 著文 

  

 

［正题名］老武汉 

［副题名］永远的浪漫 

［第一责任人］池莉著文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OLD CILY eng 

［附注内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供稿 

［主题词］武汉/史料 

［知识责任］池莉 著文 

  

 

［正题名］老香港 

［副题名］东方之珠 

［第一责任人］程乃珊著文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OLD CITY eng 

［附注内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知识责任］程乃珊 著文 

  

 

［正题名］老杭州 

［副题名］湖山人间 

［第一责任人］李杭育著文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OLD CITY eng 

［附注内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供稿 

［知识责任］李杭育 著文 

  

 

［正题名］老苏州 

［副题名］水巷寻梦 

［第一责任人］陆文夫著文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OLD CITY eng 

［附注内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知识责任］陆文夫 著文 

  



 

［正题名］岁月风情 

［副题名］中国社会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毛佩琦主编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毛佩琦 主编 

  

 

［正题名］译林旧踪 

［第一责任人］邹振环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旧踪丛书 

［主题词］翻译/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邹振环 著 

  

 

［正题名］女界旧踪 

［第一责任人］郭汾阳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旧踪丛书 

［主题词］女性/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郭汾阳 著 

  

 

［正题名］影坛旧踪 

［第一责任人］陈墨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旧踪丛书 

［主题词］电影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陈墨 著 

  

 

［正题名］中日朝三国历史纪年表 

［第一责任人］徐红岚编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知识责任］徐红岚 编著 

  

 



［正题名］大江东流 

［副题名］川畑一子与解放军一起走过的青春道路 

［第一责任人］（日）川畑一子著 FChuan Tian Yi Zi Zhu 

［译者］马黎明译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回忆录/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川畑一子 著 

  

 

［正题名］20 年记忆 

［副题名］中国改革 放 20 年人物志 

［第一责任人］张光途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电视系列片/解说词/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光途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 

［第一责任人］刘克祥，陈争平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近代（1840-1949） 

［知识责任］刘克祥 著 

［知识责任］陈争平 著 

  

 

［正题名］红摇篮 

［第一责任人］王颖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托儿所/延安/1937-1949/史料 

［知识责任］王颖 著 

  

 

［正题名］百年中国 

［第一责任人］陈晓卿主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二十世纪/史料 

［知识责任］陈晓卿 主编 



  

 

［正题名］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第一责任人］王光美，刘源等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知识责任］王光美 著 

［知识责任］刘源 著 

  

 

［正题名］行业神崇拜 

［副题名］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乔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了三百六十行从业者所奉诸神的基本面貌及从业者造神的心理、方法

和文化底蕴，阐明了与行业神崇拜有关的中国民间信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许多规律。 

［主题词］神/行业组织/研究/中国 

［主题词］偶像崇拜/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乔 著 

  

 

［正题名］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 

［第一责任人］王学典，孙延杰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知识责任］王学典 著 

［知识责任］孙延杰 著 

  

 

［正题名］流浪金三角 

［第一责任人］邓贤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邓贤 著 

  

 

［正题名］庚子之变图志 

［第一责任人］赵健莉编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史料/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赵健莉 编著 



  

 

［正题名］文明的祈盼 

［副题名］影响人类的十大文明理论 

［第一责任人］辛向阳，王鸿春主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丛编题名］文明箴言丛书 

［主题词］思想史/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辛向阳 主编 

［知识责任］王鸿春 主编 

  

 

［正题名］我家 

［第一责任人］遇罗文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知识责任］遇罗文 著 

  

 

［正题名］云南：联贯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 

［副题名］19 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 

［第一责任人］（英）H· R·戴维斯著 

［译者］李安秦等译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风俗习惯/云南/图集 

［主题词］地方史/云南/史料 

［知识责任］戴维斯 著 

  

 

［正题名］协商建国 

［副题名］1948-1949 中国党派政治日志 

［第一责任人］郝在今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郝在今 著 

  

 

［正题名］世纪之问 

［副题名］来自知识界的声音 

［第一责任人］李辉，应红编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李辉 编著 

［知识责任］应红 编著 

  

 

［正题名］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 120 周年学术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孙敦恒，钱竞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孙敦恒 编 

［知识责任］钱竞 编 

  

 

［正题名］王国维之死 

［第一责任人］罗继祖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知识责任］罗继祖 主编 

  

 

［正题名］吕振羽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胡良甫，阮芳纪，戴 柱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胡良甫 主编 

［知识责任］阮芳纪 主编 

［知识责任］戴 柱 主编 

  

 

［正题名］中国丧服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丁凌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社会转型与法律学术丛书 cgrs225f 曹建明主编 

［主题词］丧葬服装/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丁凌华 著 

  

 

［正题名］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 

［第一责任人］闵抗生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闵抗生 著 

  

 

［正题名］叫魂 

［副题名］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第一责任人］（美）孔飞力著 

［译者］陈兼，刘昶译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上海三联文库 海外中国学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哈佛大学出版社授权翻译出版 

［主题词］巫术/中国/1768 

［知识责任］孔飞力 著 

［次知识责任］陈兼 译 

［次知识责任］刘昶 译 

  

 

［正题名］东史郎日记图证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图集 

  

 

［正题名］东史郎和他的诉讼案 

［副题名］一个日本侵华老兵的反省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 

［出版者］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正题名］战争罪责 

［副题名］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社会调查 

［第一责任人］（日）野田正彰著 

［译者］朱春立，刘燕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战争反思丛书 

［主题词］社会调查 

［知识责任］野田正彰 著 

［次知识责任］朱春立 译 

［次知识责任］刘燕译 译 

  



 

［正题名］台湾史纲要 

［第一责任人］田珏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大学历史丛书 

［附注内容］书后附：台湾大事年表 

［知识责任］田珏 著 

  

 

［正题名］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 

［副题名］1969.1-1999.12 

［第一责任人］唐正瑞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选取了 1969 至 1999 年中美关系发展史上 具历史性变化的三十年，就中

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立场进行了阐释，对我国可以坚决反对外来势力干涉和插手台湾问题，

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充满了信心。 

［主题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1969-1999/史料 

［知识责任］唐正瑞 著 

  

 

［正题名］美国文化与外交 

［第一责任人］王晓德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主题词］文化/影响/外交政策/研究/美国 

［知识责任］王晓德 著 

  

 

［正题名］1966 前夜 

［第一责任人］甘铁生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甘铁生 著 

  

 

［正题名］延安整风实录 

［第一责任人］高新民，张树军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延安整风运动/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高新民 著 

［知识责任］张树军 著 

  

 

［正题名］时间简史 

［副题名］从大爆炸到黑洞 

［第一责任人］（英）史蒂芬·霍金著 

［译者］许明贤，吴忠超译 

［出版者］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丛编题名］第一推动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主题词］宇宙学/研究 

［主题词］时间/研究 

［知识责任］霍金 著 

［次知识责任］许明贤 译 

［次知识责任］吴忠超 译 

  

 

［正题名］时间简史续编 

［第一责任人］（英）史蒂芬·霍金编 

［译者］胡小明，吴忠超译 

［出版者］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丛编题名］第一推动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主题词］时间/研究 

［主题词］宇宙学/研究 

［知识责任］霍金 编 

［次知识责任］胡小明 译 

［次知识责任］吴忠超 译 

  

 

［正题名］杨尚奎传 

［第一责任人］杨佩瑾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知识责任］杨佩瑾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五十年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邢贲思主编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邢贲思 主编 

  

 

［正题名］中国大学 

［副题名］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 

［第一责任人］（加）许美德 

［译者］许洁英主译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共七章，内容包括：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社会主义时期的高等教育、改

革十年中的中国大学、中南地区的高等教育概况、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状况、高等教育的

大众化和中国大学等。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1895-1995 

［知识责任］许美德 著 

［次知识责任］许洁英 主译 

  

 

［正题名］中华民族知识通览 

［第一责任人］郭大烈，董建中编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中华各民族知识丛书 cgrs225f 主编赵绍敏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历史 

［知识责任］郭大烈 编 

［知识责任］董建中 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焦润明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焦润明 著 

  

 

［正题名］新中国教育行政管理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编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教育行政/行政管理/中国/1949-1999 

  

 

［正题名］吴宓日记 

［书目卷册］第七册 



［丛书］1939-1940 

［第一责任人］吴宓著 

［译者］吴学昭整理注释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6 

［知识责任］吴宓 著 

［次知识责任］吴学昭 整理注释 

  

 

［正题名］吴宓日记 

［书目卷册］第八册 

［丛书］1941-1942 

［第一责任人］吴宓著 

［译者］吴学昭整理注释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6 

［知识责任］吴宓 著 

［次知识责任］吴学昭 整理注释 

  

 

［正题名］吴宓日记 

［书目卷册］第九册 

［丛书］1943-1945 

［第一责任人］吴宓著 

［译者］吴学昭整理注释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6 

［知识责任］吴宓 著 

［次知识责任］吴学昭 整理注释 

  

 

［正题名］吴宓日记 

［书目卷册］第十册 

［丛书］1945-1948 

［第一责任人］吴宓著 

［译者］吴学昭整理注释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6 

［知识责任］吴宓 著 

［次知识责任］吴学昭 整理注释 

  

 

［正题名］慈禧恋爱史和她的权威 

［第一责任人］（清）德龄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晚清宫闱秘闻丛书 

［知识责任］德龄 著 

  

 

［正题名］光绪帝毕生血泪史 

［第一责任人］（清）德龄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晚清宫闱秘闻丛书 

［知识责任］德龄 著 

  

 

［正题名］慈禧太后私生活秘录 

［第一责任人］（清）德龄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晚清宫闱秘闻丛书 

［知识责任］德龄 著 

  

 

［正题名］悠悠千载一金莲 

［副题名］中国的缠足文化 

［第一责任人］徐海燕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花喜鹊”民俗文库 cgrs225h 第一辑 

［主题词］缠足/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化史/专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徐海燕 著 

  

 

［正题名］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 

［副题名］传统广告艺术史略 

［第一责任人］曲彦斌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花喜鹊”民俗文库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分中国招幌、中国招徕市声两部分。具体内容包括招幌概说；招幌类型；

招幌文化论；招“市声”辨析；口头招徕市声的发生与流变；器乐招徕市声源流等。 

［主题词］招牌/商业史/中国 

［主题词］广告/艺术史/中国 

［知识责任］曲彦斌 著 



  

 

［正题名］头发与发饰民俗 

［副题名］中国的发文化 

［第一责任人］叶大兵，叶丽娅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花喜鹊”民俗文库 cgrs225h 第一辑 

［主题词］理发/风俗习惯/中国 

［主题词］头饰/习惯风俗/中国 

［知识责任］叶大兵 著 

［知识责任］叶丽娅 著 

  

 

［正题名］新诗三百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牛汉，谢冕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新诗/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牛汉 主编 

［知识责任］谢冕 主编 

  

 

［正题名］新诗三百首 

［书目卷册］贰 

［第一责任人］牛汉，谢冕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新诗/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牛汉 主编 

［知识责任］谢冕 主编 

  

 

［正题名］新诗三百首 

［书目卷册］叁 

［第一责任人］牛汉，谢冕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诗歌/中国/当代/选集 

［知识责任］牛汉 主编 

［知识责任］谢冕 主编 

  

 



［正题名］红色恋情 

［副题名］ 国将帅与夫人的情感档案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创民编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军事家/亲属/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创民 编著 

  

 

［正题名］红色恋情 

［副题名］ 国将帅与夫人的情感档案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创民编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军事家/亲属/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创民 编著 

  

 

［正题名］剑桥插图考古史 

［第一责任人］保罗·G·巴恩主编 

［译者］郭小凌，王晓秦译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考古学史/普及读物 

［知识责任］巴恩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小凌 译 

［次知识责任］王晓秦 译 

  

 

［正题名］旧闻珍影 

［第一责任人］钱宗灏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史料/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钱宗灏 主编 

  

 

［正题名］都市里的杂巴地 

［副题名］中国传统闹市扫描 

［第一责任人］齐守成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花喜鹊”民俗文库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除描述江湖黑社会现象之外，主要是社会民俗事象的展现，涉及“杂巴地

儿”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内容包括：杂巴地儿的杂技艺；杂巴地儿的杂规矩；杂巴地儿的杂

事象等。 

［主题词］城市/商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齐守成 著 

  

 

［正题名］清代边疆 发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马汝珩，成崇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边疆地区/地区 发/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马汝珩 主编 

［知识责任］成崇德 主编 

  

 

［正题名］清代边疆 发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马汝珩，成崇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边疆地区/地区 发/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马汝珩 主编 

［知识责任］成崇德 主编 

  

 

［正题名］中外文学交流史 

［第一责任人］周发祥，李岫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百科史苑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学/文化史/中国/外国 

［知识责任］周发祥 主编 

［知识责任］李岫 主编 

  

 

［正题名］中外医学交流史 

［第一责任人］李经纬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丛编题名］百科史苑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 

［主题词］医学/文化交流/中国/世界 

［知识责任］李经纬 主编 

  

 

［正题名］历史的审判 

［副题名］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历史的审判》编辑组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林彪反党集团/审理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审理 

  

 

［正题名］历史的审判 

［副题名］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历史的审判》编辑组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林彪反党集团/审理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审理 

  

 

［正题名］国患 

［副题名］当代中国腐败现象反思录 

［第一责任人］邵道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廉政建设/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邵道生 著 

  

 

［正题名］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第一责任人］（美）约瑟夫·R·列文森著 

［译者］郑大华，任菁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新传统主义 

［主题词］儒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列文森 著 

［次知识责任］郑大华 译 

［次知识责任］任菁 译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义禄，张劲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义禄 著 

［知识责任］张劲 著 

  

 

［正题名］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丸山真男著 

［译者］王中江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学术前沿 cgrs225h 第二辑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丸山真男 著 

［次知识责任］王中江 译 

  

 

［正题名］李自成终归何处 

［副题名］兼评《李自成结局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重日主编 

［出版者］三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刘重日 主编 

  

 

［正题名］内蒙古近代史译丛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内蒙古大学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研究所编，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

所编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内蒙古近代史丛书 

［附注内容］次书系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赠送 

［主题词］地方史/内蒙古/近代/译丛 

  

 

［正题名］内蒙古近代简史 

［第一责任人］郝维民主编 

［出版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主题词］地方史/内蒙古/近代 

［知识责任］郝维民 主编 

  

 

［正题名］内蒙古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郝维民主编 

［出版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知识责任］郝维民 主编 

  

 

［正题名］内蒙古自治区史 

［第一责任人］郝维民主编 

［出版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 

［主题词］地方史/内蒙古/1947-1987 

［知识责任］郝维民 主编 

  

 

［正题名］文旗随战鼓 

［副题名］《晋察冀日报》文学作品选 

［第一责任人］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0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晋察冀根据地歌曲选 

［第一责任人］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革命歌曲/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仓夷文集 

［第一责任人］[仓夷著]FCang Yi Zhu 

［译者］《仓夷文集》编委会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仓夷 著 

  

 



［正题名］晋察冀日报社论选 

［副题名］1937～1948 

［第一责任人］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报纸/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主题词］社论/中国/1937-1948/选集 

  

 

［正题名］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施渡桥著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军事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施渡桥 著 

  

 

［正题名］汤姓源流 

［第一责任人］汤锦程著 

［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汤锦程 著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 

［书目卷册］（1949.10-1952）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图表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49-1952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 



［书目卷册］（1949.10-1952）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49-1952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社会主义工业化步基础建立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工业 

［书目卷册］（1953-1957）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53-1957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社会主义工业化步基础建立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工业 

［书目卷册］（1953-1957）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53-1957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三部 

［丛书］“大跃进”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一） 

［书目卷册］（1958-1960）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58-1960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三部 

［丛书］“大跃进”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一） 

［书目卷册］（1958-1960）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表格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58-1960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四部 

［丛书］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二） 

［书目卷册］（1961-1965）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61-1965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四部 

［丛书］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计划 

［书目卷册］（1961-1965）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61-1965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五部 

［丛书］“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三） 

［书目卷册］（1966-1976.10）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66-1976.10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五部 

［丛书］“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三） 

［书目卷册］（1966-1976.10）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66-1976.10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六部 

［丛书］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一） 

［书目卷册］（1976.11-1984）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76.11-1984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六部 

［丛书］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一） 

［书目卷册］（1976.11-1984）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76.11-1984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六部 

［丛书］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一） 

［书目卷册］（1976.11-1984）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76.11-1984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七部 

［丛书］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二） 

［书目卷册］（1985-1992）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85-1992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七部 

［丛书］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二） 

［书目卷册］（1985-1992）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85-1992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七部 

［丛书］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二） 

［书目卷册］（1985-1992）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85-1992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八部 

［丛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三） 

［书目卷册］（1993-1999） 

［书目卷册］s 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93-1999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八部 

［丛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三） 

［书目卷册］（1993-1999） 

［书目卷册］s 中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93-1999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八部 



［丛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工业 

［副题名］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三） 

［书目卷册］（1993-1999） 

［书目卷册］s 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93-1999 

  

 

［正题名］中国工业五十年 

［副题名］新中国工业通鉴 

［书目卷册］第九部 

［丛书］管理机构、主要行业、重点企业和工业精英 

［书目卷册］（1949-1999） 

［书目卷册］综合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49-1999 

  

 

［正题名］共和国建国内幕 

［第一责任人］洪军章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知识责任］洪军章 编著 

  

 

［正题名］隐藏的宫廷档案 

［副题名］1906 年光绪派大臣考察西方政治纪实 

［第一责任人］鸽子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史料/西方国家/近代 

［知识责任］鸽子 著 

  

 

［正题名］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刘国霖，（日）铃木传三郎著 

［译者］刘国霖译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知识责任］刘国霖 著 

［知识责任］铃木传三郎 著 

［次知识责任］刘国霖 译 

  

 

［正题名］基督教在近代韩国 

［第一责任人］王春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cgrs225f 主任委员庄锡昌 

［附注内容］本书由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支援刊行 

［主题词］基督教史/研究/韩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春来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 

［副题名］1921—1945 

［第一责任人］石源华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资助刊印 

［知识责任］石源华 编著 

  

 

［正题名］东史郎战地日记 

［副题名］1938.10-1939.9 

［第一责任人］（日）东史郎著 

［译者］王丹丹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在 1938 年 10 月至 1939 年 9 月随日军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服

役、辗转入侵华中地区的经历实录和作为一个日军上等兵的内心纪实，是一份珍贵的日本侵

华史料，也是从反面提供的一部历史读物。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东史郎 著 

  

 

［正题名］表现他者 

［副题名］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 

［副题名］1888-1988 

［第一责任人］欧阳昱编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对 100 年来澳大利亚文学中对中国人的人物形象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并从

文化大背景、地理原因以及微妙的民族心理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述。 

［主题词］小说/人物形象/文学研究/澳大利亚/1888-1988 

［知识责任］欧阳昱 编著 

  

 

［正题名］台港澳侨概论 

［第一责任人］薛毅，彭元杰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概况，还讲述了华侨和华人的基本概况， 后论

述了“一国两制”方针的伟大意义等。 

［主题词］华侨/概况/世界/现代 

［主题词］一国两制/中国 

［知识责任］薛毅 著 

［知识责任］彭元杰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台湾）苏同炳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苏同炳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台湾）苏同炳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苏同炳 著 

  

 

［正题名］张学良轶事 

［第一责任人］王云鹏，张友坤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知识责任］王云鹏 编著 

［知识责任］张友坤 编著 

  

 



［正题名］个人档案（1941—1994） 

［副题名］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 

［并列题名］GEREN DANGAN(1941-1994) 

［副题名］SULIAN KEGEBO ZHUXI FU.YA.KELIUQIKEFU YUZHONG ZISHU 

［第一责任人］（俄）弗·亚·克留奈科夫著 

［译者］何希泉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以纪实的手法、翔实的史料和丰富的内容对 20 世纪下半叶作者亲身经历

并参与领导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做了详细的论述，同时对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所在做了全面

深刻的分析和总结。 

［主题词］政治事件/苏联/1941-1994 

［知识责任］克留奈科夫 著 

［次知识责任］何希泉 译 

  

 

［正题名］共和国法制建设 50 年 

［第一责任人］肖义舜主编 

［译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宣传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部组织编写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消义舜 主编 

  

 

［正题名］中国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第一责任人］葛兆光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7 世纪 

［知识责任］葛兆光 著 

  

 

［正题名］北京大学年鉴 

［书目卷册］1999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年鉴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者］北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正题名］张学良世纪风采 

［第一责任人］张友坤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画册收入近 600 张照片。1935 年以前的内容从简，对“西安兵谏”、“幽居

岁月”、“定居美国”做重点介绍。全书共分十五个章节。 

［知识责任］张友坤 编著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31 

［书目卷册］第 7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32 

［书目卷册］第 8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中共中央/文件/1932/选集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33 

［书目卷册］第 9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中共中央/文件/1933/选集 

  

 

［正题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副题名］1934-1935 

［书目卷册］第 10 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3 

［主题词］中共中央/文件/1934-1935/选集 

  

 

［正题名］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 

［书目卷册］一 

［丛书］张学良东北易帜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东北军/档案资料/中国/1928.8-1929.5 

［主题词］国民政府/档案资料/中国/1928.8-1929.5 

  

 

［正题名］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 

［书目卷册］二 

［丛书］张学良与中原大战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东北军/档案资料/中国/1930.1-1931.1 

［主题词］国民政府/档案资料/中国/1930-1931.1 

  

 

［正题名］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 

［书目卷册］三 

［丛书］张学良与中原大战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东北军/档案资料/中国/1930.1-1931.1 

［主题词］国民政府/档案资料/中国/1930-1931.1 

  

 

［正题名］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 

［书目卷册］四 

［丛书］张学良与中原大战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东北军/档案资料/中国/1930.1-1931.1 

［主题词］国民政府/档案资料/中国/1930-1931.1 

  

 

［正题名］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 

［书目卷册］五 

［丛书］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东北军/档案资料/中国/1928.7-1933.3 

［主题词］国民政府/档案资料/中国/1928.7-1933.3 

  

 

［正题名］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 

［书目卷册］六 

［丛书］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东北军/档案资料/中国/1928.7-1933.3 

［主题词］国民政府/档案资料/中国/1928.7-1933.3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03.6-1907.5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07.4-1010.7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09.12--1912.7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12.12-1917.2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17.9-1924.12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25.1-1929.8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29.9-1931.11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22.11-1929.12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30.1-1931.8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31.9-1932.1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十一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32.2-1933.2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十二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33.2-1934.3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十三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34.3-1946.12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十四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46.12 

  

 

［正题名］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 

［书目卷册］十五 



［第一责任人］辽宁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侵华暴行/档案资料/日本/1946.12-1947.3 

  

 

［正题名］庚子事变摄影图集 

 

［正题名］原名，北清事变写真帖 

［第一责任人］（日）小川一真摄影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庚子事变摄影图集》 早出版于 1902 年，为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小

川一真在北京、天津等地拍摄的历史照片，主要是当时八国联军部队情况及沿途的一些照片，

是研究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及义和团运动真实的资料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近代史/摄影集 

［主题词］庚子事变/近代史/摄影集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近代史/摄影集 

［知识责任］小川一真 摄影 

  

 

［正题名］中国历史学年鉴 

［书目卷册］1996 

［第一责任人］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7.6 

［主题词］史学/中国/1996/年鉴 

  

 

［正题名］中国历史学年鉴 

［书目卷册］1997 

［第一责任人］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史学/中国/1997/年鉴 

  

 

［正题名］北平历届市政府市政会议决议录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地方政府/会议资料/北京/1928-1949 

  

 



［正题名］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 

［第一责任人］郭延礼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附注内容］本书是研究近代西学与中国近代文学关系的专著。书中介绍了西学在近代中国

的传播过程、渠道及其所引起的反应，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学在西学影响下的全方位变革。 

［主题词］近代文学/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郭延礼 著 

  

 

［正题名］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 

［第一责任人］陈居渊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梳理了清代朴学与文学各个发展阶段中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的内在规律，对朴学变迁与清代近三百年文学观念、文学思潮、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发生、

发展和演变规律作了深入的研究。 

［主题词］考据学/影响因素/古典文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居渊 著 

  

 

［正题名］民国军界名流归宿 

［第一责任人］完颜绍元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完颜绍元 著 

  

 

［正题名］民国文坛名流归宿 

［第一责任人］邢建榕主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邢建榕 主编 

  

 

［正题名］民国社会名流归宿 

［第一责任人］马长林主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马长林 主编 

  

 

［正题名］民国三教九流归宿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主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社会问题/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苏智良 主编 

  

 

［正题名］古罗马风化史 

［第一责任人］（德）奥托·基弗著 

［译者］姜瑞璋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万象书坊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研究/古罗马 

［知识责任］基弗 著 

［次知识责任］姜瑞璋 译 

  

 

［正题名］全球通史 

［副题名］1500 年以前的世界 

［并列题名］A Global History 

［第一责任人］（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Stavrianos,L.S.）著 

［译者］吴象婴，梁赤民译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世界史/古代史 

［主题词］世界史/中世纪史 

［知识责任］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知识责任］Stavrianos 著 

［次知识责任］吴象婴 译 

［次知识责任］梁赤民 译 

  

 

［正题名］全球通史 

［副题名］1500 年以后的世界 

［并列题名］A Global History 

［第一责任人］（美）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L.S.）著 

［译者］吴象婴，梁赤民译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世界史/中世纪史 

［知识责任］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知识责任］Stavrianos 著 

［次知识责任］吴象婴 译 

［次知识责任］梁赤民 译 

  

 

［正题名］张学良年谱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张友坤，钱进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丛编题名］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献给张学良将军 96 华诞暨西安事变 60 周年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 山东国际经济 发公司资助出版 

［知识责任］张友坤 主编 

［知识责任］钱进 主编 

  

 

［正题名］张学良年谱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友坤，钱进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丛编题名］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献给张学良将军 96 华诞暨西安事变 60 周年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 山东国际经济 发公司资助出版 

［知识责任］张友坤 主编 

［知识责任］钱进 主编 

  

 

［正题名］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路遥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调查/资料/汇编 

［知识责任］路遥 主编 

  

 

［正题名］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路遥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调查/资料/汇编 

［知识责任］路遥 主编 

  

 

［正题名］义和团研究一百年 

［第一责任人］苏位智，刘天路主编 

［译者］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研究/概况 

［知识责任］苏位智 主编 

［知识责任］刘天路 主编 

  

 

［正题名］山东民间秘密教门 

［第一责任人］路遥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帮会/山东/史料 

［知识责任］路遥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纪之间思想史的再认识》、

《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等论文、评论、书

评 20 余篇。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回忆与怀念 

［第一责任人］张克明著 

［知识责任］张克明 著 

  

 

［正题名］千年之交的较量 

［副题名］抗议大阪反华集会与日本 高法院对东史郎案不公正判决文集 

［第一责任人］朱成山编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系南京朱成山赠阅 

［附注内容］本书从一个侧面集中了中国人民抗议大阪反华集会和日本 高法院对东史郎案

不公正判决的较量过程，揭露了日本右翼势力疯狂地否定历史的卑劣行径 

［主题词］爱国主义教育/教材 

［知识责任］朱成山 编著 

  

 

［正题名］正义与邪恶交锋实录 



［副题名］《东史郎日记》案图集 

［第一责任人］朱成山，（日）山内小夜子主编 

［译者］常娥，燕龙溪，北山敏博，（日）山本千夫（日）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图案 

［知识责任］朱成山 主编 

［知识责任］山内小夜子 主编 

［次知识责任］常娥 译 

［次知识责任］燕龙溪 译 

［次知识责任］北山敏博（日） 译 

［次知识责任］山本千夫（日） 译 

  

 

［正题名］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 

［丛书］浙江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浙江卷》

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工会运动/史料/中国 

［主题词］工会运动/史料/浙江/现代 

  

 

［正题名］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 

［丛书］浙江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浙江卷》

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工会运动/史料/中国 

［主题词］工会运动/史料/浙江/现代 

  

 

［正题名］毛泽东文集 

［书目卷册］第六集 

［丛书］1949.10-1955.12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次知识责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正题名］毛泽东文集 

［书目卷册］第七集 

［丛书］1956.1-1958.12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次知识责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正题名］毛泽东文集 

［书目卷册］第八集 

［丛书］1959.2-1975.7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文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次知识责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正题名］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大年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大年 著 

  

 

［正题名］温州近代史 

［第一责任人］胡珠生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史/浙江/温州市/近代 

［知识责任］胡珠生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译丛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3.9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译丛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译丛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5.6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译丛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技术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吴熙敬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技术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技术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熙敬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技术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吴熙敬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技术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技术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熙敬 主编 

  

 

［正题名］西方犯罪学史 

［并列题名］History of criminology in the west 

［第一责任人］吴宗宪著 

［出版者］警官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7 

［主题词］犯罪学/法学史/西方国家 

［主题词］犯罪学/法学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吴宗宪 著 



  

 

［正题名］燕京学报 

［书目卷册］新八期 

［第一责任人］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0.5/期刊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知识责任］周一良 主编 

  

 

［正题名］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书目卷册］200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农业经济/农村/人口/中国/1992/年鉴 

  

 

［正题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 

［副题名］1999 

［并列题名］The Advanced Repor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99) 

［第一责任人］李铁映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报告/中国/1999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报告/中国/1999 

［知识责任］李铁映 主编 

  

 

［正题名］现代西汉汉西词典 

［并列题名］Diccionario moderno Espanol-Chino Chino-Espanol 

［第一责任人］毛金里等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西汉和汉西词目各两万多条，释义准确,除收录了西、汉常用词汇

外，还注意收入近年来出版的新词语。 

［主题词］对照词典/西班牙/汉语 

［知识责任］毛金里 编 

  

 

［正题名］现代法汉汉法词典 

［并列题名］Dictionnaire Francais—Chinois et Chinois—Francais contemporain 



［第一责任人］徐秀芝等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主题词］对照词典/法语/汉语 

［知识责任］徐秀芝 编 

  

 

［正题名］现代日汉汉日词典 

［并列题名］Gendai nichuchunichi jiten 

［第一责任人］王萍等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主题词］对照词典/日语/汉语 

［知识责任］王萍 编 

  

 

［正题名］陈云年谱 

［副题名］1905-1995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朱佳木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知识责任］朱佳木 主编 

  

 

［正题名］陈云年谱 

［副题名］1905-1995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朱佳木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知识责任］朱佳木 主编 

  

 

［正题名］陈云年谱 

［副题名］1905-1995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朱佳木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知识责任］朱佳木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发展评论回顾与展望 

［第一责任人］于学军，解振明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国人口与发展丛书 

［主题词］人口/问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于学军 主编 

［知识责任］解振明 主编 

  

 

［正题名］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田培栋著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为明清时期陕北社会经济的破坏；第二章为明清时期关

中地区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第三章为明清时期陕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第四章为清代秦巴山

区“老林”的乱伐滥砍及其严重后果；第五章为明清时期活跃在全国各地的陕西商帮。 

［主题词］经济史/陕西省/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田培栋 著 

  

 

［正题名］毛泽东和省委书记们 

［第一责任人］李约翰，谭德山，王春明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6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十几位五六十年代当过省委书记的老同志的回忆，讲述了省委书记们

和毛泽东接触和交往的故事。 

［知识责任］李约翰 著 

［知识责任］谭德山 著 

［知识责任］王春明 著 

  

 

［正题名］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正题名］印藏佛教史 

［第一责任人］刘立千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前、后两编：前编，印度佛教，包括：佛时与佛后之教法、大乘之建

立、大乘之发展等；后编，西藏佛教，包括：佛教如何传入、佛教之分派等内容。 

［主题词］佛教史/印度 

［主题词］佛教史/西藏 

［知识责任］刘立千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许纪霖 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许纪霖 编 

  

 

［正题名］苏东坡传 

［第一责任人］林语堂著 

［译者］张振玉译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丛书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林语堂 著 

［次知识责任］张振玉 译 

  

 

［正题名］中国著作权实用手册 

［第一责任人］国家版权局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著作权/手册/中国 

  

 

［正题名］卢作孚文集 



［第一责任人］[卢作孚著] 

［译者］凌耀伦，熊甫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知识责任］卢作孚 ALu Zuo Fu 著 

［次知识责任］凌耀伦 编 

［次知识责任］熊甫 编 

  

 

［正题名］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孙怀阳，程贤敏主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藏族/民族人口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藏族/民族社会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孙怀阳 主编 

［知识责任］程贤敏 主编 

  

 

［正题名］民国时期中苏关系 

［书目卷册］1917-1949 

［第一责任人］田保国著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1917-1949 

［知识责任］田保国 著 

  

 

［正题名］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继光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土司/氏族谱系/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继光 著 

  

 

［正题名］王国维学术随笔 

［第一责任人］王国维著 

［译者］赵利栋辑校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王国维 著 

［次知识责任］赵利栋 辑校 

  



 

［正题名］中国电影史 

［副题名］1937-1945 

［第一责任人］李道新著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是 1937-1945 有关中国电影历史的一部断代史。全书以战争为切入点，从

战争与历史进程、战争与文化命运、战争与艺术发展，尤其是战争与电影生存状态等关系的

角度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即 1937-1945 年中国电影发展的全貌。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李道新 著 

  

 

［正题名］长征丰碑 

［副题名］长征路寻胜 

［第一责任人］温元麟编著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研究/1934-1936 

［知识责任］温元麟 编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学年鉴 

［副题名］1995.7-1998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社会学/中国/1995.7-1998/年鉴 

  

 

［正题名］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副题名］分析与探索 

［第一责任人］杨洁勉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主题词］中美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杨洁勉 编著 

  

 

［正题名］冯友兰选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单纯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单纯 编 

  

 

［正题名］冯友兰选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单纯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单纯 编 

  

 

［正题名］近代藏事研究 

［第一责任人］喜饶尼玛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西藏/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喜饶尼玛 著 

  

 

［正题名］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 

［副题名］梁慧星先生主编之中国大陆法学思潮集 

［第一责任人］梁慧星主编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法学思潮——20 世纪民法回顾》、《中国

统一合同法的起草》、《论公、私法二元结构与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互 与冲突：文化因素

透视》等 10 篇文章。 

［主题词］民法/研究/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合同法/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梁慧星 主编 

  

 

［正题名］地图的力量 

［第一责任人］（美）丹尼斯·伍德著 

［译者］王志弘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另类丛书 cgrs225f 石涛主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The Power of Maps 

［主题词］地图/性质/研究 

［主题词］地图/作用/研究 

［知识责任］伍德 著 

［知识责任］Wood 著 

［次知识责任］王志弘 译 

  

 

［正题名］中国社会思想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王处辉编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8 

［主题词］社会学/思想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王处辉 编著 

  

 

［正题名］李鸿章传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二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并加以论断。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末代状元张謇家族百年纪 

［第一责任人］常宗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从末代状元张謇经张孝若到张绪武这个家族以谋社会进步的志向，

放与进取的精神，不尚虚浮的家风，影响着中国的百年史。 

［知识责任］常宗虎 著 

  

 

［正题名］话说周恩来 

［副题名］知情者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 51 篇文章，来源于对许多老同志和当事人的访问记录，从多方面、多

角度讲述了周恩来同志的思想、业绩和风范。 

  

 



［正题名］话说朱德 

［副题名］知情者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66 篇访问记录和少量手稿，由被采访者讲述他们当年和朱德的交

往和感受，为研究朱德提供出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发展大典 

［副题名］1999-2004 

［书目卷册］第一部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发展大典》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现代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发展大典 

［副题名］1999-2004 

［书目卷册］第二部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发展大典》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现代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发展大典 

［副题名］1999-2004 

［书目卷册］第三部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发展大典》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现代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发展大典 

［副题名］1999-2004 

［书目卷册］第四部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发展大典》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现代 

  



 

［正题名］狂潮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谢远学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谢远学 主编 

  

 

［正题名］晨钟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谢远学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谢远学 主编 

  

 

［正题名］风暴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谢远学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谢远学 主编 

  

 

［正题名］铁流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谢远学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谢远学 主编 

  

 

［正题名］血花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谢远学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谢远学 主编 

  

 

［正题名］破晓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谢远学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谢远学 主编 

  

 

［正题名］奠基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谢远学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谢远学 主编 

  

 

［正题名］热土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谢远学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谢远学 主编 

  

 

［正题名］旋涡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谢远学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谢远学 主编 

  

 

［正题名］春晖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谢远学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谢远学 主编 

  

 

［正题名］旗帜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谢远学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谢远学 主编 

  

 

［正题名］挑战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谢远学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风云丛书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谢远学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英）迪克·威尔逊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威尔逊 著 

［次知识责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编译 

  

 

［正题名］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英）迪克·威尔逊著 



［译者］封长虹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知识责任］威尔逊 著 

［次知识责任］封长虹 译 

  

 

［正题名］当代中韩关系 

［第一责任人］刘金质，张敏秋，张小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附注内容］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支援刊行 

［知识责任］刘金质 著 

［知识责任］张敏秋 著 

［知识责任］张小明 著 

  

 

［正题名］中国重返联合国纪实 

［第一责任人］张树德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丛编题名］国际聚焦丛书 

［主题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张树德 著 

  

 

［正题名］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社会科学/概况/中国/1949－1999 

  

 

［正题名］中国宗教通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牟钟鉴，张践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宗教学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牟钟鉴 著 

［知识责任］张践 著 



  

 

［正题名］中国宗教通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牟钟鉴，张践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宗教学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牟钟鉴 著 

［知识责任］张践 著 

  

 

［正题名］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史料汇集 

［第一责任人］赵学毅，常为民，欧声明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中央政府/行政管理/西藏/史料 

［主题词］喇嘛教/宗教仪式 

［主题词］转世制度/史料/西藏 

［知识责任］赵学毅 编 

［知识责任］常为民 编 

［知识责任］欧声明 编 

  

 

［正题名］中华文史论丛 

［并列题名］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书目卷册］总第六十三辑 

［第一责任人］李国章，赵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辑收《论古代中国的“吃菜”信仰》、《印欧人的密特拉崇拜》、《晚唐五代敦

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等 15 篇文章。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邓颖超文集 

［第一责任人］邓颖超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知识责任］邓颖超 著 

  

 

［正题名］昨天的革命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唐宝林主编 

［出版者］新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集 

［知识责任］唐宝林 主编 

  

 

［正题名］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论 

［并列题名］Commentary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Revolntionary History 

［第一责任人］曾庆榴，洪小夏主编 

［出版者］华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革命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曾庆榴 主编 

［知识责任］洪小夏 主编 

  

 

［正题名］中國社會歷史評論 

［并列题名］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书目卷册］第一卷 

［并列题名］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书目卷册］Volume Ⅰ 

［第一责任人］张国刚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有“从沙堤乡约谈明代乡约研究问题”、“20 世纪中国社会各界的家

族观”、“明代人口统计中的女口”、“中国之政治经济区”、“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明清时期

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等约 50 篇论文。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国刚 主编 

  

 

［正题名］中國社會歷史評論 

［并列题名］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书目卷册］第二卷 

［并列题名］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书目卷册］Volume Ⅱ 

［第一责任人］张国刚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有“从沙堤乡约谈明代乡约研究问题”、“20 世纪中国社会各界的家

族观”、“明代人口统计中的女口”、“中国之政治经济区”、“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明清时期

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等约 50 篇论文。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国刚 主编 

  

 

［正题名］佛学大辞典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丁福保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佛教/词典 

［知识责任］丁福保 编 

  

 

［正题名］佛学大辞典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丁福保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1991.12 

［主题词］佛教/词典 

［知识责任］丁福保 编 

  

 

［正题名］铁血北伐 

［第一责任人］张福兴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国民党军队兴衰实录 第一部 

［主题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福兴 编著 

  

 

［正题名］十年内战 

［第一责任人］张福兴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国民党军队兴衰实录 第二部 

［主题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福兴 编著 

  

 



［正题名］同仇御寇 

［第一责任人］张福兴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国民党军队兴衰实录 第三部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军事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福兴 编著 

  

 

［正题名］“反攻”梦灭 

［第一责任人］张福兴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国民党军队兴衰实录 第五部 

［主题词］1949 年以后/军事史/中国/台湾当局 

［知识责任］张福兴 编著 

  

 

［正题名］兵败大陆 

［第一责任人］张福兴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国民党军队兴衰实录 第四部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福兴 编著 

  

 

［正题名］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第一责任人］（美）罗兰·罗伯森著 

［译者］梁光严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社会理论译丛 cgrs225f 主编苏国勋，杜小真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Culture 

［主题词］一体化/问题/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罗伯森 著 

［次知识责任］梁光严 译 

  

 

［正题名］朱熹书院与门人考 

［第一责任人］方彦寿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书院考”和“门人考”两部分，第一部分考证了与朱熹生平有关的



书院六十七所，辨析无关的八所，第二部分考证了朱熹在其创建的四所书院中及门弟子二百

七十六人。 

［主题词］书院/研究/中国/南宋 

［主题词］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南宋 

［主题词］书院 

［知识责任］方彦寿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 

［第一责任人］常建忠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知识责任］常建忠 著 

  

 

［正题名］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袁吉富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史学/研究方法 

［知识责任］袁吉富 著 

  

 

［正题名］新中国定都北京纪实 

［第一责任人］王聚英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聚英 著 

  

 

［正题名］奢侈与资本主义 

［第一责任人］（德）维尔纳·桑巴特著 

［译者］王燕平，侯小河译 

［译者］刘北成校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袖珍经典 

［主题词］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社会问题/研究 

［主题词］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研究 

［知识责任］桑巴特 著 

［次知识责任］王燕平 译 

［次知识责任］侯小河 译 

［次知识责任］刘北成 校 



  

 

［正题名］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王学泰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学苑文丛 

［主题词］文化/游民/关系/社会发展/中国 

［知识责任］王学泰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 

［第一责任人］殷国明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书以 新角度考察了世界文学潮流的新趋向，新特点和冲破国界的必然趋势，

并从跨科学的总体构想，涉及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全面描述 20 世

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历程。 

［主题词］文艺理论/文化交流/文学史/中国、西方国家/20 世纪 

［知识责任］殷国明 著 

  

 

［正题名］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 

［第一责任人］王邦佐…[等]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政党/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民主党派/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协会议/工作/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邦佐 编著 

  

 

［正题名］中华远古史 

［第一责任人］王玉哲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上古史/中国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王玉哲 著 

  

 

［正题名］和平将军张治中 

［第一责任人］杨者圣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知识责任］杨者圣 著 

  

 

［正题名］日本政界的“台湾帮” 

［第一责任人］（日）本泽二郎著 

［译者］吴寄南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日本/现代 

［主题词］中日关系 

［知识责任］本泽二郎 著 

［次知识责任］吴寄南 译 

  

 

［正题名］银元时代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陈存仁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现代史/掌故/上海 

［知识责任］陈存仁 著 

  

 

［正题名］鲁迅 

［副题名］ 受诬蔑的人 

［第一责任人］房向东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房向东 著 

  

 

［正题名］从历史看组织 

［第一责任人］（美）许倬云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组织机构/组织管理/中国/古代/研究 

［主题词］国家本质/中国/古代/研究 

［知识责任］许倬云 著 

  

 

［正题名］中国的王权主义 

［第一责任人］刘泽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帝王/权力/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泽华 著 

  

 

［正题名］基督教文化学刊 

［书目卷册］第 3 辑·2000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丛刊 

  

 

［正题名］符号·初文与字母 

［副题名］汉字树 

［第一责任人］饶宗颐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汉字/文字学/研究 

［主题词］汉字/结构/研究 

［主题词］汉字/演变/研究 

［主题词］陶文/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 

［知识责任］饶宗颐 著 

  

 

［正题名］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 

［第一责任人］周群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文学/文艺思潮/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周群 著 

  

 

［正题名］北洋枭将孙传芳 

［第一责任人］王晓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分风雨泰山人，寄人篱下，一鸣惊人，经营福建，江浙战争，八月浙江潮

等十二章，讲述了北洋军阀孙传芳的故事。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晓华 著 

  

 

［正题名］千年一叹 



［第一责任人］余秋雨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以日记的写作方式，记录了作者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

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 

［主题词］游记/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余秋雨 著 

  

 

［正题名］百年科技回顾与展望 

［副题名］中外著名学者学术报告 

［并列题名］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A Retrospective View over the Past 

Century and a Prospective Look into the Future——Academic Reports by Distinguished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第一责任人］路甬祥主编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科学技术/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路甬祥 主编 

  

 

［正题名］华东师范大学 1997 年度博士论文摘要 

［第一责任人］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收华东师范大学 1997 年度的博士论文摘要，范围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专业；教学原理专业；中国教育史专业；高等教育学专业；比较教育学专业等。 

  

 

［正题名］历史地理 

［书目卷册］第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历史地理》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 37 篇有关论文，设：史料研究、问题讨论、地名研究、要籍简介、

书评、补白等六个栏目。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正题名］ 抗美援朝战争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史 

  

 

［正题名］ 抗美援朝战争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史 

  

 

［正题名］ 抗美援朝战争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史 

  

 

［正题名］死虎余腥录 

［第一责任人］曹芥初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历史/掌故/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曹芥初 著 

  

 

［正题名］中美关系史 

［副题名］1949-1972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949-1972 

［知识责任］陶文钊 主编 

  

 

［正题名］追根溯源 

［副题名］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 

［书目卷册］1945—1950 

［第一责任人］资中筠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美关系史丛书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美国/1945-1950 

［知识责任］资中筠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迹真相 

［第一责任人］周武等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丰富的史实描述太平天国自身起伏兴亡的全过程，并从众多的人物中

选取与太平天国盛衰有重大关系者逐一进行深入的剖析，对太平天国的制度和重要文本进行

重新解读， 后分析太平天国战事对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后来的历史所产生的影响。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周武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流派史 

［第一责任人］徐觉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社会主义/派别/历史 

［主题词］社会主义/思想史 

［知识责任］徐觉哉 著 

  

 

［正题名］李大钊哲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晋荣东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对李大钊如何移植、取舍和批判西方哲学，尤其是对西方历史哲学进行比

较详细的考察和研究，并着力发掘了李大钊哲学研究中曾被忽略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知识责任］晋荣东 著 

  

 

［正题名］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第一责任人］尼采著 

［译者］陈涛，周辉荣译 

［译者］刘北成校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袖珍经典 

［主题词］哲学理论/德国/近代 

［知识责任］尼采 著 

［知识责任］Nietzsche 著 

［次知识责任］陈涛 译 



［次知识责任］周辉荣 译 

［次知识责任］刘北成 校 

  

 

［正题名］旅俄日记 

 

［正题名］俄京旅话 

［第一责任人］蔡运展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中东路事件（1929）/掌故 

［主题词］游记/苏联/1930-1931 

［知识责任］蔡运展 著 

  

 

［正题名］石叟牌词 

［第一责任人］谭人凤著 

［译者］饶怀民笺注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词（文学）/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谭人凤 著 

［次知识责任］饶怀民 笺注 

  

 

［正题名］西北东南风 

［第一责任人］大华烈士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现代史/掌故/中国/1924-1927 

［知识责任］大华烈士 著 

  

 

［正题名］辛丙秘苑 

［第一责任人］袁克文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近代史/笔记/中国/1912-1919 

［知识责任］袁克文 著 

  



 

［正题名］故宫五年记 

［第一责任人］吴景洲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故宫/历史/回忆录/中国/1924-1928 

［知识责任］吴景洲 著 

  

 

［正题名］上海轶事大观 

［第一责任人］陈伯熙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上海/民国 

［知识责任］陈伯熙 著 

  

 

［正题名］京话 

［第一责任人］姚颖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附注内容］《京话》是一部以 30 年代南京官场百态和社会世相为题材的纪实性杂文。 

［主题词］民国史/笔记/中国/1930-1039 

［知识责任］姚颖 著 

  

 

［正题名］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 年） 

［副题名］吴国桢口述回忆 n 

［第一责任人］［吴国桢口述］ 

［译者］（美）裴斐（Nathaniel Peffer），韦慕庭（Martin Wilbur）访问整理 

［译者］吴修垣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46-1953 

［知识责任］吴国桢 口述 

［次知识责任］裴斐 访问整理 

［次知识责任］Peffer 访问整理 

［次知识责任］韦慕庭 访问整理 

［次知识责任］ Wilbur 访问整理 

［次知识责任］吴修垣 译 

  



 

［正题名］历史捕影 

［并列题名］Captured By History 

［副题名］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混乱世纪 

［第一责任人］（美）约翰·托兰著 

［译者］王毅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美国 

［知识责任］托兰 著 

［知识责任］Toland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学年鉴 

［书目卷册］1995 

［第一责任人］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现代/年鉴 

  

 

［正题名］由蜜月到反目 

［副题名］苏联专家在中国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罗时叙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技术援助/中苏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罗时叙 著 

  

 

［正题名］由蜜月到反目 

［副题名］苏联专家在中国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罗时叙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技术援助/中苏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罗时叙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4 



［丛书］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尹其明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尹其明 著 

  

 

［正题名］日本人的战争观 

［副题名］历史与现实的纠葛 

［第一责任人］（日）吉田裕 

［译者］刘建平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以详实的史料考察 1945 年日本战败至 1995 年国会通过“不战决议”整个

战后史中，日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认识的变化，揭示了日本歪曲战争性质、拒绝正式战争

赔偿等等战争观诸方面的形成，及其与国际政治格局变迁、日本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日本社会

文化思潮的流变的关系。 

［主题词］侵略战争/研究/日本/现代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吉田裕 著 

［次知识责任］刘建平 译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2 

［丛书］与历史关健人物的对话 

［第一责任人］王凡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凡 著 

  

 

［正题名］远东朝鲜战争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树增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树增 著 

  

 

［正题名］远东朝鲜战争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树增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树增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 后的秘密 

［第一责任人］（俄）尼古拉·津科维奇著 

［译者］郅友昌等译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政治/概况/东欧 

［主题词］政治/概况/俄罗斯 

［主题词］历史事件/苏联 

［知识责任］津科维奇 著 

［次知识责任］郅友昌 译 

  

 

［正题名］世纪竞争 

［副题名］中国和印度 

［并列题名］Chine-Inde:Le match du siecle 

［第一责任人］（瑞士）吉尔伯特·艾蒂安[Gilbert Etienne]著 Zhu 

［译者］许铁兵，刘军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附注内容］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本书是西方学者从政治司法制度、文化历史遗产、人口因素、政策实施、历史

人物功过以及改革进程来比较中国和印度两国在不同时期的综合比较研究的专著。 

［主题词］经济发展/对比研究/中国/印度 

［主题词］社会发展/对比研究/中国/印度 

［知识责任］艾蒂安 著 

［知识责任］Etienne 著 



［次知识责任］许铁兵 译 

［次知识责任］刘军 译 

  

 

［正题名］中国外交新论 

［并列题名］New dimensions of China's diplomacy 

［第一责任人］刘山，薛君度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主题词］外交/研究/中国 

［主题词］外交/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山 主编 

［知识责任］薛君度 主编 

  

 

［正题名］情痴诗僧吴宓传 

［第一责任人］北塔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北塔 著 

  

 

［正题名］宪兵 

［副题名］日本可怕的军事警察 

［第一责任人］（英）雷蒙德·拉蒙-布朗（Raymond Lamont-Brown）著 

［译者］蓝文萱，陈建民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20 世纪历史真相揭秘丛书 

［主题词］警察/活动/日本/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布朗 著 

［知识责任］Brown 著 

［次知识责任］蓝文萱 译 

［次知识责任］陈建民 译 

  

 

［正题名］近代中外条约选析 

［第一责任人］牛创平，牛冀青编著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不平等条约/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牛创平 编著 

［知识责任］牛冀青 编著 

  



 

［正题名］历史的真言 

［副题名］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 

［第一责任人］邸延生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以纯朴的语言、崇敬的感情客观而详尽地记述了 1947-1962 年间毛泽东的

工作、生活以及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现了这段历史中作为中国人民的伟

大领袖的真实的毛泽东。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邸延生 著 

  

 

［正题名］百名英烈遗照遗书诗文选 

［第一责任人］沈乃煜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沈乃煜 著 

  

 

［正题名］蜜月的结束 

［副题名］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裂前后 

［第一责任人］张树德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中苏关系/史料 

［知识责任］张树德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3 

［丛书］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肖思科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肖思科 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8 



［丛书］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肖思科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肖思科 著 

  

 

［正题名］北大之父蔡元培 

［第一责任人］陈军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陈军 著 

  

 

［正题名］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裴坚章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知识责任］裴坚章 主编 

  

 

［正题名］中国当代外交史 

［副题名］1949-1995 

［第一责任人］谢益显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9-1995 

［知识责任］谢益显 主编 

  

 

［正题名］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 

［第一责任人］唐培吉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纪念卢沟桥事变六十周年丛书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1937-1945 

［知识责任］唐培吉 主编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1 



［丛书］与历史关健人物的对话 

［第一责任人］王凡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丛编题名］知情者说系列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凡 著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史 

［并列题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书目卷册］第二分册 

［丛书］机械工程 

［第一责任人］（英）李约瑟著 

［译者］鲍国安等译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主题词］技术史/中国 

［主题词］机械工程/技术史/中国 

［知识责任］Needham 著 

［知识责任］李约瑟 著 

［次知识责任］鲍国安 译 

  

 

［正题名］夏鼐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夏鼐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考古学专刊 甲种第二十六号 

［附注内容］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夏鼐诞辰九

十周年 

［主题词］考古学/文集 

［知识责任］夏鼐 著 

［次知识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 

  

 



［正题名］夏鼐文集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夏鼐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考古学专刊 甲种第二十六号 

［附注内容］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夏鼐诞辰九

十周年 

［主题词］考古学/文集 

［知识责任］夏鼐 著 

［次知识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 

  

 

［正题名］夏鼐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夏鼐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考古学专刊 甲种第二十六号 

［附注内容］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夏鼐诞辰九

十周年 

［主题词］考古学/文集 

［知识责任］夏鼐 著 

［次知识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 

  

 

［正题名］共和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 

［第一责任人］李燕杰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共和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万绍芬一生的重要经历，选收了《万绍芬

构筑人生风景线》、《万绍芬老区行》、《民主党派、工商联与智力扶贫—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

长万绍芬》等文章。 

［知识责任］李燕杰 主编 

  

 

［正题名］战后日本遗族透析 

［第一责任人］（日）田中伸尚，田中宏，波田永实著 

［译者］陈俊英，张锁柱，刘孟州等译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社会问题/分析/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田中伸尚 著 

［知识责任］田中宏 著 

［知识责任］波田永实 著 

［次知识责任］陈俊英 译 

［次知识责任］张锁柱 译 

［次知识责任］刘孟州 译 

  

 

［正题名］新中国城市经济 50 年 

［第一责任人］王茂林主编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城市经济/经济建设/概括/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王茂林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政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孟昭华，谢志武，傅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民政工作/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孟昭华 著 

［知识责任］谢志武 著 

［知识责任］傅阳 著 

  

 

［正题名］朱自清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王丽丽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 第三辑 

［主题词］文学研究/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王丽丽 编 

  

 

［正题名］傅雷别传 

［第一责任人］苏立群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苏立群（1945-），生于重庆，1984 年移民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著

有《伎妓行》、《庚子梨园恨》等。 

［知识责任］苏立群 著 



  

 

［正题名］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岁月文丛 

［主题词］政治运动/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政治事件/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正题名］美国之后 

［副题名］五十位旅美人士的归国之路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陈燕妮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的朱时茂、杨文意、陈章良、成方圆等 50 位留

美回国人员的自述，并逐一配有作者的采访感受。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陈燕妮 著 

  

 

［正题名］美国之后 

［副题名］五十位旅美人士的归国之路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陈燕妮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的朱时茂、杨文意、陈章良、成方圆等 50 位留

美回国人员的自述，并逐一配有作者的采访感受。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陈燕妮 著 

  

 

［正题名］上海的红颜遗事 

［并列题名］Shanghai Beauty 

［第一责任人］陈丹燕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电影明星上官云珠与《清宫秘史》的作者姚克之女——姚姚，一位

普通感性的女性，一位努力在沙上建造房子徒劳生活的女性的悲惨人生。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丹燕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李宗植，张润君编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李宗植 编著 

［知识责任］张润君 编著 

  

 

［正题名］其实你很棒 

［副题名］走进私立学校 

［第一责任人］刘琦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纪实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琦 著 

  

 

［正题名］2000 中国出版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署图书出版管理司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迄今为止全国 565 家出版社的基本概况，包括：电话号码、通讯地

址、邮政编码、社长、总编辑姓名、出书范围、发行单位等项内容，以及这些出版社的主管、

主办单位的电话、邮编、地址。 

［主题词］出版者机构/名录/中国/2000 

  

 

［正题名］当代道教人物 

［第一责任人］袁志鸿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谢宗信、黎遇航、陈莲生、曹祥真、闵智亭、傅元天、墨道人、任

法融等八位当代在道教界德高望众的道长们的生活修道经历、思想道德情操以及他们在“爱

国爱教、团结进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主题词］道士/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袁志鸿 著 

  

 

［正题名］桑榆忆往 



［第一责任人］程千帆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白屋丛书 

［知识责任］程千帆 著 

  

 

［正题名］枝蔓丛丛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岁月文丛 

［主题词］政治运动/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正题名］张闻天与刘英 

［第一责任人］王育林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知识责任］王育林 编著 

  

 

［正题名］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 

［第一责任人］黄汉民，陆兴龙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民族资本/工业企业/经济史/上海/近代 

［知识责任］黄汉民 著 

［知识责任］陆兴龙 著 

  

 

［正题名］人口控制学 

［第一责任人］张伟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人口控制/研究 

［知识责任］张伟 主编 

  

 

［正题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副题名］调查与比较 

［第一责任人］潘宗白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农村/社会调查/中国 

［知识责任］潘宗白 主编 

  

 

［正题名］汪伪特工杀人狂 

［副题名］李士群 

［第一责任人］刘红娟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刘红娟 编著 

  

 

［正题名］保密局头子 

［副题名］毛人凤 

［第一责任人］杨春光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知识责任］杨春光 编著 

  

 

［正题名］军统魔王 

［副题名］戴笠 

［第一责任人］杨晖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知识责任］杨晖 编著 

  

 

［正题名］张学良、于凤至、赵媞在溪口 

［第一责任人］袁绍棠，董有华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袁绍棠 著 

［知识责任］董有华 著 

  

 

［正题名］中国法学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何勤华编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法学文库 

［主题词］法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何勤华 编著 

  

 

［正题名］中国法学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何勤华编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法学文库 

［主题词］法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何勤华 编著 

  

 

［正题名］中统巨枭 

［副题名］徐恩曾 

［第一责任人］岳付玉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徐恩曾原名：徐可均 

［知识责任］岳付玉 编著 

  

 

［正题名］张之洞传 

［第一责任人］刘平编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刘平 编著 

  

 

［正题名］世界海军史 

［第一责任人］丁一平，李洛荣，龚连娣编著 

［出版者］海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海军/军事史/世界 

［知识责任］丁一平 编著 

［知识责任］李洛荣 编著 

［知识责任］龚连娣 编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丛书］历史学 

［丛书］史学理论卷 



［第一责任人］于沛主编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于沛 主编 

  

 

［正题名］数字图书馆 

［副题名］从理念走向现实 

［第一责任人］吴志荣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数字图书馆/研究 

［知识责任］吴志荣 著 

  

 

［正题名］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 

［副题名］农村组织与制度变迁问题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农村/经济组织/体制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农村/社会保证/制度/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医学史 

［第一责任人］王晓鹤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医学史/中国/教材 

［知识责任］王晓鹤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建筑业五十年 

［书目卷册］1949-1999 

［第一责任人］建设部建筑管理司编 

［出版者］中国三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建筑业/经济建设/成就/中国/1949-1999 

  

 

［正题名］挽孙中山先生联选 

［第一责任人］刘作忠编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搜录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海内外 548 个单位、团体，1423 位个人哀挽其楹

联 1888 副。 

［知识责任］刘作忠 编著 

  

 

［正题名］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 

［丛书］江苏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主题词］国民经济调整/江苏/1960-1965 

  

 

［正题名］中共中央北方局 

［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阐述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机构变化、重要决策、主

要活动及历史作用等。 

  

 

［正题名］中共中央北方局 

［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阐述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机构变化、重要决策、主

要活动及历史作用等。 

  

 

［正题名］明代欧洲汉学史 

［第一责任人］吴孟雪，曾丽雅编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大海航时代 

［主题词］汉学/研究/欧洲/明代 

［知识责任］吴孟雪 编著 



［知识责任］曾丽雅 编著 

  

 

［正题名］基督教教义史 

［第一责任人］（美）伯克富著 

［译者］赵中辉译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追溯了基督教教义的起源，叙述其发展、演变过程。内容包括：绪论；教

义发展的预备期；三位一体的教义；基督论；论罪与恩及其相关的教义；赎罪论；拯救论；

教会论与圣礼论；末世论。 

［主题词］基督教/教义/思想史 

［知识责任］伯克富 著 

［次知识责任］赵中辉 译 

  

 

［正题名］ 创人类新文明的伟大实验 

［副题名］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 

［第一责任人］宋萌荣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社会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宋萌荣 著 

  

 

［正题名］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副题名］1368-1953 

［第一责任人］（美）何炳棣著 

［译者］葛剑雄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海外学人丛书 

［主题词］人口/问题/研究/中国/1368-1953 

［知识责任］何炳棣 著 

［次知识责任］葛剑雄 译 

  

 

［正题名］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 

［第一责任人］许欣欣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现代社会学文库 

［主题词］社会结构/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许欣欣 著 



  

 

［正题名］冯玉祥与蒋介石 

［副题名］从把兄弟到死对头 

［第一责任人］永刚，俊才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知识责任］永刚 著 

［知识责任］俊才 著 

  

 

［正题名］亚欧大陆交流史 

［第一责任人］王铖，李兰军，张稳刚编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交通史/研究/亚洲/欧洲/古代/近代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亚洲/欧洲/古代/近代 

［主题词］贸易史/研究/亚洲/欧洲/古代/近代 

［知识责任］王铖 编著 

［知识责任］李兰军 编著 

［知识责任］张稳刚 编著 

  

 

［正题名］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 

［第一责任人］文甘君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地球村观察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通过自己对俄罗斯二十多天的亲身考察，介绍了俄罗斯各政党重要人

物对其本国及全球政治前景的各种不同观点，也阐述了作者本人对有关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思

考，对今日俄罗斯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 

［主题词］政治/研究/俄罗斯 

［主题词］政治/概况/俄罗斯 

［知识责任］文甘君 著 

  

 

［正题名］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 

［书目卷册］第 16 卷 

［第一责任人］马戎，刘世定，邱泽奇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主题词］乡镇/组织/机构/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马戎 编 



［知识责任］刘世定 编 

［知识责任］邱泽奇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丛书］历史学 

［丛书］中国古代史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彭卫，张彤，张金龙主编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通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彭卫 主编 

［知识责任］张彤 主编 

［知识责任］张金龙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丛书］历史学 

［丛书］中国古代史卷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彭卫，张彤，张金龙主编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通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彭卫 主编 

［知识责任］张彤 主编 

［知识责任］张金龙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丛书］历史学 

［丛书］中国古代史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彭卫，张彤，张金龙主编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通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彭卫 主编 

［知识责任］张彤 主编 

［知识责任］张金龙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丛书］历史学 

［丛书］世界历史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赵文洪主编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通史/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赵文洪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丛书］历史学 

［丛书］世界历史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赵文洪主编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通史/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赵文洪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民族工作大事概览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罗广武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民族工作/大事记/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罗广武 编著 

  

 

［正题名］18 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 

［第一责任人］罗炳良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 7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18 世纪 

［知识责任］罗炳良 著 

  

 

［正题名］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 

［第一责任人］纪德君编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 9 



［知识责任］纪德君 编著 

  

 

［正题名］新中国宗教工作大事概览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罗广武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宗教/工作/大事记/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罗广武 编著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4 册 

［丛书］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文化/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科学/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教育/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体育/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5 册 

［丛书］语言、文字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语言/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文字/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6 册 

［丛书］文学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文学/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7 册 

［丛书］文学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文学/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8 册 

［丛书］文学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文学/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9 册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艺术/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10 册 

［丛书］历史、地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历史/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地理/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11 册 

［丛书］历史、地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历史/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地理/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清文前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乔治忠编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历史/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乔治忠 编著 

  

 

［正题名］清文前编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乔治忠编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历史/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乔治忠 编著 

  

 

［正题名］清文前编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乔治忠编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历史/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乔治忠 编著 

  

 

［正题名］清文前编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乔治忠编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历史/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乔治忠 编著 

  

 

［正题名］清文前编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乔治忠编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历史/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乔治忠 编著 

  

 

［正题名］清文前编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乔治忠编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历史/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乔治忠 编著 

  

 

［正题名］新疆简史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 

  

 

［正题名］新疆简史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 

  

 

［正题名］新疆简史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 

  

 

［正题名］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 

［第一责任人］熊复主编 

［译者］张定华等撰稿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抗日战争 

［知识责任］熊复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定华 撰稿 

［次知识责任］苏朝纲 撰稿 

［次知识责任］邹光海 撰稿 

［次知识责任］陈初蓉 撰稿 

  

 

［正题名］清代藏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曾国庆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西藏/清代 

［知识责任］曾国庆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程凯主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八五”项目 

［主题词］教育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程凯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李明山，左玉河主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八五”项目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明山 主编 

［知识责任］左玉河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统战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蒋建农，肖杰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八五”项目 

［主题词］统一战线/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蒋建农 著 

［知识责任］肖杰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于化民，胡哲峰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八五”项目 



［主题词］军事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于化民 著 

［知识责任］胡哲峰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陈景良主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八五”项目 

［主题词］法律/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景良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翁有为，席富群，赵金康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八五”项目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翁有为 著 

［知识责任］席富群 著 

［知识责任］赵金康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谢益显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 cgrs225f 靳德行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八五”项目 

［主题词］外交史/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谢益显 著 

［知识责任］靳德行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辞典 

［第一责任人］王章，惠中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主题词］社会思潮/中国/近代/词典 

［主题词］社会学/社会思潮/中国/近代/现代/词典 



［知识责任］王章 主编 

［知识责任］惠中 主编 

  

 

［正题名］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第一责任人］唐力行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徽州地区/明清时代 

［主题词］商业史/研究/徽州地区/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唐力行 著 

  

 

［正题名］日本学辞典 

［第一责任人］王长新，金峰玉主编 

［出版者］吉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5 

［主题词］民族/日本/词典 

［主题词］传统文化/日本/词典 

［知识责任］王长新 主编 

［知识责任］金峰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婚姻家庭史 

［第一责任人］祝瑞 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婚姻/历史/中国 

［主题词］家庭/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祝瑞  主编 

  

 

［正题名］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副题名］瞿秋白大事记述 

［第一责任人］朱钧侃等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知识责任］朱钧侃 主编 

［知识责任］刘福勤 主编 

［知识责任］钱璱之 主编 

［知识责任］赵庚林 主编 

  

 

［正题名］终身的反对派 



［副题名］陈独秀评传 

［第一责任人］朱文华著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5 

［知识责任］朱文华 著 

  

 

［正题名］毛泽东传 

［副题名］1893-1949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知识责任］金冲及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传 

［副题名］1893-1949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知识责任］金冲及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在江西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南昌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正题名］曾纪泽本传 

［第一责任人］张立真著 

［出版者］辽宁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2 

［丛编题名］曾国藩生平及家族丛书 

［知识责任］张立真 著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 

［第一责任人］徐万邦,祁庆富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徐万邦 著 

［知识责任］祁庆富 著 

  

 

［正题名］无悔人生 

［副题名］杨献珍 

［第一责任人］孙春山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7 

［丛编题名］名人照相薄丛书 

［知识责任］孙春山 著 

  

 

［正题名］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副题名］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第一责任人］吴庆彤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知识责任］吴庆彤 著 

  

 

［正题名］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 

［第一责任人］胡太春著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胡太春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 

［第一责任人］俞辛焞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南 日本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11 年 10 月的武昌起义到 1916 年夏袁世凯猝死，黎元洪继任总统的

时期为辛亥革命时期，并对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和国际关系进行论述。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1911-1916/史料 

［知识责任］俞辛焞 著 

  

 

［正题名］中国改革史 

［副题名］先秦——清末 



［第一责任人］漆侠主编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主题词］体制改革/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漆侠 主编 

  

 

［正题名］1927 国共 初的较量 

［第一责任人］节延华著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节延华 著 

  

 

［正题名］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 

［第一责任人］（日）沟口雄三著 

［译者］索介然，龚颖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沟口雄三 著 

［次知识责任］索介然 译 

［次知识责任］龚颖 译 

  

 

［正题名］知识分子立场 

［副题名］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第一责任人］李世涛主编 

［出版者］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前沿文化论争备忘录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李世涛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 

［第一责任人］陈其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介绍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19、20 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其泰 著 

  



 

［正题名］中国移民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导论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著 

［丛书］大事年表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7 

［主题词］移民/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知识责任］吴松弟 编 

［知识责任］曹树基 编 

  

 

［正题名］中国移民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7 

［主题词］移民/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正题名］中国移民史 

［第一责任人］葛建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隋唐五代时期 

［第一责任人］吴松弟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7 

［主题词］移民/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葛建雄 主编 

［知识责任］吴松弟 著 

  

 

［正题名］中国移民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辽宋金元时期 

［第一责任人］吴松弟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7 

［主题词］移民/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知识责任］吴松弟 著 

  

 

［正题名］中国移民史 

［第一责任人］葛建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明时期 

［第一责任人］曹树基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7 

［主题词］移民/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葛建雄 主编 

［知识责任］曹树基 著 

  

 

［正题名］中国移民史 

［第一责任人］葛建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清 民国时期 

［第一责任人］曹树基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7 

［主题词］移民/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葛建雄 主编 

［知识责任］曹树基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 

［副题名］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 

［第一责任人］马大正，刘逖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主题词］疆界/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马大正 著 

［知识责任］刘逖 著 

  

 

［正题名］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 

［副题名］1637-1912 



［第一责任人］高鸿志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边疆/问题/中英关系/1637-1912 

［知识责任］高鸿志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战纪 

［第一责任人］罗惇曧著 

［第一责任人］李岳瑞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清末稗史精选丛书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史料 

［主题词］历史/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罗惇曧 著 

［知识责任］李岳瑞 著 

  

 

［正题名］清代经济简史 

［第一责任人］张研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研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断论 

［第一责任人］胡维革著 

［出版者］吉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知识责任］胡维革 著 

  

 

［正题名］明清史散论 

［第一责任人］王春瑜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6.1 

［丛编题名］东方学术丛书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春瑜 著 

  

 



［正题名］争夺与国难 

［副题名］甲辰日俄战争 

［第一责任人］刘志超，关捷编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日俄战争（1904-1905）/史料 

［知识责任］刘志超 编著 

［知识责任］关捷 编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吕宗力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先秦至清亡有关官制的词条 21659 条，内容包括：历代中央、地方的

官名及与官制有关的各项制度等。 

［主题词］官制/中国/古代/词典 

［知识责任］吕宗力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名录大全 

［第一责任人］辛希孟等主编 

［出版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主题词］图书馆/名录/中国 

［主题词］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名录/中国 

［知识责任］辛希孟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1 册 

［丛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哲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2 册 

［丛书］政治、法律、军事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政治/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法律/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军事/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3 册 

［丛书］经济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经济/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12 册 

［丛书］数理科学、化学、生物科学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数理科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化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生物科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13 册 

［丛书］医药、卫生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医药/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卫生/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14 册 

［丛书］农业科学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农业科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15 册 

［丛书］工业技术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工业技术/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16 册 

［丛书］工业技术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工业技术/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17 册 

［丛书］天文学、地球科学、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劳动保护科学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天文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地球科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交通运输/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航空/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航天/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环境科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劳动保护科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18 

［丛书］社会科学总论、自然科学总论、综合性图书、丛书要目、中国少数民民族文字图书

要目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社会科学总论丛书要目/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自然科学总论/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综合性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丛书要目/词典/中国/1949-1992 

［主题词］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要目/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大辞典 

［副题名］1949-1992 

［书目卷册］第 19 册 

［丛书］总索引 

［第一责任人］宋木文，刘杲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图书/词典/中国/1949-1992 

［知识责任］宋木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杲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 

［副题名］1921.7-----1927.7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21.7-----1927.7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上 

［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副题名］1927.8-----1937.7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27.8-----1937.7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中 

［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副题名］1927.8-----1937.7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27.8-----1937.7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下 

［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副题名］1927.8----1937.7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27.8----1937.7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三卷 

［书目卷册］上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 

［副题名］1937.7----1945.8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37.7----1945.8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三卷 

［书目卷册］下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 

［副题名］1937.7----1945.8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37.7----1945.8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四卷 

［书目卷册］上 

［丛书］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副题名］1945.8----1949.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45.8----1949.9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四卷 

［书目卷册］下 

［丛书］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副题名］1945.8----1949.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45.8----1949.9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副题名］1949.10----1966.5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49.10----1966.5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文化大革命”时期 

［副题名］1966.5----1976.10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66.5----1976.10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七卷 

［书目卷册］上 

［丛书］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 

［副题名］1976.10----1997.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76.10----1997.9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七卷 

［书目卷册］下 

［丛书］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 

［副题名］1976.10----1997.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76.10----1997.9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上 

［副题名］1921.7----1949.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21.7----1949.9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下 

［副题名］1949.10-1966.5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49.10-1966.5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附卷一 

［书目卷册］上 

［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组织 

［副题名］1949.10----1997.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49.10----1997.9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附卷一 

［书目卷册］下 

［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组织 

［副题名］1949.10----1997.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49.10----1997.9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附卷二 

［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 

［副题名］1949.10----1997.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49.10----1997.9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附卷三 

［丛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 

［副题名］1949.10----1997.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49.10----1997.9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书目卷册］附卷四 

［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群众团体组织 

［副题名］1949.10----1997.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料/1949.10----1997.9 

  

 

［正题名］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并列题名］China population statistics yearbook 



［书目卷册］1999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人口统计/中国/1998/年鉴 

  

 

［正题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并列题名］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data and materials on 50 years of new China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 1949-1998 年全国和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及澳门地区以外的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统计指标的历年数据报表资料。包括人口与就业、国民核算、

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物价指数等 16 个方面近 300 个指标。 

［主题词］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统计资料/汇编/中国/1949-1998 

  

 

［正题名］二十世纪的中国农业 

［第一责任人］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中宣部宣教司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农业经济/中国/1899-1999/摄影集 

  

 

［正题名］中国证券发展简史 

［第一责任人］郑振龙…[等]编著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证券史料丛书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12892 之册书，是复印本，尺寸 26cm，价格为￥340.00 

［主题词］有价证券/发展史/中国 

［知识责任］郑振龙 著 

［知识责任］江孔亮 著 

［知识责任］陈蓉 著 

［知识责任］李建斌 著 

  

 

［正题名］钱穆传 

［第一责任人］陈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20 世纪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陈勇 著 



  

 

［正题名］世纪绝版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古越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中国/史料 

［主题词］社会问题/研究/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古越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宪政之路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殷啸虎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东方法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权建立至 1999 年对现行宪法第三次修正 50

年间宪法和宪政的发展历程，对各个重要时期宪法的内容、特征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专

章讨论了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主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研究/1949-1999 

［主题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中国/1949-1999 

［主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主题词］政治体制改革 

［知识责任］殷啸虎 著 

  

 

［正题名］殖民主义史 

［丛书］东南亚卷 

［第一责任人］梁志明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书分阶段阐述了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发展全过程，探讨了近代殖民主义入侵

东南亚的动因，剖析了各主要殖民国家在东南亚殖民地的殖民政策与统治方式，殖民主义对

该地区的影响，及殖民主义崩溃和东南亚国家走向独立的进程。 

［主题词］殖民主义/历史/世界 

［主题词］殖民主义/历史/东南亚 

［知识责任］梁志明 主编 

  

 

［正题名］明清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许大龄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许大龄 著 

  

 

［正题名］日本“满洲移民”研究 

［第一责任人］高乐才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满洲国（1932）-/移民 

［知识责任］高乐才 著 

  

 

［正题名］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 

［第一责任人］张健，王金林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日本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张健 著 

［知识责任］王金林 著 

  

 

［正题名］丁文江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丁文江著] 

［译者］洪晓斌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分哲学、优生学、教育、政论、杂论、游记等六个部分，收入《玄学与科

学的讨论的余兴》、《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等文章 33 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丁文江 著 

［次知识责任］洪晓斌 编 

  

 

［正题名］1949-1999 国庆大阅兵 

［第一责任人］许农合编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军队建设/成就/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许农合 编著 

  

 



［正题名］古代中国国际法史料 

［第一责任人］怀效锋，孙玉荣编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讲述了古代中国国际法的渊源，古代中国国际法的主体，古代中国国

家领土，古代中国外交关系法，古代中国条约法等 9 章内容。 

［主题词］国际法/中国/古代/史料 

［知识责任］怀效锋 编著 

［知识责任］孙玉荣 编著 

  

 

［正题名］上海旧事 

［第一责任人］沈宗州，傅勤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国名城文化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上海/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沈宗州 著 

［知识责任］傅勤 著 

  

 

［正题名］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 

［第一责任人］顾卫民编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大航海时代 

［附注内容］国家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罗马教廷与蒙古帝国；明清之际中国的天主教；中国“礼仪之

争”；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关系；20 世纪初期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抗战与内战时期中国

与教廷的关系。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梵蒂冈/1271-1949 

［知识责任］顾卫民 编著 

  

 

［正题名］冯至评传 

［第一责任人］蒋勤国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蒋勤国 著 

  

 

［正题名］北京旧事 

［第一责任人］余钊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国名城文化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余钊 著 

  

 

［正题名］ 道家与中国法文化 

［第一责任人］程维荣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东方法学丛书 

［附注内容］作者通过对道家主要人物、著作及其思想的产生、发展、演变和衰微过程的研

究，阐明了道家及其法律学说在中国传统法律和封建法制中的地位与影响。 

［主题词］道家/影响/法学/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程维荣 著 

  

 

［正题名］ 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 

［第一责任人］王扬宗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西学东传人物丛书 cgrs225f 王渝生主编 

［知识责任］王扬宗 著 

  

 

［正题名］沟通中西天文学的汤若望 

［第一责任人］陈亚兰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西学东传人物丛书 cgrs225f 王渝生主编 

［知识责任］陈亚兰 著 

  

 

［正题名］王小波文集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王小波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小波 著 

  

 

［正题名］王小波文集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王小波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小波 著 

  

 

［正题名］王小波文集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王小波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小波 著 

  

 

［正题名］王小波文集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王小波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小波 著 

  

 

［正题名］中国人与日本人 

［副题名］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尚会鹏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丛编题名］青年学者文库 

［主题词］民族文化/比较研究/中国/日本 

［知识责任］尚会鹏 著 

  

 

［正题名］霞散成绮 

［副题名］冯友兰家族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赵金钟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文化世家书系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金钟 著 

  



 

［正题名］百年新儒林 

［副题名］当代新儒学八大家论略 

［第一责任人］黄克剑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幼狮文化书系 

［主题词］儒家/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克剑 著 

  

 

［正题名］丹桂堂前 

［副题名］钱钟书家族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孔庆茂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文化世家书系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孔庆茂 著 

  

 

［正题名］曹操传 

［第一责任人］张作耀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历代帝王传记 

［知识责任］张作耀 著 

  

 

［正题名］东西方文明沉思录 

［第一责任人］（日）村山节，浅井隆著 

［译者］平文智等译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 

［知识责任］村山节 著 

［知识责任］浅井隆 著 

［次知识责任］平文智 译 

  

 

［正题名］李济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李济著] 

［译者］李光谟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 第三辑 

［主题词］考古学/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李济 著 

［次知识责任］李光谟 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副题名］李善兰 

［第一责任人］王渝生编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西学东传人物丛书 

［知识责任］王渝生 编著 

  

 

［正题名］翻译与创作 

［副题名］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 

［并列题名］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on early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fiction 

［第一责任人］王宏志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翻译研究论丛 cgrs225f 孔慧怡主编 cgrs225h1 

［主题词］小说/翻译/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宏志 编 

  

 

［正题名］蔡元培研究集 

［副题名］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 13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第一责任人］丁石孙，萧超然，梁柱等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国际学术会议/人物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丁石孙 著 

［知识责任］萧超然 著 

［知识责任］梁柱 著 

  

 

［正题名］三个国际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高放等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精粹世界史丛书 cgrs225f 齐世荣主编 

［知识责任］高放 著 

  

 

［正题名］从萨拉热窝到东京 

［副题名］两次世界大战 

［第一责任人］吴伟，徐蓝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精粹世界史丛书 cgrs225f 齐世荣主编 

［主题词］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历史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045）/历史 

［知识责任］吴伟 著 

［知识责任］徐蓝 著 

  

 

［正题名］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尝试 

［第一责任人］李兴，张建华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精粹世界史丛书 cgrs225f 齐世荣主编 

［主题词］现代史/苏联 

［知识责任］李兴 著 

［知识责任］张建华 著 

  

 

［正题名］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 

［第一责任人］陈祥超，郑寅达，孙仁宗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精粹世界史丛书 cgrs225f 齐世荣主编 

［主题词］法西斯主义/历史 

［知识责任］陈祥超 著 

［知识责任］郑寅达 著 

［知识责任］孙仁宗 著 

  

 

［正题名］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张东荪著] 

［译者］克柔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 第三辑 



［知识责任］张东荪 著 

［次知识责任］克柔 编 

  

 

［正题名］蒋孔阳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蒋孔阳著] 

［译者］郑元者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 第三辑 

［知识责任］蒋孔阳 著 

［次知识责任］郑元者 编 

  

 

［正题名］海国撷珠的徐寿父子 

［第一责任人］汪广仁，徐振亚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西学东传人物丛书 

［知识责任］汪广仁 著 

［知识责任］徐振亚 著 

  

 

［正题名］中共政治舞台上的“福将” 

［副题名］伍修权传奇 

［第一责任人］卢弘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知识责任］卢弘 著 

  

 

［正题名］中西科学交流的功臣 

［副题名］伟烈亚力 

［第一责任人］汪晓勤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西学东传人物丛书 

［知识责任］汪晓勤 著 

  

 

［正题名］西学东传第一师 

［副题名］利玛窦 

［第一责任人］汪前进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西学东传人物丛书 

［知识责任］汪前进 著 

  

 

［正题名］作家与领袖 

［副题名］米·亚·肖洛霍夫致约·维·斯大林（1931-1950） 

［副题名］摘自约·维·斯大林个人档案 

［第一责任人］（苏）肖洛霍夫著 

［译者］孙美玲编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知识责任］肖洛霍夫 编 

［次知识责任］孙姜玲 编译 

  

 

［正题名］勤敏之士 

［副题名］南怀仁 

［第一责任人］王冰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西学东传人物丛书 

［知识责任］王冰 著 

  

 

［正题名］技术史 

［第一责任人］（法）布鲁诺·雅科米著 

［译者］蔓莙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观点丛书·科学 

［附注内容］本丛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赞助 

［附注内容］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法国色伊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者 

［主题词］技术史/世界 

［知识责任］雅科米 著 

［次知识责任］蔓莙 译 

  

 

［正题名］中华文史论丛 

［并列题名］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书目卷册］总第六十四辑 

［第一责任人］李国章，赵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辑收《晚明基督徒的经学研究》、《应对变局的经学：晚清对中国古典的重新

诠释》、《关于严复翻译的“马可福音”》等 11 篇文章。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严济慈文选 

［第一责任人］严济慈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严济慈 著 

  

 

［正题名］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陈理，郭卫平，王庆仁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陈理 主编 

［知识责任］郭卫平 主编 

［知识责任］王庆仁 主编 

  

 

［正题名］中国通史简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系蔡美彪赠阅 

［主题词］通史/中国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中国通史简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系蔡美彪赠阅 

［主题词］通史/中国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孙思白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孙思白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丛编题名］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系孙思白赠阅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孙思白 著 

  

 

［正题名］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 

［副题名］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 

［并列题名］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a's Diplomacy-A Unique Perspective of Mass 

Communication 

［第一责任人］李寿源主编 

［出版者］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传播学书系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 

［知识责任］李寿源 主编 

  

 

［正题名］中美世纪之弈 

［副题名］哈佛园随笔 

［第一责任人］哈弗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对比研究/文集/中国/美国 

［主题词］中美关系/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哈弗 著 

  

 

［正题名］没有情节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主编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岁月文丛 

［主题词］政治运动/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正题名］中华海权史论 



［第一责任人］秦天，霍小勇主编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领海/主权/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秦天 编著 

［知识责任］霍小勇 编著 

  

 

［正题名］基督宗教研究 

［并列题名］Study of Christianity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卓新平，许志伟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知识责任］卓新平 主编 

［知识责任］许志伟 主编 

  

 

［正题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副题名］1550-1850 

［第一责任人］李伯重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经济史研究从书 

［附注内容］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工业化/研究/江南（历史地名）/1550-1850 

［知识责任］李伯重 著 

  

 

［正题名］论基督之大与小 

［副题名］1900-1950 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 

［并列题名］De quantitate Christi-Chrisiantiy in the Eye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1900 to 1950 

［第一责任人］（奥地利）雷立柏（Leopold leeb）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思想文库·《宗教与思想从书》cgrs225f 卓新平主编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主题词］东西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雷立柏 著 

  

 

［正题名］博士文萃 



［副题名］1998-1999[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摘/中国/1998-1999 

  

 

［正题名］改良的命运 

［副题名］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 

［第一责任人］邵丽英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主题词］地方自治/历史/俄罗斯 

［知识责任］邵丽英 著 

  

 

［正题名］孙中山与美加华侨 

［第一责任人］刘伟森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 12 月[1999.12] 

［主题词］华侨状况/北美洲/近代 

［知识责任］刘伟森 著 

  

 

［正题名］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黄克武等访问 

［译者］李郁清等记录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 12 月[1999.12] 

［丛编题名］口述历史丛书 72 

［主题词］政治事件/近代史/台湾/1938-1987 

［知识责任］黄克武 访问 

［次知识责任］李郁清 记录 

  

 

［正题名］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黄克武等访问 

［译者］李郁清等记录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 12 月[1999.12] 

［丛编题名］口述历史丛书 72 



［主题词］政治事件/近代史/台湾/1938-1987 

［知识责任］黄克武 访问 

［次知识责任］李郁清 记录 

  

 

［正题名］罗家伦先生文存 

［书目卷册］补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二月[1999.12]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罗家伦 著 

  

 

［正题名］傅启学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中山思想阐微 

［第一责任人］陈鹏仁主编 

［译者］高纯淑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十二月[1997.12]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傅启学 著 

［次知识责任］陈鹏仁 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纯淑 编辑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丛书］党史史料编篡工作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译者］陈鹏仁主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二月[1999.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 cgrs225h 第二十五集 

［次知识责任］陈鹏仁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丛书］非常委员会及总裁办公室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译者］陈鹏仁主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二月[1999.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 cgrs225h 第二十四集 

［次知识责任］陈鹏仁 主编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书目卷册］第二十辑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八月[1999.8]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研究/文集 

  

 

［正题名］中台港三地选举制度和民主发展 

［副题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胡春惠主编 

［出版者］香港珠海书院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选举制度/中国/文集 

［主题词］选举制度/中国/台湾/文集 

［主题词］选举制度/中国/香港/文集 

［知识责任］胡春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谷城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少玲 副主编 

  

 

［正题名］台湾妇女运动解放史 

［第一责任人］王雅各著 

［出版者］巨流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女思潮系列 

［主题词］妇女运动/现代史/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王雅各 著 

  

 

［正题名］蔡廷锴自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蔡廷锴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蔡廷锴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五十回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黄绍竑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2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绍竑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我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黄朝琴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3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朝琴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龔德柏回憶錄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龔德柏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國現代自傳叢書 cgrs225f 張玉法，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4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龚德柏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知堂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周作人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5 

［主题词］作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作人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资平自传 

［第一责任人］张资平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6 

［主题词］作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资平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曾宝荪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曾宝荪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7 

［主题词］教育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曾宝荪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杜聪明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8 

［主题词］医学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杜聪明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南侨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嘉庚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9 

［主题词］华侨领袖/传记/近代 

［主题词］华侨/南洋/史料 

［知识责任］陈嘉庚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藕初五十自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穆湘钥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0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 192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本影印 

［主题词］企业家/传记/中国/近代 

［主题词］杂文/经济/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穆湘钥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五四新论 

［副题名］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 

［副题名］‘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等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 5 月[1999.5] 

［主题词］五四运动/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背景分析 

［第一责任人］冯启人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 2 月[1999.2] 

［主题词］对华政策/美国对外政策/研究/1940-1949 

［知识责任］冯启人 著 

  

 

［正题名］台湾客家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曾喜诚著 

［出版者］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四月[1999.4] 



［主题词］风俗习惯/台湾 

［知识责任］曾喜诚 著 

  

 

［正题名］妆台与妆台以外 

［副题名］中国妇女史研究论集 

［第一责任人］黄嫣梨 

［出版者］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主题词］妇女/生活方式/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黄嫣梨 著 

  

 

［正题名］台湾民间传统丧葬仪节研究 

［第一责任人］徐福全著 

［出版者］徐福全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主题词］葬俗/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徐福全 著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 60 年东京国际学术研讨会 

［副题名］1997.12-12.14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屠杀 60 年东京国际学术研讨会]编 

［出版者］出版地不祥 

［出版日期］出版年不祥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研究 

  

 

［正题名］十九世纪欧洲人在台湾 

［第一责任人］白尚德著 

［译者］郑顺德译 

［出版者］南天书局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南天台湾研究丛书 8 

［知识责任］白尚德 著 

［次知识责任］郑顺德 译 

  

 

［正题名］台北古街漫游 

［第一责任人］赵莒玲著 

［译者］吴三郎摄影 

［出版者］知青频道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名胜古迹/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赵莒玲 著 

［次知识责任］吴三郎 摄影 

  

 

［正题名］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 

［第一责任人］法权讨论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2] 

［丛编题名］学海文史丛书 12 

［主题词］领事裁判权/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近代 

  

 

［正题名］汪兆銘与国民政府 

［并列题名］Wang Ching-wei and Nationalist government : Changes in China's political situation 

toward the problem of Japan from 1931 to 1936 

［副题名］1931 至 1936 年对日问题的政治变动 

［第一责任人］许育铭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民国人物传记丛书 5 

［主题词］汪兆铭/传记/民国 

［知识责任］许育铭 著 

  

 

［正题名］八千里外弔民残 

［副题名］甲午割台始末记 

［第一责任人］洪明燦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7.12 

［丛编题名］大众读物 悲战台湾史 113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主题词］抗日半争/台湾/1895 

［知识责任］洪明燦 著 

  

 

［正题名］愤怒的白鸽 

［副题名］走过台湾百年历史的女性 

［第一责任人］周芬伶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妇女/中国/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周芬伶 著 



  

 

［正题名］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 

［副题名］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为代表的探讨 

［第一责任人］高郁雅著 

［出版者］学生書局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第一次国内革命/舆论/评价 

［知识责任］高郁雅 著 

  

 

［正题名］中国田赋问题 

［书目卷册］民国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刘世仁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八辑 876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世仁 著 

  

 

［正题名］满蒙经济大观 

［书目卷册］一九二九 

［第一责任人］（日）籐岡啓著 

［译者］吴自强译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八辑 875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经济/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籐岡啓 著 

［次知识责任］吴自强 译 

  

 

［正题名］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 

［书目卷册］民国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中山大学农学院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八辑 877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料/广东/近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中山大学农学院 编 

  



 

［正题名］江苏省农村调查 

［书目卷册］民国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八[19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八辑 878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料/江苏省/近代 

  

 

［正题名］浙江省农村调查 

［书目卷册］民国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八辑 879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农业调查/浙江省/近代 

［知识责任］行政农村复兴委员会 编 

  

 

［正题名］广西省农村调查 

［书目卷册］民国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八辑 880 

［主题词］农业经济/广西/近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 编 

  

 

［正题名］中国盐政实录 

［书目卷册］民国二十二年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八辑 871 

［主题词］盐税/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 编 

  



 

［正题名］中国盐政实录 

［书目卷册］民国二十二年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八辑 872 

［主题词］盐税/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 编 

  

 

［正题名］中国盐政实录 

［书目卷册］民国二十二年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八辑 873 

［主题词］盐税/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 编 

  

 

［正题名］中国盐政实录 

［书目卷册］民国二十二年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八辑 874 

［主题词］盐税/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 编 

  

 

［正题名］百年服饰潮流与世变 

［第一责任人］王星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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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史评/美洲 

［知识责任］罗荣渠 著 

  

 

［正题名］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 

［副题名］1904-1928 

［第一责任人］王立新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中华美国学丛书 

［主题词］中美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王立新 著 

  

 

［正题名］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副题名］1971-1995 

［第一责任人］田桓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丛编题名］战后中日关系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系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附属成果。

承蒙日本松下国际财团资助出版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1971-1995/史料 

［知识责任］田桓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副题名］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第一责任人］（日）滨下武志著 

［译者］朱荫贵，欧阳菲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滨下武志 著 

［次知识责任］朱荫贵 译 

［次知识责任］欧阳菲 译 

  

 



［正题名］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并列题名］Korea the first war we lost 

［副题名］美国人的反思 

［第一责任人］（美）贝文·亚历山大(Bevin Alexander)著 

［译者］郭维敬……[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美国/1950-1953 

［知识责任］亚历山大 著 

［知识责任］Alexander 著 

［次知识责任］郭维敬 译 

  

 

［正题名］中外美术交流史 

［并列题名］a Chinese-Foreign Exchange History of Fine Arts 

［第一责任人］王镛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丛编题名］百科史苑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 

［主题词］艺术史/中外关系/中国/文化交流 

［知识责任］王镛 主编 

  

 

［正题名］中外音乐交流史 

［并列题名］A Chinese-Foreign Exchange History of Music 

［第一责任人］冯文慈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7 

［丛编题名］百科史苑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 

［主题词］音乐史/文化交流/中国 

［知识责任］冯文慈 主编 

  

 

［正题名］费孝通学术精华录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6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 1cgrs225f 鲍霁主编 

［附注内容］费孝通(1910- ),中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 

［主题词］社会学/文集 

［主题词］社会调查/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费孝通先生主要学术著作,包括社会学、民族学及杂文 3 大部分。 

［主题词］社会学/文集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译论集 

［书目卷册］第一集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8 

 

［正题名］哲学社会科学近期学术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武汉大学教务处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哲学/文集 

  

 

［正题名］英汉社会科学教育学词汇 

［第一责任人］江绍伦编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4 

［知识责任］江绍伦 编译 

  

 

［正题名］英汉社科大词典 

［第一责任人］范广伟，王治河主编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5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英文社科条目 90000 余条,包括哲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政

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 20 余门学科。 

［主题词］社会科学/词典/英、中 

［知识责任］范广伟 主编 

［知识责任］王治河 主编 

  

 

［正题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汇编 

［第一责任人］吉林大学研科处编 



［出版者］吉林大学社会科学丛旰编辑部 

［出版日期］1986.9 

［丛编题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丛刊 1986 6 

  

 

［正题名］武汉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著译说目录汇编 

［副题名］1988～1992 

［第一责任人］武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附注内容］本汇编为第 4 辑,分著作简介和论译文目录两部分。 

［主题词］哲学社会科学/图书目录/武汉大学/1988-1992 

  

 

［正题名］控制论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荷）汉肯著 

［译者］程明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4 

［丛编题名］控制论与系统论丛书 

［主题词］社会学/关系/控制论 

［知识责任］汉肯 著 

［次知识责任］程明 译 

  

 

［正题名］社会科学哲学 

［第一责任人］（美）鲁德纳著 

［译者］曲跃厚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9.2 

［知识责任］鲁德纳 著 

［次知识责任］曲跃厚 译 

  

 

［正题名］近代中国思想研究及其问题之发掘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1 年 10 月[1982.10] 

［丛编题名］中西历史系列书丛 中国史之部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批评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 



［副题名］哲学与宗教 

［书目卷册］二集 

［第一责任人］傅伟勋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 6 月[1986.6] 

［丛编题名］哲学沧海丛刊 

［主题词］哲学与宗教/比较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傅伟勋 著 

  

 

［正题名］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7 年 5 月[1988.5] 

［丛编题名］唐君毅全集 卷九 

［主题词］哲学/比较研究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正题名］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7 年 5 月[1988.5] 

［丛编题名］唐君毅全集 卷十 

［主题词］哲学/比较研究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三） 

［丛书］墨家·法家·逻辑 

［第一责任人］宇野精一主编 

［译者］洪顺隆等译 

［出版者］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 11 月[1977.11]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宇野精一 主编 

［次知识责任］洪顺隆 译 

  

 

［正题名］怀念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美）韩素音，谢伟思等著 

［出版者］万源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77.5 

［主题词］毛泽东/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韩素音 著 

［知识责任］谢伟思 著 

  

 

［正题名］早晨的洪流 

［书目卷册］第二部 

［副题名］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并列题名］The Morning Deluge 

［副题名］Mao Tsetu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第一责任人］韩素音著 

［译者］李青译 

［出版者］南粤出版社 

［出版日期］1974.11 初版 

［知识责任］韩素音 著 

［次知识责任］李青 译 

  

 

［正题名］中外政治哲学之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邬昆如著 

［书目卷册］（上册） 

［译者］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物供应社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 6 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丛书 

［主题词］政治/比较研究 

［主题词］哲学/比较研究 

［知识责任］邬昆如 著 

  

 

［正题名］中外政治哲学之比较研究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邬昆如著 

［译者］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物供应社 

［出版日期］民国 71 年 2 月[1982.2]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丛书 

［主题词］政治/比较研究 

［主题词］哲学/比较研究 

［知识责任］邬昆如 著 

  

 

［正题名］陈立夫儒学研究言论集 



［第一责任人］陈立夫著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2 年 7 月[1983.7] 

［丛编题名］国学研究丛书 

［主题词］儒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立夫 著 

  

 

［正题名］儒家思想 

［副题名］性情之教 

［第一责任人］程兆熊著 

［出版者］明文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 4 月[1986.4] 

［主题词］儒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程兆熊 著 

  

 

［正题名］新儒家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张君劢著 

［出版者］弘文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 2 月[1986.2] 

［主题词］儒家/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出版者］经联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 3 月[1987.3]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思想论集 

［丛书］现代篇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唐君毅，殷海光等著 

［译者］项维新，刘福增主编 

［出版者］牧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7 年 1 月[1978.1] 

［丛编题名］牧童文史丛书 cgrs225h15 8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知识责任］殷海光 著 

［次知识责任］项维新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福增 主编 

  

 

［正题名］中国哲学思想论集 

［丛书］现代篇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等著 

［译者］项维新，刘福增主编 

［出版者］牧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7 年 1 月[1978.1] 

［丛编题名］牧童文史丛书 cgrs225h15 6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孙中山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知识责任］蔡元培 著 

［知识责任］吴稚晖 著 

［次知识责任］项维新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福增 主编 

  

 

［正题名］中国哲学思想论集 

［丛书］现代篇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胡适，张君劢，傅斯年等著 

［译者］项维新，刘福增主编 

［出版者］牧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7 年 1 月[1978.1] 

［丛编题名］牧童文史丛书 cgrs225h15 7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胡适 著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知识责任］傅斯年 著 

［次知识责任］项维新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福增 主编 

  

 

［正题名］中国哲学思想论集 

［丛书］宋明篇 

［第一责任人］钱穆等著 

［译者］项维新，刘福增主编 

［出版者］牧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 3 月[1977.3] 



［丛编题名］牧童文史丛书 cgrs225h15 6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次知识责任］项维新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福增 主编 

  

 

［正题名］中国哲学思想论集 

［丛书］清代篇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等著 

［译者］项维新，刘福增主编 

［出版者］牧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 3 月[1977.3] 

［丛编题名］牧童文史丛书 cgrs225h15 5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宋代/明代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次知识责任］项维新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福增 主编 

  

 

［正题名］五十回忆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黄绍竑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2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绍竑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五十回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黄绍竑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2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绍竑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知堂回忆录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周作人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5 

［主题词］作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作人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知堂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周作人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5 

［主题词］作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作人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藕初五十自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穆湘钥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0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 192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本影印 

［主题词］企业家/传记/中国/近代 

［主题词］杂文/经济/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穆湘钥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南侨回忆录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陈嘉庚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9 



［主题词］华侨领袖/传记/近代 

［主题词］华侨/南洋/史料 

［知识责任］陈嘉庚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南侨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嘉庚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9 

［主题词］华侨领袖/传记/近代 

［主题词］华侨/南洋/史料 

［知识责任］陈嘉庚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杜聪明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8 

［主题词］医学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杜聪明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龔德柏回憶錄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龔德柏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國現代自傳叢書 cgrs225f 張玉法，張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4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龚德柏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龔德柏回憶錄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龔德柏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國現代自傳叢書 cgrs225f 張玉法，張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4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龚德柏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蔡廷锴自传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蔡廷锴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蔡廷锴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蔡廷锴自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蔡廷锴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蔡廷锴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丛书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丛书主编 

  

 

［正题名］全国博硕士论文分类目录 

［第一责任人］王茉莉，林玉泉主编 

［译者］国立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编 

［出版者］天一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 7 月[1977.7] 

［主题词］索引/文章/中国 

［知识责任］王茉莉 主编 

［知识责任］林玉泉 主编 



  

 

［正题名］现代论文集文史哲论文索引 

［第一责任人］杨国雄，黎树添编 

［出版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 68 年 12 月[1979.12] 

［主题词］索引/文学/历史/哲学/中国 

［知识责任］杨国雄 编 

［知识责任］黎树添 编 

  

 

［正题名］全国博硕士论文分类目录 

［副题名］1976－1980 

［第一责任人］王茉莉编 

［出版者］国立政治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 71 年 9 月[1982.9] 

［主题词］索引/文章/中国 

［知识责任］王茉莉 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 

［书目卷册］第 12 卷第 7 期 

［第一责任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 

［出版者］[国立中央图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 7 月[1981.7] 

［主题词］索引/中国/1970 

［附注内容］ISSN 0378-0112 

  

 

［正题名］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 

［书目卷册］第 12 卷第 6 期 

［第一责任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 

［出版者］[国立中央图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 6 月[1981.6] 

［主题词］索引/中国/1970 

  

 

［正题名］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 

［书目卷册］第 12 卷第 5 期 

［第一责任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 

［出版者］[国立中央图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 5 月[1981.5] 

［主题词］索引/中国/1970 

  



 

［正题名］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 

［书目卷册］第 12 卷第 4 期 

［第一责任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 

［出版者］[国立中央图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 4 月[1981.4] 

［主题词］索引/中国/1970 

  

 

［正题名］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 

［书目卷册］第 12 卷第 3 期 

［第一责任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 

［出版者］[国立中央图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 3 月[1981.3] 

［主题词］索引/中国/1970 

  

 

［正题名］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 

［书目卷册］第 12 卷第 2 期 

［第一责任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 

［出版者］[国立中央图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 2 月[1981.2] 

［主题词］索引/中国/1970 

  

 

［正题名］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 

［书目卷册］第 12 卷第 1 期 

［第一责任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 

［出版者］[国立中央图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 1 月[1981.1] 

［主题词］索引/中国/1970 

  

 

［正题名］中国文学艺术博硕士论文分类目录 

［第一责任人］朱传誉主编 

［出版者］[出版社不详] 

［出版日期］19?? 

［主题词］专科目录/文学/艺术/中国 

［知识责任］朱传誉 主编 

  

 

［正题名］经济档案函目汇编 

［书目卷册］第一册 

［副题名］1903－1937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编目室编辑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编目室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 12 月[1987.12] 

［主题词］专科目录/经济/档案/中国/1903-1937 

  

 

［正题名］销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 

［第一责任人］英廉等编 

［出版者］广文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 10 月[1981.10] 

［主题词］专题目录/禁书/中国 

［知识责任］英廉等 编 

  

 

［正题名］近史所档案馆藏中外地图目录汇编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编目室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8 月[1991.8]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目录汇编 3 

［主题词］专题目录/地图/中国/世界/1949 年之前 

  

 

［正题名］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 

［副题名］哲学与宗教 

［书目卷册］一集 

［第一责任人］傅伟勋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 6 月[1986.6] 

［丛编题名］哲学沧海丛刊 

［主题词］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世界 

［主题词］佛教/比较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傅伟勋 著 

  

 

［正题名］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 

［副题名］中日现藏三百种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大化书局印 

［出版者］明文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 4 月[1986.4] 

［主题词］国家书目/地方志/传记/中国/明代 

  

 



［正题名］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 

［副题名］中日现藏三百种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大化书局印 

［出版者］明文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 4 月[1986.4] 

［主题词］国家书目/地方志/传记/中国/明代 

  

 

［正题名］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1 年 11 月[1982.11] 

［主题词］图书书目/中国/清代 

  

 

［正题名］中华民国图书联合目录 

［书目卷册］民国六十六年至六十八年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目组编 

［出版者］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目组 

［出版日期］民国 69 年 12 月[1980.12] 

［主题词］联合目录/图书馆/中国/台湾 

  

 

［正题名］中华民国图书联合目录 

［书目卷册］民国六十六年至六十八年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目组编 

［出版者］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目组 

［出版日期］民国 69 年 12 月[1980.12] 

［主题词］联合目录/图书馆/中国/台湾 

  

 

［正题名］资讯式全国图书分类目录 

［并列题名］Computerized Classified National Bibliography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新闻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光复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 11 月[1985.11] 

［主题词］图书目录/地方出版物/台湾/香港 

  

 

［正题名］资讯式全国图书分类目录 



［并列题名］Computerized Classified National Bibliography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新闻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光复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 11 月[1985.11] 

［主题词］图书目录/地方出版物/台湾/香港 

  

 

［正题名］历史与文化论丛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68 年 8 月[1979.8]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主题词］历史/文化/文集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学良·立人·翻 

［第一责任人］李敖等著 

［出版者］天元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7 年 4 月[1988.4] 

［丛编题名］李敖千秋评论丛书 78 

［主题词］人物评论/张学良/孙立人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皇帝·皇帝·末 

［第一责任人］李敖等著 

［出版者］天元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7 年 6 月[1988.6] 

［丛编题名］李敖千秋评论丛书 80 

［主题词］近代史/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沉冤·沉冤·探 

［第一责任人］李敖等著 

［出版者］天元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7 年 5 月[1988.5] 

［丛编题名］李敖千秋评论丛书 79 

［主题词］近代史/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汇编 

［书目卷册］3 辑 

［书目卷册］下册 

［丛书］中华民国六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图书馆编目编辑 

［出版者］台北中央图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 10 月[1975.10] 

［主题词］图书馆目录/地方出版物/台湾/民国 57 年 7 月至 63 年 12 月[1968.7-1974.12] 

  

 

［正题名］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汇编 

［书目卷册］3 辑 

［书目卷册］上册 

［丛书］中华民国六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图书馆编目编辑 

［出版者］台北中央图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4 年 10 月[1975.10] 

［主题词］图书馆目录/地方出版物/台湾/民国 57 年 7 月至 63 年 12 月[1968.7-1974.12] 

  

 

［正题名］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黄培，陶晋生编 

［出版者］食货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69 年 1 月[1980.1] 

［主题词］历史/文化/中国/选集 

［知识责任］黄培 编 

［知识责任］陶晋生 编 

  

 

［正题名］沈刚伯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沈刚伯著 

［出版者］中央日报出版部 

［出版日期］民国 71 年 10 月[1982.10] 

［主题词］沈刚伯/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沈刚伯 著 

  

 

［正题名］沈刚伯先生文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沈刚伯著 

［出版者］中央日报出版部 

［出版日期］民国 71 年 10 月[1982.10] 

［主题词］沈刚伯/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沈刚伯 著 

  

 

［正题名］近代新反抗运动 

［第一责任人］南方朔著 

［出版者］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 8 月[1987.8] 

［丛编题名］新社会系列 cgrs225h（1） 

［知识责任］南方朔 著 

  

 

［正题名］香港年鉴 

［副题名］1990 

［书目卷册］第四十三回 

［第一责任人］吴国基编 

［出版者］华侨日报出版部 

［出版日期］1990.4 

［知识责任］吴国基 编 

  

 

［正题名］香港年鉴 

［副题名］1983 

［书目卷册］第三十六回 

［第一责任人］曾卓然等编辑 

［出版者］华侨日报 

［出版日期］1983.4 

［知识责任］曾卓然 编辑 

  

 

［正题名］香港年鉴 

［副题名］1986 

［书目卷册］第三十九回 

［第一责任人］吴国基编辑 

［出版者］华侨日报 

［出版日期］1986.4 

［知识责任］吴国基 编辑 

  

 

［正题名］香港年鉴 

［副题名］1988 

［书目卷册］第四十四回 

［第一责任人］吴国基编辑 

［出版者］华侨日报出版部 

［出版日期］1988.4 



［知识责任］吴国基 编辑 

  

 

［正题名］香港年鉴 

［副题名］1989 

［书目卷册］第四十二回 

［第一责任人］吴国基编 

［出版者］华侨日报出版部 

［出版日期］1989.4 

［知识责任］吴国基 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年鉴 

［副题名］中华民国六十九年（六十八年七月一日至六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责任人］中华民国年鉴社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69 年 12 月[1980.12] 

 

［正题名］中华民国年鉴 

［副题名］中华 民国七十年（六十九年七月一日至七十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责任人］中华民国年鉴社编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 12 月[1981.12] 

 

［正题名］沈寄簃先生遗书 

［副题名］编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 沈家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4-1967 

［主题词］杂著/中国 

［知识责任］ 沈家本 著 

  

 

［正题名］沈寄簃先生遗书 

［副题名］编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 沈家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4-1967 

［主题词］杂著/中国 

［知识责任］ 沈家本 著 

  

 



［正题名］沈寄簃先生遗书 

［副题名］编乙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 沈家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4-1967 

［主题词］杂著/中国 

［知识责任］ 沈家本 著 

  

 

［正题名］沈寄簃先生遗书 

［副题名］编乙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 沈家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4-1967 

［主题词］杂著/中国 

［知识责任］ 沈家本 著 

  

 

［正题名］沈寄簃先生遗书 

［副题名］编乙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 沈家本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4-1967 

［主题词］杂著/中国 

［知识责任］ 沈家本 著 

  

 

［正题名］新编名扬百科大辞典总索引 

［副题名］国音索引，笔画索引，外文索引 

［第一责任人］张之杰，黄台香主编 

［译者］梁实秋总审定 

［出版者］名扬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 5 月[1985.5]重印 

［主题词］百科辞典 

［知识责任］黄台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之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梁实秋 总审定 

  

 

［正题名］新编名扬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上册（一划～三划） 



［第一责任人］张之杰，黄台香主编 

［译者］梁实秋总审定 

［出版者］名扬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 2 月[1985.2]重印 

［主题词］百科辞典 

［知识责任］黄台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之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梁实秋 总审定 

  

 

［正题名］新编名扬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中册（四划～六划） 

［第一责任人］张之杰，黄台香主编 

［译者］梁实秋总审定 

［出版者］名扬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 9 月[1985.9]重印 

［主题词］百科辞典 

［知识责任］黄台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之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梁实秋 总审定 

  

 

［正题名］新编名扬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下册（六划～十七划） 

［第一责任人］张之杰，黄台香主编 

［译者］梁实秋总审定 

［出版者］名扬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 9 月[1985.9]重印 

［主题词］百科辞典 

［知识责任］黄台香 主编 

［知识责任］张之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梁实秋 总审定 

  

 

［正题名］当代国语大辞典 

［并列题名］GARND CHINESE DICTIONARY 

［第一责任人］阎振兴，高明总监修 

［出版者］百科文化事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5.7 

［知识责任］阎振兴 总监修 

［知识责任］高明 总监修 

  

 

［正题名］文史辞源 



［副题名］第二册 

［出版者］天成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3 年 5 月[1984.5] 

 

［正题名］文史辞源 

［副题名］第一册 

［出版者］天成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3 年 5 月[1984.5] 

 

［正题名］文史辞源 

［副题名］第三册 

［出版者］天成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3 年 5 月[1984.5] 

 

［正题名］文史辞源 

［副题名］第四册 

［出版者］天成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3 年 5 月[1984.5] 

 

［正题名］伦理与生活 

［副题名］清代婚姻关系 

［第一责任人］郭松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婚姻问题/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郭松义 著 

  

 

［正题名］洪洞大槐树移民志 

［第一责任人］张青主编 

［出版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移民/史料/山西/明代 

［知识责任］张青 主编 

  

 

［正题名］文化的商务 

［副题名］王云五专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建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出版事业/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王建辉 著 

  



 

［正题名］荣木谭 

［副题名］思想随笔与文化解读 

［第一责任人］唐逸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唐逸 著 

  

 

［正题名］法治理想国 

［副题名］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 

［第一责任人］周天玮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法学/对比研究/苏格拉底/孟子 

［知识责任］周天玮 著 

  

 

［正题名］正谊谋利 

［副题名］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乔洪武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经济/伦理学/研究/西方国家/近代 

［知识责任］乔洪武 著 

  

 

［正题名］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 

［第一责任人］（日）沪友会著 

［译者］杨华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信 

［主题词］游记/东亚/近代 

［知识责任］沪友会 著 

［次知识责任］杨华 译 

  

 

［正题名］西方哲学讲演录 

［第一责任人］（英）安东尼·弗卢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哲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弗卢 著 

  

 

［正题名］哲学与人文地理学 

［第一责任人］（英）R·J·约翰斯顿著 

［译者］蔡运龙，江涛译 

［并列题名］Philosophy znd Human Geography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哲学/人文地理学/关系/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约翰斯顿 著 

［次知识责任］蔡运龙 译 

［次知识责任］江涛 译 

  

 

［正题名］佃农理论 

［副题名］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 

［第一责任人］张五常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佃农/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张五常 著 

  

 

［正题名］陈翰伯文集 

［第一责任人］《陈翰伯文集》编辑组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出版事业/文集 

  

 

［正题名］中国邮票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stage Stamps 

［书目卷册］第六卷 

［副题名］1945.9-1950.6 

［丛书］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之二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九卷，约 500 万字，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有关邮票的大型专业通史

著作，用邮票的形式反映了从 1878 年至 1991 年间长达一百多年的相关史实。 

［主题词］邮票/历史/中国/1945-1950 

  

 



［正题名］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 

［副题名］近代中国农业结构、商品经济与农村市场 

［第一责任人］丁长清，慈鸿飞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丁长清 编著 

［知识责任］慈鸿飞 编著 

  

 

［正题名］近代新学 

［副题名］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第一责任人］王先明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新学/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王先明 著 

  

 

［正题名］西潮·新潮 

［第一责任人］蒋梦麟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海外名家名作丛书 

［主题词］文化/影响/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蒋梦麟 主编 

  

 

［正题名］董辅礽评传 

［第一责任人］薛永应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经济学家/评传 

［知识责任］薛永应 著 

  

 

［正题名］五十回忆 

［第一责任人］黄绍竑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4 

［知识责任］黄绍竑 著 

  

 

［正题名］世界体系论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王正毅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 .4 

［主题词］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外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王正毅 著 

  

 

［正题名］日本经济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泰萨·莫里斯-玲木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日本 

［知识责任］莫里斯-玲木 著 

  

 

［正题名］社会科学图书情报工作特殊性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纪兴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社会科学/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知识责任］刘纪兴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 

［第一责任人］曾贻芬，崔文印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史学/文献学/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曾贻芬 著 

［知识责任］崔文印 著 

  

 

［正题名］中国价格史 

［书目卷册］先秦--清朝时期 

［第一责任人］余耀华著 

［出版者］物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价格/经济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余耀华 著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1 

［丛书］顺治朝，康熙朝 



［第一责任人］章 沅主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2 

［丛书］雍正朝，乾隆朝 

［第一责任人］章 沅主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3 

［丛书］嘉庆朝，道光朝，咸丰朝 

［第一责任人］章 沅主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4 

［丛书］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 

［第一责任人］章 沅主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正题名］明通鉴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清）夏燮撰 

［译者］王日根，李一平，李珽，李秉乾等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通史/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夏燮 撰 

［次知识责任］王日根 校 

［次知识责任］李一平 校 

［次知识责任］李秉乾 校 

［次知识责任］李珽 校 

  

 

［正题名］明通鉴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清）夏燮撰 

［译者］王日根，李一平，李珽，李秉乾等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通史/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夏燮 撰 

［次知识责任］王日根 校 

［次知识责任］李一平 校 

［次知识责任］李秉乾 校 

［次知识责任］李珽 校 

  

 

［正题名］明通鉴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清）夏燮撰 

［译者］王日根，李一平，李珽，李秉乾等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通史/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夏燮 撰 

［次知识责任］王日根 校 

［次知识责任］李一平 校 

［次知识责任］李秉乾 校 

［次知识责任］李珽 校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1 

［丛书］明万历 11 年起，太宗天聪 4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2 

［丛书］太宗天聪 5 年起，世祖顺治 5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3 

［丛书］世祖顺治 6 年起，世祖顺治 18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4 

［丛书］圣祖康熙元年起，圣祖康熙 22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5 

［丛书］圣祖康熙 22 年起，圣祖康熙 45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6 

［丛书］圣祖康熙 46 年起，世宗雍正元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7 

［丛书］世宗雍正 2 年起，世宗雍正 12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8 

［丛书］世宗雍正 13 年起，高宗乾隆 15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9 

［丛书］高宗乾隆 16 年起，高宗乾隆 32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10 

［丛书］高宗乾隆 34 年起，高宗乾隆 52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11 

［丛书］高宗乾隆 53 年起，仁宗嘉庆 8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12 

［丛书］仁宗嘉庆 9 年起，宣宗道光元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13 

［丛书］宣宗道光 2 年起，宣宗道光 21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14 

［丛书］宣宗道光 22 年起，文宗咸丰 4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15 

［丛书］文宗咸丰 5 年起，穆宗同治 2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16 

［丛书］穆宗同治 3 年起，穆宗同治 12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17 

［丛书］穆宗同治 13 年起，德宗光绪 10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18 

［丛书］德宗光绪 11 年起，德宗光绪 20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19 

［丛书］德宗光绪 21 年起，德宗光绪 27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20 

［丛书］德宗光绪 28 年起，宣统 3 年止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21 

［丛书］附录 1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清通鉴 

［书目卷册］22 

［丛书］附录 2 

［第一责任人］戴逸，李文海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李文海 主编 

  

 

［正题名］现代评论 

［书目卷册］第 1 卷--第 8 卷 

［第一责任人］陈源，徐志摩等主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陈源 主编 

［附注内容］转入期刊收藏 

［知识责任］徐志摩 主编 

  

 

［正题名］独立评论 

［书目卷册］第 1 卷--第 10 卷 

［第一责任人］胡适等主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11 

［知识责任］胡适 主编 

  

 

［正题名］观察 

［第一责任人］储安平主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储安平 主编 

  

 

［正题名］努力周报 

［第一责任人］胡适主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胡适 主编 

  



 

［正题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南 

［第一责任人］中国工程院研究室主编 

［出版者］航空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人名录/工程院/中国 

  

 

［正题名］邓颖超书信选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政治家/中国/现代/书信集 

［知识责任］邓颖超 著 

  

 

［正题名］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第一责任人］舒芜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知识责任］舒芜 著 

  

 

［正题名］人口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佟新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人口社会学基本原理；分析了人口的出生、死亡及迁移诸过程；分

析了人口结构所具有的社会特点：分析了年龄结构、性别结构、阶层结构；人口结构的社会

变迁，从而揭示了人口变化的规律性等。 

［主题词］人口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佟新 著 

  

 

［正题名］希特勒与知识分子 

［第一责任人］刘国柱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两篇，内容包括：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知识界渊源与德国文化传统、

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文化政策与知识界的呐喊和抗争。 

［主题词］国家社会主义/研究/德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国柱 著 

  

 



［正题名］探索者 

［副题名］人类寻求理解其世界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著 

［译者］吴晓妮，陈怡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与《发现者》、《创造者》一起构成三部曲，重现了西方历史上那些在我们

生命和历史进化演变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的杰出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思想风貌。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 

［知识责任］布尔斯廷 著 

［知识责任］Boorstin 著 

［次知识责任］吴晓妮 译 

［次知识责任］陈怡 译 

  

 

［正题名］文史杂论 

［第一责任人］吴江著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野菊文丛 cgrs225h 第三集 

［附注内容］扉页题：野菊三集 

［附注内容］本书第一辑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立论。第二辑是关于儒家学说的评论和研究。

第三辑是关于若干史学问题的评论。提出了传统史学现代价值问题等。 

［主题词］文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吴江 著 

  

 

［正题名］中国回教史 

［第一责任人］傅统先著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回族学丛书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傅统先 著 

  

 

［正题名］基督教文化评论 

［书目卷册］11 

［第一责任人］刘小枫主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刘小枫 主编 

  



 

［正题名］百年树人 

［副题名］中国教育问题 

［第一责任人］陈鸿清编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百年民生丛书 

［主题词］教育事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鸿清 编著 

  

 

［正题名］九十年代反思录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近思札记》、《关于近年的反思问答》、《关于京剧与文化传统答问》、

《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等文章。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王元化 著 

  

 

［正题名］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第一责任人］邵循正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把国际形势、法国政局的变化和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把外交史

和政治史融合为一体，从追溯、法、越关系入手，分析中法战争。 

［主题词］中法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主题词］中越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知识责任］邵循正 著 

  

 

［正题名］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 

［副题名］四川的“土广东”来自何方 

［第一责任人］孙晓芬编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是首部全面系统反映四川境内客家人历史与现状的专著。全书从社会、历

史、语言、民俗等方面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了四川客家的历史与文化。 

［主题词］客家/民族历史/研究/四川 

［主题词］民族文化/客家/研究/四川 

［知识责任］孙晓芬 编著 



  

 

［正题名］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 

［第一责任人］杨天宏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论文包括四方面，即近代初期的补苴改良与传统制约；政治思想的

转型与制度变革的艰难实践；限制通商与欲罢不能的 放政策；中西文化冲突与反教政治运

动。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天宏 著 

  

 

［正题名］陈垣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陈垣著] 

［译者］陈智超，曾庆瑛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早年篇、史学篇、序跋札记篇、晚年篇和书信篇五部分，主要收录了

陈垣先生在不同时期写的文章和书信一百余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陈垣 著 

［次知识责任］陈智超 编 

［次知识责任］曾庆瑛 编 

  

 

［正题名］懒寻旧梦录 

［副题名］增补本 

［第一责任人］夏衍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9 

［知识责任］夏衍 著 

  

 

［正题名］王欣夫说文献学 

［第一责任人］王欣夫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文献学的涵义，目录的起源、重要性，版本的起源、发展、重要性，

校雠的起源、重要性以及各时代的校雠学等。 

［主题词］古文献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欣夫 撰 



  

 

［正题名］海上旧闻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叶又红主编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辑为文汇报都市旧闻版文章荟萃，主要介绍上海近现代的人文掌故、风土人

情、经济文化、交通轶事、金融纪事等。 

［知识责任］叶又红 主编 

  

 

［正题名］第三野战军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柳江南,罗英才，胡兆才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解放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刻画了陈毅、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将风度，再现了第三野战军广大官

兵用鲜血建树的丰功伟绩和英雄壮举。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知识责任］柳江南 著 

［知识责任］罗英才 著 

［知识责任］胡兆才 著 

  

 

［正题名］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魏碧海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解放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统帅部一个个战略决策的产生和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激烈战斗

场面的叙述，描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横扫大半个中国的

战斗历程。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魏碧海 著 

  

 

［正题名］陈独秀传奇 

［第一责任人］吴晓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诞生菜地旁的婴儿”、“新婚之夜的茫然”、“与孙中山同台讲

演”、“与元妻合冢九泉下”等。 



［知识责任］吴晓 著 

  

 

［正题名］中国空军抗战史 

［第一责任人］唐学锋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中国空中战场上的中、苏、

美联合对日作战的历史事件。 

［主题词］空军/抗日战争/战争史/中国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史 

［知识责任］唐学锋 著 

  

 

［正题名］生命是什么 

［副题名］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第一责任人］钱俊生，孔伟，卢大振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基因/遗传工程/社会影响/研究 

［知识责任］钱俊生 著 

［知识责任］孔伟 著 

［知识责任］卢大振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世军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西方政治学东渐”、“政治文明转型的目标模式”、“政治体制

构建的两种选择”等。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世军 著 

  

 

［正题名］金钱的运动 

［副题名］中国股市十年风雨路 

［第一责任人］周俊生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所记载的是自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在一九九零年底建立以后中国股

票市场十年来从起步到成长的发展历史。 

［主题词］股票/证券投资/概况/中国/1990～1999 



［主题词］股票 

［主题词］证券投资 

［知识责任］周俊生 著 

  

 

［正题名］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美)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著 

［译者］许先春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从详细描述英国人入侵北美，对原始部族进行残暴的屠杀和掠夺的过程

始，描述了美国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反抗史。 

［知识责任］津恩 著 

［知识责任］Zinn 著 

［次知识责任］许先春 译 

  

 

［正题名］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 

［第一责任人］孟森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收《建文逊国事考》、《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科场案》、《东方旦案》、

《王紫稼考》、《海宁陈家》等 20 多篇文章。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孟森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郭沫若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和三次革命；其中青铜时代、十批判

书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姊妹篇。 

［主题词］古代社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郭沫若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郭沫若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和三次革命；其中青铜时代、十批判

书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姊妹篇。 

［主题词］古代社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郭沫若 著 

  

 

［正题名］考古学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夏鼐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文集集结的是作者四、五十年代的重要论著，内容包括中国史前考古学和汉

唐时代考古研究。 

［主题词］考古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考古学 

［知识责任］夏鼐 著 

  

 

［正题名］考古学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夏鼐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文集集结的是作者四、五十年代的重要论著，内容包括中国史前考古学和汉

唐时代考古研究。 

［主题词］考古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考古学 

［知识责任］夏鼐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辽宋金元时期 

［第一责任人］吴松弟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依据史书、会要、文集、笔记及地方志，对辽宋金元各朝的户口调查统计

制度和能收集到的全部户口数据，进行了详细考证，论述了此时期的人口发展过程，探讨了

各区域人口发展过程和相关因素，及其内部的人口分布状况。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知识责任］葛剑雄 主编 

［知识责任］吴松弟 著 

  

 

［正题名］日本藏书印鉴 

［第一责任人］林申清编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收藏了入条家、土肥庆藏、大田覃、大谷木季纯、大泽基季等 105 位私家

藏书印章，书后附有官藏·公(特)藏印章。 

［主题词］印谱/日本 

［知识责任］林申清 编著 

  

 

［正题名］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 

［第一责任人］林申清编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宋濂、叶盛、丰坊、范钦、茅坤、王世贞、高濂、曹溶等 54 位明

清著名藏书家和明诸藩、清宗室，以及他们的藏书印。 

［主题词］藏书家/生平事迹/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印谱/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林申清 编著 

  

 

［正题名］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 

［书目卷册］2000 

［第一责任人］黄朗辉主编 

［译者］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年鉴全面反映了 1999 年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零售价格、居民消费价格、农产

品收购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城镇居民家庭生活的现状及变动情况，包括三部分内容：

专文，价格调查资料，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资料。 

［主题词］城镇/职工家庭收支调查/统计资料/中国/2000/年鉴 

［主题词］物价管理/统计资料/中国/2000/年鉴 

［知识责任］黄朗辉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美术图史 

［书目卷册］1949-1966 

［第一责任人］陈履生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包括：延安传统与《讲话》精神；运动中的美术与美术中的运动；新

年画与新年画创作运动；改造国画与繁荣国画等。共九章。 

［主题词］美术史/中国/1949～1966 

［知识责任］陈履生 著 

  

 

［正题名］新中国美术图史 

［书目卷册］1966-1976 

［第一责任人］王明贤，严善錞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对“文革”美术的成因、活动方式及影响作了探讨；在叙述上，不沉溺与

历史琐细，而是在大的历史事件和背景上着墨，并且较多的运用了原始材料；所选的近 400

幅美术作品，均是“文革”中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图片。 

［主题词］美术史/中国/1966～1976 

［知识责任］王明贤 著 

［知识责任］严善錞 著 

  

 

［正题名］名人传记大观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松晨主编 

［译者］唐金俭，杜述胜副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名人/列传/世界 

［主题词］传记文学/世界 

［知识责任］李松晨 主编 

［次知识责任］唐金俭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杜述胜 副主编 

  

 

［正题名］名人传记大观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李松晨主编 

［译者］唐金俭，杜述胜副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名人/列传/世界 

［主题词］传记文学/世界 

［知识责任］李松晨 主编 

［次知识责任］唐金俭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杜述胜 副主编 

  

 

［正题名］名人传记大观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松晨主编 

［译者］唐金俭，杜述胜副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名人/列传/世界 

［主题词］传记文学/世界 

［知识责任］李松晨 主编 

［次知识责任］唐金俭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杜述胜 副主编 

  

 

［正题名］剑桥插图中国史 

［并列题名］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美）伊佩霞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通史/中国/普及读物 

［知识责任］伊佩霞 著 

［知识责任］Ebrey 

  

 

［正题名］化为桃林 

［第一责任人］端木蕻良著 

［译者］钟耀群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白屋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 20 世纪 30 至 90 年代的散文精品。作者以真挚的心，流畅的笔，

或自叙身世遭遇、创作经验、生活感受，或书写乡恋、亲情、友谊，展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和爱国热忱。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端木蕻良 著 

［次知识责任］钟耀群 编 

  

 

［正题名］板桥杂记 

［第一责任人］(清)余怀著 

［译者］李金堂校注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明清小品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著成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记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

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问题。 

［主题词］小品文/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余怀 著 

［次知识责任］李金堂 校注 

  

 

［正题名］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喻大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主要采用传统的治史方法，对晚

清文化保守思潮作了宏观性研究。 

［主题词］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喻大华 著 

  

 

［正题名］中国文献学概要 

［第一责任人］郑鹤声，郑鹤春撰 

［译者］郑一奇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蓬莱阁丛书 

［主题词］文献学/中国 

［知识责任］郑鹤声 撰 

［知识责任］郑鹤春 撰 

［次知识责任］郑一奇 导读 

  

 

［正题名］清史论丛 

［书目卷册］2000 年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代/文集 

  

 

［正题名］中国历史研究法 

［副题名］外二种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主题词］历史/研究方法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老舍资料考释（修订本） 

［第一责任人］张桂兴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 老舍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张桂兴 著 

  

 

［正题名］老舍著译编目 

［第一责任人］张桂兴编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老舍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编目系根据《老舍资料考释》初版本的下册加以修订而成的，所收集的老舍

著译作品，按著译时间与发表日期的先后顺序列目。每项条目注明题目、体裁、署名、写作

与发表时间、有影响的单行本版次、初收与现收合集等内容。 

［主题词］文学/专科目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桂兴 编著 

  

 

［正题名］世界通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周谷城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远古文化之发展，亚欧势力之往还，世界范围之扩大等内容，叙述的

基本上都是代表趋势性发展的历史事件。 

［主题词］世界史 

［知识责任］周谷城 著 

  

 

［正题名］世界通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周谷城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远古文化之发展，亚欧势力之往还，世界范围之扩大等内容，叙述的



基本上都是代表趋势性发展的历史事件。 

［主题词］世界史 

［知识责任］周谷城 著 

  

 

［正题名］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晓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宋代经济构成的历史性变化，宋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结

构，宋代城镇经济的发展与城乡经济一元化等内容。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两宋时代 

［主题词］国家干预/关系/经济发展/研究/中国/两宋时代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宋代 

［知识责任］李晓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史 

［第一责任人］夏曾佑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中国古代史》原名《 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亦简称《中国历史教科书》，

193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课本，列入大学丛书，改名《中国古代史》，共三册。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 

［知识责任］夏曾佑 著 

  

 

［正题名］尚书通论（外二种） 

［第一责任人］陈梦家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尚书通论”、“尚书专论”、“尚书讲义”、“尚书补述”等，还

附有“西周年代考”和“六国纪年”二种。 

［知识责任］陈梦家 著 

  

 

［正题名］新中国周边大事纪实 

［第一责任人］郝智慧主编 

［出版者］中原农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纪实手法，勾勒出新中国周边近百年来的风风雨雨，如日俄对马大角

逐，“北方四岛”之争等。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郝智慧 主编 

  

 

［正题名］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美)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Turner)著 

［译者］邱泽奇等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高校经典教材译丛 社会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册共四编，包括功能主义理论、进化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主要内容

有：浮现的传统：功能主义理论的兴起；成熟的传统：默顿的经验主义分析方法；延续的传

统：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等。 

［主题词］社会学/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特纳 编 

［知识责任］Turner 著 

［次知识责任］邱泽奇 译 

  

 

［正题名］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美)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Turner)著 

［译者］邱泽奇等译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高校经典教材译丛 社会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册为第五编至第七编的内容涉及互动理论、结构理论、批判理论。详细阐述

了浮现的传统：互动论的兴起和现象学；成熟的传统：自我和认同理论；延续的传统：网络

分析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学/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特纳 编 

［知识责任］Turner 著 

［次知识责任］邱泽奇 译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 

［第一责任人］王先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以近代乡村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结构的变迁与转型为研究重点，通过分析

考察二者的相关性和互动性探寻出近代中国历史演讲的轨迹、特征与规律。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先明 著 



  

 

［正题名］困学觅知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史家随笔 

［附注内容］本书从罗尔纲所发表的文章和遗稿中，挑选了好读易懂，又富有创见的随笔

60 余篇，按内容分为“治学记”、“评史录”、“怀旧集”、“读书录”四项编辑而成。 

［主题词］史评/中国 

［主题词］散文/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周南京主编 

［丛书］法律条例政策卷 

［第一责任人］毛起雄本卷主编 

［译者］《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由两部分构成：中外各国主要涉侨机构；涉侨法律、法规、条例及政

策，共收词条 4000 余个。 

［主题词］华侨/法律/世界/百科全书 

［主题词］华人/法律/世界 

［主题词］华侨政策/世界/百科全书 

［主题词］华人/政策/世界 

［知识责任］周南京主编 

［知识责任］毛起雄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广告业二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现代广告杂志社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业经营发展情况的资料性工具书。收录了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广告经、兼营单位 1979～1998 年 20 年来广告经营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 

［主题词］广告业/统计资料/中国/1979～1998 

  

 

［正题名］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中国工业、交通、能源经济发展情况的资料性图书。收录了全国各类

工业行业、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 1949 年至 1999 年五十年的历史统计数据。 

［主题词］工业统计/统计资料/中国/1949～1999 

［主题词］交通运输经济/经济统计/统计资料/中国/1949～1999 

［主题词］能源经济/经济统计/统计资料/中国/1949～1999 

  

 

［正题名］对峙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宋连生，巩小华等编著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台海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从蒋介石兵败大陆到举国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其间 50 年来台

湾海峡的风云变迁。通过对金门炮战、台海危机、中美建交、汪辜会谈、反台独等重大事件

的描述，刻划了一批血肉丰满的政坛巨子，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1949～1999 

［知识责任］宋连生 编著 

［知识责任］巩小华 编著 

  

 

［正题名］新中国刑法学五十年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高铭暄，赵秉志主编 

［出版者］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刑事法律科学文库 1 

［附注内容］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学科综述，即新中国刑法学研究 50 年之间回顾与

前瞻(综述)；论文精选，即新中国 50 年来刑法学论文之荟萃；书籍通览，即新中国 50 年来

刑法学书籍一览。 

［主题词］刑法/法学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高铭暄 主编 

［知识责任］赵秉志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刑法学五十年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高铭暄，赵秉志主编 

［出版者］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刑事法律科学文库 1 

［附注内容］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学科综述，即新中国刑法学研究 50 年之间回顾与

前瞻(综述)；论文精选，即新中国 50 年来刑法学论文之荟萃；书籍通览，即新中国 50 年来

刑法学书籍一览。 



［主题词］刑法/法学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高铭暄 主编 

［知识责任］赵秉志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刑法学五十年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高铭暄，赵秉志主编 

［出版者］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刑事法律科学文库 1 

［附注内容］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学科综述，即新中国刑法学研究 50 年之间回顾与

前瞻(综述)；论文精选，即新中国 50 年来刑法学论文之荟萃；书籍通览，即新中国 50 年来

刑法学书籍一览。 

［主题词］刑法/法学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高铭暄 主编 

［知识责任］赵秉志 主编 

  

 

［正题名］唐代妇女地位研究 

［第一责任人］段塔丽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从社会学、史学和女性文化的视角，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次、

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拓宽了中国妇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新视野。 

［主题词］妇女地位/研究/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段塔丽 著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妇女 

［第一责任人］王国敏主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书以阐述了 20 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家庭、

婚姻和就业等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迁，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解放妇女，提高妇

女地位 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等。 

［主题词］妇女/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王国敏 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年法制大事纵览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张晋藩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以年为线索，忠实地记载了从 1900 年至 1999 年我国百年法制的状况和发

展轨迹，有助读者认识中国法制的现在和将来。每一个涉法的人，包括党政干部，读之都会

受益。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1900～1999 

［知识责任］张晋藩 主编 

  

 

［正题名］史学要论 

［第一责任人］李守常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

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六部分。 

［主题词］史学理论 

［知识责任］李守常 著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第一责任人］金毓黻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九章，内容有：古代史官概述、古代史家与史籍、司马迁与班固之史

学、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汉以后之史官制度、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

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等。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金毓黻 著 

  

 

［正题名］张謇传 

［第一责任人］章 沅著 

［出版者］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篇，少壮篇、转型篇、鼎盛篇、晚晴篇。主要介绍了张謇这个历史

人物的光辉一生。 

［知识责任］章 沅 著 

  

 

［正题名］傣族历史档案研究 

［第一责任人］华林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博士苑丛书 

［附注内容］“云南省中青年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培养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探讨傣族历史档案的起源、发展、形制、构成、类别、分布、价值

和管理利用的学术专著。 

［主题词］傣族/历史档案/档案资料/研究 

［知识责任］华林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的人权思想 

［第一责任人］刘永平著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为什么要研究人权问题、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和中国人权、近

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权思想、我们在国际人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等。 

［主题词］人权/思想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刘永平 著 

  

 

［正题名］百战将星 

［副题名］周希汉 

［第一责任人］韦晓咏，罗元生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一个从麻城周家坳走出来的中将，一生转战南北，大难不死。本书以翔实的资

料描写了既有虎将风度又有儒将见识，聪明过人、勤奋过人、才干过人的一代战将周希汉的

一生。 

［主题词］军事人物/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韦晓咏 著 

［知识责任］罗元生 著 

  

 

［正题名］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陈其泰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历史学家范文澜的生平、学术成就、主要著作、学术交往。附录“范

文澜主要著述年表”、“研究范文澜的主要论著”。 

［知识责任］陈其泰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画卷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主编 



［译者］李蓉副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知识责任］黄修荣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蓉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画卷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主编 

［译者］李蓉副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知识责任］黄修荣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蓉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丛书］清代经济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方行 主编 

［知识责任］经君健 主编 

［知识责任］魏金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丛书］清代经济卷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方行 主编 

［知识责任］经君健 主编 

［知识责任］魏金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通史 

［丛书］清代经济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方行 主编 

［知识责任］经君健 主编 

［知识责任］魏金玉 主编 

  

 

［正题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 

［第一责任人］刘泽华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和、王

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崇圣与社会控制等。 

［主题词］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泽华 主编 

  

 

［正题名］日本战后五十年 

［副题名］1945～1995 

［第一责任人］王振锁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知识责任］王振锁 著 

  

 

［正题名］孤独集 

［副题名］朱宗震史学论文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朱宗震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朱宗震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66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67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68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69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70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71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72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73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74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75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正题名］五四图史 

［第一责任人］丁守和主编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五·四运动/史料/中国/1919/图集 

［知识责任］丁守和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聚焦 

［副题名］1900-1999 

［第一责任人］陶德言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历史事件/世界/1900～1999 

［知识责任］陶德言 主编 

  

 

［正题名］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勾画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及改革 放

初期不平凡的风风雨雨历程，涉及了我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重要事件。 

  

 

［正题名］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勾画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及改革 放



初期不平凡的风风雨雨历程，涉及了我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重要事件。 

  

 

［正题名］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勾画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及改革 放

初期不平凡的风风雨雨历程，涉及了我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重要事件。 

  

 

［正题名］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书目卷册］第 4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勾画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及改革 放

初期不平凡的风风雨雨历程，涉及了我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重要事件。 

  

 

［正题名］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书目卷册］第 5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者］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勾画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及改革 放

初期不平凡的风风雨雨历程，涉及了我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重要事件。 

  

 

［正题名］民国史纪事本末 

［书目卷册］一 

［丛书］北洋政府时期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刘景泉，邓丽兰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近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景泉 撰 



［次知识责任］邓丽兰 撰 

  

 

［正题名］民国史纪事本末 

［书目卷册］二 

［丛书］北洋政府时期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慈鸿飞，陈舜卿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近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慈鸿飞 撰 

［次知识责任］陈舜卿 撰 

  

 

［正题名］民国史纪事本末 

［书目卷册］三 

［丛书］南京国民政府确立时期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江沛，于永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近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江沛 撰 

［次知识责任］于永 撰 

  

 

［正题名］民国史纪事本末 

［书目卷册］四 

［丛书］南京国民政府确立时期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付建成，李云峰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近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付建成 撰 

［次知识责任］李云峰 撰 

  



 

［正题名］民国史纪事本末 

［书目卷册］五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王同起，岳谦厚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近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同起 撰 

［次知识责任］岳谦厚 撰 

  

 

［正题名］民国史纪事本末 

［书目卷册］六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杨光彦，张国镛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近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杨光彦 撰 

［次知识责任］张国镛 撰 

  

 

［正题名］民国史纪事本末 

［书目卷册］七 

［丛书］南京国民政府崩溃时期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主编 

［译者］李振亚，李金铮撰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近代史/纪事本末体/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魏宏运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振亚 撰 

［次知识责任］李金铮 撰 

  

 

［正题名］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正题名］学林往事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张世林编 

［出版者］朝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文一百零二篇，介绍了蔡元培、孟森、陈垣、黄侃、陈寅恪、岑仲勉

等近一百一十位已故大学者的事迹。 

［主题词］社会科学/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世林 编 

  

 

［正题名］学林往事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张世林编 

［出版者］朝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文一百零二篇，介绍了蔡元培、孟森、陈垣、黄侃、陈寅恪、岑仲勉

等近一百一十位已故大学者的事迹。 

［主题词］社会科学/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世林 编 

  

 

［正题名］学林往事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张世林编 

［出版者］朝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文一百零二篇，介绍了蔡元培、孟森、陈垣、黄侃、陈寅恪、岑仲勉

等近一百一十位已故大学者的事迹。 

［主题词］社会科学/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世林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俄文学关系 

［第一责任人］陈建华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比较文学/中国、苏联/20 世纪 

［知识责任］陈建华 著 

  

 

［正题名］学说中国 

［第一责任人］骆玉明等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政治思想/中国/现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骆玉明 著 

［知识责任］杨扬 著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知识责任］周振鹤 著 

［知识责任］朱学勤 著 

［知识责任］俞吾金 著 

［知识责任］高瑞全 著 

［知识责任］姚大力 著 

  

 

［正题名］李约瑟画传 

［第一责任人］王钱国忠编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李约瑟研究著译书系 

［附注内容］国家“九五”(1996-2000)规划重点图书 

［知识责任］王钱国忠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派与社会主义思潮 

［第一责任人］陶季邑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民主派/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陶季邑 著 

  

 

［正题名］湖北通史 

［丛书］先秦卷 

［第一责任人］章 元，张正明，罗福惠主编 

［译者］张正明，刘玉堂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地方史/湖北/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章 元 主编 

［知识责任］张正明 主编 

［知识责任］罗福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正明 著 

［次知识责任］刘玉堂 著 

  

 

［正题名］湖北通史 

［丛书］秦汉卷 

［第一责任人］章 沅等主编 

［译者］丁毅华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地方史/湖北/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章 元 主编 

［知识责任］张正明 主编 

［知识责任］罗福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丁毅华 著 

  

 

［正题名］湖北通史 

［丛书］魏晋南北朝卷 

［第一责任人］章 沅等主编 

［译者］牟发松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地方史/湖北/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知识责任］张正明 主编 

［知识责任］罗福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牟发松 著 

  

 

［正题名］湖北通史 

［丛书］隋唐五代卷 

［第一责任人］章 沅等主编 

［译者］李文澜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地方史/湖北/隋唐时代 

［主题词］地方史/湖北/五代十国时期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知识责任］张正明 主编 

［知识责任］罗福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文澜 著 

  

 

［正题名］湖北通史 

［丛书］宋元卷 

［第一责任人］章 沅等主编 

［译者］王瑞明,雷家宏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地方史/湖北/两宋时代 

［主题词］地方史/湖北/元代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知识责任］张正明 主编 

［知识责任］罗福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瑞明 著 

［次知识责任］雷家宏 著 

  

 

［正题名］湖北通史 

［丛书］明清卷 

［第一责任人］章 沅等主编 

［译者］张建民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地方史/湖北/明代 

［主题词］地方史/湖北/清代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知识责任］张正明 主编 

［知识责任］罗福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建民 著 

  

 

［正题名］湖北通史 

［丛书］晚清卷 

［第一责任人］章 沅等主编 

［译者］罗福惠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地方史/湖北/清代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知识责任］张正明 主编 

［知识责任］罗福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罗福惠 著 

  

 

［正题名］湖北通史 

［丛书］民国卷 

［第一责任人］章 沅等主编 

［译者］田子渝,黄文华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地方史/湖北/民国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知识责任］张正明 主编 

［知识责任］罗福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田子渝 著 

［次知识责任］黄文华 著 

  

 

［正题名］真理的追求 

［副题名］十年文萃(1990.7～2000.7)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余征主编 

［译者］《真理的追求》杂志社编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 120 篇文章，分为“西化”、“分化”图谋下的中国、改革之路与经济

建设、立场与投枪、党风和反腐败斗争、真理的光芒五部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余征 主编 

  

 

［正题名］真理的追求 

［副题名］十年文萃(1990.7～2000.7)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余征主编 

［译者］《真理的追求》杂志社编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 120 篇文章，分为“西化”、“分化”图谋下的中国、改革之路与经济

建设、立场与投枪、党风和反腐败斗争、真理的光芒五部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余征 主编 

  

 

［正题名］北京地名典 



［第一责任人］王彬，徐秀珊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诠释北京地名典故的书籍，主要收入街道胡同、居民住地等，如和

平里街道办事处、国子监街、宝钞胡同、华丰胡同等。 

［主题词］地名/典故/北京市 

［知识责任］王彬 主编 

［知识责任］徐秀珊 主编 

  

 

［正题名］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尹钧科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地理基础和历史背景，先秦至民国时期北京郊

区村落的起源、兴衰、复杂化、蓬勃发展，并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郊区村落的巨变以及

村落名称、形态和分布。 

［知识责任］尹钧科 著 

CGRS905BZ0504215 

CGRS905DK291 

CGRS905EY597 

［副本数］1 

!!Z023058 

CGRS010A7-5049-1685-4 

CGRS010D￥58.00 

CGRS101Achi 

CGRS102ACN 

 

［正题名］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书目卷册］第二分册 

［第一责任人］安徽省钱币学会编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分册主要记述了安徽、淮南、淮北、皖江抗日根据地和安徽解放区的货币发

行、流通和货币斗争的历史，同时介绍了根据地 创、建设、发展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财政、

经济、社会背景。 

［主题词］货币史 

  

 

［正题名］清代法制导论 

［副题名］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责任人］(英)S.斯普林克尔著 

［译者］张守东译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清代的行政结构、行政人员、律令典章、司法程序、宗族与行会的

司法职能、地方的与习惯的管辖权等问题。 

［主题词］司法制度/法制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斯普林克尔 著 

［次知识责任］张守东 译 

  

 

［正题名］康藏纠纷档案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主要内容有：报告大金、白利发生纠葛经过情形文件；有关藏军与川康边防军、

青海军队交战情形文件；川康边防总指挥部、青海省军政当局代表分别与藏方进行谈判、交

涉以及签订有关条约、办法方面的文件等等。 

［主题词］历史档案/档案资料/西藏自治区 

  

 

［正题名］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文富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技术教育/教育史/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朱文富 著 

 110000 

 

［正题名］鬼话与夜谈 

［副题名］魏明伦杂文随笔选 

［第一责任人］魏明伦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杂文/中国/当代/作品集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魏明伦 著 

  

 

［正题名］明清档案通览 

［第一责任人］邢永福主编 

［译者］《明清档案通览》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丛书 



［主题词］历史档案/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邢永福 主编 

  

 

［正题名］一九八四 

［第一责任人］(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著 

［译者］董乐山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二辑 外国文化书系 

［主题词］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知识责任］奥威尔 著 

［知识责任］Orwell 著 

［次知识责任］董乐山 译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王向远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为国内第一部研究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专著。全书共五章，把近百年来

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划分为五个时期，围绕各时期翻译文学的选题背景与动机，翻译家的翻

译观、译作风格及其成败得失、译本的读者反应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问题，展 讨论。 

［主题词］日语/文学/翻译/历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王向远 著 

  

 

［正题名］西安事变新论 

［第一责任人］罗玉明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方位、多层面从新的角度比较系统深入地考

察了事变发生的原因、条件，事变发生的经过，事变的结局，以及和平解放解决西安事变的

诸因素。 

［主题词］西安事变(1936)/研究 

［主题词］西安事变(1936) 

［知识责任］罗玉明 著 

  

 

［正题名］巍巍中条 

［副题名］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史略 

［第一责任人］杨圣清，段玉林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为一本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中条山军民抗战的著作。两位作者均为中

条山人，中条山人写中条山历史，更富于情感。 

［主题词］抗日战争/山西省/史料 

［知识责任］杨圣清 著 

［知识责任］段玉林 著 

  

 

［正题名］茅盾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卷 

［丛书］外国文论二集 

［第一责任人］茅盾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主题词］文学评论/外国/文集 

［知识责任］茅盾 著 

  

 

［正题名］茅盾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二卷 

［丛书］外国文论四集 

［第一责任人］茅盾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主题词］文学评论/外国/文集 

［知识责任］茅盾 著 

  

 

［正题名］东海县革命烈士传 

［第一责任人］中共东海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分烈士传记、烈士传略、烈士简介、烈士名录四个部分，其中烈士传记

70 篇，烈士传略 47 篇，烈士简介 908 条，烈士名录 1472 人。 

［主题词］革命烈士/列传/东海县(江苏) 

  

 

［正题名］大将谭政 

［第一责任人］乔希章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一代元戎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谭政大将由教书先生投笔从戎，从北伐军司书，到总政治部主任的

独特的戎马历程和建树，以及命运遭遇。 

［知识责任］乔希章 著 



  

 

［正题名］李敖评传 

［第一责任人］董大中著 

［出版者］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知识责任］董大中 著 

  

 

［正题名］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李毓榛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在曹靖华先生主编的《俄苏文学史》的基础上，经过修改、补充，并吸收

国内外的 新材料和研究成果，重新编写。 

［主题词］文学史/俄罗斯/20 世纪 

［知识责任］李毓榛 主编 

  

 

［正题名］粱启超法学文集 

［第一责任人］粱启超著 

［译者］范忠信选编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13 

［附注内容］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 

［附注内容］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法学家。本书即收录了他对中国法理学发达史、中国

成文法律编制之沿革得失、中国国会制度、中国建设问题、宪法之三大精神等方面的论文集。 

［主题词］法学/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次知识责任］范忠信 选编 

  

 

［正题名］将军在歧路 

［副题名］国民党著名起义将领人生抉择实录 

［第一责任人］张明金，姜为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有重点的选择了 16 次较著名的起义，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再现了国民党

起义部队的广大官兵，在历史和人生抉择的紧要关头，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突破重重

障碍，高举义旗的许多重大历史史实。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史料 

［知识责任］张明金 著 

［知识责任］姜为民 著 



  

 

［正题名］巴山血雨 

［副题名］反『六路围攻』战役 

［第一责任人］庹平，刘静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通俗军事文库 中国著名战役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敌“六路围攻”的筹划，马鞍山反击战，万源保卫战，突破青龙

观，东线反攻，黄猫垭歼灭战等。 

［主题词］川陕区反六路围攻(1933～1934)/史料 

［知识责任］庹平 著 

［知识责任］刘静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 

［第一责任人］谢立中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对 1949 年以来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

迁过程进行了一次相对系统地描述和理论分析，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性质是什么等重

要问题进行了较深入地探讨。 

［主题词］社会变迁/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谢立中 著 

  

 

［正题名］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 

［书目卷册］上部 

［第一责任人］[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译者］高培等译校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美国和韩国公 出版的史料，也使用了朝鲜出版的部分

史料，介绍了双方作战思想、战术运用及作战保障的优长及各自的缺陷。 

［主题词］朝鲜战争(1950～1953)/史料 

［次知识责任］高培 译校 

  

 

［正题名］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 

［书目卷册］下部 

［第一责任人］[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译者］高培等译校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美国和韩国公 出版的史料，也使用了朝鲜出版的部分

史料，介绍了双方作战思想、战术运用及作战保障的优长及各自的缺陷。 

［主题词］朝鲜战争(1950～1953)/史料 

［次知识责任］高培 译校 

  

 

［正题名］中国法制史 

［并列题名］The Legal History of China 

［副题名］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第一责任人］曾宪义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主题词］法律/中国/现代 x 教材 

［知识责任］曾宪义 主编 

  

 

［正题名］中国专家大辞典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江涛，刘国维，王海滨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各行各业专家近万名，是我国目前展示各个领域广大专家、学者的

一部大型辞书。 

［主题词］专家/中国/现代/词典 

［主题词］科学工作者/中国/现代/词典 

［知识责任］江涛 主编 

［知识责任］刘国维 主编 

［知识责任］王海滨 主编 

  

 

［正题名］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有：中葡两国互遣使臣、呈递国书、庆贺节日、进献万物、设领

事馆、接待游历等友好往来的有关文件；中葡通商、征收关税等方面的有关条款和往来文书；

中葡之间有关澳门地区的诉讼案件、审办条款、逃犯遣返及勘界等问题的文件。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中国/葡萄牙/汇编 

  

 

［正题名］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有：中葡两国互遣使臣、呈递国书、庆贺节日、进献万物、设领

事馆、接待游历等友好往来的有关文件；中葡通商、征收关税等方面的有关条款和往来文书；

中葡之间有关澳门地区的诉讼案件、审办条款、逃犯遣返及勘界等问题的文件。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中国/葡萄牙/汇编 

  

 

［正题名］八十八团志 

［第一责任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八十八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十八团建立、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及为祖国边疆

稳定所做出的贡献。 

［主题词］生产建设兵团/概况/新疆 

  

 

［正题名］八十六团志 

［第一责任人］八十六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十六团建立、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及为祖国边疆

稳定所做出的贡献。 

［主题词］生产建设兵团/概况/新疆 

  

 

［正题名］中国文物大典 

［书目卷册］1 

［丛书］铜器 陶器 石器 玉器 

［第一责任人］王然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约 400 余万字，5000 余幅图片，其中彩图约 4000 幅。共三册。本书为第

一册内容包括铜器、陶器、石器、玉器。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 

［主题词］铜器(考古)/中国 

［主题词］陶器(考古)/中国 

［主题词］石器/中国 

［主题词］古玉器/中国 

［知识责任］王然 主编 



  

 

［正题名］清代官式建筑购造 

［第一责任人］白丽娟，王景福编著 

［出版者］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古建筑/建筑构造/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白丽娟 编著 

［知识责任］王景福 编著 

  

 

［正题名］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出版者］科学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考古学专刊 cgrs225h 甲种 23 

［附注内容］并列题名:Archaeology excavation and researches in the Yin Ruins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分:殷墟的发现及其意义、殷墟重要遗址概述、殷墟出土的文化遗物等 10 章。 

［主题词］小屯文化/考古发现/研究 

  

 

［正题名］北京大学史料 

［第一责任人］王学珍,郭建荣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1912～1937） 

［丛书］上册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王学珍 主编 

［知识责任］郭建荣 主编 

  

 

［正题名］北京大学史料 

［第一责任人］王学珍,郭建荣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1912～1937） 

［丛书］中册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王学珍 主编 

［知识责任］郭建荣 主编 

  

 

［正题名］北京大学史料 

［第一责任人］王学珍,郭建荣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1912～1937） 

［丛书］下册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王学珍 主编 

［知识责任］郭建荣 主编 

  

 

［正题名］北京大学史料 

［第一责任人］王学珍,郭建荣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1937-1945）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王学珍 主编 

［知识责任］郭建荣 主编 

  

 

［正题名］茅盾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三卷 

［丛书］外国文论五集 

［第一责任人］[茅盾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卷收作者自 1924 至 1962 年间所作关于外国文学、文艺的论文、短评、序跋、

讲话等共 173 篇。作品基本上按初刊原貌收入，并加简要注释。篇目按发表或写作时间排序。 

［主题词］文学评论/外国/文集 

［知识责任］茅盾 著 

  

 

［正题名］文化研究读本 

［第一责任人］罗钢，刘象愚编 

［译者］陈永国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知识分子图书馆 17 

［主题词］/现象/研究 

［知识责任］罗钢 编 

［知识责任］刘象愚 编 

［次知识责任］陈永国 译 

  

 

［正题名］月华集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学术随笔文丛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文史/随笔/文集 

［知识责任］冯天瑜 著 

  

 

［正题名］北洋政府外债与封建复辟 

［第一责任人］许毅主编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外债入手，以中国近代社会发展

为主线，对北洋政府时期外债与政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知识责任］许毅 主编 

  

 

［正题名］四川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 

［第一责任人］四川省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档案资料/西藏/专题目录 

  

 

［正题名］中国边疆经略史 

［第一责任人］马大正主编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边疆通史丛书 Series of a Complete history of Chiha borderscgrs225f 马大正

总主编 eng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与谋划。本书阐述了各朝各代的边疆经

略、各朝各代的边疆政策、各朝个代的边疆管理机构。 

［主题词］边疆地区/地方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边疆地区/政策/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马大正 主编 

  

 

［正题名］海上枭雄 

［副题名］黄金荣与上海社会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陈丽菲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中国秘密社会丛书 cgrs225h 第二批 

［附注内容］黄金荣是近代中国 大的流氓首领之一，他与杜月笙、张啸林一起，有上海“三



大亨”之称，其中黄金荣又占首位。本书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角度切入，记述黄金荣的崛起、

发展到衰落。 

［主题词］帮会/上海市/民国 

［知识责任］苏智良 著 

［知识责任］陈丽菲 著 

  

 

［正题名］日本俳句史 

［第一责任人］郑民钦著 

［出版者］京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俳句的起源和俳句的摇篮期、俳句的黄金时代和松尾芭蕉、俳句

的中兴和与谢芜村、昭和俳坛的革命、俳句与中国等。 

［主题词］俳句/诗歌史/日本 

［知识责任］郑民钦 著 

  

 

［正题名］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金铣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行政管理/管理体制/研究/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张金铣 著 

  

 

［正题名］周恩来与文艺界名家 

［第一责任人］靳希光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文艺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靳希光 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 

［第一责任人］夏明方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 

［主题词］自然灾害/农村社会学/关系/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夏明方 著 

  

 

［正题名］尘埃落定 

［第一责任人］阿来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茅盾文学获奖书系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阿来 著 

  

 

［正题名］伪满洲国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迟子建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迟子建 著 

  

 

［正题名］伪满洲国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迟子建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迟子建 著 

  

 

［正题名］光绪顺天府志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清)周家楣，(清)缪荃孙等编纂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北京古籍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清代以北京为中心的顺天府的各个方面。涉及地理、河渠、食货、

经济、政治、官师、人物、艺术、金石等内容。 

［知识责任］周家楣 编纂 

［知识责任］缪荃孙 编纂 

  

 

［正题名］光绪顺天府志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清)周家楣，(清)缪荃孙等编纂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北京古籍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清代以北京为中心的顺天府的各个方面。涉及地理、河渠、食货、



经济、政治、官师、人物、艺术、金石等内容。 

［知识责任］周家楣 编纂 

［知识责任］缪荃孙 编纂 

  

 

［正题名］光绪顺天府志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清)周家楣，(清)缪荃孙等编纂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北京古籍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清代以北京为中心的顺天府的各个方面。涉及地理、河渠、食货、

经济、政治、官师、人物、艺术、金石等内容。 

［知识责任］周家楣 编纂 

［知识责任］缪荃孙 编纂 

  

 

［正题名］光绪顺天府志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清)周家楣，(清)缪荃孙等编纂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北京古籍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清代以北京为中心的顺天府的各个方面。涉及地理、河渠、食货、

经济、政治、官师、人物、艺术、金石等内容。 

［知识责任］周家楣 编纂 

［知识责任］缪荃孙 编纂 

  

 

［正题名］光绪顺天府志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清)周家楣，(清)缪荃孙等编纂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北京古籍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清代以北京为中心的顺天府的各个方面。涉及地理、河渠、食货、

经济、政治、官师、人物、艺术、金石等内容。 

［知识责任］周家楣 编纂 

［知识责任］缪荃孙 编纂 

  

 

［正题名］光绪顺天府志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清)周家楣，(清)缪荃孙等编纂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北京古籍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清代以北京为中心的顺天府的各个方面。涉及地理、河渠、食货、

经济、政治、官师、人物、艺术、金石等内容。 

［知识责任］周家楣 编纂 

［知识责任］缪荃孙 编纂 

  

 

［正题名］光绪顺天府志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清)周家楣，(清)缪荃孙等编纂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北京古籍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清代以北京为中心的顺天府的各个方面。涉及地理、河渠、食货、

经济、政治、官师、人物、艺术、金石等内容。 

［知识责任］周家楣 编纂 

［知识责任］缪荃孙 编纂 

  

 

［正题名］光绪顺天府志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清)周家楣，(清)缪荃孙等编纂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北京古籍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清代以北京为中心的顺天府的各个方面。涉及地理、河渠、食货、

经济、政治、官师、人物、艺术、金石等内容。 

［知识责任］周家楣 编纂 

［知识责任］缪荃孙 编纂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 

［书目卷册］1921-2001 

［第一责任人］姜华宣等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按时间顺序前后把近 800 次会议加以编排，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成立至今 80 年的战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决策画面的历史记录。 

［知识责任］姜华宣 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编制] 

［出版者］星球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以建国 50 年来行政区划、地名管理和测绘成就为基础，全面、准

确地反映我国政区标准名称和政区分布、政府驻地位置、历史沿革的专题地图集，共收录政

区标准名称 5.3 万余条。 

［主题词］行政区地图/地图集/中国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并列题名］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earbook 

［书目卷册］2000 

［丛书］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编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年鉴共设 43 个部类，全面反映 1999 年社会主义中国改革 放和现代化建设

成就、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并列题名］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earbook 

［书目卷册］2000 

［丛书］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编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本年鉴共设 43 个部类，全面反映 1999 年社会主义中国改革 放和现代化建设

成就、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 

  

 

［正题名］徽州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姚邦藻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两编，上编为徽州学通论，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徽州学的涵义、研究对

象和范围，以及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下编详实具体地论述了徽州学的各个组成部分。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徽州地区 

［知识责任］姚邦藻 主编 

  

 

［正题名］绝密行动 

［副题名］1949·北平纪事 

［第一责任人］赵立中著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立中 著 

  

 

［正题名］解读萧乾 

［第一责任人］傅光明编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知识责任］傅光明 编 

  

 

［正题名］欧洲风化史 

［副题名］插图本 

［丛书］风流世纪 

［第一责任人］(德)爱德华·傅克斯著 

［译者］侯焕闳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万象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君主专制时代、新亚当和新夏娃、伤风败俗的服饰、爱情、娼

妓、旅店和沙龙等。 

［主题词］性/风俗习惯史/欧洲/近代 

［知识责任］傅克斯 著 

［次知识责任］侯焕闳 译 

  

 

［正题名］明清宫廷生活 

［副题名］六百年紫禁城写真 

［第一责任人］刘毅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明清宫廷典章制度和皇室主要成员的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两个层面来考察宫廷生活，系统地介绍了明清皇室的服饰、居住、祭祀、典礼、教育、娱

乐生活等内容。 

［主题词］宫廷/中国/明清时代/史料 

［知识责任］刘毅 著 

  

 

［正题名］民国政要多棱镜 

［第一责任人］《纵横》编辑部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丛编题名］《纵横》精品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记述或回忆蒋介石、吴佩孚、鹿钟麟、杜聿明、陈布雷等人活动的文

章。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正题名］陈垣年谱配图长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刘乃和等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陈垣先生，字援庵，书斋号励耘，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著名教育家。本书记

述了他早年投身返清反帝民主运动，中年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抗日期间斥敌斥伪，解放以

后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的一生。 

［知识责任］陈垣 刘乃和 著 

  

 

［正题名］陈垣年谱配图长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刘乃和等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陈垣先生，字援庵，书斋号励耘，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著名教育家。本书记

述了他早年投身返清反帝民主运动，中年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抗日期间斥敌斥伪，解放以

后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的一生。 

［知识责任］陈垣 刘乃和 著 

  

 

［正题名］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书目卷册］上 

［丛书］经·史部 

［第一责任人］王绍曾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艺文志/中国/清代 

［主题词］图书目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绍曾 主编 

  

 

［正题名］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书目卷册］下 

［丛书］子·集·丛部 



［第一责任人］王绍曾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艺文志/中国/清代 

［主题词］图书目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绍曾 主编 

  

 

［正题名］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丛书］索引 

［第一责任人］王绍曾主编 

［译者］程远芬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艺文志/中国/清代 

［主题词］图书目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绍曾 主编 

［次知识责任］程远芬 编 

  

 

［正题名］茅盾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十卷 

［丛书］日记二集 

［第一责任人］茅盾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作者于 1965、1966、1967、1968、1969、1970 年所记的日记；1971、

1979、1980 年的零星或部分日记。 

［主题词］日记/中国/1965～1980/选集 

［知识责任］茅盾 著 

  

 

［正题名］茅盾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九卷 

［丛书］外国文论一集 

［第一责任人］[茅盾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作者长篇外国文学评论《欧洲大战与文学》、《骑士文学 ABC》、《西洋

文学通论》和《希腊文学 ABC》。 

［主题词］文学评论/外国/文集 

［知识责任］茅盾 著 

  

 



［正题名］茅盾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九卷 

［丛书］日记一集 

［第一责任人］[茅盾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作者于 1953、1954、1957、1958 年所记的零星日记；1960、1961、1962、

1963、1964 年的大部或全部日记。 

［主题词］日记/中国/1953～1964/选集 

［知识责任］茅盾 著 

  

 

［正题名］清宫秘闻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孙希涛编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套书共分五卷，共选辑十九种书，有传记、秘史、演义，从各个角度描绘出

清代十三朝帝后王公贵族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以及他们的私生活实录。 

［主题词］宫廷/杂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孙希涛 编 

  

 

［正题名］清宫秘闻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孙希涛编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套书共分五卷，共选辑十九种书，有传记、秘史、演义，从各个角度描绘出

清代十三朝帝后王公贵族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以及他们的私生活实录。 

［主题词］宫廷/杂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孙希涛 编 

  

 

［正题名］清宫秘闻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孙希涛编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套书共分五卷，共选辑十九种书，有传记、秘史、演义，从各个角度描绘出

清代十三朝帝后王公贵族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以及他们的私生活实录。 

［主题词］宫廷/杂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孙希涛 编 

  



 

［正题名］清宫秘闻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孙希涛编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套书共分五卷，共选辑十九种书，有传记、秘史、演义，从各个角度描绘出

清代十三朝帝后王公贵族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以及他们的私生活实录。 

［主题词］宫廷/杂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孙希涛 编 

  

 

［正题名］清宫秘闻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孙希涛编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套书共分五卷，共选辑十九种书，有传记、秘史、演义，从各个角度描绘出

清代十三朝帝后王公贵族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以及他们的私生活实录。 

［主题词］宫廷/杂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孙希涛 编 

  

 

［正题名］中国居士佛教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潘桂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居士/佛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潘桂明 著 

  

 

［正题名］中国居士佛教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潘桂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居士/佛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潘桂明 著 

  

 

［正题名］百战将星 

［副题名］滕海清 

［第一责任人］廖西岚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国中将滕海清独自建功川陕，率部淮上抗日，鏖战齐鲁，挥戈淮

海，克杭州等英勇事迹以及他传奇般的戎马生涯。 

［主题词］军事人物/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廖西岚 著 

  

 

［正题名］梁漱溟传 

［第一责任人］郑大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围绕梁漱溟对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的不断追求，向读者展示了他漫长

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知识责任］梁漱溟 郑大华 著 

  

 

［正题名］丘吉尔文集 

［丛书］二战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英)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Churchill)著 

［译者］康文凯，宋文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是温斯顿·丘吉尔根据他作为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回忆录。

共分四个部分，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

战争进程的各个阶段，牵涉到各国、各民族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

众多方面。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知识责任］丘吉尔 著 

［知识责任］Churchill 著 

［次知识责任］康文凯 译 

［次知识责任］宋文 译 

  

 

［正题名］丘吉尔文集 

［丛书］二战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英)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Churchill)著 

［译者］康文凯，宋文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是温斯顿·丘吉尔根据他作为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回忆录。



共分四个部分，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

战争进程的各个阶段，牵涉到各国、各民族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

众多方面。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知识责任］丘吉尔 著 

［知识责任］Churchill 著 

［次知识责任］康文凯 译 

［次知识责任］宋文 译 

  

 

［正题名］粟裕传 

［第一责任人］《粟裕传》编写组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曾任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

委等职，本书记述传主的军事和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 

  

 

［正题名］土家族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段超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土家族问题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土家族文化的生成机制——自然地理环境和族源文化，研究了土家

族采集文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信仰文化、民俗文化、音乐舞蹈文化的特点，同时还划

分了土家族文化发展的五个时期，描述了土家族文化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土家族文化发展的

动因——人口互动和中央政策。 

［主题词］土家族/民族文化/文化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段超 著 

  

 

［正题名］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四十二辑（总第一四二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正题名］百战将星 

［副题名］黄新廷 

［第一责任人］胡立言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军事人物/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立言 著 

  

 

［正题名］外交英才乔冠华 

［第一责任人］李连庆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反映了乔冠华外交英才，分为求学之路、香港初露才华、战斗在重

庆、国际舞台显韬略、中美谈判展辩才、论战在联合国、才子秘事七章。 

［知识责任］李连庆 著 

  

 

［正题名］回首“文革” 

［副题名］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化，苏采青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张化 主编 

［知识责任］苏采青 主编 

  

 

［正题名］回首“文革” 

［副题名］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化，苏采青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张化 主编 

［知识责任］苏采青 主编 

  

 

［正题名］欧洲史 

［第一责任人］( )德尼兹·加亚尔，( )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著 

［译者］蔡鸿滨，桂裕芳译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从史前史一直叙述到九十年代迈向统一的欧洲，是一部欧洲通史。 

［知识责任］加亚尔 著 

［知识责任］德尚 著 

［次知识责任］蔡鸿滨 译 

［次知识责任］桂裕芳 译 



  

 

［正题名］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斯波义信著 

［译者］方健，何忠礼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历史研究传统的实证主义原则及区域经济、广义社会史学等研究手法，

对宋代江南社会经济的农田水利、经济 发、移民定居、城市发展、社会流动、商业交通等

诸多层面进行了系统考察。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斯波义信 著 

［次知识责任］方健 译 

［次知识责任］何忠礼 译 

  

 

［正题名］近代中国社会学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杨雅彬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社会学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七章：启蒙运动与社会学的传入、实证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普通社会学

研究、20 世纪 20 年代社会问题研究等。 

［主题词］社会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雅彬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社会学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杨雅彬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社会学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七章：启蒙运动与社会学的传入、实证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普通社会学

研究、20 世纪 20 年代社会问题研究等。 

［主题词］社会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雅彬 著 

  

 

［正题名］世界科学技术史 

［第一责任人］王鸿生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主题词］自然科学/世界 

［知识责任］王鸿生 编著 

  

 

［正题名］变乱中的文明 

［副题名］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1000 年-2000 年) 

［第一责任人］朱宁等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国际政治/研究 

［知识责任］朱宁 著 

  

 

［正题名］百战将星 

［副题名］苏振华 

［第一责任人］杨肇林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附注内容］一个险被淹死在接生盆里的农家孩子，成了新中国的海军上将；一个木讷口吃

的战士，走进了中国政治中心。本书以翔实的资料，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新中国海军的历史详

情，记录了一位将军的光辉历程。 

［主题词］军事人物/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苏振华 杨肇林 著 

  

 

［正题名］张浩传 

［第一责任人］李海文，熊经浴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中共党史上有过特殊贡献，却鲜为人知的革命活动家张浩，从一农

村娃成长为中国工运领袖、共产国际代表、中共高层领导的光辉历程。 

［知识责任］李海文 著 

［知识责任］熊经浴 著 

  

 

［正题名］学林漫录 

［书目卷册］十五集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文章有：“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奠基人：郑振铎”、“近代收藏大家

刘体智”、“一代名师千帆先生”等。 

［主题词］杂著/中国/现代/选集 



  

 

［正题名］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玉等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中国的日本研究史丛书 cgrs225h 第一批 

［附注内容］卡乐 B 日本研究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两编。第一编对中国日本研究的发展过程和各阶段的概况以及总的特

点加以简要的说明，并结合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论著的数量统计，对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

的历史做一概括性的叙述。第二编按历史发展顺序，重点评介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学

者对各个历史时期重要问题的研究。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知识责任］李玉 主编 

  

 

［正题名］汉唐封爵制度 

［第一责任人］杨光辉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学苑文丛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杨光辉 著 

  

 

［正题名］中国文明论 

［副题名］中国古代文明的本质与原理(从公元前 21 世纪至 1840 年) 

［第一责任人］北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什么是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成熟于西周、中国古代文明

的本质、中国古代文明的原理等。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公元前 21 世纪～1840 

［知识责任］北野 著 

  

 

［正题名］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 

［第一责任人］(美)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著 

［译者］徐晓雯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知识分子图书馆 cgrs225f 王逢振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全球感受：约翰·伯杰与经验》、《比较世界主义》、《不可思议的



高峰：论世界主义，情感和权力》、《美国国际主义的若干形式》等 8 篇文章。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罗宾斯 著 

［知识责任］Robbins 著 

［次知识责任］徐晓雯 译 

  

 

［正题名］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第一责任人］翁独健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从远古到秦汉的统一、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统一、五代宋辽金

西夏到元朝的统一、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清朝的统一、近代民族关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建立。 

［主题词］民族关系/民族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翁独健 主编 

  

 

［正题名］九十年代文存 

［副题名］1990～2000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孟繁华，林大中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收入的文章主要是发表于 90 年代重要思想文化论争

中的文章；下卷收入的文章主要是思想文化随笔。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孟繁华 主编 

［知识责任］林大中 主编 

  

 

［正题名］九十年代文存 

［副题名］1990～2000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孟繁华，林大中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收入的文章主要是发表于 90 年代重要思想文化论争

中的文章；下卷收入的文章主要是思想文化随笔。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孟繁华 主编 

［知识责任］林大中 主编 

  

 



［正题名］中西 初的遭遇与冲突 

［第一责任人］周宁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相会在古离——卡利卡特”、“进退之间”、“冲突在中国海岸”

和“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等，叙述了明代中国与“西洋”国家的关系。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明代 

［知识责任］周宁 著 

  

 

［正题名］蓼草集 

［第一责任人］耿云志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学术随笔文丛 

［主题词］文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耿云志 著 

  

 

［正题名］二十一世纪 

［副题名］ 鲁迅和我们 

［第一责任人］一土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人物/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一土 编 

  

 

［正题名］梨园走马 

［第一责任人］徐城北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学术随笔文丛 

［主题词］戏剧/艺术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徐城北 著 

  

 

［正题名］中国新诗萃 

［书目卷册］台港澳卷 

［第一责任人］谢冕，杨匡汉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诗歌/中国/当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谢冕 编 



［知识责任］杨匡汉 编 

  

 

［正题名］斯大林与冷战 

［副题名］1945～1953 

［第一责任人］张盛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从苏联角度论述冷战特别是苏联与冷战起源关系的专著。它

对于了解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误，研究和吸取了苏联在冷战中的经验教训，防止新的冷战，维

护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主题词］美苏关系/冷战/苏联 

［主题词］苏联对外政策/1945～1953 

［知识责任］张盛发 著 

  

 

［正题名］狱中札记 

［第一责任人］(意)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著 

［译者］曹雷雨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知识分子图书馆 18 

［附注内容］本书是葛兰西于 1929～1935 年在监狱期间写成，这部著作独树一帜提出了“霸

权”、“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阵地战”等理论观念。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意大利/现代 

［知识责任］葛兰西 著 

［知识责任］Gramsci 著 

［次知识责任］曹雷雨 译 

  

 

［正题名］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 

［第一责任人］潘绥铭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运用社会的理论与方法，对珠江三角洲的 B 镇——地下“红灯区”

的“性产业”进行三次为期 46 天的社区考察。 

［主题词］嫖妓/社会问题/社会调查/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潘绥铭 著 

  

 

［正题名］知半斋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赓唐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学苑文丛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明代、清代 

［知识责任］王赓唐 著 

  

 

［正题名］新闻与幻想 

［副题名］白修德传 

［第一责任人］（美）乔伊斯·霍夫曼著 

［译者］胡友珍，马碧英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白修德/评传 

［知识责任］霍夫曼 著 

［次知识责任］胡友珍 译 

［次知识责任］马碧英 译 

  

 

［正题名］历史主义贫困论 

［第一责任人］(英)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著 

［译者］何林，赵平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7 

［附注内容］据英国伦敦罗特列杰与基根·保罗公司 1984 年版译出 

［主题词］史学理论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 

［主题词］历史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波普尔 著 

［知识责任］Popper 著 

［次知识责任］何林 译 

［次知识责任］赵平 译 

  

 

［正题名］朝鲜西学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韩）李元淳著 

［译者］王玉洁，朴英姬，洪军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主题词］西方文化/传播/研究/朝鲜 

［知识责任］李元淳 著 

［次知识责任］王玉洁 译 



［次知识责任］朴英姬 译 

［次知识责任］洪军 译 

［次知识责任］邹振环 校订 

  

 

［正题名］亡命金三角 

［副题名］国民党残军写真 

［第一责任人］张伯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重印）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伯金 著 

  

 

［正题名］澳门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刘羡冰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教育史/澳门 

［知识责任］刘羡冰 著 

  

 

［正题名］沧桑足迹 

［第一责任人］夏春涛著 

［出版者］中国发展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博士短论文丛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19 世纪中叶江南社会风习的嬗变”、“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

“太平天国后期的朝内纷争”、“两位美国中国史专家：孔飞力与史景迁”、“哈佛—燕京学社

琐记”等。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夏春涛 著 

  

 

［正题名］朱智贤传 

［第一责任人］黄永言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细腻地描述了朱智贤的生平、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心理学研究成果，

重点突出了他求学的艰辛、教学的认真和治学的严谨。 

［知识责任］黄永言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党史知识集成 



［副题名］1949-2001 

［第一责任人］施善玉，鲍同主编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届党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的重要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建设等内容。 

［知识责任］施善玉 主编 

［知识责任］鲍同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华林甫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综述/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华林甫 编 

  

 

［正题名］平杰三文集 

［第一责任人］[平杰三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作者 105 篇文章，其中讲话、报告 58 篇，回忆和纪念文章 38

篇，为他人著作所撰写的序和书评 9 篇，内容涉及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 

［主题词］统一战线/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平杰三 著 

  

 

［正题名］商界旧踪 

［第一责任人］朱英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旧踪丛书 

［主题词］商业史/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英 著 

  

 

［正题名］留学旧踪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陈新华，蔡敏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旧踪丛书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中国/近代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喜所 著 

［知识责任］陈新华 著 

［知识责任］蔡敏 著 

  

 

［正题名］梨园旧踪 

［第一责任人］徐城北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旧踪丛书 

［主题词］戏剧史/史料/中国/现代 

［主题词］京剧/戏剧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徐城北 著 

  

 

［正题名］老舍 

［副题名］消失了的太平湖 

［第一责任人］李辉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知识责任］李辉 著 

  

 

［正题名］梁思成 

［副题名］永远的困惑 

［第一责任人］李辉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知识责任］李辉 著 

  

 

［正题名］邓拓 

［副题名］文章满纸书生累 

［第一责任人］李辉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主题词］邓拓/生平事迹/图集 

［知识责任］李辉 著 



  

 

［正题名］跨跃新时期门槛之路 

［副题名］透视台湾经济转型 

［第一责任人］张冠华著 

［译者］全国台湾研究会编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当代台湾观察丛书 

［主题词］经济/研究/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张冠华 著 

  

 

［正题名］台湾选举纵横谈 

［第一责任人］严安林，黄中平，朱爱莉著 

［译者］全国台湾研究会编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当代台湾观察丛书 

［主题词］政治/研究/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严安林 著 

［知识责任］黄中平 著 

［知识责任］朱爱莉 著 

  

 

［正题名］8·23 炮击金门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沈卫平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沈卫平 著 

  

 

［正题名］8·23 炮击金门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沈卫平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沈卫平 著 

  

 

［正题名］红镜头 



［副题名］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顾保孜撰文 

［译者］杜修贤摄影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摄影集 

［知识责任］顾保孜 撰文 

［次知识责任］杜修贤 摄影 

  

 

［正题名］红镜头 

［副题名］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顾保孜撰文 

［译者］杜修贤摄影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摄影集 

［知识责任］顾保孜 撰文 

［次知识责任］杜修贤 摄影 

  

 

［正题名］邓小平传 

［第一责任人］（联邦德国）乌利·弗兰茨著 

［译者］天力，李强译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知识责任］弗兰茨 著 

［次知识责任］天力 译 

［次知识责任］李强 译 

  

 

［正题名］毛泽东家世 

［第一责任人］李湘文编著 

［出版者］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7 

［知识责任］李湘文 编著 

  

 

［正题名］我的父亲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李敏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父辈丛书 

［知识责任］李敏 著 

  

 

［正题名］险难中的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赵大义，高永芬，邵永贵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知识责任］赵大义 编著 

［知识责任］高永芬 

［知识责任］邵永贵 编著 

  

 

［正题名］山坳上的中国 

［副题名］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 

［第一责任人］何博传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6 

［主题词］政论/中国 

［主题词］现代化建设/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何博传 著 

  

 

［正题名］真理、真情与魅力 

［副题名］毛泽东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纪实 

［第一责任人］何仁学，董琳，晨立编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知识责任］何仁学 编著 

［知识责任］董琳 编著 

［知识责任］晨立 编著 

  

 

［正题名］庄严的庆典 

［副题名］国庆首都群众游行纪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国庆日/史料/中国/1949-1984 

  

 

［正题名］共和国反间谍行动 

［第一责任人］国轩，法言，卫文主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情报机构/工作/成就/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国轩 主编 

［知识责任］法言 主编 

［知识责任］卫文 主编 

  

 

［正题名］改造战犯纪实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战犯/改造/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庐山风云 

［副题名］1959 年庐山会议简史 

［第一责任人］谢春涛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1 

［主题词］政治事件 

［主题词］中国/1959 

［知识责任］谢春涛 著 

  

 

［正题名］死亡联盟 

［副题名］高饶事件始末 

［第一责任人］张聿温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事件/中国/1953 

［知识责任］张聿温 著 

  

 

［正题名］中国 1966 

［副题名］风乍起 

［第一责任人］张志忠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共和国回顾丛书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历史/中国 

［主题词］政治运动/史料/中国/1966 

［知识责任］张志忠 著 

  



 

［正题名］中美早期外交史 

［第一责任人］李定一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中美关系/历史/1784-1894 

［知识责任］李定一 著 

  

 

［正题名］和平之神 

［副题名］一个志愿军的战地日记 

［第一责任人］谢受康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谢受康 著 

  

 

［正题名］上甘岭大战 

［第一责任人］李明天，王精忠，李天恩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1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中国 

［主题词］上甘岭战役（1952）/史料 

［知识责任］李明天 著 

［知识责任］王精忠 著 

［知识责任］李天恩 著 

  

 

［正题名］我的朝鲜战争 

［副题名］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第一责任人］张泽石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当代文学/中国 

［知识责任］张泽石 著 

  

 

［正题名］板门店谈判纪实 

［副题名］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五十周年文集 

［第一责任人］柴成文主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 

［知识责任］柴成文 主编 

  

 

［正题名］支援抗美援朝纪实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抗美援朝运动/史料 

  

 

［正题名］萧红传 

［第一责任人］季红真著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季红真 著 

  

 

［正题名］徐铸成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徐铸成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4 

［知识责任］徐铸成 著 

  

 

［正题名］近代名家评传 

［书目卷册］初集 

［第一责任人］王森然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名人/评传/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森然 著 

  

 

［正题名］近代名家评传 

［书目卷册］二集 

［第一责任人］王森然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名人/评传/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森然 著 

  

 



［正题名］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第一责任人］蒋天枢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知识责任］蒋天枢 撰 

  

 

［正题名］陈寅恪的家族史 

［第一责任人］张求会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知识责任］张求会 著 

  

 

［正题名］陈寅恪家世 

［第一责任人］叶绍荣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知识责任］叶绍荣 著 

  

 

［正题名］邹韬奋传 

［第一责任人］沈谦芳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沈谦芳 著 

  

 

［正题名］邹韬奋传记 

［第一责任人］马仲扬，苏克尘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知识责任］马仲扬 著 

［知识责任］苏克尘 著 

  

 

［正题名］斯大林与中国 

［并列题名］СССР и СТ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第一责任人］（俄）A·M·列多夫斯基著 

［译者］陈春华，刘存宽…[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史料/苏联/中国/美国/1942-1952 



［知识责任］列多夫斯基 著 

［知识责任］Ледовский 著 

［次知识责任］陈春华 译 

［次知识责任］刘存宽 译 

  

 

［正题名］漳河九歌 

［副题名］抗战纪事 

［第一责任人］田光涛著 

［出版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田光涛 著 

  

 

［正题名］阳光下的罪恶 

［副题名］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 

［第一责任人］步平，高晓燕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化学战/侵华事件/研究/日本/1915-1945 

［知识责任］步平 著 

［知识责任］高晓燕 著 

  

 

［正题名］谢罪与翻案 

［副题名］德国和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罪行反省的差 及其根源 

［第一责任人］彭玉龙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战争罪行/认识/日本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战争罪行/认识/德国 

［知识责任］彭玉龙 著 

  

 

［正题名］一个人的抗战 

［副题名］从一个人的藏品看一场全民族的战争 

［第一责任人］樊建川著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作者收藏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物，不仅有大量的图片，而且有大量的

文字说明，让人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文物 

［知识责任］樊建川 著 



  

 

［正题名］为证言的证言 

［副题名］一个日本记者的东史郎诉讼案实录 

［第一责任人］（日）竹内迅著 

［译者］田原，张嬿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纪实文学/日本/现代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证据 

［知识责任］竹内迅 著 

［次知识责任］田原 译 

［次知识责任］张嬿 译 

  

 

［正题名］滔天罪孽 

［副题名］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 

［第一责任人］苏知良，荣维木，陈丽菲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军国主义/性犯罪/研究/日本 

［主题词］侵华暴行/研究/日本/文集 

［知识责任］苏知良 主编 

［知识责任］荣维木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丽菲 主编 

  

 

［正题名］魏特琳日记 

［第一责任人］（美）明妮·魏特琳著 

［译者］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 

［知识责任］魏特琳 著 

［知识责任］Vautrin 著 

  

 

［正题名］中国解放区文学思潮流派论 

［第一责任人］苏春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苏春生 著 

  



 

［正题名］沉浮中山舰 

［第一责任人］方杰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主题词］中山舰事件（1926）/史料 

［知识责任］方杰 著 

  

 

［正题名］无穷的困惑 

［副题名］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知识分子/探索/道路/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许纪霖 著 

  

 

［正题名］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第一责任人］石泉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7.11 

［主题词］政治/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甲午战争/研究/中国/1894-1895 

［知识责任］石泉 著 

  

 

［正题名］秘密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德）基希著 

［译者］周立波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走向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原为德文版，中译版系从英文版转译，出版于 30 年代。此次根据立波三

十年代译本校订后重印。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报告文学 23 篇，从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中

国上海、北京、南京的社会现实做出了生动描述。 

［主题词］报告文学/作品集/德国/现代 

［知识责任］基希 著 

［知识责任］Kisch 著 

［次知识责任］周立波 译 

  

 

［正题名］清代小说史 



［第一责任人］张俊著 

［出版者］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国小说史丛书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俊 著 

  

 

［正题名］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 

［副题名］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 

［第一责任人］姜伯勤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中华地域文化研究丛书 

［主题词］禅宗/佛教史/研究/澳门/清前期 

［主题词］禅宗/佛教史/研究/岭南/清前期 

［知识责任］姜伯勤 著 

  

 

［正题名］科学旧踪 

［第一责任人］樊洪业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旧踪丛书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史料/中国/现代 

［主题词］自然科学/科学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樊洪业 著 

  

 

［正题名］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副题名］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美）詹明信著 

［译者］张旭东编 

［译者］陈清侨等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7.12 

［丛编题名］社会与思想丛书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15250 的一册是 2003 年重印本，该书没有副题名，没有著者国

别、译者、丛书等显示。 

［主题词］后现代主义/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詹明信 著 

［知识责任］Jameson 著 

  

 



［正题名］论戴震与章学诚 

［副题名］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余英时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海外学人丛书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传统与变迁 

［副题名］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 

［第一责任人］周晓虹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主题词］农民/社会心理/研究/中国/华东地区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晓虹 著 

  

 

［正题名］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副题名］秦汉到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 

［第一责任人］何怀宏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主题词］选举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何怀宏 著 

  

 

［正题名］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光直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张光直作品系列 

［主题词］考古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光直 著 

  

 

［正题名］考古人类学随笔 

［第一责任人］张光直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张光直作品系列 



［主题词］考古学/文集 

［主题词］人类学/文集 

［知识责任］张光直 著 

  

 

［正题名］关系千万重 

［第一责任人］黄仁宇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黄仁宇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04170、Z0504171 的两册是重印本 

［主题词］人间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黄仁宇 著 

  

 

［正题名］中国大历史 

［第一责任人］黄仁宇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7.5 

［丛编题名］黄仁宇作品系列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黄仁宇 著 

  

 

［正题名］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第一责任人］黄仁宇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7.5 

［丛编题名］黄仁宇作品系列 

［主题词］资本主义制度/研究 

［知识责任］黄仁宇 著 

  

 

［正题名］中外代议制度比较 

［第一责任人］田穗生…［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 cgrs225f 徐育苗主编 

［主题词］议会制/研究/外国 

［主题词］人民代表大会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田穗生 著 

［知识责任］高秉雄 著 

［知识责任］吴卫生 著 

［知识责任］苏祖勤 著 



  

 

［正题名］中外选举制度比较 

［第一责任人］胡盛仪，陈小京，田穗生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 cgrs225f 徐育苗主编 

［主题词］选举制度/对比研究/中国/外国 

［知识责任］胡盛仪 著 

［知识责任］陈小京 著 

［知识责任］田穗生 著 

  

 

［正题名］中外政党制度比较 

［第一责任人］梁琴，钟德涛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 cgrs225f 徐育苗主编 

［主题词］政党/对比研究/中国/外国 

［主题词］政治制度/对比研究/中国/外国 

［知识责任］梁琴 著 

［知识责任］钟德涛 著 

  

 

［正题名］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第一责任人］陈业宏，唐鸣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 cgrs225f 徐育苗主编 

［主题词］司法制度/比较研究/中国/外国 

［知识责任］陈业宏 著 

［知识责任］唐鸣 著 

  

 

［正题名］北洋政府简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郭剑林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北洋军阀政府/历史 

［知识责任］郭剑林 主编 

  

 

［正题名］北洋政府简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郭剑林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北洋军阀政府/历史 

［知识责任］郭剑林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反贪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王春瑜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廉政建设/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春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反贪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王春瑜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廉政建设/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春瑜 主编 

  

 

［正题名］蒋介石初上台湾岛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王成俊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虎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成俊 主编 

  

 

［正题名］蒋介石初上台湾岛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王成俊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虎生 主编 

［知识责任］王成俊 主编 



  

 

［正题名］蒋氏身世新探 

［副题名］蒋介石原籍许昌说述证 

［第一责任人］李耕五编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知识责任］李耕五 编著 

  

 

［正题名］蒋家王朝 

［书目卷册］1 

［丛书］民国兴衰 

［第一责任人］黄道炫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幼狮世纪风云书系 

［主题词］政治/研究/民国 

［知识责任］黄道炫 著 

  

 

［正题名］蒋家王朝 

［书目卷册］2 

［丛书］台湾风雨 

［第一责任人］陈红民，赵兴胜，韩文宁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幼狮世纪风云书系 

［主题词］蒋介石/生平事迹/研究 

［主题词］政治/研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红民 著 

［知识责任］赵兴胜 著 

［知识责任］韩文宁 著 

  

 

［正题名］蒋家王朝 

［书目卷册］3 

［丛书］王朝终结 

［第一责任人］李松林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幼狮世纪风云书系 

［主题词］蒋经国/生平事迹/研究 

［主题词］政治/研究/台湾省 



［知识责任］李松林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世界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THE TWENTIETH CENTURY 

［书目卷册］第一卷 

［书目卷册］上 

［丛书］1900-1933 

［第一责任人］（英）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等译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世界史/1900-1933 

［知识责任］吉尔伯特 著 

［知识责任］GILBERT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世界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THE TWENTIETH CENTURY 

［书目卷册］第一卷 

［书目卷册］下 

［丛书］1900-1933 

［第一责任人］（英）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等译]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世界史/1900-1933 

［知识责任］吉尔伯特 著 

［知识责任］GILBERT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世界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THE TWENTIETH CENTURY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上 

［丛书］1933-1951 

［第一责任人］（英）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著 

［译者］[南京大学历史系等译]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世界史/1933-1951 

［知识责任］吉尔伯特 著 

［知识责任］GILBERT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世界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THE TWENTIETH CENTURY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下 

［丛书］1933-1951 

［第一责任人］（英）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著 

［译者］[南京大学历史系等译]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世界史/1933-1951 

［知识责任］吉尔伯特 著 

［知识责任］GILBERT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世界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THE TWENTIETH CENTURY 

［书目卷册］第三卷 

［书目卷册］上 

［丛书］1952-1999 

［第一责任人］（英）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著 

［译者］[外交学院等译]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世界史/1952-1999 

［知识责任］吉尔伯特 著 

［知识责任］GILBERT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世界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THE TWENTIETH CENTURY 

［书目卷册］第三卷 

［书目卷册］下 

［丛书］1952-1999 

［第一责任人］（英）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著 

［译者］[外交学院等译]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世界史/1952-1999 

［知识责任］吉尔伯特 著 

［知识责任］GILBERT 著 

  

 

［正题名］章士釗全集 



［书目卷册］1 

［丛书］1903.5.3-1911.10.3 

［第一责任人］章士釗著 

［译者］[章含之，白吉庵主编] 

［出版者］文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章士钊先生撰写之专著、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译文、书

信、电文、启事、题词等。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次知识责任］章含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吉庵 主编 

  

 

［正题名］章士釗全集 

［书目卷册］2 

［丛书］1911.10.14-1913.7.15 

［第一责任人］章士釗著 

［译者］[章含之，白吉庵主编] 

［出版者］文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章士钊先生撰写之专著、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译文、书

信、电文、启事、题词等。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次知识责任］章含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吉庵 主编 

  

 

［正题名］章士釗全集 

［书目卷册］3 

［丛书］1914.5.10-1916.1.10 

［第一责任人］章士釗著 

［译者］[章含之，白吉庵主编] 

［出版者］文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章士钊先生撰写之专著、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译文、书

信、电文、启事、题词等。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次知识责任］章含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吉庵 主编 

  

 

［正题名］章士釗全集 

［书目卷册］4 

［丛书］1917.1.10-1924.12.28 



［第一责任人］章士釗著 

［译者］[章含之，白吉庵主编] 

［出版者］文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章士钊先生撰写之专著、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译文、书

信、电文、启事、题词等。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次知识责任］章含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吉庵 主编 

  

 

［正题名］章士釗全集 

［书目卷册］5 

［丛书］1925.2.1-12 

［第一责任人］章士釗著 

［译者］[章含之，白吉庵主编] 

［出版者］文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章士钊先生撰写之专著、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译文、书

信、电文、启事、题词等。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次知识责任］章含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吉庵 主编 

  

 

［正题名］章士釗全集 

［书目卷册］6 

［丛书］1926.1.2-1928.12.30 

［第一责任人］章士釗著 

［译者］[章含之，白吉庵主编] 

［出版者］文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章士钊先生撰写之专著、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译文、书

信、电文、启事、题词等。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次知识责任］章含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吉庵 主编 

  

 

［正题名］章士釗全集 

［书目卷册］7 

［丛书］1929.5-1943.6 

［第一责任人］章士釗著 

［译者］[章含之，白吉庵主编] 



［出版者］文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章士钊先生撰写之专著、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译文、书

信、电文、启事、题词等。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次知识责任］章含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吉庵 主编 

  

 

［正题名］章士釗全集 

［书目卷册］8 

［丛书］1943.7.17-1971 

［第一责任人］章士釗著 

［译者］[章含之，白吉庵主编] 

［出版者］文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章士钊先生撰写之专著、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译文、书

信、电文、启事、题词等。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次知识责任］章含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吉庵 主编 

  

 

［正题名］章士釗全集 

［书目卷册］9 

［丛书］1971.9 

［第一责任人］章士釗著 

［译者］[章含之，白吉庵主编] 

［出版者］文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章士钊先生撰写之专著、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译文、书

信、电文、启事、题词等。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次知识责任］章含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吉庵 主编 

  

 

［正题名］章士釗全集 

［书目卷册］10 

［丛书］1971.9 

［第一责任人］章士釗著 

［译者］[章含之，白吉庵主编] 

［出版者］文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章士钊先生撰写之专著、论文、通讯、时评、诗词、小说、译文、书

信、电文、启事、题词等。 

［知识责任］章士钊 著 

［次知识责任］章含之 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吉庵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代帝王年号手册 

［第一责任人］陈光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帝王/年号/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光 主编 

  

 

［正题名］彝族史要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易谋远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彝族/民族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易谋远 著 

  

 

［正题名］彝族史要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易谋远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彝族/民族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易谋远 著 

  

 

［正题名］丹青风骨 

［副题名］当代著名美术家自述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主题词］画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正题名］强弩之末 

［副题名］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 



［第一责任人］刘温国，郭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纪实史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了 1979 到 1989 年历时十年的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的起

源、过程和结局，揭示了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 

［主题词］阿富汗抗苏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刘温国 著 

［知识责任］郭辉 著 

  

 

［正题名］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 

［并列题名］Clio from the West：Eastern Echoes to Western Historiography 

［第一责任人］鲍绍霖…［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简述了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介绍论述了 19 世纪欧洲文明史学、20

世纪文化形态史观、英国新社会史与法国年鉴学派等东传至中国的历史及其影响。 

［主题词］史学理论/西方国家/影响/中国 

［知识责任］鲍绍霖 著 

［知识责任］姜芃 著 

［知识责任］于沛 著 

［知识责任］陈启能 著 

  

 

［正题名］史学新书评 

［书目卷册］1998-1999 

［第一责任人］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编 

［出版者］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学术新书评 

［附注内容］本书对 1998-1999 年间出版的史学新书进行评介，包括《“文化大革命”简史》、

《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两汉乡村社会史》等篇目。 

［主题词］史学/书评/中国/1998-1999 

［主题词］书评/史学/中国/1998-1999 

  

 

［正题名］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277 篇档案史料，主要内容包括：清初清朝与西藏上层交往，五世

达赖喇嘛进京朝见，顺治帝册封达赖喇嘛，康熙与达赖喇嘛来往和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

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时期的有关档案史料。 



［主题词］藏传佛教/档案资料/清前期 

  

 

［正题名］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1919-1949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刘金质…[等]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材料选自 1919 年至 1949 年中国出版的报刊 28 种，共 1973 条。内

容主要涉及中国对韩国、朝鲜的政策及双边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官方及有关政党领导人的讲

话、声明、函电，重要报刊的社论、评论文章及大量反映朝鲜半岛事态发展的新闻报道等。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1919～1949/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1919～1949/史料 

［知识责任］刘金质 编 

［知识责任］杨淮生 编 

［知识责任］庄友桂 编 

［知识责任］朴惠淑 编 

［知识责任］潘京初 编 

  

 

［正题名］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1919-1949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刘金质…[等]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材料选自 1919 年至 1949 年中国出版的报刊 28 种，共 1973 条。内

容主要涉及中国对韩国、朝鲜的政策及双边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官方及有关政党领导人的讲

话、声明、函电，重要报刊的社论、评论文章及大量反映朝鲜半岛事态发展的新闻报道等。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1919～1949/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1919～1949/史料 

［知识责任］刘金质 编 

［知识责任］杨淮生 编 

［知识责任］庄友桂 编 

［知识责任］朴惠淑 编 

［知识责任］潘京初 编 

  

 

［正题名］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1919-1949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刘金质…[等]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材料选自 1919 年至 1949 年中国出版的报刊 28 种，共 1973 条。内

容主要涉及中国对韩国、朝鲜的政策及双边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官方及有关政党领导人的讲

话、声明、函电，重要报刊的社论、评论文章及大量反映朝鲜半岛事态发展的新闻报道等。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1919～1949/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韩国/1919～1949/史料 

［知识责任］刘金质 编 

［知识责任］杨淮生 编 

［知识责任］庄友桂 编 

［知识责任］朴惠淑 编 

［知识责任］潘京初 编 

  

 

［正题名］西藏人权研究 

［第一责任人］史金波等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人权/研究/西藏 

［知识责任］史金波 著 

［知识责任］姚兆麟 著 

［知识责任］李坚尚 著 

［知识责任］张江华 著 

［知识责任］诺布旺丹 著 

［知识责任］周勇 著 

［知识责任］卢梅 著 

  

 

［正题名］机诈权变 

［副题名］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争斗内幕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选用了近 20 位亲历者回忆蒋介石自 1927 年至 1949 年执掌南京国民政府

大权时期，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与国民党各个派系及各地军阀进行激烈争夺权力的斗争。 

［主题词］军阀/政治斗争/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国农牧文化结合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第一责任人］蔡凤林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元朝建立的历史背景、元朝与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

基本形成、中国农牧民族在历史上的相互影响等内容。 

［主题词］民族/历史/中国/研究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蔡凤林 著 

  

 

［正题名］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 

［第一责任人］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韩国挺身队研究会编 

［译者］金镇烈，黄一兵译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回忆录/史料/韩国/现代 

  

 

［正题名］漩涡沉浮 

［副题名］亲历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中华文史资料精华本 

［附注内容］本书所选即为晚清至民国末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其讲述者均为各事

件的亲历亲见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详情细节，无疑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能

为你披露更多隐情，揭示更多内幕。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硝烟弹痕 

［副题名］近现代重大战役目击记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中华文史资料精华本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众多亲历者的目击实录，给读者展现了诸多战争的内幕和侧影，通过

这些战争的血与火的搏斗实况，使人们对近现代重大军事斗争和著名战役有个多重角度的了

解。 

［主题词］战争史/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隐蔽战线大写真 

［第一责任人］《纵横》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纵横》精品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历史上，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革命战士的事迹

及其不寻常的经历。 

  

 

［正题名］人类的大迁徙 

［副题名］我们是来自于非洲吗？ 

［第一责任人］（意）L·L·卡瓦利-斯福扎，F·卡瓦利-斯福扎著 

［译者］乐俊河译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丛编题名］生活与科学文库 

［主题词］人类学/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卡瓦利-斯福扎 著 

［知识责任］卡瓦利-斯福扎 著 

［次知识责任］乐俊河 译 

  

 

［正题名］西藏的商业与手工业调查研究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西藏的商业贸易，吉隆的边境贸易，关于拉萨市尼泊尔商

人的历史调查，扎朗、贡嘎两县的农村贸易，西藏手工业、五金业的调查研究等。 

［主题词］商业经济/调查研究/西藏自治区/文集 

［主题词］手工业/调查研究/西藏自治区/文集 

  

 

［正题名］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 

［副题名］1917-1945 

［第一责任人］傅树政，雷丽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纪实史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东正教与俄罗斯、东正教会与 1917 年革命、俄国东正教与早期苏维

埃国家、早期苏维埃政权下的俄国东正教会、战前斯大林时期的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卫国

战争时期正教关系和俄国东正教六部分内容。 

［主题词］俄罗斯正教会/史料/1917～1945 

［知识责任］傅树政 著 

［知识责任］雷丽平 著 

  

 

［正题名］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 

［副题名］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 



［第一责任人］张三夕著 

［出版者］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cgrs225f 张志扬，余虹主编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三夕 著 

  

 

［正题名］斯大林和他的家人 

［第一责任人］文青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纪实史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把斯大林作为一名家庭成员，描写了他的出身、婚姻与爱情、分歧与妻子

的自杀、子女与父亲的关系、亲戚间的往来及孤独的结束。 

［知识责任］文青 著 

  

 

［正题名］学林碎影 

［副题名］当代著名学者自述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中华文史资料精华本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冯友兰、张志公、张岱年、费孝通等人回忆自己治学经历、求学之

路、留学生涯以及回忆自己师长、朋友等的文章。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正题名］谭震林在常熟 

［第一责任人］中共常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常熟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是谭震林在常熟抗战期间的文章选编、战斗生活回忆、生平思想研究。分

为“历史文献”、“缅怀与回忆”、“访谈与研究”等。 

  

 

［正题名］长歌远行 

［副题名］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传 

［第一责任人］高陶编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先生叱咤风云的人生历程。内容包括“四



海驰骋”、“泽积而长”、“铁马金戈”、“临政不阿”四章。 

［知识责任］高陶 编著 

  

 

［正题名］京城偶记 

［第一责任人］赵洛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古都风貌”、“京华往事”、“莺花痛史”，“手书故事”、“闲话三分”、

“游屐印痕”、“艺文琐记”和“斯人难忘”八部分，收录随笔 70 余篇。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赵洛 著 

  

 

［正题名］木石魂 

［副题名］赖少其传 

［第一责任人］胡志亮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风雨少年时；羊城风云；闪光的青春；地狱之火；战士的

情怀火样红；肝胆相照 赤心可鉴等 11 章记述了艺术家赖少其的一生。 

［知识责任］胡志亮 著 

  

 

［正题名］“中国问题”论 

［第一责任人］曹锡仁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cgrs225f 张志扬，余虹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哲学致思趋向论》、《先秦人生哲学比较论》、《论太平天国的文化

改造模型》、《论近代中国的历史课题》、《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模式理论再认识》等 20 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曹锡仁 著 

  

 

［正题名］吴门柳 

［副题名］名人笔下的老苏州 

［第一责任人］王稼句选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老城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收散文约 100 篇。其中有：蒋维乔的《光福游记》、程瞻庐的《苏州识小

录》、徐卓呆的《我之新年趣事》等。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王稼句 选编 

  

 

［正题名］徐志摩传 

［第一责任人］韩石山著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徐志摩的传记。这本传记借鉴中国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对传主各方面详

加考稽，于传主生活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重要史料发现。 

［知识责任］韩石山 著 

  

 

［正题名］新社会学 

［并列题名］Les nouvelles sociologies 

［第一责任人］（法）菲利普·柯尔库夫著 

［译者］钱翰译 

［出版者］社科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现代社会学文库 

［附注内容］根据法国纳唐出版社 1995 年版译出 

［主题词］社会学/理论/研究/法国 

［知识责任］柯尔库夫 著 

［知识责任］Corcuff 著 

［次知识责任］钱翰 译 

  

 

［正题名］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 

［第一责任人］罗秉祥，赵敦华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就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基督教与近代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作了选择

性的探讨。 

［主题词］基督教/影响/文化/中国/近代 

［主题词］基督教/影响/文化/西方国家/近代 

［知识责任］罗秉祥 主编 

［知识责任］赵敦华 主编 

  

 

［正题名］史学新书评 

［书目卷册］1996-1997 

［第一责任人］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编 

［出版者］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学术新书评 

［附注内容］本书对 1996～1997 年间出版的史学新书进行评介，包括《中国农业大波折的

教训》、《西藏历史地位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篇目。 

［主题词］史学/书评/中国/1996-1997 

［主题词］书评/史学/中国/1996-1997 

  

 

［正题名］现代性 

［副题名］吉登斯访谈录 

［并列题名］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第一责任人］（英）安东尼·吉登斯，（英）克里斯多弗·皮尔森著 

［第一责任人］尹宏毅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现代化/理论/研究/英国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英国 

［知识责任］吉登斯 著 

［知识责任］Giddens 著 

［知识责任］皮尔森 著 

［知识责任］Pierson 著 

［次知识责任］尹宏毅 著 

  

 

［正题名］书海珠尘 

［副题名］漫话老版本书刊 

［第一责任人］宋庆森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版本/考证/中国/1911-1949 

［知识责任］宋庆森 著 

  

 

［正题名］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邓辉著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京华博览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了北京城的发展历程，论述中融入地理环境的影响，使读者从北京的

生态变化和历史地理角度重新认识和了解北京。 

［知识责任］侯仁之 著 

［知识责任］邓辉 著 

  

 

［正题名］清初士人与西学 



［第一责任人］徐海松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大航海时代 

［附注内容］本书以清初士大夫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发生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首次碰撞的规

模与深度，全面揭示了清初知识界各阶层人士对西学的反应，表现了士大夫们的选择与取舍、

调和与综合的意识和举动。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清前期/史料 

［知识责任］徐海松 著 

  

 

［正题名］李一氓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李一氓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章，包括“青年时代，上海学生生活”、“大革命——北伐和南昌起义”、

“上海地下工作”、“瑞金两年”、“长征”、“陕甘宁高原的奔驰”、“抗日战争——皖南”、“抗

日战争——苏北”、“从山东到大连”、“过眼云烟”。 

［知识责任］李一氓 著 

  

 

［正题名］中国基督教简史 

［第一责任人］姚民权，罗伟虹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宗教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基督教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发展历程。以丰

富的资料，介绍了传教士及差会机构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对他们在中国社会各不同历史时

期的活动情况和历史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分析了基督教对中国民众、社会、思想、文化

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主题词］基督教/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姚民权 著 

［知识责任］罗伟虹 著 

  

 

［正题名］中国伊斯兰教简史 

［第一责任人］米寿江，尤佳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宗教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简要介绍了伊斯兰教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经典、信仰、功课、派别等基

础知识；并以中国伊斯兰教传入和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为线索，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伊斯兰

教由外来宗教逐步发展为本土宗教的过程和历史成因，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

了客观的描述。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米寿江 著 

［知识责任］尤佳 著 

  

 

［正题名］美国城市史 

［第一责任人］王旭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华美国学丛书 

［主题词］城市史/研究/美国 

［知识责任］王旭 著 

  

 

［正题名］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 

［第一责任人］周伟洲主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关系史有关专家协作完成的一部学术著

作，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围绕英、俄侵藏的主题展 ，再现了历史事实。 

［主题词］西藏问题/中英关系/史料 

［主题词］西藏问题/中俄关系/史料 

［知识责任］周伟洲 主编 

  

 

［正题名］郑振铎前期文学思想 

［第一责任人］郑振伟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郑振铎研究的回顾、郑振铎前期思想中的文学观、浪漫主义和

郑振铎的诗论、郑振铎的儿童文学观、从改造社会到引介俄国文学、郑振铎和太戈尔。 

［知识责任］郑振伟 著 

  

 

［正题名］燕京学报 

［书目卷册］新九期 

［第一责任人］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0.11/期刊 

  

 

［正题名］北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 

［副题名］1949 年-1995 年 



［第一责任人］周鸿主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近 50 年北京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包括：凯歌行进的新北

京；北京在曲折发展中的二十年；改革 放谱新篇三卷内容。。 

［主题词］社会主义革命/成就/北京市/1949～1995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北京市/1949～1995 

［知识责任］周鸿 主编 

  

 

［正题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藏学档案史料目录丛书 1949 年以前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从清末光绪十五年（1899）十二月起，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十二

月止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档案史料条目 25827 条。 

［主题词］历史档案/档案资料/西藏自治区/1899～1949/目录 

  

 

［正题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藏学档案史料目录丛书 1949 年以前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从清末光绪十五年（1899）十二月起，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十二

月止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档案史料条目 25827 条。 

［主题词］历史档案/档案资料/西藏自治区/1899～1949/目录 

  

 

［正题名］毛泽东题词手书珍集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书] 

［译者］中央文献出版社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将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题词分类汇集收入，还收录了从现实生活中汇集到

的毛泽东给部分报刊、院校、部门的题名和毛泽东写的自作诗词 11 首及古诗词 23 首的手迹。 

［知识责任］毛泽东 书 

  

 

［正题名］少将风云录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刘培一，乔希章，瞿定国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将帅风云录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16 人。其中有：海上斗日军绝处又逢生的伍瑞卿；

从童养媳到女将军的李贞；被朱德称为“坦克车”的战将萧文玖等。 

［知识责任］刘培一 主编 

［知识责任］乔希章 主编 

［知识责任］瞿定国 主编 

  

 

［正题名］少将风云录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刘培一，乔希章，瞿定国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将帅风云录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19 人的传记。其中有：济南战役中的王六生、王

兆相将军奋战在神府葭榆、 国大典驾机受阅的方槐等。 

［知识责任］刘培一 主编 

［知识责任］乔希章 主编 

［知识责任］瞿定国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经济评传 

［第一责任人］聂锦芳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周恩来童年时代家世、家庭、家乡之境况，东渡日本、远涉欧洲、注

目苏俄时对 国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观察，为夺取政权而四处奔波时求索“革命行为”，以及

探讨其成为新中国“总管家”的个体性因素四部分内容。 

［知识责任］聂锦芳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21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22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23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24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25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26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27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台湾人民“二·二八”武装起义/研究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28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序跋/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29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李敖快意恩仇录”、“李敖报刊集”两部分。“李敖快意恩仇录”是

“李敖回忆录”的补充，但与“回忆录”全不重复；“李敖报刊集”收集《文星》时期李敖

的“编辑室报告”。 

［主题词］李敖/回忆录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30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31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32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李敖大量书信及抨击台湾法制的杂文。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33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李敖大量抨击台湾法制的杂文。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34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35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对国民党及蒋介石家族的罪恶历史进行了深刻揭露。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36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 

［主题词］史评/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37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38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39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作者人物研究、艺术研究、封建迷信研究等方面的文章。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李敖大全集 

［书目卷册］40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作者的杂文和文学评论。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华北人民解放军编入志愿军序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纪实 

［副题名］跨国参战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廖西岚编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廖西岚 编 

  

 

［正题名］华北人民解放军编入志愿军序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纪实 

［副题名］跨国参战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廖西岚编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廖西岚 编 

  

 

［正题名］長安客話 

［第一责任人］（明）蔣一葵著 

［第一责任人］（明）劉若愚著， Liu Ruo Yu Zhu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5 

［丛编题名］北京古籍叢書 

［附注内容］《长安客话》记述了北京明代地方历史和地理沿革，全书共分 8 卷，内容包括：

皇都杂记；郊坰杂记；畿辅杂记；关镇杂记；边镇杂记等。现根据 1960 年北京出版社版重

新排印。 

［附注内容］《酌中志》23 卷，附录 1 卷，为读者提供了明万历朝至崇祯初年宫廷及客魏阉

党罪行的完整参考资料。 

［主题词］杂史/明代 

［知识责任］蒋一葵 著 

［知识责任］刘若愚 著 

  

 

［正题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 

［丛书］汉文部分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藏学档案史料目录丛书 



［附注内容］本目录所辑起于康熙十一年（1672 年），迄于宣统三年（1911 年）的汉文档案

共 17213 条。 

［主题词］历史档案/档案资料/西藏自治区/清代/目录 

  

 

［正题名］城市社会心理学 

［第一责任人］杨贵庆编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城市社会心理学/研究 

［知识责任］杨贵庆 编 

  

 

［正题名］海上画梦录 

［副题名］一位外国画家笔下的旧上海 

［第一责任人］（奥）希夫作画，（奥）卡明斯基著文 

［译者］钱定平编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速写/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知识责任］希夫 作画 

［知识责任］Schiff 作画 

［知识责任］卡明斯基 著文 

［知识责任］Kaminski 著文 

［次知识责任］钱定平 编译 

  

 

［正题名］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编年史起始于公元 713 年，截止于 1997 年，纵贯我国从古代到当代的整个

历史时期，所记述的史实，涉及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上册收公元 713-1924 年的新闻事业

史。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编年体/713-1924 

［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编年史起始于公元 713 年，截止于 1997 年，纵贯我国从古代到当代的整个

历史时期，所记述的史实，涉及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中册收 1925-1979 年的新闻事业史。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编年体/1925-1979 

［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编年史起始于公元 713 年，截止于 1997 年，纵贯我国从古代到当代的整个

历史时期，所记述的史实，涉及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下册收公元 1980-1997 年的新闻事业

史。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编年体/1980-1997 

［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正题名］韩姓史话 

［第一责任人］赵志凡编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华姓氏文化丛书系列 中华姓氏史话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详实地介绍韩姓古今史事，内容包括：韩姓的寻根、源起、流布、

盛事、文化、名人和盛迹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赵志凡 编著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 

［第一责任人］孔繁政主编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民主党派/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孔繁政 主编 

  

 

［正题名］赵姓史话 

［第一责任人］沈其新编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华姓氏文化丛书系列 中华姓氏史话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详实地介绍赵姓古今史事，内容包括：赵姓的寻根、源起、流布、

盛事、文化、名人和盛迹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沈其新 编著 

  

 

［正题名］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 

［副题名］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逢祥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近世文化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绪论”、“传统文化的失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初兴”、“东方文

化重振”、“追求民族文化的永恒生命”、“关于传统文化历史命运的思索”等内容。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胡逢祥 著 

  

 

［正题名］曾山传奇 

［第一责任人］裘之倬，李文霆，毛祖棠著 

［出版者］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曾山同志一生的革命历程和历史功绩，对他的革命生涯、高贵品质、

人格魅力以及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等作了详细叙述。 

［知识责任］裘之倬 著 

［知识责任］李文霆 著 

［知识责任］毛祖棠 著 

  

 

［正题名］天一阁人物谭 

［第一责任人］曹聚仁著 

［译者］曹雷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为编者整理出版的曹聚仁遗稿集，每篇写一个与著者交往过的人物。沿用

著者生前在香港报纸上办专栏的名称《天一阁人物谭》为书名。 

［主题词］人物/生平事迹/现代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曹聚仁 著 

［次知识责任］曹雷 编 

  

 

［正题名］江南佛教史 

［第一责任人］严耀中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八章，内容包括：“江南”定义和区域佛教，东吴立国与佛教初播，

反佛与自律，密宗的流入和演变，寺院经济的地位等。 

［主题词］佛教史/华东地区 

［知识责任］严耀中 著 

  

 

［正题名］旧闻杂忆 

［第一责任人］徐铸成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万象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将经作者修订过的曾于八十年代出版的《旧闻杂忆》、《旧闻杂忆续编》、

《旧闻杂忆补编》三册合为一书重新出版。作者将在新闻生涯中遇到的人和事以佚闻、掌故

的形式结合自己的思考、体会表达出来。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徐铸成 著 

  

 

［正题名］历史社会学的兴起 

［并列题名］The Ri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第一责任人］（英）丹尼斯·史密斯著 

［译者］周辉荣，井建斌，赵怀英[…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社会与历史译丛 

［附注内容］根据原文 1991 年版译出 

［主题词］史学/社会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史密斯 著 

［知识责任］Smith 著 

［次知识责任］周辉荣 译 

［次知识责任］井建斌 译 

［次知识责任］赵怀英 译 

［次知识责任］刘玉群 译 

［次知识责任］刘北成 校 

  

 

［正题名］悔余日录 

［第一责任人］冯亦代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沧桑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剖析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梳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从一

个特殊角度呈现出 1957 年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窘状和精神脉络等。 

［知识责任］冯亦代 著 



  

 

［正题名］一个画家眼中的朝鲜战争 

［副题名］插图日记 

［第一责任人］何孔德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位画家 1951～1953 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的日记。并用钢笔在日记

本上作画，与日记合二为一。图文并茂的记述了那段历史。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何孔德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第一责任人］邹逸麟编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大学历史丛书 cgrs225f 周一良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简述了自然环境的变迁、历代疆城与政区的变迁及历代社会经济环境的变

迁。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邹逸麟 编著 

  

 

［正题名］析津志輯佚 

［第一责任人］（元）熊夢祥著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丛编题名］北京古籍叢書 

［附注内容］本书为元朝末期所作，记述了元大都有关官署、水道、坊巷、庙宇、古迹、风

俗等资料，是现存 早的专写北京地方史的著作。 

［知识责任］熊梦祥 编著 

  

 

［正题名］中央苏区法制建设 

［第一责任人］杨木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央苏区的法制建设，内容包括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历史背景、中

央苏区法制的产生及其性质、中央苏区的主要法规等九章。 

［主题词］法制史/中央革命根据地 

［知识责任］杨木生 著 

  

 



［正题名］金岳霖集 

［第一责任人］金岳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分哲学、逻辑学、政治学、教育学四个专题，收录了作者的《中国哲学》、

《逻辑的作用》、《论政治思想》等二十余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金岳霖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刘秀生主编 

［出版者］中国商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2 章，内容包括：传统社会中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初步纳入资本

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国经济、畸形市场经济格局的初步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形

成与初步发展等。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教材/高等学校 

［知识责任］刘秀生 主编 

  

 

［正题名］两启轩笔麈 

［第一责任人］罗继祖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当代学人笔记丛书 

［主题词］史籍/研究/考证/文集 

［知识责任］罗继祖 著 

  

 

［正题名］罗国杰文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罗国杰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我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从 1980 到 1999 年，二十年来所撰写

的论文以及应邀请为别人的著作所写的“序”和介绍。 

［主题词］伦理学/文集 

［知识责任］罗国杰 著 

  

 



［正题名］罗国杰文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罗国杰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我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从 1980 到 1999 年，二十年来所撰写

的论文以及应邀请为别人的著作所写的“序”和介绍。 

［主题词］伦理学/文集 

［知识责任］罗国杰 著 

  

 

［正题名］社会矛盾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刘培平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社会矛盾的基本含义，判断社会矛盾的标准及社会矛盾转化的标志

和条件，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基本脉络，“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矛盾/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培平 著 

  

 

［正题名］欧洲风化史 

［副题名］插图本 

［丛书］资产阶级时代 

［第一责任人］（德）爱德华·傅克斯著 

［译者］赵永穆，许宏治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万象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资产阶级时代；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对身体美的理想；资产

阶级的服装；恋爱与婚姻；卖淫；娱乐和玩乐等。 

［主题词］文化史/风俗习惯史/欧洲/近代 

［主题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欧洲/近代 

［主题词］性道德/风俗习惯史/欧洲/近代 

［知识责任］傅克斯 著 

［次知识责任］赵永穆 译 

［次知识责任］许宏治 译 

  

 

［正题名］晚清学部研究 

［并列题名］Research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Late Qing Dynasty 

［第一责任人］关晓红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学部渊源；机构设置和职能扩展；人事与决策；与

各方权限关系；经费统筹与监查；教育统筹与推进等。 

［主题词］教育组织机构/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关晓红 著 

  

 

［正题名］五十年前的 后一夜 

［第一责任人］王剑冰主编 

［译者］《散文选刊》选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散文选刊》精品丛书 生活随感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新疆的歌》、《女孩子的花》、《远远的少女》、《总是难忘》、《卖花

姑娘》、《 后一朵爱情的玫瑰》、《生命不止一次》等 78 篇散文。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王剑冰 主编 

  

 

［正题名］郭小川 1957 年日记 

［第一责任人］郭小川著 

［译者］郭晓惠，郭小林整理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沧桑文丛 

［附注内容］郭小川的这部日记，可透视出 1957 年文艺界的风风雨雨及诗人本人的心路历

程。 

［知识责任］郭小川 著 

［次知识责任］郭晓惠 整理 

［次知识责任］郭小林 整理 

  

 

［正题名］朱德与范石生 

［第一责任人］郭军宁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人物传记 

［知识责任］郭军宁 著 

  

 

［正题名］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 

［并列题名］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第一责任人］（法）亨利·柏格森著 

［译者］王作虹，成穷译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现代社会与人 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第一章道德义务；第二章静态宗教；第三章动态宗教；第四章结语：

机械设置与神秘主义。 

［主题词］道德/研究 

［主题词］宗教/研究 

［知识责任］柏格森 著 

［知识责任］Bergson 著 

［次知识责任］王作虹 译 

［次知识责任］成穷 译 

  

 

［正题名］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玫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批评丛书 3 

［主题词］剧作家/人物研究/苏州市/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李玫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 

［第一责任人］裴毅然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学与人性、20 世纪前中西方文学人性之差 、晚清小说、五四

文学、三～九十年代文学。 

［主题词］人性论/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裴毅然 著 

  

 

［正题名］宸垣識略 

［第一责任人］吴長元輯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2 

［丛编题名］北京古籍叢書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北京出版社 1964 年本重新排印。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北京的史地沿革和名胜古迹，内容包括天文、水利、建置、大内、

皇城、内城、外域、苑囿、郊垌等，还介绍了辽、金、明、清各朝对北京的建设。 

［知识责任］吴长元 辑 

  

 

［正题名］林语堂评说中国文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丛书］1930-1932 

［ 并 列 题 名 ］ THE LITTLE CRITIC: Essays,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First 

Series:1930-1932) 

［第一责任人］林语堂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文集/现代 

［知识责任］林语堂 著 

  

 

［正题名］林语堂评说中国文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1933-1935 

［ 并 列 题 名 ］ THE LITTLE CRITIC: Essays,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Second 

Series:1933-1935) 

［第一责任人］林语堂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文集/现代 

［知识责任］林语堂 著 

  

 

［正题名］帝京嵗時紀勝 

［第一责任人］（清）潘榮陛著 

［第一责任人］（清）富察敦崇著 

［第一责任人］（清）查慎行著 

［第一责任人］（清）讓廉著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8 

［丛编题名］北京古籍叢書 

［知识责任］潘荣陛 著 

［知识责任］富察敦崇 著 

［知识责任］查慎行 著 

［知识责任］讓廉 著 

  

 

［正题名］国外主要国家政党政治 

［第一责任人］傅金铎，张先义，沈桂萍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政党/政治制度/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傅金铎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先义 主编 



［知识责任］沈桂萍 主编 

  

 

［正题名］欧洲风化史 

［副题名］插图本 

［丛书］文艺复兴时代 

［第一责任人］（德）爱德华·傅克斯著 

［译者］侯焕闳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万象书坊 

［主题词］文化史/风俗习惯史/欧洲/中世纪 

［主题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欧洲/中世纪 

［主题词］性道德/风俗习惯史/欧洲/中世纪 

［知识责任］傅克斯 著 

［次知识责任］侯焕闳 译 

  

 

［正题名］现代 

［副题名］从 1919 年到 2000 年的世界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英）保罗·约翰逊著 

［译者］李建波等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历史卷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卷，讲述了相对论的世界、新政权、等待希特勒、颓废的合理性、

地狱里的神政和天堂里的混沌、 后的阿卡狄亚、迅速衰退、恶魔出世、战事高峰、旧欧洲

的终结、转折关头、超级大国和种族灭绝等。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1919～2000 

［知识责任］约翰逊 著 

［知识责任］Johnson 著 

［次知识责任］李建波 译 

  

 

［正题名］现代 

［副题名］从 1919 年到 2000 年的世界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英）保罗·约翰逊著 

［译者］李建波等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历史卷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卷，讲述了相对论的世界、新政权、等待希特勒、颓废的合理性、



地狱里的神政和天堂里的混沌、 后的阿卡狄亚、迅速衰退、恶魔出世、战事高峰、旧欧洲

的终结、转折关头、超级大国和种族灭绝等。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1919～2000 

［知识责任］约翰逊 著 

［知识责任］Johnson 著 

［次知识责任］李建波 译 

  

 

［正题名］毛泽东诗词研究丛刊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新动态和新发展。内容包括：激励与期望、研究

与探讨（上）（下）、考订与辨误等。 

［主题词］毛主席诗词研究/丛刊 

  

 

［正题名］胡林翼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奏疏 

［第一责任人］[（清）胡林翼著] 

［译者］[岳麓书社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5 

［知识责任］胡林翼 著 

  

 

［正题名］胡林翼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书牍 批札 家书 诗文联语 

［第一责任人］[（清）胡林翼著] 

［译者］[岳麓书社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5 

［知识责任］胡林翼 著 

  

 

［正题名］胡林翼集 

［书目卷册］三 

［丛书］ 读史兵略（上） 

［第一责任人］[（清）胡林翼主持编纂] 

［译者］[岳麓书社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5 

［知识责任］胡林翼 主持编纂 

  

 

［正题名］胡林翼集 

［书目卷册］四 

［丛书］ 读史兵略（下） 

［第一责任人］[（清）胡林翼主持编纂] 

［译者］[岳麓书社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5 

［知识责任］胡林翼 主持编纂 

  

 

［正题名］胡林翼集 

［书目卷册］五 

［丛书］ 读史兵略续编 

［第一责任人］ [（清）胡林翼主持编纂] 

［译者］[岳麓书社编校]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1999.5 

［知识责任］胡林翼 主持编纂 

  

 

［正题名］季羡林集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了著者关于佛典语言研究、中印文化关系研究和梵语文学研究三方面

的学术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正题名］许涤新集 

［第一责任人］[许涤新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书后收有作者重要著作目录、作者年表 

［附注内容］本书收《论〈资本论〉的生命力》、《有关运用价值规律的几个问题》、《关于进



一步 放改革的几个问题》等 24 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许涤新 著 

  

 

［正题名］大棋局 

［副题名］中美日关系风云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吕乃澄，周卫平主编 

［出版者］当代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着中国外交中的中美日关系这一大主题，沿着历史的脉络，突出了对

新中国三代领导人在中美日关系的历史考量、利益权衡、思想发展、外交实践的考察。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949～1999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1949～1999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 

［知识责任］吕乃澄 主编 

［知识责任］周卫平 主编 

  

 

［正题名］民族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2 辑（总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办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历史/研究/文集 

  

 

［正题名］从对峙走向缓和 

［副题名］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 

［第一责任人］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50 年代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大使级会议、越南战争与

中美关系、国内政局与中美关系等。 

［主题词］中美关系/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姜长斌 主编 

［知识责任］罗斯 主编 

  

 

［正题名］在大漠那边 

［副题名］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 

［副题名］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孙一先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中国驻蒙古外交官和坠机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回忆了林彪坠机事件

发生后，中、蒙双方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 

［主题词］林彪反党集团/史料 

［主题词］中蒙关系/史料/现代 

［知识责任］孙一先 著 

  

 

［正题名］蒋介石评传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汪荣祖，李敖合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以史料为经，严谨的考证为纬，有别于坊间野史式的传记小说，以求真之

著史精神，重塑蒋氏一生功过及其历史定位。 

［知识责任］汪荣祖 著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蒋介石评传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汪荣祖，李敖合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以史料为经，严谨的考证为纬，有别于坊间野史式的传记小说，以求真之

著史精神，重塑蒋氏一生功过及其历史定位。 

［知识责任］汪荣祖 著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我的人生 

［副题名］浩然口述自传 

［第一责任人］浩然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浩然从一个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家弟子，成长为中国文坛奇迹的艰

辛的心路历程。 

［知识责任］浩然 著 

  

 

［正题名］反调 

［副题名］驳《日本可以说“不”》 

［第一责任人］（日）古馆真著 

［译者］王安勤，宋园园译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针对日本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等人的《日本可以说“不”》系列丛书提出

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与揭露，反映了日本社会思潮的另一面。本书不仅有利于全面、系统地了

解和认识日本，而且有助于洞察日美两国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源。 

［主题词］政论/日本 

［主题词］文化/对比研究/日本/美国/现代 

［主题词］经济/对比研究/日本/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古馆真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安勤 译 

［次知识责任］宋园园 译 

  

 

［正题名］台湾真历史 

［第一责任人］（台湾）戚嘉林编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将其多年研究所著 5 卷本《台湾史》浓缩而成的普及版。书中贯穿

台湾的史前、三国、宋元、荷据、明郑、前清、晚清、日据、二二八等各个时代，予以客观

立论。 

［知识责任］戚嘉林 编著 

  

 

［正题名］蒙古族通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 

  

 

［正题名］蒙古族通史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 

  

 

［正题名］蒙古族通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 

  

 

［正题名］柏杨曰 

［副题名］读通鉴·论历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柏杨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史评/中国/古代 

［主题词］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柏杨 著 

  

 

［正题名］柏杨曰 

［副题名］读通鉴·论历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柏杨著 

［出版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史评/中国/古代 

［主题词］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柏杨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保定地方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五编，其中内容包括：党的创立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知识责任］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正题名］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西安事变 

［第一责任人］（英）J·M·贝特兰著 

［译者］林淡秋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走向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于 1937 年在英国出版，1938 年在美国出版，1939 年由上海译报图书部出

版中译本，书名为《中国的新生》。此次重新出版的本书是根据译者 30 年代的译本进行校订，

又予更名的，原则上尽可能保持作品的原貌。 



［附注内容］作者以其亲赴西安探寻事迹真相的原见闻为线索，真实记录了西安事变的全过

程，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主题词］西安事变(1936)/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英国/现代 

［知识责任］贝特兰 著 

［知识责任］Bertram 著 

［次知识责任］林淡秋 译 

  

 

［正题名］透过历史的表象 

［副题名］中国改革 20 年回顾、反思与展望 

［第一责任人］“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编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分回顾篇、反思篇和展望篇三部分，对 20 年来中国的改革进行了总结和

反思，并对未来改革的趋势展望与设想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主题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中国 

  

 

［正题名］钟姓史话 

［第一责任人］钟蔚伦编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华姓氏文化丛书系列 中华姓氏史话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钟姓古今史事，内容包括钟姓的寻根、源起、流布、盛事、文化、

名人和胜迹。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主题词］钟姓/研究 

［知识责任］钟蔚伦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 

［副题名］1840-1996 

［第一责任人］王克芬，隆荫培主编 

［出版者］人民音乐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舞蹈/历史/中国/1840-1996 

［知识责任］王克芬 主编 

［知识责任］隆荫培 主编 

  

 

［正题名］佛学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祁志祥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什么是佛学，什么是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它们在中国

的宗教哲学、道德、美学、文艺理论等方面有哪些影响？什么是儒学、道家学说、道教、玄

学？它们与佛学思想的 同、交流是怎样的等内容。 

［主题词］佛教/关系/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祁志祥 著 

  

 

［正题名］攀峰与穿雾 

［副题名］刘西尧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刘西尧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刘西尧和他的亲密战友、夫人陈景文同志献身祖国解放事业的动人

经历的纪实，他所走过的坎坷而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知识责任］刘西尧 著 

  

 

［正题名］武道彷徨 

［副题名］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 

［第一责任人］赵冬梅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军事文化纵横 

［主题词］募兵制/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赵冬梅 著 

  

 

［正题名］韬奋谈爱情·婚姻·家庭 

［第一责任人］邹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走近韬奋”丛书 

［附注内容］纪念韬奋诞辰 105 周年 

［附注内容］韬奋先生在本书中论述了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而爱情的产生，则先在于交

友。他强调交友首先要尊重彼此的人格要注意对方的道德等。 

［主题词］爱情/通俗读物 

［主题词］婚姻/通俗读物 

［主题词］家庭/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邹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政论选 



［第一责任人］邹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走近韬奋”丛书 

［附注内容］纪念韬奋诞辰 105 周年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的政论文章按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包括“国庆与国哀”、“痛告全

市同胞”、“政府广播革命种子”等 80 余篇文章。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邹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书话 

［第一责任人］邹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走近韬奋”丛书 

［附注内容］纪念韬奋诞辰 105 周年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书的评论，书的随笔，书的序跋三部分，内容有读《论思想统一》，

学问与人生，略谈读书的方法，《事业与修养》 言，《革命文豪高尔基》编译后记等。 

［主题词］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邹韬奋 著 

  

 

［正题名］众说韬奋 

［第一责任人］胡愈之等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走近韬奋”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了 40 余篇具有代表性和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精练而准确地反映了

邹韬奋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 

［知识责任］胡愈之 著 

  

 

［正题名］译余闲谈 

［第一责任人］邹韬奋[译]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走近韬奋”丛书 

［附注内容］纪念韬奋诞辰 105 周年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为三篇美国短篇小说《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一位英



国女士与孙先生的婚姻》、《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的译文及译余评论。 

［主题词］短篇小说/文学评论/美国/现代 

［主题词］短篇小说/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邹韬奋 译著 

  

 

［正题名］韬奋新闻出版文选 

［第一责任人］邹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走近韬奋”丛书 

［附注内容］纪念韬奋诞辰 105 周年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有《新闻记者是不戴帽子的皇帝》、《可以不必做的文章》、《创办<生

活日报>之建议》、《日本新闻界的惊人事绩》、《硬性读物与软性读物》等文章。 

［主题词］新闻工作/史料/中国/文集 

［主题词］出版工作/史料/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邹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谈人生 

［第一责任人］邹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走近韬奋”丛书 

［附注内容］纪念韬奋诞辰 105 周年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用积极的精神向前，总须有一个大目标，“名”是恶作剧的东西，

人生修养，人世百态五部分。 

［主题词］个人/道德修养/研究 

［知识责任］邹韬奋 著 

  

 

［正题名］韬奋自述 

［第一责任人］邹韬奋著 

［译者］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走近韬奋”丛书 

［附注内容］纪念韬奋诞辰 105 周年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作者对自己的第一次婚姻，苦学生涯，曲线就业，接办《生活》，流

亡海外，爱国入狱等的自述，为读者展示了他走向进步，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 

［知识责任］邹韬奋 著 

  



 

［正题名］九死一生 

［副题名］我的“右派”历程” 

［第一责任人］戴煌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述戴煌在 1956 到 1978 年间所经历的主要事件——被打成“右派”

以及平反，写出了一段坎坷的人生经历。 

［知识责任］戴煌 著 

  

 

［正题名］张闻天传 

［第一责任人］程中原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领导人张闻天一生曲折坎坷的经历和政治生

涯。 

［知识责任］程中原 著 

  

 

［正题名］共和国外交风云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李健编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9－1999/图集 

［主题词］电视记录片/文献记录片/解说词/中国 

［主题词］外交/成就/中国/1949-1999/图集 

［知识责任］李健 编著 

  

 

［正题名］共和国外交风云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李健编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9－1999/图集 

［主题词］电视记录片/文献记录片/解说词/中国 

［主题词］外交/成就/中国/1949-1999/图集 

［知识责任］李健 编著 

  

 

［正题名］21 世纪中国外交战略 



［第一责任人］陈洁华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从国家在全球的空间定位、国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支持国家

外交战略的物质体系、支持国家外交战略的精神体系几个方面研究国家外交战略的基本框

架。 

［主题词］中国对外政策/研究 

［知识责任］陈洁华 著 

  

 

［正题名］本色之探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 

［第一责任人］汤一介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文化/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汤一介 著 

  

 

［正题名］中华近世通鉴 

［丛书］外交专卷 

［第一责任人］樊书华，黄诗玉，卞修权编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外交/编年史/中国/1838-1949 

［主题词］编年体/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樊书华 编著 

［知识责任］黄诗玉 编著 

［知识责任］卞修权 编著 

  

 

［正题名］中华近世通鉴 

［丛书］经济专卷 

［第一责任人］果鸿孝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经济/编年史/中国/1838-1949 

［主题词］编年体/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果鸿孝 著 

  

 

［正题名］中华近世通鉴 

［丛书］教育专卷 



［第一责任人］宋荐戈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教育/编年史/中国/1938-1949 

［主题词］编年体/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宋荐戈 著 

  

 

［正题名］中华近世通鉴 

［丛书］主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王俯民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编年体/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俯民 著 

  

 

［正题名］中华近世通鉴 

［丛书］主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王俯民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编年体/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俯民 著 

  

 

［正题名］人间关怀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佛教文化学术论集 

［第一责任人］王守常，钱文忠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 中国文化书院文库 cgrs225f 汤一介主编 

［主题词］佛教史/研究/中国/20 世纪/文集 

［主题词］宗教文化/研究/中国/20 世纪/文集 

［知识责任］王守常 编 

［知识责任］钱文忠 编 

  

 

［正题名］超越心性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道教文化学术论集 

［第一责任人］张广保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 中国文化书院文库 cgrs225f 汤一介主编 

［主题词］道教史/研究/中国/20 世纪/文集 

［主题词］宗教文化/研究/中国/20 世纪/文集 

［知识责任］张广保 编 

  

 

［正题名］千古文坛侠圣梦 

［副题名］金庸传 

［第一责任人］孙宜学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港台作家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把金庸的小说与他的生平事迹以文学的方法互相交叉、映衬，使读者

从中了解到他复杂跌宕的人生旅程和心路历程。 

［知识责任］孙宜学 著 

  

 

［正题名］國史舊聞 

［书目卷册］第一分册 

［第一责任人］陳登原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系作者多年积累的读书笔记，按时代顺序编排，是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资

料摘编。全书共七十四卷，本分册为。卷一至卷二十三，记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

魏晋南北朝。 

［主题词］通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登原 著 

  

 

［正题名］國史舊聞 

［书目卷册］第二分册 

［第一责任人］陳登原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系作者多年积累的读书笔记，按时代顺序编排，是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资

料摘编。全书共七十四卷，本分册为卷二十四至卷四十一，记唐、宋、元三朝。 

［主题词］通史/史料/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登原 著 

  

 

［正题名］國史舊聞 

［书目卷册］第三分册 

［第一责任人］陳登原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系作者多年积累的读书笔记，按时代顺序编排，是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资

料摘编。全书共七十四卷，本分册为卷四十二至卷六十，记明、清两朝。 

［主题词］通史/史料/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登原 著 

  

 

［正题名］國史舊聞 

［书目卷册］第四分册 

［第一责任人］陳登原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系作者多年积累的读书笔记，按时代顺序编排，是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资

料摘编。全书共七十四卷，本分册为卷六十一至卷七十四，记明、清两朝，主要是近代方面。 

［主题词］通史/史料/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通史/史料/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登原 著 

  

 

［正题名］民主斗士 

［副题名］冯玉祥传 

［第一责任人］张传华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冯玉祥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爱国将领。本书记叙了冯玉祥将军的少年

经历、从联蒋到反蒋的过程， 终成为抗战英雄和民主斗士的事迹。 

［知识责任］张传华 著 

  

 

［正题名］宋代历史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其凡，陆勇强主编 

［译者］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从宋代的儒学、典章制度、社会经济与宗教等方面，叙述了宋代历史文化

的光辉灿烂的成果，特别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学者的论文，从选题的选择和

研究方法上，均令人耳目一新。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两宋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其凡 主编 

［知识责任］陆勇强 主编 

  

 

［正题名］书城琐记 



［第一责任人］骆兆平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浙东藏书文化研究的专著，书中首先对宁波藏书与刻书情况作了概

述，然后重点记述了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 

［主题词］藏书/文化/研究/浙江省 

［主题词］图书馆/历史/简介/浙江省 

［知识责任］骆兆平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正题名］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陈子展撰 

［译者］徐志啸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蓬莱阁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曾分别出版于 1929 年和 1930 年。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近代文学的界限，宋诗运动及其他旧派诗人，小说界革命之前后，

桐城派古文，从时务文学到政论文学等方面的内容。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子展 撰 

［次知识责任］徐志啸 导读 

  

 

［正题名］魏晋风度及其他 

［第一责任人］鲁迅撰 

［译者］吴中杰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蓬莱阁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分为五个部分：旧文明的批判；文化史研究；新文艺概观；

翻译文学论；语文改革说。各类文章以写作或发表日期为序，加以排列。 

［主题词］鲁迅著作/选集 

［知识责任］鲁迅 撰 

［次知识责任］吴中杰 导读 

  

 

［正题名］汉代婚丧礼俗考 

［第一责任人］杨树达撰 

［译者］王子今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蓬莱阁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3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两章，第一章“婚姻”分七节，以全面的视角来考察汉代的婚姻礼俗；

第二章“丧葬”分十七节，全面总结了有关“丧葬”制度的礼俗。 

［主题词］婚姻/礼仪/风俗习惯/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主题词］葬俗/礼仪/风俗习惯/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知识责任］杨树达 撰 

［次知识责任］王子今 导读 

  

 

［正题名］秦史 

［第一责任人］王蘧常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史作始于一九二六年，几经波折。作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成为丰富的史实

素材，在此基础上，写成长编及纪传体文若干篇，记录了秦朝这一时期的历史。 

［知识责任］王蘧常 撰 

  

 

［正题名］魏晋玄学新论 

［第一责任人］徐斌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玄学的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大创新，也是一次改革。本书试图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玄学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底蕴。 

［主题词］玄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徐斌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 

［第一责任人］（韩国）文镛盛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巫术/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文镛盛 著 

  

 

［正题名］望乡的牧神 

［副题名］余光中传 

［第一责任人］陈君华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港台作家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余光中是中国 20 世纪诗文双绝的大作家，他率先吹响了要对整个中国现代文



学史“重估一切价值”的号角。本书再现了余光中这位“艺术多妻主义者”的生活与爱情、

学术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知识责任］陈君华 著 

  

 

［正题名］和平将军张治中传 

［第一责任人］莫志斌，罗爱民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实事求是地叙述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富于传奇性和戏剧化的著名人物张治

中的一生。本书资料丰富详实，主题突出，是一部极好的传记。 

［知识责任］莫志斌 著 

［知识责任］罗爱民 著 

  

 

［正题名］中国盗墓史 

［副题名］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 

［第一责任人］王子今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陵墓/盗窃/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子今 著 

  

 

［正题名］后现代的生存 

［第一责任人］姜静楠，刘宗坤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丛编题名］21 世纪人文素质丛书 cgrs225f 陈刚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对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后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多元化的后现代宗教景观，

后现代战争的智能化等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后现代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姜静楠 著 

［知识责任］刘宗坤 著 

  

 

［正题名］情报检索教程 

［第一责任人］贺志刚，李修波主编 

［出版者］地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科技文献概论、科技文献检索的基本原理、国内检索工具使用

简介、专利及专利文献检索、计算机情报检索、国际互联网等。 

［主题词］科技情报/情报检索/教材 

［知识责任］贺志刚 主编 



［知识责任］李修波 主编 

  

 

［正题名］人文论丛 

［书目卷册］2000 年卷 

［丛书］现代化进程研究专辑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卷是继 1998、1999 年卷后的又一卷，收了 44 篇论文，分为“现代化进程研

究”、“人文探寻”、“经典研究与反刍”、“语言文字学研究”、“文学思潮与作品研究”等部分。 

［主题词］社会科学/2000/丛刊 

［知识责任］冯天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农业地理 

［第一责任人］周立三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中国人文地理丛书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总结了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和空间布局变化基本因素、发展阶段与变化

规律，以及土地利用形式和环境生态变化，重点分析了农业各部门布局和地区布局问题及农

业可持续发展若干对策。同时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农业地理研究的进展与理论方法成果。 

［主题词］农业地理/中国 

［知识责任］周立三 主编 

  

 

［正题名］文史 

［书目卷册］第五十三辑 

［书目卷册］2000 年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税制五十年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刘佐著 

［出版者］中国税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税制的历次重大改革；中国税收征管制度的发展与改

革；中国税务机构和税务干部队伍的发展；中国现行税制概况四篇。 



［主题词］税收制度/概况/中国/1949～1990 

［知识责任］刘佐 著 

  

 

［正题名］中国印花税与印花税票 

［并列题名］STAMP TAX AND ITS STAMPS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饶立新，曾耀辉编著 

［出版者］中国税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4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介绍印花税制和印花税票的书，能让人们更关注税收，了

解税制，理解税法。 

［主题词］印花税/基本知识/中国 

［主题词］印花税/票据/基本知识/中国 

［知识责任］饶立新 编著 

［知识责任］曾耀辉 编著 

  

 

［正题名］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第一责任人］刘师培撰 

［译者］程千帆等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蓬莱阁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撰成于 1917 年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五课，阐明了中古文学研究的意义，并分别论述了中古时期文学的变

迁轨迹和总体风貌。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师培 撰 

［次知识责任］程千帆 导读 

  

 

［正题名］王尚荣将军 

［第一责任人］《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正题名］中国的传统 

［第一责任人］吴国桢著 

［译者］陈博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作者写作的意图是全面介绍中国民族伦理的起源和实质，使读者明确理解中国



理性的、社会的、政治的民族和个人的概貌。本书主要内容有绪论：早期中国的传统特征；

从黄帝到尧舜；夏朝；商朝；殷周之间的过渡时期；周朝的建立等。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国桢 著 

［次知识责任］陈博 译 

  

 

［正题名］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周育民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学术创新 

［附注内容］本课题为中华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深入剖析了晚清财政制度与现实财政收入构成之间的矛盾，以及清王朝中

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矛盾，由此说明晚清财政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周育民 著 

  

 

［正题名］严复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05108 的一册，为作者马勇赠送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0 章，主要对鸦片战争时期的图书事业、太平天国的图书事业、解

放战争时期的图书事业等各时期的图书事业进行了依次的论述。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薄井由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 1901-1945 年在中国建立的招收日本学生的大学。在学生

学习终了时都要到中国各地作一次大旅行并写出报告，其目的是为了透彻了解中国。数十年



下来，调查范围遍及中国全国，调查内容涉及面很广。他们以外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事物并

予以记载，在今天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本书对这一活动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高等教育/研究/日本/近代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薄井由 著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二○○○·一 

［第一责任人］徐俊德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知识责任］徐俊德 主编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二○○○·二 

［第一责任人］徐俊德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知识责任］徐俊德 主编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二○○○·三 

［第一责任人］徐俊德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知识责任］徐俊德 主编 

  

 

［正题名］新英汉词典 

［副题名］世纪版 

［并列题名］A NEW ENGLISH-CHINESE : Century Edition 

［第一责任人］上海译文出版社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在主体内容编写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原《新英汉词典》基础上，参考 90

年代以来出版的多种英美语文词典和各类专科词典，逐条重新查核、纠正原书的谬误和疏漏，

补充提供有关条目的 新信息，删除生僻废 的词语和义项。本书共收词 10 万余条，释义

囊括了英美同类语词词典的内容。 



［主题词］词典/英语/汉语 

  

 

［正题名］毛泽东经济评传 

［第一责任人］顾龙生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知识责任］顾龙生 著 

  

 

［正题名］北京士大夫 

［第一责任人］方彪著 

［出版者］京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士/史料/研究/北京/古代 

［主题词］大夫/研究/北京/古代 

［主题词］官制/史料/研究/中国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方彪 著 

  

 

［正题名］共和国重大事件写真 

［第一责任人］刘传增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生动翔实的历史资料，展示了我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

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历史事件之本末，了解共和国历史发展之

曲折与成就。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传增 编 

  

 

［正题名］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第一责任人］陈福康著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翻译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福康 著 

  

 

［正题名］近代伊朗 

［并列题名］MODERN IRAN 

［第一责任人］赵伟明著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 1736 年到 1925 年的伊朗历史，跨越阿夫沙尔、赞德和卡加尔三个

王朝，涉及近代伊朗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描述了伊朗这个

西亚大国由中世纪走向现代的轨迹。 

［知识责任］赵伟明 著 

  

 

［正题名］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并列题名］History ahd Social Theory 

［第一责任人］（英）彼得·伯克著 

［译者］姚朋…[等]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社会与历史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据 1992 年版译出 

［主题词］史学/关系/社会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伯克 著 

［知识责任］Burke 著 

［次知识责任］姚朋 译 

［次知识责任］周玉鹏 译 

［次知识责任］胡秋红 译 

［次知识责任］吴修申 译 

［次知识责任］刘北成 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 

［副题名］1919-1936 

［第一责任人］段治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1919-1936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1919-1936 

［知识责任］段治文 著 

  

 

［正题名］中国政府与私人经济 

［第一责任人］任杰，梁凌著 

［出版者］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私营经济/研究/中国 

［主题词］经济政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任杰 著 

［知识责任］梁凌 著 

  



 

［正题名］鉴真东渡 

［第一责任人］许凤仪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鉴真高僧的一生。主要包括：江淮高僧；应邀东渡；劣僧告密；荒

岛遇救；后院起火；险象环生；祸不单行等。 

［知识责任］鉴真 著 

  

 

［正题名］世纪之旅 

［副题名］世界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 

［并列题名］A Century's Journey 

［副题名］How the Great Powers Shape the World 

［第一责任人］（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 

［译者］胡利平，杨韵琴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东方编译所译丛 

［附注内容］书后附编著者简介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 20 世纪七大国的外交政策，包括:英国：衰落与复兴；法国：一个

世纪，两大忧患；三个俄罗斯：衰落、革命与复兴；以及德国、法国、日本、中国的外交政

策。 

［主题词］外交史/世界/20 世纪 

［知识责任］帕斯特 著 

［知识责任］Pastor 编 

［次知识责任］胡利平 译 

［次知识责任］杨韵琴 译 

  

 

［正题名］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 

［第一责任人］张民，张秀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全方位地介绍了周恩来作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核心领导人，对这场战

争作出的杰出贡献。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研究 

［知识责任］张民 著 

［知识责任］张秀娟 著 

  

 

［正题名］百年大灾大难 

［第一责任人］郭学德，郭彦森，席会芬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丛书 cgrs225f 韩天雨，张新安主编 

［主题词］灾害/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郭学德 著 

［知识责任］郭彦森 著 

［知识责任］席会芬 著 

  

 

［正题名］中国汽车何去何从？ 

［第一责任人］王小广，高国力，刘国艳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新经济浪潮书丛 

［主题词］汽车/重工业经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小广 著 

［知识责任］高国力 著 

［知识责任］刘国艳 著 

  

 

［正题名］字仙段玉裁 

［第一责任人］丁寅生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语言学家/传记/清代 

［知识责任］丁寅生 著 

  

 

［正题名］大变局时代整合社会资源的大师 

［副题名］五博士解析曾国藩 

［第一责任人］张国华主编 

［译者］张湛彬…[等]著 

［出版者］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为 2000 年 2 月在北京大学召 的“曾国藩热的社会原因”座谈会上五位

博士从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角度解析了曾国藩热的深刻社会原因，并探讨了大变

局时代曾国藩整合社会人力资源的能力和做法。 

［知识责任］张国华 编 

［次知识责任］张湛彬 著 

［次知识责任］王延中 著 

［次知识责任］李凡 著 

［次知识责任］郑显文 著 

［次知识责任］马峰成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 

［第一责任人］周家珍编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辞典共选收 19305 个人物条目，收入范围为 20 世纪的中华人物，包括政治、

经济、军事、外交、科技、艺术、体育等社会各界有一定地位和影响者。 

［主题词］名人/中国/20 世纪/词典 

［主题词］姓名/中国/近代/词典 

［主题词］姓名/中国/现代/词典 

［知识责任］周家珍 编著 

  

 

［正题名］老 堂 

［并列题名］Maintaining the Past Brilliance of the Metropolis 

［副题名］[摄影集] 

［第一责任人］张锡昌，张炜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大量照片，主要介绍了早期石库门、后期石库门、广式 堂、新式

堂、公寓 堂、花园 堂等各种类型的 堂样式及特点， 

［主题词］城市道路/上海市/摄影集 

［知识责任］张锡昌 著 

［知识责任］张炜 著 

  

 

［正题名］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周南京主编 

［丛书］人物卷 

［并列题名］ENCYCLOPEDIA of CHINESE OVERSEAS 

［丛书］Volume of Who's Who 

［第一责任人］杨保筠本卷主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主题词］华侨/百科全书 

［主题词］华人/百科全书 

［知识责任］周南京 主编 

［知识责任］杨保筠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一） 

［丛书］飛影閣畫册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吴嘉猷絵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吴嘉猷 绘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二） 

［丛书］飛影閣畫册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吴嘉猷絵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吴嘉猷 绘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三） 

［丛书］新聞畫報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時事新報館編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四） 

［丛书］新聞畫報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時事新報館編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五） 

［丛书］申報圖畫 神州畫報 

［第一责任人］（清）申报館，神州畫報社編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六） 

［丛书］民呼日報圖畫 

［第一责任人］（清）上海民呼日報社編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七） 

［丛书］圖畫新聞 

［丛书］上 

［第一责任人］（清）時事報館編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八） 



［丛书］圖畫新聞 

［丛书］下 

［第一责任人］（清）時事報館編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九） 

［丛书］輿論時事報圖畫 

［第一责任人］（清）上海時事報館編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 

［丛书］時報附刊之畫報 

［第一责任人］上海時報館輯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一） 

［丛书］民權畫報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民權報館編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二） 

［丛书］民權畫報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民權報館編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三） 

［丛书］天民畫報 

［第一责任人］天民報館編 

［译者］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代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代 

  

 

［正题名］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一责任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1919-1949 

  

 

［正题名］邓演达研究新论 

［副题名］纪念邓演达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70 年 

［第一责任人］邓演超，梅日新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邓演达研究丛书 

［主题词］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邓演超 主编 



［知识责任］梅日新 主编 

  

 

［正题名］韩国现代史 

［第一责任人］（韩国）姜万吉著 

［译者］陈文寿，金英姬，金学贤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韩国 

［知识责任］姜万吉 著 

［次知识责任］陈文寿 译 

［次知识责任］金英姬 译 

［次知识责任］金学贤 译 

  

 

［正题名］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 

［副题名］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第一责任人］（日）狭间直树编 

［译者］[孙路易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知识责任］狭间直树 编 

  

 

［正题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第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太平天国/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第十六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太平天国/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第十九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太平天国/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第二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太平天国/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第二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太平天国/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第二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太平天国/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第二十六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太平天国/史料/中国/清后期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话 

［第一责任人］茅家琦，张远鹏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中国/1851-1864 

［知识责任］茅家琦 著 



［知识责任］张远鹏 著 

  

 

［正题名］洋务运动史话 

［第一责任人］丁贤俊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2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洋务运动/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丁贤俊 著 

  

 

［正题名］戊戌维新史话 

［第一责任人］刘悦斌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3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戊戌变法/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悦斌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史话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邓红洲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4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辛亥革命/历史/中国/1901-1911 

［知识责任］张海鹏 著 

［知识责任］邓红洲 著 

  

 

［正题名］五四运动史话 

［第一责任人］常丕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5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五四运动/历史/中国/1919 

［知识责任］常丕军 著 

  

 



［正题名］北洋政府史话 

［第一责任人］潘荣，魏又行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6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北洋军阀政府/历史/民国 

［知识责任］潘荣 著 

［知识责任］魏又行 著 

  

 

［正题名］民国政府史话 

［第一责任人］郑则民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7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民国政府/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郑则民 著 

  

 

［正题名］十年内战史话 

［第一责任人］贾维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8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1927-1937 

［知识责任］贾维 著 

  

 

［正题名］中华苏维埃史话 

［第一责任人］温锐，刘强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9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通俗读物/中国/1927-1937 

［知识责任］温锐 著 

［知识责任］刘强 著 

  

 

［正题名］西安事变史话 

［第一责任人］李义彬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0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西安事变/通俗读物/中国/1936 

［知识责任］李义彬 著 

  

 

［正题名］陕甘宁边区政府史话 

［第一责任人］刘东社，刘金娥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1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陕甘宁抗日根据地/通俗读物/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刘东社 著 

［知识责任］刘金娥 著 

  

 

［正题名］解放战争史话 

［第一责任人］朱宗震，汪朝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2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中国/1945-1949 

［知识责任］朱宗震 著 

［知识责任］汪朝光 著 

  

 

［正题名］革命根据地史话 

［第一责任人］马洪武，王明生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3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历史/中国/1927-1945 

［知识责任］马洪武 著 

［知识责任］王明生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史话 

［第一责任人］荣维木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4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荣维木 著 

  

 

［正题名］宪政史话 

［第一责任人］徐辉琪，傅建成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5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宪政运动/通俗读物/中国/1907-1908 

［知识责任］徐辉琪 著 

［知识责任］傅建成 著 

  

 

［正题名］工人运动史话 

［第一责任人］唐玉良，高爱娣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6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唐玉良 著 

［知识责任］高爱娣 著 

  

 

［正题名］农民运动史话 

［第一责任人］方之光，龚云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7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农民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方之光 著 

［知识责任］龚云 著 

  

 

［正题名］青年运动史话 

［第一责任人］郭贵儒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8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中国青年运动/历史 

［知识责任］郭贵儒 著 

  

 

［正题名］妇女运动史话 

［第一责任人］刘红，刘光永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19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妇女运动/历史/通俗读物/中国 

［知识责任］刘红 著 

［知识责任］刘光永 著 

  

 

［正题名］土地改革史话 

［第一责任人］董志凯，陈延煊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20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土地改革/历史/通俗读物/中国 

［知识责任］董志凯 著 

［知识责任］陈延煊 著 

  

 

［正题名］买办史话 

［第一责任人］潘君祥，顾柏荣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21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买办资产阶级/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中介贸易/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潘君祥 著 

［知识责任］顾柏荣 著 

  

 

［正题名］四大家族史话 

［第一责任人］江绍贞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22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四大家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江绍贞 著 

  

 

［正题名］通货膨胀史话 

［第一责任人］郑起东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一辑 23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02592 的一册系近代史所郑起东赠阅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通货膨胀/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郑起东 著 

  

 

［正题名］商会史话 

［第一责任人］虞和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1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商业/行业组织/中国/近代 

［主题词］经济史/贸易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虞和平 著 

  

 

［正题名］铁路史话 

［第一责任人］龚云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2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龚云著 著 

  

 

［正题名］海关史话 

［第一责任人］陈霞飞，蔡渭洲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3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海关/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海关/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霞飞 著 

［知识责任］蔡渭洲 著 

  

 

［正题名］邮政史话 

［第一责任人］修小波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4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修小波 著 

  

 

［正题名］矿业史话 

［第一责任人］纪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5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矿业经济/经济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矿业经济/经济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纪辛 著 

  

 

［正题名］金融史话 

［第一责任人］陈争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6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争平 著 

  

 

［正题名］航运史话 

［第一责任人］张后铨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7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水路运输/运输经济/中国/近代 

［主题词］水路运输/运输经济/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后铨 著 

  

 

［正题名］农业改进史话 

［第一责任人］章楷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8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农业技术改造/农业经济/中国/近代 

［主题词］农业技术改造/农业经济/中国 

［知识责任］章楷 著 

  

 

［正题名］民族工业发展史话 

［第一责任人］徐建生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9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民族工业/通俗读物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民族工业/通俗读物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建生 著 

  

 

［正题名］北京史话 

［第一责任人］果鸿孝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10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知识责任］果鸿孝 著 

  

 

［正题名］上海史话 

［第一责任人］马学强，宋钻友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11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知识责任］马学强 著 



［知识责任］宋钻友 著 

  

 

［正题名］天津史话 

［第一责任人］罗澍伟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12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知识责任］罗澍伟著 著 

  

 

［正题名］广州史话 

［第一责任人］张磊，张萍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13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知识责任］张磊 著 

［知识责任］张萍 著 

  

 

［正题名］武汉史话 

［第一责任人］皮明庥，郑自来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14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知识责任］皮明庥 著 

［知识责任］郑自来 著 

  

 

［正题名］重庆史话 

［第一责任人］隗瀛涛，沈松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15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知识责任］隗瀛涛 著 

［知识责任］沈松平 著 

  

 

［正题名］新疆史话 

［第一责任人］王建民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16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知识责任］王建民 著 

  

 

［正题名］香港史话 

［第一责任人］刘蜀永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17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知识责任］刘蜀永 著 

  

 

［正题名］澳门史话 

［第一责任人］邓 颂，陆晓敏，扬仁飞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18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中国 

［知识责任］邓 颂 著 

［知识责任］陆晓敏 著 

［知识责任］扬仁飞 著 

  

 

［正题名］旗人史话 

［第一责任人］刘小萌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cgrs225h19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满族/民族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小萌 著 

  

 

［正题名］人口史话 

［第一责任人］姜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20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人口/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人口/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姜涛 著 

  

 

［正题名］秘密社会史话 

［第一责任人］刘才赋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21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社会问题/会党/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才赋 著 

  

 

［正题名］流民史话 

［第一责任人］池子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h 第二辑 22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流动人口/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池子华 著 

  

 

［正题名］灾荒史话 

［第一责任人］刘仰东，夏明方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二辑 23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灾害/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救灾/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仰东 著 

［知识责任］夏明方 著 

  

 

［正题名］中英关系史话 

［第一责任人］孙庆，沙辰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 

［知识责任］孙庆 著 



［知识责任］沙辰 著 

  

 

［正题名］中美关系史话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2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 

［知识责任］陶文钊 著 

  

 

［正题名］中法关系史话 

［第一责任人］葛夫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3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近代 

［主题词］中法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 

［知识责任］葛夫平 著 

  

 

［正题名］中俄关系史话 

［第一责任人］薛衔天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4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中俄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 

［知识责任］薛衔天 著 

  

 

［正题名］中德关系史话 

［第一责任人］杜继东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5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德国/近代 

［知识责任］杜继东 著 

  

 

［正题名］中日关系史话 



［第一责任人］王建朗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6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 

［知识责任］王建朗 著 

  

 

［正题名］中苏关系史话 

［第一责任人］黄纪莲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7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现代 

［知识责任］黄纪莲 著 

  

 

［正题名］中外不平等条约史话 

［第一责任人］李育民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8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不平等条约/外交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育民 著 

  

 

［正题名］ 埠史话 

［第一责任人］杜语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9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港口/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 

［主题词］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杜语 著 

  

 

［正题名］租界与租借地史话 

［第一责任人］徐卫国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0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租借地/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 

［知识责任］徐卫国 著 

  

 

［正题名］鸦片战争史话 

［第一责任人］朱谐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1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鸦片战争（1840-1842）/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朱谐汉 著 

  

 

［正题名］甲午战争史话 

［第一责任人］寇伟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2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寇伟 著 

  

 

［正题名］义和团史话 

［第一责任人］卞修跃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3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通俗读物/近代 

［知识责任］卞修跃 著 

  

 

［正题名］抗日战争史话 

［第一责任人］朱宗震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4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朱宗震 著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话 

［第一责任人］齐福霖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5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满洲国（1932）/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齐福霖 著 

  

 

［正题名］汪伪政权史话 

［第一责任人］闻少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6 

［主题词］现代史/通俗读物 

［主题词］汪伪政府（1938）/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闻少华 著 

  

 

［正题名］教案史话 

［第一责任人］夏春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7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教案/历史/中国/1736-1840 

［知识责任］夏春涛 著 

  

 

［正题名］华工史话 

［第一责任人］董丛林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8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华工/通俗读物/近代 

［知识责任］董丛林 著 

  

 

［正题名］华侨史话 



［第一责任人］陈民，任贵祥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9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华侨状况/历史/通俗读物/近代 

［知识责任］陈民 著 

［知识责任］任贵祥 著 

  

 

［正题名］西洋器物传入中国史话 

［第一责任人］隋元芬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20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技术引进/通俗读物/中国/近代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通俗读物/中国 

［知识责任］隋元芬 著 

  

 

［正题名］翻译史话 

［第一责任人］王小丹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21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翻译/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小丹 著 

  

 

［正题名］禁烟史话 

［第一责任人］王宏斌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22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禁烟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禁烟运动/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宏斌 著 

  

 

［正题名］外债史话 

［第一责任人］陈争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23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外债/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争平 著 

  

 

［正题名］启蒙思想史话 

［第一责任人］彭平一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通俗读物/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彭平一 著 

  

 

［正题名］伦理道德史话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2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伦理学/道德/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政治思想史话 

［第一责任人］朱志敏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3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通俗读物/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志敏 著 

  

 

［正题名］无政府主义思潮史话 

［第一责任人］汤庭芬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4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无政府主义/通俗读物/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汤庭芬 著 

  

 

［正题名］三民主义史话 

［第一责任人］贺渊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5 

［主题词］历史/通俗读物/中国/民国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理论/民国 

［主题词］三民主义/通俗读物/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贺渊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思潮史话 

［第一责任人］张武，张艳国，喻承久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6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武 著 

［知识责任］张艳国 著 

［知识责任］喻承久 著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话 

［第一责任人］杨奎松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7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奎松 著 

  

 

［正题名］教育史话 

［第一责任人］朱从兵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8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从兵 著 

  

 

［正题名］大学史话 

［第一责任人］金以林，丁双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9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金以林 著 

［知识责任］丁双平 著 

  

 

［正题名］留学史话 

［第一责任人］刘志强，张学继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0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志强 著 

［知识责任］张学继 著 

  

 

［正题名］史学史话 

［第一责任人］李洪岩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1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洪岩 著 

  

 

［正题名］军制史话 

［第一责任人］牛俊法，张陆，王绍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2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军制/军事史/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军制/军事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军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牛俊法 著 

［知识责任］张陆 著 

［知识责任］王绍军 著 

  

 

［正题名］法制史话 

［第一责任人］李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3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力 著 

  

 

［正题名］报刊史话 

［第一责任人］李仲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4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报刊/文化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仲明 著 

  

 

［正题名］出版史话 

［第一责任人］刘俐娜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5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俐娜 著 

  

 

［正题名］科学技术史话 

［第一责任人］姜超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6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姜超 著 

  



 

［正题名］服饰史话 

［第一责任人］孙燕京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7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服饰/风俗习惯/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孙燕京 著 

  

 

［正题名］小说史话 

［第一责任人］王保生，王飚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8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小说史/文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保生 著 

［知识责任］王飚 著 

  

 

［正题名］诗歌史话 

［第一责任人］王飚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9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诗歌史/文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飚 著 

  

 

［正题名］话剧史话 

［第一责任人］梁淑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20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话剧/戏剧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梁淑安 著 

  

 

［正题名］电影史话 

［第一责任人］孙立峰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21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电影史/通俗读物/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孙立峰 著 

  

 

［正题名］音乐史话 

［第一责任人］梁茂春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22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音乐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梁茂春 著 

  

 

［正题名］美术史话 

［第一责任人］龚产兴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百年中国史话 cgrs225f 王忍之，张海鹏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23 

［主题词］近代史/通俗读物/中国 

［主题词］美术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龚产兴 著 

  

 

［正题名］郭象与魏晋玄学 

［第一责任人］汤一介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主题词］玄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汤一介 著 

  

 

［正题名］父亲刘半农 

［第一责任人］刘小蕙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知识责任］刘小蕙 著 

  

 



［正题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第一责任人］骆玉明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知识分子/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骆玉明 著 

  

 

［正题名］哈贝马斯传 

［第一责任人］（德）得特勒夫·霍尔斯特著 

［译者］章国锋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根据 Horster,Detlef:Jurgen Habermas（Metzler,1991）译出。经德国 Metzler 出

版社授权，本书中文版有东方出版中心独家出版者。 

［知识责任］霍尔斯特 著 

［次知识责任］章国锋 译 

  

 

［正题名］道、学、政 

［副题名］论儒家知识分子 

［第一责任人］（美）杜维明著 

［译者］钱文忠，盛勤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儒学/知识分子/研究 

［知识责任］杜维明 著 

［次知识责任］钱文忠 译 

［次知识责任］盛勤 译 

  

 

［正题名］上海的宁波人 

［第一责任人］李瑊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移民/研究/上海 

［知识责任］李瑊 著 

  

 

［正题名］周恩来与大国关系的变动 

［副题名］1945-1975 

［第一责任人］米镇波主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5-1975 

［知识责任］米镇波 主编 

  

 

［正题名］蓝碑 

［副题名］她引出了李约瑟 

［第一责任人］钱雯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知识责任］钱雯 著 

  

 

［正题名］解冻时节 

［第一责任人］贾植芳，任敏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历史备忘书系 cgrs225f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贾植芳 著 

［知识责任］任敏 著 

  

 

［正题名］咸宁干校一千天 

［第一责任人］杨静远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历史备忘书系 cgrs225f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杨静远 著 

  

 

［正题名］武训传批判纪事 

［第一责任人］袁晞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历史备忘书系 cgrs225f 李辉主编 

［主题词］文化/批判/政治运动/中国/1951 

［知识责任］袁晞 著 

  

 

［正题名］林昭，不再被遗忘 

［第一责任人］许觉民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历史备忘书系 cgrs225f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许觉民 著 

  

 

［正题名］张我军全集 

［第一责任人］[张我军著] 

［译者］张光正编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张我军 著 

［次知识责任］张光正 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思想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王处辉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社会学/思想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王处辉 著 

  

 

［正题名］俄罗斯法律发达史 

［第一责任人］张寿民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法律史/俄罗斯 

［知识责任］张寿民 著 

  

 

［正题名］富连成三十年史 

［第一责任人］唐伯弢编著 

［译者］白化文修订 

［出版者］同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京剧/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唐伯弢 编著 

  

 

［正题名］先行一步 

［丛书］改革 放篇 

［第一责任人］[任仲夷著] 

［译者］张岳崎，李次岩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任仲夷论丛 第二卷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体制改革/广东/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任仲夷 著 

［次知识责任］张岳崎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次岩 主编 

  

 

［正题名］英国贵族史 

［第一责任人］阎照祥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贵族/历史/英国 

［知识责任］阎照祥 著 

  

 

［正题名］是是非非 

［丛书］政治文化篇 

［第一责任人］[任仲夷著] 

［译者］张岳崎，李次岩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任仲夷论丛 第三卷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广东 

［知识责任］任仲夷 著 

［次知识责任］张岳崎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次岩 主编 

  

 

［正题名］冲破禁锢 

［丛书］拨乱反正篇 

［第一责任人］[任仲夷著] 

［译者］张岳崎，李次岩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任仲夷论丛 第一卷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任仲夷 著 

［次知识责任］张岳崎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次岩 主编 

  

 



［正题名］民国两兄弟 

［副题名］陈果夫与陈立夫 

［第一责任人］李海生，张敏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知识责任］陈果夫 著 

［知识责任］张敏 著 

  

 

［正题名］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一八三四——一八六○年冲突时期 

［第一责任人］（美）马士（Morse,H.B）著 

［译者］张汇文等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 

［知识责任］马士 编著 

  

 

［正题名］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一八六一——一八九三年屈从时期 

［第一责任人］（美）马士（Morse,H.B）著 

［译者］张汇文等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 

［知识责任］马士 编著 

  

 

［正题名］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一八九四——一九一一年被制服时期 

［第一责任人］（美）马士（Morse,H.B）著 

［译者］张汇文等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 

［知识责任］马士 编著 

  

 

［正题名］张闻天年谱 

［书目卷册］上册 



［丛书］1900-1941 

［第一责任人］张培森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知识责任］张培森 主编 

  

 

［正题名］张闻天年谱 

［书目卷册］下册 

［丛书］1942-1976 

［第一责任人］张培森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知识责任］张培森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二十世纪纪事本末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00-1926 

［第一责任人］周鸿，朱汉国主编 

［译者］郝瑞庭，白云涛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知识责任］周鸿 主编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郝瑞庭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白云涛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二十世纪纪事本末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1927-1949 

［第一责任人］周鸿，朱汉国主编 

［译者］朱汉国，贾兴权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知识责任］周鸿 主编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汉国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贾兴权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二十世纪纪事本末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1950-1976 

［第一责任人］周鸿，朱汉国主编 

［译者］俞清天，于式力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知识责任］周鸿 主编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次知识责任］俞清天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于式力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二十世纪纪事本末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1977-1999 

［第一责任人］周鸿，朱汉国主编 

［译者］王炳林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知识责任］周鸿 主编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炳林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二十世纪纪事本末 

［书目卷册］附卷 

［丛书］人物 

［第一责任人］周鸿，朱汉国主编 

［译者］杨群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知识责任］周鸿 主编 

［知识责任］朱汉国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杨群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王伯恭主编 

［译者］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伯恭 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王伯恭主编 

［译者］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伯恭 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王伯恭主编 

［译者］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伯恭 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王伯恭主编 

［译者］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伯恭 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王伯恭主编 

［译者］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伯恭 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王伯恭主编 



［译者］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伯恭 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王伯恭主编 

［译者］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伯恭 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王伯恭主编 

［译者］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伯恭 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王伯恭主编 

［译者］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伯恭 主编 

  

 

［正题名］中国百科大辞典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王伯恭主编 

［译者］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百科全书/索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伯恭 主编 

  

 

［正题名］中国早期国家 

［第一责任人］谢维扬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国家起源/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谢维扬 著 

  

 

［正题名］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雁侠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丛编题名］博士论文丛书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雁侠 著 

  

 

［正题名］西周史 

［第一责任人］杨宽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西周时代 

［知识责任］杨宽 著 

  

 

［正题名］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 

［第一责任人］池秀云著 

［出版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主题词］历史人物/别称/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池秀云 著 

  

 

［正题名］绰号 称辞典 

［第一责任人］谢苍霖编著 

［出版者］江西高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历史人物/别称/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谢苍霖 编著 

  

 



［正题名］蔡元培影集 

［第一责任人］郑勇编撰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知识责任］郑勇 编撰 

  

 

［正题名］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第一责任人］（ 俄）伊·温科夫斯基 著 

［译者］（俄）尼·维谢洛夫斯基编 

［译者］宋嗣喜译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附注内容］此书为俄文版：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人种学部学报第十卷，第二册 

［附注内容］此书系正式会员尼·伊·维谢洛夫斯基出版的文件并由他撰写的前言和注释 

［附注内容］此书俄文版系圣彼得堡 1887 出版 

［主题词］地方史/新疆/史料 

［知识责任］温科夫斯基 著 

［次知识责任］维谢洛夫斯基 编 

［次知识责任］宋嗣喜 译 

  

 

［正题名］历史三调 

［副题名］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第一责任人］（美）柯文著 

［译者］杜继东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cgrs225f 刘东主编 

［附注内容］根据哥伦比亚大学 1997 年版译出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研究/1899-1900 

［知识责任］柯文 著 

［知识责任］Cohen 著 

  

 

［正题名］共和·民主·宪政 

［副题名］自由主义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军宁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2 

［丛编题名］上海三联文库学术系列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论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刘军宁 著 



  

 

［正题名］银翅 

［副题名］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第一责任人］庄孔韶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中国经验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福建/1920-1990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福建/1920-1990 

［知识责任］庄孔韶 著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 7 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 10 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 12 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 13 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 15 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 16 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 17 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室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百年中国文物流失备忘录 

［第一责任人］张自成主编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文物/掠夺/帝国主义/中国/备忘录 

［主题词］文物/走私/中国/备忘录 

［知识责任］张自成 主编 

  

 

［正题名］不可思议的中国人 

［副题名］二十世纪来华外国人对华印象 

［第一责任人］王正和编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王正和 编著 

  

 

［正题名］点石斋画报选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选编 

［出版者］贵州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主题词］线条/绘画/中国/现代/作品 

［知识责任］陈平原 选编 

  

 

［正题名］半个世纪的思索 

［第一责任人］林非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北京生活五十年丛书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林非 著 

  

 

［正题名］困学纪程 

［第一责任人］曹道衡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北京生活五十年丛书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曹道衡 著 

  

 

［正题名］1906-1908 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 

［第一责任人］马达汉（C·G·Mannerheim）著 

［译者］王家骥译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知识责任］马达汉 著 

［知识责任］Mannerheim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家骥 译 

  

 

［正题名］张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第 1 册 

［丛书］奏议 

［第一责任人］[张之洞著] 

［译者］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秉新 主编 

  

 

［正题名］张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第 2 册 

［丛书］奏议 

［第一责任人］[张之洞著] 

［译者］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秉新 主编 

  

 

［正题名］张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第 3 册 

［丛书］奏议，电奏 

［第一责任人］[张之洞著] 

［译者］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秉新 主编 

  

 

［正题名］张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第 4 册 

［丛书］公牍 

［第一责任人］[张之洞著] 

［译者］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秉新 主编 

  

 



［正题名］张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第 5 册 

［丛书］公牍 

［第一责任人］[张之洞著] 

［译者］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秉新 主编 

  

 

［正题名］张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第 6 册 

［丛书］公牍 

［第一责任人］[张之洞著] 

［译者］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秉新 主编 

  

 

［正题名］张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第 7 册 

［丛书］电牍 

［第一责任人］[张之洞著] 

［译者］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秉新 主编 

  

 

［正题名］张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第 8 册 

［丛书］电牍 

［第一责任人］[张之洞著] 

［译者］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秉新 主编 

  

 

［正题名］张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第 9 册 

［丛书］电牍 

［第一责任人］[张之洞著] 

［译者］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秉新 主编 

  

 

［正题名］张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第 10 册 

［丛书］电牍 

［第一责任人］[张之洞著] 

［译者］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秉新 主编 

  

 

［正题名］张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第 11 册 

［丛书］电牍 

［第一责任人］[张之洞著] 

［译者］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秉新 主编 

  

 

［正题名］张之洞全集 

［书目卷册］第 12 册 

［丛书］著述，诗文，书札，附录 

［第一责任人］[张之洞著] 

［译者］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华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秉新 主编 

  

 

［正题名］世界现代史诸问题 

［第一责任人］王春良著 

［出版者］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王春良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从书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从书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从书 

  

 

［正题名］涵芬楼祕笈 

［书目卷册］第一集 

［第一责任人］孙毓修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 

［知识责任］孙毓修 编 

  

 

［正题名］涵芬楼祕笈 

［书目卷册］第二集 

［第一责任人］孙毓修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 

［知识责任］孙毓修 编 

  

 

［正题名］涵芬楼祕笈 

［书目卷册］第三集 

［第一责任人］孙毓修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 

［知识责任］孙毓修 编 

  

 

［正题名］涵芬楼祕笈 

［书目卷册］第四集 

［第一责任人］孙毓修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 

［知识责任］孙毓修 编 

  

 

［正题名］涵芬楼祕笈 

［书目卷册］第五集 

［第一责任人］孙毓修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 

［知识责任］孙毓修 编 

  

 

［正题名］涵芬楼祕笈 

［书目卷册］第六集 

［第一责任人］孙毓修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 

［知识责任］孙毓修 编 

  

 

［正题名］涵芬楼祕笈 

［书目卷册］第七集 

［第一责任人］孙毓修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 

［知识责任］孙毓修 编 

  

 

［正题名］涵芬楼祕笈 

［书目卷册］第八集 

［第一责任人］孙毓修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 

［知识责任］孙毓修 编 

  

 

［正题名］涵芬楼祕笈 

［书目卷册］第九集 

［第一责任人］孙毓修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 

［知识责任］孙毓修 编 

  

 

［正题名］涵芬楼祕笈 

［书目卷册］第十集 

［第一责任人］孙毓修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古籍/善本/中国 

［知识责任］孙毓修 编 

  

 

［正题名］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黄润华，薛英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琉球/资料/汇编/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黄润华 编 

［知识责任］薛英 编 

  

 

［正题名］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黄润华，薛英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琉球/资料/汇编/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黄润华 编 

［知识责任］薛英 编 

  

 

［正题名］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黄润华，薛英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琉球/资料/汇编/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黄润华 编 

［知识责任］薛英 编 

  

 

［正题名］梅兰芳 

［并列题名］THE MASTER OF BEIJING OPERA-MEI LANFANG 

［第一责任人］大型画传《梅兰芳》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正题名］杭州民政大事记 

［书目卷册］1949-1988 



［第一责任人］杭州市民政局编 

［主题词］民政工作/大事记/杭州市/1949-1988 

  

 

［正题名］北斗京华 

［第一责任人］周汝昌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北京生活五十年丛书丛书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汝昌 著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 8 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部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老照片 

［书目卷册］第 14 辑 

［第一责任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部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史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潘晓讨论 

［副题名］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第一责任人］《中国青年》编辑部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青年/人生观/讨论/中国 

［知识责任］《中国青年》编辑部编 编 

  

 

［正题名］辛亥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朱育和，欧阳军喜，舒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朱育和 著 



［知识责任］欧阳军喜 著 

［知识责任］舒文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49-1956 

［第一责任人］裴坚章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49-1956 

［知识责任］裴坚章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1957-1969 

［第一责任人］王泰平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57-1969 

［知识责任］王泰平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1970-1978 

［第一责任人］王泰平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1970-1978 

［知识责任］王泰平 主编 

  

 

［正题名］北大荒不会忘记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汪致正主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汪致正 主编 

  

 

［正题名］北大荒不会忘记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汪致正主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汪致正 主编 

  

 

［正题名］学术思想评论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赵汀阳，贺照田主编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主题词］学术思想/发展/研究 

［知识责任］赵汀阳 主编 

［知识责任］贺照田 主编 

  

 

［正题名］我的伯父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周秉德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父辈丛书 

［知识责任］周秉德 著 

  

 

［正题名］刘少奇在建国后的 20 年 

［第一责任人］鲁彤，冯来刚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知识责任］鲁彤 著 

［知识责任］冯来刚 著 

  

 

［正题名］邓小平的三落三起 

［第一责任人］刘杰，赵晓光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知识责任］刘杰 著 

［知识责任］赵晓光 著 

  

 

［正题名］中国一九五七 

［第一责任人］尤凤伟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小说界文库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 

［知识责任］尤凤伟 著 

  

 

［正题名］柳诒徵说文化 

［第一责任人］柳诒徵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知识责任］柳诒徵 著 

  

 

［正题名］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 

［副题名］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 

［第一责任人］（美）马克梦著 

［译者］王维东，杨彩霞译 

［译者］戴联斌校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马克梦 著 

［次知识责任］王维东 译 

［次知识责任］杨彩霞 译 

［次知识责任］戴联斌 校 

  

 

［正题名］杜威谈中国 

［第一责任人］沈益洪著 

［出版者］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世纪回声书系 

［主题词］社会/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沈益洪 著 

  

 

［正题名］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 

［副题名］建立在 1781-1791 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 

［第一责任人］王跃生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婚姻问题/研究/中国/1781-1791 



［主题词］家庭问题/研究/中国/1781-1791 

［知识责任］王跃生 著 

  

 

［正题名］人性与自我修养 

［第一责任人］（美）杜维明著 

［出版者］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丛书 

［主题词］人性/研究 

［主题词］个人修养/研究 

［知识责任］杜维明 著 

  

 

［正题名］北京普通教育志稿 

［书目卷册］上卷 

［丛书］1989-1994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教育史/普通教育/北京/1989-1994 

  

 

［正题名］满族佟氏史略 

［第一责任人］佟明宽，李德进编著 

［出版者］抚顺市新闻出版局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氏族谱系/满族/中国 

［知识责任］佟明宽 编著 

［知识责任］李德进 编著 

  

 

［正题名］汤用彤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第一责任人］汤用彤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册阐述了佛教传入中国，汉代佛教流布，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玄学的发展等。 

［主题词］哲学/世界/文集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两汉时代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汤用彤 著 

  



 

［正题名］汤用彤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隋唐佛教史稿 

［第一责任人］汤用彤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册阐述了隋唐两代佛教的发展史，包括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隋唐传译之情

形、隋唐佛教撰述、隋唐之宗派等，并包括有关的论文及提纲。 

［主题词］哲学/世界/文集 

［主题词］佛教史/中国/隋唐时代 

［知识责任］汤用彤 著 

  

 

［正题名］汤用彤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印度哲学史略 

［第一责任人］汤用彤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册包括印度哲学史略、印度哲学讲义、有关论文与提纲、汉文佛经中的印度

哲学史料四部分。 

［主题词］哲学/世界/文集 

［主题词］哲学史/印度 

［知识责任］汤用彤 著 

  

 

［正题名］汤用彤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魏晋玄学 

［第一责任人］汤用彤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册内容包括魏晋玄学论稿、魏晋玄学讲课提纲、魏晋玄学讲演提纲、魏晋玄

学听课笔记四部分。 

［主题词］哲学/世界/文集 

［主题词］玄学/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汤用彤 著 

  

 

［正题名］汤用彤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往日杂稿 西方哲学 

［第一责任人］汤用彤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册包括汤用彤先生的往日杂稿，收入了 1924 年至 1948 年所撰写的论文及讲

演提纲；西方哲学，收入了先生 30 年代在北京大学讲《哲学概论》时的讲授大纲。 

［主题词］哲学/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汤用彤 著 

  

 

［正题名］汤用彤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校点高僧传 

［第一责任人］汤用彤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册用《大正藏》为底本，并采其中一部分校勘记，全书分为三部分，前面是

绪论和校勘说明，主体是僧传原文的校注，后面有三个附录。 

［主题词］哲学/世界/文集 

［主题词］僧侣/列传/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汤用彤 著 

  

 

［正题名］汤用彤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饾饤札记 

［第一责任人］汤用彤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册所收的《康复札记》、《读书札记》和《信札存稿》是用彤先生自 1954 年

至 1964 年去世前所写的短文、读书笔记、部分信札。 

［主题词］哲学/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汤用彤 著 

  

 

［正题名］走在历史的记忆里 

［副题名］南京路 1840's～1950's 

［第一责任人］钱君灏主编 

［译者］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 

［出版者］上海科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分首屈一指的通衢大道、中华商业第一街、文化娱乐消费大市场、政治风

云大舞台、附录五部分，记录了上海南京路从 1840 年至 1950 年间的历史。 

  

 

［正题名］北京大学史料 



［书目卷册］第一卷（1898～1911）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4 

 

［正题名］真正的中国佬 

［第一责任人］（美）何天爵著 

［译者］鞠方安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 

［主题词］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心理/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何天爵 著 

［次知识责任］鞠方安 译 

  

 

［正题名］中共中央北方局 

［丛书］北方区委时期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机构——

中共北京区委北方区委及其活动的重要文献，中共中央对于北方区委的有关指示及北方区委

所辖地方党组织的相关文献等。 

  

 

［正题名］唐代翰林学士 

［第一责任人］毛雷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较全面而系统地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某些

问题如翰林学士人数、学士职责、学士权力大小变化等，进行了动态的研究，尤其将翰林院

和学士院的出现与发展区别 来，将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区分 来，多所创见。 

［主题词］文官制度/研究/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毛雷 著 

  

 

［正题名］宋美龄评传 

［第一责任人］刘毅政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9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现代历史为主线，以宋美龄、蒋介石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网络，

较为系统地记述了宋美龄的一生，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宋美龄的生活风貌、性格特征和情

感历程，以及她与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人物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知识责任］刘毅政 编著 

  

 

［正题名］二战后中苏（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 

［第一责任人］王奇编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二战后中苏（中俄）关系的友好、冲突和正常化三个时期为线索，探

寻中苏关系变化的根源；中苏关系变化的内容、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中苏进行国际合作的

基本内容、特点以及国际局势影响中苏关系的因素等。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1945-1999 

［知识责任］王奇 编著 

  

 

［正题名］萨特文集 

［书目卷册］1 

［丛书］小说卷 

［书目卷册］Ⅰ 

［第一责任人］（法）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著 

［译者］沈志明，艾珉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卷收萨特的成名作《恶心》、《墙》及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前两部小说

分别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命题：“没有本质的存在等于虚无”、“人是自由的，人的命运取决

于自己的选择”。 

［主题词］文学/作品/法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小说/法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萨特 著 

［知识责任］Sartre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艾珉 主编 

  

 

［正题名］萨特文集 

［书目卷册］2 

［丛书］小说卷 

［书目卷册］Ⅱ 

［第一责任人］（法）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著 

［译者］沈志明，艾珉主编 

［译者］丁世中译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不惑之年》的中心人物马蒂厄是个独立不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而事实

上他并不比他周围的人更自由，他身不由己，陷入矛盾重重的生活泥淖中不能自拔。 

［主题词］文学/作品/法国/选集 

［主题词］小说/法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萨特 编著 

［知识责任］Sartre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艾珉 主编 

［次知识责任］丁世中 译 

  

 

［正题名］萨特文集 

［书目卷册］3 

［丛书］小说卷 

［书目卷册］Ⅲ 

［第一责任人］（法）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著 

［译者］沈志明，艾珉主编 

［译者］丁世中译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缓期执行》以慕尼黑会议为背景，描写战争阴云笼罩下法国各地区、各阶层

人民的思想动态，以及被迫卷入备战行动的情景。 

［主题词］文学/作品/法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三部曲(作品)/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知识责任］萨特 编著 

［知识责任］Sartre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艾珉 主编 

［次知识责任］丁世中 译 

  

 

［正题名］萨特文集 

［书目卷册］4 

［丛书］小说卷 

［书目卷册］Ⅳ 

［第一责任人］（法）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著 

［译者］沈志明，艾珉主编 

［译者］沈志明译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痛心疾首》描绘二战发生和法国惨败后人们的心理状态，马蒂厄和他的伙伴

们参战以来，未放一枪，法军已全线崩溃，法国的惨败引起马蒂厄的反思，他意识到自己对

战败并不是完全无辜的。 



［主题词］文学/作品/法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三部曲(作品)/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知识责任］萨特 编著 

［知识责任］Sartre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艾珉 主编 

［次知识责任］沈志明 译 

  

 

［正题名］萨特文集 

［书目卷册］5 

［丛书］戏剧卷 

［书目卷册］Ⅰ 

［第一责任人］（法）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著 

［译者］沈志明，艾珉主编 

［译者］袁树仁等译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卷所收的六部戏剧是萨特为“自由选择”提供的六种范例，通过这六部戏剧

人物形象，揭示了萨特的自由观、人际观、行为观、善恶观和历史观。 

［主题词］文学/作品/法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剧本/法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萨特 编著 

［知识责任］Sartre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艾珉 主编 

［次知识责任］袁树仁 译 

  

 

［正题名］萨特文集 

［书目卷册］6 

［丛书］戏剧卷 

［书目卷册］Ⅱ 

［第一责任人］（法）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著 

［译者］沈志明，艾珉主编 

［译者］郭安定等译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卷收萨特戏剧三部：《涅克拉索夫》以讽刺闹剧的形式抨击了西方新闻媒体

的反苏宣传；《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则试图通过一个不敢正视战争罪责的法西斯走卒在精神

上所受折磨，重温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凯恩》是萨特根据大仲马的同名剧改

写的剧本，将主人公塑造成生动鲜活的萨特人物。 

［主题词］文学/作品/法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剧本/法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萨特 编著 

［知识责任］Sartre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艾珉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安定 译 

  

 

［正题名］萨特文集 

［书目卷册］7 

［丛书］文论卷 

［第一责任人］（法）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著 

［译者］沈志明，艾珉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卷收萨特的《什么是文学？》等重要文论十八篇，阐明了作者有关文学的属

性、写作的目的，为谁写作等重大问题的观点，特别是有关文学的批判职能及作家的独立判

断权等观点。 

［主题词］文学/作品/法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学评论/世界 

［知识责任］萨特 著 

［知识责任］Sartre 著 

［次知识责任］沈志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艾珉 主编 

  

 

［正题名］百万大军在朝鲜 

［副题名］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50 周年 

［第一责任人］曹建，曹军编著 

［出版者］海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从历史的不同侧面，介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前后的这一段重大史

实，对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当时的战局，并由此照观 50 年来整个朝鲜半岛的战略态势及发展

走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曹建 编著 

［知识责任］曹军 编著 

  

 

［正题名］寻找北京人 

［第一责任人］李鸣生，岳南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作家文库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北京直立人/研究 

［知识责任］李鸣生 著 

［知识责任］岳南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史 

［第一责任人］何勤华，殷啸虎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华东政法学院民商法丛书 

［附注内容］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 

［主题词］民法/法制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何勤华 主编 

［知识责任］殷啸虎 主编 

  

 

［正题名］近代的初曙 

［副题名］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第一责任人］高翔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明清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从 18 世纪中国知识界选取近百个人物，按照伦理观念、生活方式、学术

思想、政治观念分别进行考察，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 18 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和社会发

展的历史画卷，揭示了 18 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 

［主题词］社会发展/影响/观念/研究/中国/18 世纪 

［知识责任］高翔 著 

  

 

［正题名］历史学 

［副题名］中国近代史卷 

［第一责任人］汪朝光主编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知识责任］汪朝光 主编 

  

 

［正题名］中日战争 15 年及其他 

［副题名］王维礼学术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王维礼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知识责任］王维礼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浙南历史大事记 

［书目卷册］1919 年 5 月～1949 年 10 月 

［第一责任人］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19 年 5 月至 1949 年 10 月前后 30 年中国共产党浙南历史中的重

要事件，勾画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浙南历史的大致轮廓。 

  

 

［正题名］张闻天研究集 

［第一责任人］陈伟忠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我国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先行者：张闻天》、《张闻天对中国式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张闻天的社会主义观》、《试论张闻天的子女教育思想》等若干

篇研究文章。 

［知识责任］陈伟忠 主编 

  

 

［正题名］香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 

［第一责任人］张晓辉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研究香港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以中转为特色的进

出口贸易、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共生关系等。 

［主题词］对外贸易/商业史/香港特别行政区/近代 

［知识责任］张晓辉 著 

  

 

［正题名］简明西藏地方史 

［第一责任人］赵萍，续文辉编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就西藏地方上自远古下至 1965 年自治区成立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历史状况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重点阐述了元代以后西藏地方在历代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

下的发展状况。 

［知识责任］赵萍 编著 

［知识责任］续文辉 编著 

  

 

［正题名］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书目卷册］2000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农村/统计资料/中国/1999/年鉴 

  

 

［正题名］中国革命根据地债券文物集 

［第一责任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部国债金融司合编 

［译者］冯田夫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债券/文物/考古/中国/图集 

［次知识责任］冯田夫 编 

  

 

［正题名］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丛书］文学艺术卷 

［并列题名］EncyclopedOverseas 

［丛书］Volume of Literature & Arti 

［第一责任人］潘亚暾本卷主编 

［译者］《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文学艺术卷》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旅居海外的华人约有 3000 万，他们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把悠久辉煌的中华

民族文化艺术传播到居住国。本书为《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的文学艺术卷，共收词条 2800

余个。 

［主题词］华侨/世界/百科全书 

［主题词］华人/世界/百科全书 

［主题词］文艺工作者/华侨/世界/百科全书 

［主题词］文艺工作者/华人/世界/百科全书 

［知识责任］周南京 主编 

［知识责任］潘亚暾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城市雕塑 50 年 

［副题名］1949-1999 

［并列题名］50 years of urban sculpture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城市/雕塑像/中国/1949～1999/摄影集 

  

 



［正题名］中国广播电视通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赵玉明主编 

［出版者］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广播事业/文化史/中国 

［主题词］电视事业/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赵玉明 主编 

  

 

［正题名］我的伯父毛岸英 

［第一责任人］毛新宇著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述了毛岸英同志从出生到牺牲共 28 年间的一些生平事迹，表达了

作者对其伯父的思念之情。 

［知识责任］毛新宇 著 

  

 

［正题名］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王玉彬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解放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记述了第二野战军的大小近百次战事，从太行山到大别山，由鲁西南

之役至淮海大战，自进兵大西南再登喜马拉雅之巅，场面波澜壮阔，细节扣人心弦。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玉彬 著 

  

 

［正题名］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 

［第一责任人］姚丹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南渡”、“沉潜”、“走出院墙”三篇，内容包括精神传统的初步确立，

校园氛围，被激发的想像力与创造力，校园风气的转变等。 

［知识责任］姚丹 著 

  

 

［正题名］全国第五届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学术研讨会文集 

［第一责任人］左超英主编 

［译者］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桂林”、“论邓小平文艺思想对太行山抗战

文化的指导作用”、“走向新世纪的博物馆事业发展之路”、“关于博物馆纪念馆创建精品展览

的几点思考”等论文 30 余篇。 

［主题词］纪念馆/宣传工作/文集 

［知识责任］左超英 主编 

  

 

［正题名］先秦游士 

［第一责任人］杨柳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先秦时代 

［主题词］士/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杨柳 著 

  

 

［正题名］江南綵衣堂 

［副题名］翁同龢家族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王振羽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文化世家书系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振羽 著 

  

 

［正题名］失落的荆棘冠 

［副题名］俞平伯家族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李风宇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文化世家书系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风宇 著 

  

 

［正题名］20 世纪的历史巨变 

［第一责任人］齐世荣，廖学盛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齐世荣 主编 

［知识责任］廖学盛 主编 



  

 

［正题名］烟草的命运 

［副题名］美国烟草业百年争斗史 

［第一责任人］（美）理查德·克鲁格（Richard·Kluger）著 

［译者］徐再荣等译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烟草工业/经济史/世界 

［知识责任］克鲁格 编著 

［知识责任］Kluger 编著 

［次知识责任］徐再荣 译 

  

 

［正题名］回首东瀛 

［第一责任人］张香山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张香山 著 

  

 

［正题名］叶子龙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叶子龙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知识责任］叶子龙 著 

  

 

［正题名］中国乡镇组织调查 

［第一责任人］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cgrs225h 第 15 卷 

［主题词］乡镇/组织机构/调查报告/中国/汇编 

［知识责任］马戎 主编 

［知识责任］刘世定 主编 

［知识责任］邱泽奇 主编 

  

 

［正题名］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 

［第一责任人］臧运祜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日本/1931-1937 

［知识责任］臧运祜 著 

  

 

［正题名］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论纲 

［第一责任人］梁枫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历史唯物主义/传播/中国 

［知识责任］梁枫 著 

  

 

［正题名］共产党情报局 

［副题名］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 

［第一责任人］孙耀文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纪实史学丛书 

［主题词］共产党情报局/概况 

［知识责任］孙耀文 著 

  

 

［正题名］唐代过所研究 

［第一责任人］程喜霖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华历史丛书 

［主题词］关隘/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程喜霖 编著 

  

 

［正题名］黑土狂飙 

［副题名］辽沈战役 

［第一责任人］赵勤轩编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通俗军事文库 中国著名战役系列 

［主题词］辽沈战役/1948 

［知识责任］赵勤轩 编著 

  

 

［正题名］纪凯夫事件始末 

［第一责任人］李之琏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政治事件/中国/1951 年 

［知识责任］李之琏 著 

  

 

［正题名］1955 年授衔回眸 

［第一责任人］古风著 

［出版者］海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军事人物/中国人民解放军 

［主题词］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概况/1955 年 

［知识责任］古风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 

［副题名］来自百年前天国的故事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郁离子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郁离子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 

［副题名］来自百年前天国的故事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郁离子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郁离子 著 

  

 

［正题名］残破的世界 

［第一责任人］火星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沧桑文丛 cgrs225f 李辉主编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火星 著 

  

 



［正题名］天涯归客 

［副题名］陈学昭 

［第一责任人］钟桂松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沧桑文丛 cgrs225f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钟桂松 著 

  

 

［正题名］王实味传 

［第一责任人］黄昌勇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沧桑文丛 cgrs225f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黄昌勇 著 

  

 

［正题名］别离在新世纪之门 

［副题名］萧乾传 

［第一责任人］丁亚平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沧桑文丛 cgrs225f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丁亚平 著 

  

 

［正题名］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责任人］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 

［译者］谢俊美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 cgrs225h5 

［主题词］银行/经济史/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陈旭麓 主编 

［知识责任］顾廷龙 主编 

［知识责任］汪熙 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俊美 编 

  

 

［正题名］北纬三十八度线 

［副题名］彭德怀与朝鲜战争 

［第一责任人］杨风安，王天成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朝鲜战争 

［知识责任］杨风安 著 

［知识责任］王天成 著 

  

 

［正题名］外国社会学史 

［第一责任人］贾春增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个部分。包括：社会学产生和形成时期的西方主要社会学家及其理论

观点；20 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主题词］社会学史/外国 

［知识责任］贾春增 主编 

  

 

［正题名］史迪威将军 

［第一责任人］冯嘉琳著 

［出版者］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国际友人丛书 

［知识责任］冯嘉琳 著 

  

 

［正题名］中国人类学逸史 

［副题名］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 

［并列题名］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副题名］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第一责任人］（美）顾定国（Gregory E.Guldin）著 

［译者］胡鸿保，周燕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人类学论丛 

［附注内容］美国 M.E.Sharpe 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详述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各地有关高校、研究机构和队伍的建设和

发展，各发展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及解决问题，以及政治形势对中国人类学及人类学家的影

响等。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顾定国 著 

［知识责任］Guldin 著 

［次知识责任］胡鸿保 译 

［次知识责任］周燕 译 

  

 

［正题名］追忆吴宓 



［第一责任人］李继凯，刘瑞春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熟悉吴宓的人们的回忆性文字，对后人关于吴宓生平事

迹的追述和整理等方面的文章也作了选辑，从而较为全面地、细致地再现了吴宓丰富复杂而

大起大落的生命历程，从中亦可窥见斑驳陆离的时代光影。 

［知识责任］李继凯 编 

［知识责任］刘瑞春 编 

  

 

［正题名］解析吴宓 

［第一责任人］李继凯，刘瑞春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历史的回忆·文化名人解析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研究吴宓的论述性文章，分成三辑和附录共四个部分，即综合·文

化研究；文学·文体研究；主体·人格研究；附录。内容涉论了吴宓作为著名学者、教育学、

诗人及编辑家等许多方面。 

［知识责任］李继凯 编 

［知识责任］刘瑞春 编 

  

 

［正题名］华北军区野战军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李金明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解放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地描述了解放战争中华北战场的所有重大战役、战斗，叙述华北军区

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兵团的征战历程。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金明 著 

  

 

［正题名］第一野战军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许福芦编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解放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从国共重庆谈判、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发动攻势 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一野战军各部队，由保卫延安、南下北退、到沙家店等，直至解放甘、宁、青，进军新疆，

对整个风雨激烈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文学描述，呈现出一部诗史辉映的壮丽画

卷。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许福芦 编 

  

 

［正题名］邓力群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邓力群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邓力群 著 

  

 

［正题名］从手榴弹到原子弹 

［副题名］我的军工生涯 

［第一责任人］刘柏罗编著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国防工业/工业史/中国/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刘柏罗 编著 

  

 

［正题名］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庄维民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市场结构嬗变与商人资本兴替；产业改进与工业化进程；

农业改进与农业经济变迁。 

［主题词］市场经济/经济史/山东省/近代 

［知识责任］庄维民 主编 

  

 

［正题名］郑文翰日记 

［副题名］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951.4.10-1953.7.27） 

［第一责任人］郑文翰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1951.4.10-1953.7.27/史料 

［知识责任］郑文翰 著 

  

 

［正题名］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 

［第一责任人］孟慧英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从多侧面系统地对萨满教的起源、演变、社会历史作用进行了透彻分析。



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古文献、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资料，以及自己多年田野调查资料，充

分论证了萨满教是民族宗教。全书有近百幅图片。 

［主题词］萨满教/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孟慧英 著 

  

 

［正题名］苏秉琦先生纪念集 

［并列题名］AN ANTHOLOGY IN MEMORY OF PROFESSOR SU BINGQI 

［第一责任人］宿白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考古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宿白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第一代 

［丛书］部长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文辉抗，叶健君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新中国第一代系列丛书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部长/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文辉抗 主编 

［知识责任］叶健君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第一代 

［丛书］部长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文辉抗，叶健君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新中国第一代系列丛书 

［主题词］部长/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文辉抗 主编 

［知识责任］叶健君 主编 

  

 

［正题名］旧中国纸币图鉴 

［副题名］中央银行关金券·金圆券 

［第一责任人］余继明编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收藏鉴赏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知识责任］余继明 编著 

  

 

［正题名］旧中国纸币图鉴 

［副题名］中央银行法币券 

［第一责任人］余继明编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收藏鉴赏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知识责任］余继明 编著 

  

 

［正题名］旧中国纸币图鉴 

［副题名］交通银行纸币券 

［第一责任人］余继明编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收藏鉴赏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知识责任］余继明 编著 

  

 

［正题名］旧中国纸币图鉴 

［副题名］中国银行纸币券 

［第一责任人］余继明编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收藏鉴赏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知识责任］余继明 编 

  

 

［正题名］旧中国纸币图鉴 

［副题名］中国农民银行纸币券 

［第一责任人］余继明编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收藏鉴赏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知识责任］余继明 编著 

  

 

［正题名］鲁迅与高长虹 

［副题名］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第一责任人］黄大中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黄大中 著 

  

 

［正题名］淘金旧梦 

［副题名］在华洋商纪实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中华文史资料精华本 

［附注内容］鸦片、炮火，轰然打 了封建社会中国闭关的大门……。世界各地做着发财梦

的淘金者——洋行、银行、各大公司蜂拥进这片土地。本书收录了近代 17 家著名洋商，记

述了它们在旧中国掘金的经历。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近代/史料 

［主题词］外资公司/商业经营/中国/近代/史料 

  

 

［正题名］中国科技的基石 

［副题名］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 

［第一责任人］虞昊，黄延复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以叶企孙的成长历程、治学经验、创业经过和半世坎坷为主线，以清华大

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为主要活动舞台，用详实的史料，记录了我国一大批杰出院士和两

弹一星大功臣及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的历史事迹。 

［主题词］科学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虞昊 著 

［知识责任］黄延复 著 

  

 

［正题名］铁证 

［副题名］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 

［并列题名］Irrefutable Evidence 

［副题名］Japanese Invasion War on China in the Camera of a Japanese Military Correspondent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毕英杰，白描编纂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日本随军记者当年在侵华战场上拍摄的一批新闻照片，以及 初发

表这些照片的日本报刊配发的文字说明，以珍贵的史料再现了当年日本帝国推行侵华政策的

战略图谋。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图集 



［知识责任］毕英杰 编纂 

［知识责任］白描 编纂 

  

 

［正题名］铁证 

［副题名］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 

［并列题名］Irrefutable Evidence 

［副题名］Japanese Invasion War on China in the Camera of a Japanese Military Correspondent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毕英杰，白描编纂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日本随军记者当年在侵华战场上拍摄的一批新闻照片，以及 初发

表这些照片的日本报刊配发的文字说明，以珍贵的史料再现了当年日本帝国推行侵华政策的

战略图谋。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图集 

［知识责任］毕英杰 编纂 

［知识责任］白描 编纂 

  

 

［正题名］图说偷袭珍珠港 

［并列题名］Pearl Harbor - The Original Photogrphs 

［第一责任人］（美）哥德斯坦等著 

［译者］林光馀译 

［出版者］当代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日本偷袭珍珠港（1941）/史料 

［知识责任］哥德斯坦 著 

［次知识责任］林光馀 译 

  

 

［正题名］民国岳父 

［副题名］宋氏三姊妹之父查理·宋传奇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王军著 

［出版者］广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知识责任］王军 著 

  

 

［正题名］晚年毛泽东 

［副题名］1953-1976 

［第一责任人］陈明显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知识责任］陈明显 著 

  

 

［正题名］论科学技术 

［第一责任人］江泽民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江泽民自 1989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0 月间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

讲话、文章、书信、批示等 49 篇。 

［知识责任］江泽民 著 

  

 

［正题名］一个家庭两个世界 

［第一责任人］顾毓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顾毓琇 著 

  

 

［正题名］史无前例的年代 

［副题名］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纪希晨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纪希晨 著 

  

 

［正题名］史无前例的年代 

［副题名］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纪希晨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纪希晨 著 

  

 

［正题名］改造 

［第一责任人］于风政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三步曲 cgrs225h 之一 

［主题词］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改造/中国/1949-1957 

［知识责任］于风政 著 

  

 

［正题名］铁腕首相吉田茂 

［第一责任人］郑毅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20 世纪神秘人物丛书 

［知识责任］郑毅 著 

  

 

［正题名］澳门特首揭秘 

［副题名］何厚铧家族传 

［第一责任人］吴楠著 

［出版者］广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何厚铧/家族/传记/中国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 

［知识责任］吴楠 著 

  

 

［正题名］末代皇帝 后一次婚姻解密 

［第一责任人］贾英华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纪实文学 

［知识责任］贾英华 著 

  

 

［正题名］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 

［第一责任人］王庆祥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溥仪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相知、相识、相会的交往历程，评论了溥仪

一生思想变化的内因和外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在对压迫者和剥削者改造问题上的理论创

造。 

［知识责任］王庆祥 著 

  

 

［正题名］论历史 

［第一责任人］（英）罗素著 



［译者］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雅典娜思想译丛 cgrs225h 第二辑 4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罗素的主要历史论文 15 篇，另附有罗素 1948 年在英国 BBC 广播

电台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汇编而成的《权威与个人》。 

［主题词］史学史/西方国家/文集 

［主题词］历史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罗素 著 

［次知识责任］何兆武 译 

［次知识责任］肖巍 译 

［次知识责任］张文杰 译 

  

 

［正题名］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钱曼倩，金林祥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1 

［丛编题名］ 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 《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子课

题之一 

［主题词］学制/对比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钱曼倩 主编 

［知识责任］金林祥 主编 

  

 

［正题名］费孝通人物随笔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原上草 

［副题名］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第一责任人］牛汉，邓九平主编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思忆文丛 

［主题词］反右派斗争/1957-/史料 

［知识责任］牛汉 主编 

［知识责任］邓九平 主编 

  

 

［正题名］六月雪 

［副题名］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第一责任人］牛汉，邓九平主编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思忆文丛 

［主题词］反右派斗争/1957-/史料 

［知识责任］牛汉 主编 

［知识责任］邓九平 主编 

  

 

［正题名］南社丛选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胡朴安选录 

［译者］沈锡麟，毕素娟校注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1900-1999 

［主题词］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词（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朴安 选录 

［次知识责任］沈锡麟 校注 

［次知识责任］毕素娟 校注 

  

 

［正题名］南社丛选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胡朴安选录 

［译者］沈锡麟，毕素娟校注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1900-1999 

［主题词］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词（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朴安 选录 

［次知识责任］沈锡麟 校注 

［次知识责任］毕素娟 校注 

  

 

［正题名］解放区短篇创作选 

［第一责任人］丁玲，孔厥等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1900-1999 

［附注内容］《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是一本反映解放区文学创作成绩的作品合集。本书选编

了丁玲、孔厥、刘白羽、周而复等二十余位作者的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类作品。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丁玲 著 

［知识责任］孔厥 著 

  

 

［正题名］踏浪东海 

［副题名］第三野战军解放东南纪实 

［第一责任人］李正编著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拥抱新中国丛书 

［知识责任］李正 编著 

  

 

［正题名］横槊五岭 

［副题名］第四野战军解放中南纪实 

［第一责任人］陆平编著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拥抱新中国丛书 

［知识责任］陆平 编著 

  

 

［正题名］民国时期的老成都 

［第一责任人］王泽华，王鹤著 

［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老成都系列 

［知识责任］王泽华 著 

［知识责任］王鹤 著 



  

 

［正题名］成都 

［副题名］近五十年的私人记忆 

［第一责任人］张先德著 

［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老成都系列 

［主题词］地方史/成都市/民国 

［知识责任］张先德 著 

  

 

［正题名］统帅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肖显社，沈丽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共八章，包括：“砥砺奇志 储才蓄能”、“探寻‘武经’ 致力‘农运’”、

“创建红军 铸造军魂”、“屡建奇勋 迭遭排斥”、“初执帅印 力挽危局”、“游击大师 震撼世

界”、“运筹帷幄 决胜中华”、“强边固国 保卫和平”。全方位、多侧面地追寻了毛泽东的成

长道路特别是他的军事生涯。 

［主题词］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肖显社 著 

［知识责任］沈丽文 著 

  

 

［正题名］诗人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刘汉民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特殊的视角，崭新的切入点和一系列毛泽东写诗、读诗、对诗和品诗

的曲折故事，再现了毛泽东的诗人品格、诗人胸襟、诗人情怀和诗人气质。 

［主题词］毛主席诗词/鉴赏 

［知识责任］刘汉民 著 

  

 

［正题名］无名氏传奇 

［第一责任人］汪应果，赵江宾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知识责任］汪应果 著 

［知识责任］赵江宾 著 

  

 

［正题名］红碑林 



［副题名］纪念为共和国捐躯的英烈们 

［第一责任人］张承钧主编 

［出版者］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革命烈士/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承钧 主编 

  

 

［正题名］红墙内的秘书们 

［副题名］共和国领袖的秘书们纪实追踪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山岚编著 

［出版者］延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秘书/领袖/共和国 

［知识责任］山岚 编著 

  

 

［正题名］红墙内的秘书们 

［副题名］共和国领袖的秘书们纪实追踪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山岚编著 

［出版者］延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秘书/领袖/共和国 

［知识责任］山岚 编著 

  

 

［正题名］宋庆龄和她的助手金仲华 

［第一责任人］郑彭年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知识责任］郑彭年 著 

  

 

［正题名］老照片 

［副题名］系列图集 

［丛书］社会百业 

［第一责任人］朱成梁，王跃年主编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摄影集/清末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摄影集/民国 

［知识责任］朱成梁 主编 



［知识责任］王跃年 主编 

  

 

［正题名］老照片 

［副题名］系列图集 

［丛书］民俗风光 

［第一责任人］朱成梁，王跃年主编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摄影集/清末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摄影集/民国 

［知识责任］朱成梁 主编 

［知识责任］王跃年 主编 

  

 

［正题名］曾姓史话 

［并列题名］Stories of Surname Zeng 

［第一责任人］李乔编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华姓氏文化丛书系列 中华姓氏史话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曾姓古今史事，包括以下各章：“天下一曾——姓氏起源”、“由北

而南——播迁流布”、“名门望族——家族盛世”、“敦宗睦族——家族文化”、“家族荣耀——

曾姓名人”、“掌故佳话——轶事趣闻”、“睹物思人——名胜遗迹”。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乔 编著 

  

 

［正题名］胡姓史话 

［并列题名］Stories of Surname Hu 

［第一责任人］黄启昌编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华姓氏文化丛书系列 中华姓氏史话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详实地介绍胡姓古今史事，内容包括：胡姓的寻根、源起、流布、

盛事、文化、名人和盛迹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黄启昌 编著 

  

 

［正题名］卢姓史话 

［并列题名］Stories of Surname Lu 

［第一责任人］刘清泉编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华姓氏文化丛书系列 中华姓氏史话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详实地介绍卢姓古今史事，内容包括：卢姓的寻根、源起、流布、

盛事、文化、名人和盛迹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清泉 编著 

  

 

［正题名］罗姓史话 

［并列题名］Stories of Surname Luo 

［第一责任人］罗文华编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华姓氏文化丛书系列 中华姓氏史话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详实地介绍罗姓古今史事，内容包括：罗姓的寻根、源起、流布、

盛事、文化、名人和盛迹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罗文华 编著 

  

 

［正题名］周姓史话 

［并列题名］Stories of Surname Zhou 

［第一责任人］周寅宾编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华姓氏文化丛书系列 中华姓氏史话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详实地介绍周姓古今史事，内容包括：周姓的寻根、源起、流布、

盛事、文化、名人和盛迹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寅宾 编著 

  

 

［正题名］邓姓史话 

［并列题名］Stories of Surname Zhou 

［第一责任人］吴兴勇，郭长庚编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华姓氏文化丛书系列 中华姓氏史话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详实地介绍周姓古今史事，内容包括：周姓的寻根、源起、流布、

盛事、文化、名人和盛迹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兴勇 编著 

［知识责任］郭长庚 编著 

  



 

［正题名］朱姓史话 

［并列题名］Stories of Surname Zhu 

［第一责任人］刘佑平编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华姓氏文化丛书系列 中华姓氏史话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详实地介绍朱姓古今史事，内容包括：朱姓的寻根、源起、流布、

盛事、文化、名人和盛迹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佑平 编著 

  

 

［正题名］世界文明史年表 

［第一责任人］沈坚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世界史/历史年表 

［知识责任］沈坚 主编 

  

 

［正题名］朱自清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散文编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朱乔森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朱乔森 

  

 

［正题名］朱自清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散文编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朱乔森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朱乔森 编 

  



 

［正题名］朱自清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散文编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朱乔森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朱乔森 编 

  

 

［正题名］朱自清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散文编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朱乔森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朱乔森 编 

  

 

［正题名］朱自清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诗歌编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朱乔森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朱乔森 编 

  

 

［正题名］朱自清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学术论著编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朱乔森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文学理论/文集 

［主题词］文学/作品/世界/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朱乔森 编 

  

 

［正题名］朱自清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学术论著编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朱乔森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6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朱乔森 编 

  

 

［正题名］朱自清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学术论著编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朱乔森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文学理论/文集 

［主题词］文学/作品/世界/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朱乔森 编 

  

 

［正题名］朱自清全集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日记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朱乔森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朱乔森 编 

  

 

［正题名］朱自清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日记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朱乔森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朱乔森 编 

  

 

［正题名］朱自清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丛书］书信补遗编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朱乔森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朱乔森 编 

  

 

［正题名］朱自清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丛书］外编 

［第一责任人］[朱自清著] 

［译者］朱乔森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朱自清 著 

［次知识责任］朱乔森 编 

  

 

［正题名］澳门通史 

［并列题名］General history of Macao 

［第一责任人］黄启臣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地方史/澳门 

［知识责任］黄启臣 著 

  

 

［正题名］中国民间用语大全 

［第一责任人］少光，林晨，陈江编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社会习惯语/中国 

［主题词］方言/汉语/中国 

［知识责任］少光 编著 

［知识责任］林晨 编著 

［知识责任］陈江 编著 

  

 

［正题名］在宗教与世俗之间 

［副题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义雄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荒原学术文丛 

［主题词］新教/传教/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新教/传教士/影响/社会/中国/近代 

［主题词］新教/传教士/基督教史/华南地区/清代 

［知识责任］吴义雄 著 

  

 

［正题名］新中国法制建设 50 年 

［第一责任人］郭成伟主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郭成伟 主编 

  

 

［正题名］中国印象 

［副题名］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德）黑格尔[G.W.F.Hegel]，（德）康德[Immanuel Wolff]，（德）韦伯[Max Weber],

（英）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等）62 人著 

［译者］何兆武，刘卸林主编 

［译者］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雅典娜思想译丛 cgrs225h 第二辑 11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黑格尔 著 

［知识责任］Hegel 著 

［知识责任］康德 著 

［知识责任］Kant 著 



［知识责任］韦伯 著 

［知识责任］Weber 著 

［知识责任］汤因比 著 

［知识责任］Toynbee 著 

［次知识责任］何兆武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卸林 主编 

  

 

［正题名］中国印象 

［副题名］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德）黑格尔[G.W.F.Hegel]，（德）康德[Immanuel Wolff]，（德）韦伯[Max Weber],

（英）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等）62 人著 

［译者］何兆武，刘卸林主编 

［译者］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雅典娜思想译丛 cgrs225h 第二辑 11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黑格尔 著 

［知识责任］Hegel 著 

［知识责任］康德 著 

［知识责任］Kant 著 

［知识责任］韦伯 著 

［知识责任］Weber 著 

［知识责任］汤因比 著 

［知识责任］Toynbee 著 

［次知识责任］何兆武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卸林 主编 

  

 

［正题名］历史哲学 

［副题名］导论 

［第一责任人］（英）沃尔什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雅典娜思想译丛 cgrs225h 第二辑 5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把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概括为两大类，即思辩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

史哲学，前者是研究历史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后者则是研究历史学的认识论。 

［主题词］历史哲学/概论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沃尔什 著 

  

 



［正题名］中国儒学史 

［丛书］先秦卷 

［第一责任人］王钧林著 

［译者］姜林祥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儒家/哲学史/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王钧林 著 

［次知识责任］姜林祥 主编 

  

 

［正题名］中国儒学史 

［丛书］秦汉卷 

［第一责任人］李景明著 

［译者］姜林祥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儒家/哲学史/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李景明 著 

［次知识责任］姜林祥 主编 

  

 

［正题名］中国儒学史 

［丛书］魏晋南北朝卷 

［第一责任人］刘振东著 

［译者］姜林祥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儒家/哲学史/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刘振东 著 

［次知识责任］姜林祥 主编 

  

 

［正题名］中国儒学史 

［丛书］隋唐卷 

［第一责任人］许凌云著 

［译者］姜林祥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儒家/哲学史/隋唐时代 

［知识责任］许凌云 著 

［次知识责任］姜林祥 主编 

  

 



［正题名］中国儒学史 

［丛书］宋元卷 

［第一责任人］韩钟文著 

［译者］姜林祥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儒家/哲学史/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韩钟文 著 

［次知识责任］姜林祥 主编 

  

 

［正题名］中国儒学史 

［丛书］明清卷 

［第一责任人］苗润田著 

［译者］姜林祥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儒家/哲学史/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苗润田 著 

［次知识责任］姜林祥 主编 

  

 

［正题名］中国儒学史 

［丛书］近代卷 

［第一责任人］姜林祥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儒家/哲学史/近代 

［知识责任］姜林祥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上海大博览 

［副题名］1900-2000 

［第一责任人］夏东元主编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知识责任］夏东元 主编 

  

 

［正题名］我童年的教育 抗病记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罗文起辑录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附注内容］内容包括：图书册籍、部分告人民书、外事、人民上太平天国书等 13 个部分。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史料 

［知识责任］罗尔纲 辑录 

［知识责任］罗文起 辑录 

  

 

［正题名］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 

［附注内容］本书系罗尔纲家属赠阅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 

  

 

［正题名］太平天国金石录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编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37.8（1949.8） 

［附注内容］据太平天国的玉玺、钱币、碑铭等 11 种文物考证太平天国的历史 

［主题词］历史文物/金石/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考證集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编著 

［出版者］独立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37.10（1937.10）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历史/考证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诗文选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选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60.3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罗尔纲 选注 

  

 



［正题名］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广东太平天国研究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附注内容］收入 1991 年 11 月在广东茂名召 的纪念凌十八起义 141 周年、金田起义 140

周年、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约 40 篇,内容涉及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思

想文化探索、史料考释等。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研究/文集 

  

 

［正题名］冯云山新传 

［第一责任人］唐增烈著 

［出版者］广西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8 

［知识责任］唐增烈 著 

  

 

［正题名］近代广西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钟文典主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2 

［附注内容］本书从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四个方面介绍了广西近代的概况。 

［主题词］地方史/广西/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钟文典 主编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散论 

［第一责任人］饶任坤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太平天国一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战略战术、对外关系、重要人物、

妇女问题、历史作用以及太平天国内讧、客家与太平天国关系等问题。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史评/文集 

［知识责任］饶任坤 著 

  

 

［正题名］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 

［第一责任人］[林则徐著] 

［译者］方之光等点校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知识责任］林则徐 著 

［次知识责任］方之光 点校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续集） 

［副题名］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五周年 

［第一责任人］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广东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3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纪念文集 

  

 

［正题名］天京史事论考 

［第一责任人］韩品峥著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0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历史/考证 

［知识责任］韩品峥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 

［第一责任人］徐川一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知识责任］徐川一 著 

  

 

［正题名］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3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史料 

［知识责任］李秀成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五集 

［丛书］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史料/考证/文集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集 



［丛书］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5.5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史料/考证/文集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集 

［丛书］太平天国史事考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5.5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史料/考证/文集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集 

［丛书］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85.3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史料/考证/文集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九集 

［丛书］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论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集 

［丛书］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5.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七辑。第一辑收《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重考天朝田亩制度实施问题》

等四篇；第二辑收《太平天国革命前人口压迫问题》等两篇；第三辑收《太平天国的反孔》

等十篇；第四辑收《论天历》等十篇及董作宾著《天历发微》；第五辑收《〈天父圣旨〉跋》

等四篇；第六辑收《〈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六种〉序》等五篇；第七辑收《我是怎样走上研究

太平天国史的路子的？》等四篇。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丛书］政坛风云卷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笔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大型史典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系张海鹏赠阅 

［附注内容］书末附“20 世纪中国政坛大事记”。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笔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丛书］军事战争卷 

［第一责任人］江原主笔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大型史典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系张海鹏赠阅 

［附注内容］本卷叙述自二十世纪初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起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军事史。书后

有书末附“20 世纪中国军事战争大事记。”。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江原 主笔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丛书］经济建设卷 

［第一责任人］陈争平，剧锦文主笔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大型史典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系张海鹏赠阅 

［附注内容］本卷记述了在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下的半殖民地旧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以及新

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书末附“20 世纪中国经济建设大事记”。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陈争平 主笔 

［知识责任］剧锦文 主笔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丛书］教育事业卷 

［第一责任人］曾天山主笔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大型史典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系张海鹏赠阅 

［附注内容］本卷叙述了从世纪之交的清末直至 20 世纪末的中国教育史。书末附“20 世纪

中国教育事业大事记”。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曾天山 主笔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丛书］文学艺术卷 

［第一责任人］吴文科主笔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大型史典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系张海鹏赠阅 

［附注内容］本卷叙述了自 1900 年至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艺术史。书后有“20 世纪中国

文学艺术大事记”。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吴文科 主笔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丛书］体育卫生卷 

［第一责任人］汪智，梁峻主笔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大型史典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系张海鹏赠阅 

［附注内容］本卷叙述了自 1900 年至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体育、医药卫生史。书后有“20 世

纪中国体育大事记”，“20 世纪中国医药卫生大事记”。 

［主题词］体育/历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汪智 主笔 

［知识责任］梁峻 主笔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丛书］外交关系卷 

［第一责任人］张历历主笔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大型史典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系张海鹏赠阅 

［附注内容］本卷叙述了自 1900 年至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外交史。书后有“20 世纪中国对外

关系大事记”。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张历历 主笔 

  

 

［正题名］1894-1915 

［副题名］梦想与困惑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干部 新文库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03700 之册书系著者赠阅 

［附注内容］本书以现代化的理念去探讨 1894-1915 年间的中国思想史，根据历史事实对其

间伴随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所产生的思潮与运动进行了深刻剖析，结论极具启迪意义。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1894-1915/干部教育/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蒋梦麟传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20 世纪名人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系著者赠阅 

［附注内容］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蒋村人，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和中华民国政

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本书对他的一生做了详细地描述。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梁漱溟传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20 世纪名人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系著者赠阅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梁漱溟的人生经历，并且揭示了他对 20 世纪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的创造发挥和独特贡献。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旷世大儒 

［副题名］董仲舒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旷世大儒 

［附注内容］本书系著者赠阅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正统思想家”董仲舒，作为统治阶级思想家，其思想成分存在许

多消极的东西，作为汉代经学的 山者，他成功地建立了儒学为主体的思想体系，吸收、糅

合了儒学外其他学派的东西。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系著者赠阅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 

［第一责任人］董黎著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丛编题名］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的赞助 

［附注内容］本书系近代史所王奇生赠阅 

［主题词］建筑/教会学校/中国 

［知识责任］董黎 著 

  

 

［正题名］狄考文与司徒雷登 

［副题名］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史静寰著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

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系近代史所王奇生赠阅 

［知识责任］史静寰 著 

  

 

［正题名］华中大学 

［第一责任人］柯约翰著 

［译者］马敏、叶桦译 

［译者］李亚丹校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的赞助 

［附注内容］本书系近代史所王奇生赠阅 

［附注内容］书后附译名对照表 

［主题词］历史/教会学校/中国 

［知识责任］柯约翰 著 

［次知识责任］马敏 译 

［次知识责任］叶桦 译 

［次知识责任］李亚丹 校 

  

 

［正题名］华西协合大学 

［第一责任人］黄思礼著 

［译者］秦和平、何启浩译 

［译者］刘家峰、王薇佳校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的赞助 

［附注内容］本书系近代史所王奇生赠阅 

［主题词］历史/教会学校/中国 

［知识责任］黄思礼 著 

［次知识责任］秦和平 译 

［次知识责任］何启浩 译 

［次知识责任］刘家峰 校 

［次知识责任］王薇佳 校 

  

 

［正题名］福建协和大学 

［第一责任人］罗德里克·斯科特著 

［译者］陈建明、姜源译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的赞助 

［附注内容］本书系近代史所王奇生赠阅 

［主题词］历史/教会学校/中国 

［知识责任］斯科特 著 

［次知识责任］陈建明 译 

［次知识责任］姜源 译 

  

 

［正题名］齐鲁大学 

［第一责任人］郭查理著 

［译者］陶飞亚、鲁娜译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的赞助 

［附注内容］本书系近代史所王奇生赠阅 

［主题词］历史/教会学校/中国 

［知识责任］郭查理 著 

［次知识责任］陶飞亚 译 

［次知识责任］鲁娜 译 

  

 

［正题名］之江大学 

［第一责任人］队克勋著 

［译者］刘家峰译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的赞助 

［附注内容］本书系近代史所王奇生赠阅 

［主题词］历史/教会学校/中国 

［知识责任］队克勋 著 

［次知识责任］刘家峰 译 

  

 

［正题名］东吴大学 

［第一责任人］文乃史著 

［译者］王国平、杨木武译 

［译者］田文载、顾卫星校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的赞助 

［附注内容］本书系近代史所王奇生赠阅 

［主题词］历史/教会学校/中国 

［知识责任］文乃史 著 

［次知识责任］王国平 译 

［次知识责任］杨木武 译 

［次知识责任］田文载 校 

［次知识责任］顾卫星 校 

  

 

［正题名］教育与宗教 

［副题名］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 

［第一责任人］徐以骅著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的赞助 

［附注内容］本书系近代史所王奇生赠阅 

［主题词］历史/教会学校/中国 

［知识责任］徐以骅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 

［丛书］货物税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工商税收/经济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货物税/经济史/中国/民国 

  

 

［正题名］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纲 

［第一责任人］国家税务总局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册以民国时期整个税收制度的发展演变为线索，记述民国税制发展变化的历

史过程、方针政策、税制结构与税种配置、税收管理体制的演进、税收总量及其在财政上的

地位与作用，并探讨其利弊。全书根据民国时期的政局演变划分为：北京政府时期、国民政

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后期等四个时期叙述。 

［主题词］工商税收/经济史/中国/民国 

  

 

［正题名］百年国耻纪要 

［第一责任人］何瑜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7 

［丛编题名］京华博览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系作者赠阅 

［主题词］帝国主义/侵华/历史 

［知识责任］何瑜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副题名］1949-1993 

［第一责任人］郭大钧主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1993 

［知识责任］郭大钧 主编 

  

 

［正题名］日本侵华史大事记 

［副题名］1358-1945 

［第一责任人］牛翰杰编著 

［出版者］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从体例上看，是一部编年史；从内容上看，是一部专题史。它主要记录的

是中日关系史的一部分——日本侵华史，时间上限定在元末明初，下限定在 1945 年日本战

败投降。 

［主题词］侵华/历史/日本/1358-1945/大事记 

［知识责任］牛翰杰 编著 

  

 

［正题名］为接朝霞顾夕阳 

［副题名］一个生理学科学家的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汤佩松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9 

［知识责任］汤佩松 著 

  

 

［正题名］北大史学 

［并列题名］Clio at Beida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蒋贵麟文存 

［第一责任人］李名方恭辑 

［出版者］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蒋贵麟系先生之门弟子 

［知识责任］李名方 辑 

  

 

［正题名］落红集 

［副题名］叶剑英光辉的一生 

［第一责任人］张江明，范硕主编 

［出版者］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基金会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叶剑英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张江明 主编 

［知识责任］范硕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 

［书目卷册］第九辑 

［第一责任人］丁日初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丁日初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 

［书目卷册］第十辑 

［第一责任人］丁日初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丛刊 

  

 

［正题名］“革命”的现代性 

［副题名］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第一责任人］陈建华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12 

［主题词］革命/政治运动/格言/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建华 著 



  

 

［正题名］潘光旦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穆，潘乃和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穆 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编 

  

 

［正题名］潘光旦文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穆，潘乃和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穆 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编 

  

 

［正题名］潘光旦文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穆，潘乃和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穆 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编 

  

 

［正题名］中国工艺美术史 

［第一责任人］田自秉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工艺美术史/中国 

［知识责任］田自秉 著 

  

 

［正题名］上海掌故辞典 



［第一责任人］薛理勇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辞典选收旧上海以社会生活为主的掌故旧闻，包括地名(河流)，市政、新闻

事件、宗教、会馆公所社会团体、经济(金融、工商)、建筑住宅、园林公墓遗址胜迹、新闻

出版、教育、方言俚语和其他等方面的词目共一千三百六十二条。 

［知识责任］薛理勇 主编 

  

 

［正题名］档案学辞典 

［第一责任人］吴宝康，冯子直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7 

［主题词］档案学/词典 

［知识责任］吴宝康 主编 

［知识责任］冯子直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丛书］现代 

［第一责任人］唐培吉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知识责任］唐培吉 编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书目卷册］近代 

［第一责任人］沈渭滨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知识责任］沈渭滨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书目卷册］古代 

［第一责任人］沈起炜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知识责任］沈起炜 著 

  

 

［正题名］外国历史大事年表 

［第一责任人］袁传伟等编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主题词］世界史/历史年表/原始社会—1993 

［知识责任］袁传伟 编著 

  

 

［正题名］中国文学大辞典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钱仲联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文学/辞典/中国 

［知识责任］钱仲联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学大辞典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钱仲联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文学/辞典/中国 

［知识责任］钱仲联 主编 

  

 

［正题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 

［第一责任人］沈津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丛编题名］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 7 

［附注内容］本书志所收之书，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宋、元、明刻本之全部。清

代所刻之善本，以及稿本、抄本之书志尚在撰写中，俟完成，当为续编。 

［主题词］古籍/善本/图书馆目录/哈佛大学 

［知识责任］沈津 著 

  

 

［正题名］外国哲学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冯契，徐孝通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哲学/辞典/世界 

［知识责任］冯契 主编 

［知识责任］徐孝通 主编 

  

 



［正题名］法学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曾庆敏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法学/辞典/中国 

［知识责任］曾庆敏 主编 

  

 

［正题名］宗教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宗教/辞典/中国/世界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正题名］中国电影大辞典 

［并列题名］CHINA CINEMA ENCYLOPAEDIA 

［第一责任人］张骏祥，程季华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2 

［主题词］电影/辞典/中国 

［知识责任］张骏祥 主编 

［知识责任］程季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章力挥，蒋星煜等编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主题词］戏曲/辞典/中国 

［知识责任］章力挥 编著 

［知识责任］蒋星煜 编著 

  

 

［正题名］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周汛，高春明编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服饰/辞典/中国 

［主题词］服饰/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周汛 编著 

［知识责任］高春明 编著 

  



 

［正题名］日本百年外交论 

［第一责任人］米庆余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主题词］外交史/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米庆余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研究述评 

［第一责任人］景有全，宋强刚，胡凡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古代/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景有全 主编 

［知识责任］宋强刚 主编 

［知识责任］胡凡 主编 

  

 

［正题名］水木清华 

［副题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 

［第一责任人］黄延复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知识责任］黄延复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夏明方，康沛竹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自然灾害/中国/现代/图集 

［知识责任］夏明方 主编 

［知识责任］康沛竹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夏明方，康沛竹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自然灾害/中国/现代/图集 

［知识责任］夏明方 主编 



［知识责任］康沛竹 主编 

  

 

［正题名］中国禁毒史资料 

［副题名］1729 年---1949 年 

［第一责任人］马模贞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禁烟运动/资料/中国/1729-1949 

［知识责任］马模贞 主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六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八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九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十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十四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十五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十七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十八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十九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丛书］西北卷 

［书目卷册］第二十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西北地区/古代 

  

 

［正题名］明清妇女生活研究 

［第一责任人］沈海梅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主题词］少数民族/妇女/生活方式/研究/云南省/明代/清代 

［知识责任］沈海梅 著 

  

 

［正题名］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 

［第一责任人］秦和平著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鸦片贸易/研究/四川/1840-1947 

［主题词］禁烟运动/研究/四川/1840-1947 

［知识责任］秦和平 著 

  

 

［正题名］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 

［副题名］1840-1940 

［第一责任人］秦和平著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鸦片贸易/研究/云南/1840-1940 

［主题词］禁烟运动/研究/云南/1840-1940 

［知识责任］秦和平 著 

  

 



［正题名］天皇的官僚 

［副题名］日本右派真相 

［第一责任人］〔日〕本泽二郎著 

［译者］雷慧英，曲志强译 

［译者］任伟建，朱天顺校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政治/右派/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本泽二郎 著 

［次知识责任］雷慧英 译 

［次知识责任］曲志强 译 

［次知识责任］任伟建 校 

［次知识责任］朱天顺 校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 

［副题名］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 

［并列题名］The Nanjing Massacre 

［副题名］The Eyewitness Aaccounts By The British And The Americans 

［第一责任人］陆束屏汇辑编译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 

［知识责任］陆束屏 汇辑编译 

  

 

［正题名］与彼为邻 

［副题名］中国告诉日本 

［并列题名］YUBIWEILIN 

［副题名］CHINA IS WARNING JAPAN 

［第一责任人］师杰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师杰 著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 

［第一责任人］（日）东中野修道著 

［译者］严欣群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世界冷战观察系列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评论 



［知识责任］东中野修道 著 

［次知识责任］严欣群 译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疑问 

［第一责任人］（日）松村俊夫著 

［译者］赵博源…[等]译 

［译者］郑彭年校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世界冷战观察系列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研究 

［知识责任］松村俊夫 著 

［次知识责任］赵博源 译 

［次知识责任］沈琳 译 

［次知识责任］徐嘉珍 译 

［次知识责任］范玉荣 译 

［次知识责任］左敦稳 译 

［次知识责任］郑彭年 校 

  

 

［正题名］《南京条约》与香港百年 

［第一责任人］俞明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主题词］南京条约（1842）/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俞明 主编 

  

 

［正题名］日本近代哲学思想史稿 

［第一责任人］方昌杰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10 

［附注内容］本书对复杂的日本近代诸多哲学流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清楚、深刻地进

行了分析，勾勒出日本近代哲学史的鲜明轮廓。 

［主题词］哲学史/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方昌杰 著 

  

 

［正题名］1907 年中国纪行 

［第一责任人］（俄）米·瓦·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

лексеев）著 

［译者］阎国栋译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中国大探险丛书 cgrs225f 耿昇，马大正主编 

［附注内容］根据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Алексеев  著 

［知识责任］阿列克谢耶夫 著 

［次知识责任］阎国栋 译 

  

 

［正题名］扁舟过三峡 

［第一责任人］（英）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著 

［译者］黄立思译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中国大探险丛书 cgrs225f 耿昇，马大正主编 

［附注内容］根据伦敦桑普森·洛——马斯顿出版公司 1898 年第 3 版译出 

［主题词］游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立德 著 

［次知识责任］黄立思 译 

  

 

［正题名］中葡早期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万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明清史研究丛书 

［知识责任］万明 著 

  

 

［正题名］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并列题名］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第一责任人］黄仁宇著 

［译者］阿风…[等]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黄仁宇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

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主题词］税收管理/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黄仁宇 著 

［次知识责任］阿风 译 

［次知识责任］许文继 译 

［次知识责任］倪玉平 译 



［次知识责任］徐卫东 译 

  

 

［正题名］元西域人华化考 

［第一责任人］陈垣撰 

［译者］陈志超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蓬莱阁丛书 

［主题词］古代民族/民族同化/研究/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陈垣 撰 

［次知识责任］陈志超 导读 

  

 

［正题名］思考 

［副题名］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第一责任人］何新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何新访谈录 1 

［附注内容］本书以记者对何新的长篇采访为基础和主线，通过问答对话的形式，对何新的

思想发展历程提示了脉络。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何新 著 

  

 

［正题名］诸子著作年代考 

［第一责任人］（香港）郑良树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古籍/年代/考证 

［知识责任］郑良树 著 

  

 

［正题名］竹林名士与陈寅恪 

［第一责任人］蔡振翔著 

［出版者］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蔡振翔 著 

  

 

［正题名］民国元老李根源 

［第一责任人］谢本书，李成森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谢本书 著 

［知识责任］李成森 著 

  

 

［正题名］ 后一次揭竿 

［副题名］白朗起义 

［第一责任人］牛勾八著 

［出版者］人民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 

［知识责任］牛勾八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风俗史 

［第一责任人］秦永洲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 

［知识责任］秦永洲 著 

  

 

［正题名］黄河边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曹锦清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当代社会报告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 1996 年只身来到河南，漫游中州大地，沿途所看、所听、所谈、

所思、所虑的结果，是《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姐妹篇。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河南省/1996 

［知识责任］曹锦清 著 

  

 

［正题名］西藏的宗教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第一责任人］江平…[等]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丛编题名］ 西藏知识小丛书 cgrs225f 江平主编 

［主题词］佛教/西藏 

［主题词］宗教政策/中国 

［知识责任］江平 著 

［知识责任］李佐民 著 

［知识责任］宋盈亭 著 



［知识责任］辛文波 著 

  

 

［正题名］和平解放西藏 

［第一责任人］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副题名］1953-1957 

［丛书］综合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物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国民经济/史料/中国/1953-1957/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副题名］1953-1957 

［丛书］财政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物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财政/史料/中国/1953-1957/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副题名］1953-1957 

［丛书］金融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物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金融/史料/中国/1953-1957/汇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副题名］1953-1957 

［丛书］商业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物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商业经济/史料/中国/1953-1957/汇编 



  

 

［正题名］民国治藏行政法规 

［第一责任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民国时期有关治理西藏的法规，及具有法规性质的相关规章制度

55 种。 

［主题词］行政管理/法规/西藏/民国/汇编 

  

 

［正题名］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3 

［丛编题名］社会与发展研究丛书 

［主题词］社会发展/西藏/文集 

［主题词］经济发展/西藏/文集 

  

 

［正题名］张国华将军在西藏 

［第一责任人］赵慎应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走向康藏高原、打 和平谈判的大门、问题竟是这样复杂、迅

速平息西藏叛乱、西藏高原换新天等。 

［知识责任］张国华 著 

  

 

［正题名］十八军先遣侦察科进藏纪实 

［第一责任人］王贵，黄道群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西进练兵在雅安、奔袭康定扫残敌、初进高原到甘孜、紧张的

德格前沿工作、参加昌都战役等。 

［知识责任］王贵 著 

［知识责任］黄道群 著 

  

 

［正题名］雪山名将谭冠三 

［第一责任人］降边嘉措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重庆受命、难转的弯子、会师日光城、幸福的金桥、历史巨变、



鲜花寄深情等。 

［知识责任］降边嘉措 著 

  

 

［正题名］西藏 50 年 

［丛书］历史卷 

［第一责任人］黄颢，刘洪记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美丽富饶的西藏、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西藏法律建设的

成就、西藏文艺事业的成就等。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西藏自治区/1951-2001 

［知识责任］黄颢 著 

［知识责任］刘洪记 著 

  

 

［正题名］西藏 50 年 

［丛书］文学卷 

［第一责任人］耿予方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西藏/1951-2001 

［主题词］文学史/西藏/1951-2001 

［知识责任］耿予方 著 

  

 

［正题名］西藏 50 年 

［丛书］经济卷 

［第一责任人］罗莉，拉灿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西藏 50 年来经济的发展状况，包括西藏和平解放前的经济概况、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古老的传统产业——高原农牧业、工业、旅游业、

邮电、通信、商业、贸易等。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西藏自治区/1951-2001 

［主题词］经济建设/成就/西藏自治区/1951-2001 

［知识责任］罗莉 著 

［知识责任］拉灿 著 

  

 

［正题名］西藏 50 年 

［丛书］生态卷 

［第一责任人］徐凤翔编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西藏自治区/1951-2001 

［主题词］生态环境/环境保护/概况/西藏/1951-2001 

［知识责任］徐凤翔 编著 

  

 

［正题名］西藏七百年 

［并列题名］TIBET: 700 YEARS OF HISTORY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西藏七百年》编委会编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正题名］西藏七百年 

［并列题名］TIBET: 700 YEARS OF HISTORY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西藏七百年》编委会编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正题名］西藏七百年 

［并列题名］TIBET: 700 YEARS OF HISTORY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西藏七百年》编委会编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正题名］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 

［第一责任人］李畅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京华博览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 

［主题词］剧场/历史/北京/清代 

［知识责任］李畅 著 

  

 

［正题名］北京琉璃厂 

［第一责任人］叶祖孚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丛编题名］京华博览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 

［主题词］文化用品/市场/北京 



［知识责任］叶祖孚 著 

  

 

［正题名］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主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北京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正题名］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主题词］中共中央/文件/1996-1997/汇编 

［知识责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正题名］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2 

［主题词］中共中央/文件/1996-1997/汇编 

［知识责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正题名］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 

［并列题名］The Unicersal Dictionary of Foreign Business in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黄光域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9 

［主题词］工商企业/名字/外国人/1840-1949/辞典 

［知识责任］黄光域 编著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王绳组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648-1814 

［第一责任人］鲁毅…[等]本卷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648-1814 

［知识责任］王绳组 主编 

［知识责任］鲁毅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王鹏飞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张文淳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陈文艺 本卷主编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王绳组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1814-1871 

［第一责任人］王绳组…[等]本卷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814-1871 

［知识责任］王绳组 主编 

［知识责任］光仁洪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吴世民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唐承运 本卷主编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王绳组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1871-1918 

［第一责任人］朱瀛泉…[等]本卷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871-1918 

［知识责任］王绳组 主编 

［知识责任］朱瀛泉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吴机鹏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曹中屏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黄鸿钊 本卷主编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王绳组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1917-1929 

［第一责任人］王贵正…[等]本卷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17-1929 

［知识责任］王绳组 主编 

［知识责任］王贵正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王德仁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孙福生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张兴伯 本卷主编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王绳组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1929-1939 

［第一责任人］蒋相泽，王斯德本卷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29-1939 

［知识责任］王绳组 主编 

［知识责任］蒋相泽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王斯德 本卷主编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1939-1945 

［第一责任人］王绳组主编 

［译者］石磊，刘陵，洪育沂本卷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39-1945 

［知识责任］王绳组 主编 

［次知识责任］石磊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陵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洪育沂 本卷主编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1945-1949 

［第一责任人］王绳组主编 

［译者］刘同舜，刘星汉本卷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45-1949 



［知识责任］王绳组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同舜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星汉 本卷主编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1949-1959 

［第一责任人］王绳组主编 

［译者］张志，李石生本卷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49-1959 

［知识责任］王绳组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志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石生 本卷主编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1960-1969 

［第一责任人］王绳组主编 

［译者］卫林，孙叔林，俞源本卷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60-1969 

［知识责任］王绳组 主编 

［次知识责任］卫林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叔林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俞源 本卷主编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1970-1979 

［第一责任人］王绳组主编 

［译者］周纪荣，朱重贵，谢益显本卷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1970-1979 

［知识责任］王绳组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纪荣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重贵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益显 本卷主编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一 

［丛书］前事志 建置志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二 

［丛书］民政志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三 

［丛书］度支志 货殖志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四 

［丛书］文教志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五 

［丛书］文教志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六 

［丛书］文教志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七 

［丛书］礼俗志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八 

［丛书］宗教志 名跡志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九 

［丛书］金石志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十 

［丛书］艺文志 艺文志补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十一 

［丛书］人物志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十二 

［丛书］人物志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十三 

［丛书］职官表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十四 

［丛书］选举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北京市志稿 

［书目卷册］十五 

［丛书］选举表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延燮等纂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知识责任］吴延燮 纂 

  

 

［正题名］西藏历史文化辞典 

［第一责任人］王尧，陈庆英主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主题词］历史/西藏/辞典 

［主题词］文化/西藏/辞典 

［知识责任］王尧 主编 

［知识责任］陈庆英 主编 

  

 

［正题名］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副题名］1906-1910 

［第一责任人］田濤，郭成偉整理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城市管理/法规/北京/1906-1910/汇编 



［知识责任］田濤 整理 

［知识责任］郭成偉 整理 

  

 

［正题名］日本国窃土源流 

 

［正题名］钓鱼列屿主权辨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鞠德源著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钓鱼岛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鞠德源 著 

  

 

［正题名］日本国窃土源流 

 

［正题名］钓鱼列屿主权辨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鞠德源著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钓鱼岛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鞠德源 著 

  

 

［正题名］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 

［第一责任人］（民国）彭昌鲁辑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知识责任］彭昌鲁 辑 

  

 

［正题名］清抄本林则徐等西部纪行三种 

［第一责任人］石丽珍，王志民，陈玉红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cgrs225h 史部 

［主题词］游记/西北地区/1777-1842 

［主题词］游记/西南地区/1777-1842 

［知识责任］七十一 撰 

［知识责任］林则徐 撰 

［次知识责任］石丽珍 编 



［次知识责任］王志民 编 

［次知识责任］陈玉红 编 

  

 

［正题名］清内府八旗列传档案稿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清）佚名撰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cgrs225h 史部 

［主题词］传记/中国/清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佚名 撰 

  

 

［正题名］清内府八旗列传档案稿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清）佚名撰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cgrs225h 史部 

［主题词］传记/中国/清代 

［主题词］档案资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佚名 撰 

  

 

［正题名］国家图书馆藏珍贵革命历史文献图录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革命史/文献/图录/中国 

  

 

［正题名］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 

［并列题名］From the Opium War to the Allied Forces Invasion 

［副题名］1840-1900 

［第一责任人］哲夫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集的图片展示了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这一时期的历史，包括“第一

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天津的陷落”、“王朝末日”等 30 个部分。 

［主题词］鸦片战争（1840-1900）/史料/图 

［知识责任］哲夫 主编 



  

 

［正题名］贵阳市志 

［副题名］房地产志 

［第一责任人］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自清代以来至今贵阳市所属区域内房地产行业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重点记述了贵阳解放后房地产业的发展变化，突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房地产业发展

的新成就。 

［主题词］房地产业/经济管理/概况/贵阳市 

  

 

［正题名］贵州省志 

［副题名］防空战备志 

［第一责任人］贵州省地方志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贵州防空战备事业的发展历程，对防空战备的历史沿革和现状都有

阐述，是国情和省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主题词］防空/贵州省/1926-1998/史料 

［知识责任］贵州省地方志编委会编著 

  

 

［正题名］中国古籍版刻辞典 

［第一责任人］瞿冕良编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版本学/古籍/中国/辞典 

［知识责任］瞿冕良 编著 

  

 

［正题名］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 

［并列题名］Science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A short history 

［第一责任人］（英）洛伦·R·格雷厄姆著 

［译者］叶式煇，黄一勤译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剑桥科学史丛书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series eng 

［附注内容］本书经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沙皇时代、俄国革命对科学的影响、科学同苏联社会的关系、知识科

学各学科的强项与弱点等内容。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苏联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俄罗斯 



［知识责任］格雷厄姆 著 

［次知识责任］叶式煇 译 

［次知识责任］黄一勤 译 

  

 

［正题名］广东客家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罗可群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客家文学的内涵及其历史演变，并对广东客家文学的形成、文化特

征、生长、发展，以及民间文学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客家/民族文学/文学史/广东省 

［知识责任］罗可群 著 

  

 

［正题名］中国工业劳动史 

［第一责任人］祝慈寿编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劳动经济/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产业经济/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祝慈寿 编著 

  

 

［正题名］邓小平传奇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裘之倬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知识责任］裘之倬 著 

  

 

［正题名］邓小平传奇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裘之倬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知识责任］裘之倬 著 

  

 

［正题名］国民党去台高官大结局 

［第一责任人］化夷著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用纪实手法，再现了陈诚、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陈果夫等

十几位国民党高官在台湾的生活和结局。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历史人物 

［知识责任］化夷 著 

  

 

［正题名］中国·1911 

［第一责任人］王先明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世纪备忘 历史备忘系列 

［附注内容］在版编目丛书题名为：历史焦点时刻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1911 

［知识责任］王先明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 

［并列题名］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formation 

［第一责任人］林尚立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社科新视点 cgrs225h 第二批 

［主题词］政治/形态/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林尚立 著 

  

 

［正题名］科学与启蒙运动 

［第一责任人］（美）托马斯·L·汉金斯（Thomas L. Hankins）著 

［译者］任定成，张爱珍译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剑桥科学史丛书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series eng 

［附注内容］本书经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中文版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 18 世纪欧美科学通史，勾勒 18 世纪科学各个领域发展中的主要事件，

指出近代学术所取的方向以及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欧洲/18 世纪 

［主题词］启蒙运动/欧洲/18 世纪 

［知识责任］汉金斯 著 

［知识责任］Hankins 著 

［次知识责任］任定成 译 

［次知识责任］张爱珍 译 



  

 

［正题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第一责任人］（美）艾伦·G·狄博斯著 

［译者］周雁翎译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丛编题名］剑桥科学史丛书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series eng 

［附注内容］本书经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中文版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从 15 世纪的中叶至 17 世纪中叶科学革命早期的科学和医学。全书

贯穿了几个重要主题，包括人文主义的影响、对一种新的科学方法的探索，以及神秘主义世

界观的支持者与对自然进行数学观察探究的倡导者之间的对话。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世界/中世纪 

［主题词］医学史/世界/中世纪 

［知识责任］狄博斯 著 

［知识责任］Debus 著 

［次知识责任］周雁翎 译 

  

 

［正题名］战将 

［副题名］韩先楚传 

［第一责任人］张正隆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名家文库 报告文学卷 

［知识责任］韩先楚 著 

  

 

［正题名］中国佛教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赖永海主编 

［书目卷册］叁 

［丛书］历史卷 

［第一责任人］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对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历史发展及这种发展的历史根据、思想文化背景等进

行了线条清晰的梳理与剖析，以有限的篇幅展现了中国佛教的历史衍变和发展大势。 

［主题词］佛教/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佛教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赖永海 主编 

［知识责任］潘桂明 著 

［知识责任］董群 著 

［知识责任］麻天祥 著 

  



 

［正题名］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并列题名］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第一责任人］（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著 

［译者］刘北成，龚晓庄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社会与历史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据 Verso Edition1979 年版译出 

［主题词］中世纪史/研究/欧洲 

［知识责任］安德森 著 

［知识责任］Anderson 著 

［次知识责任］刘北成 译 

［次知识责任］龚晓庄 译 

  

 

［正题名］志愿军英雄传 

［书目卷册］第一集 

［第一责任人］《志愿军英雄传》编委会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六十篇文章，描写了六十四位英雄、模范、功臣的事迹，是一部记述

真人真事的书。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志愿军英雄传》编委会 编 

  

 

［正题名］志愿军英雄传 

［书目卷册］第二集 

［第一责任人］《志愿军英雄传》编委会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六十篇文章，描写了六十四位英雄、模范、功臣的事迹，是一部记述

真人真事的书。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志愿军英雄传》编委会 编 

  

 

［正题名］志愿军英雄传 

［书目卷册］第三集 

［第一责任人］《志愿军英雄传》编委会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六十篇文章，描写了六十四位英雄、模范、功臣的事迹，是一部记述



真人真事的书。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志愿军英雄传》编委会 编 

  

 

［正题名］抗美援朝战争纪事 

［第一责任人］中国军事博物馆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以编年体的形式，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一惊心动魄的伟大历史，展示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英明决策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驾驭战争全局、运筹帷幄的军事指挥艺术；歌颂了志愿军指战员勇往直前，浴血奋战，

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等。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1950-1958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 

  

 

［正题名］基督教大思想家 

［第一责任人］（德）汉斯·昆（Hans Kung）著 

［译者］包利民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基督教学术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7 章，内容有：保罗：基督教向世界性宗教突破；俄里根：古代精神

与基督教精神的卓越综合；奥古斯丁：西方拉丁语神学之父等。 

［主题词］基督教/历史人物/人物研究 

［主题词］基督教/思想家/人物研究 

［知识责任］Kung 著 

［知识责任］昆 著 

［次知识责任］包利民 译 

  

 

［正题名］“联合国军”战俘纪事 

［并列题名］Record of Event of the "United Army" P.O.Ws 

［副题名］忆朝鲜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 

［第一责任人］王柰庆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军”战俘纪事。全

书讲述了管训 13 个国家 4000 余名战俘的日日夜夜；美国迪安将军的服管生活；战俘从“反

抗”到“服从”的转变；形形色色战俘的人生经历；奇特的“战俘奥运会”等等。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战俘问题/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 

［知识责任］王柰庆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 

［并列题名］A brief war-fighting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第一责任人］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附注内容］内容有：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我国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进行战略反攻，

扭转朝鲜战局；转入战略防御,迫敌签字停战等五章，并附有敌军资料。 

  

 

［正题名］学苑零拾 

［第一责任人］黄永年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九歌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请来一点正经的考证”、“还是要打好基本功”、“说陶渊明的爱酒”、

“杨贵妃和她的故事”、“武则天真相”等 42 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主题词］文史/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黄永年 著 

  

 

［正题名］李约瑟研究 

［书目卷册］第 1 辑 

［丛书］ 拓李约瑟研究兼及东亚科学史 

［第一责任人］李约瑟文献中心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包括：“李约瑟难题”、“李学论坛”、“中国科技史”、“东亚科学史”、

“英文提要”等内容。 

［知识责任］李约瑟文献中心 编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伟大的 端 

［副题名］1919-1923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1919-1923 

［知识责任］李新 总主编及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陈铁健 总主编及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国民革命的兴起 

［副题名］1923-1926 

［第一责任人］萧超然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1923-1926 

［知识责任］李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铁健 总主编 

［知识责任］萧超然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北伐战争 

［副题名］1926-1927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1926-1927 

［知识责任］李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铁健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静如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4 卷 

［丛书］星火燎原 

［副题名］1927-1931 

［第一责任人］时光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1927-1931 

［知识责任］李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铁健 总主编 

［知识责任］时光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5 卷 

［丛书］抗日潮流的起伏 

［副题名］1931-1935 

［第一责任人］马模贞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1931-1935 

［知识责任］李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铁健 总主编 

［知识责任］马模贞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6 卷 

［丛书］从内战到抗日 

［副题名］1935-1937 

［第一责任人］李义彬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1935-1937 

［知识责任］李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铁健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李义彬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7 卷 

［丛书］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 

［副题名］1937-1938 

［第一责任人］李良志，王树荫，秦英君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1937-1938 

［知识责任］李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铁健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李良志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王树荫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秦英君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8 卷 

［丛书］坚持抗战 苦撑待变 

［副题名］1938-1941 

［第一责任人］李隆基，王玉祥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1938-1941 

［知识责任］李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铁健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李隆基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王玉祥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9 卷 

［丛书］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 

［副题名］1941-1945 

［第一责任人］李良志，李隆基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1941-1945 

［知识责任］李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铁健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李良志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李隆基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10 卷 

［丛书］争取和平民主 

［副题名］1945-1946 

［第一责任人］黄友岚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1945-1946 

［知识责任］李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铁健 总主编 

［知识责任］黄友岚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11 卷 

［丛书］战略防御  转守为攻 

［副题名］1946-1947 

［第一责任人］邵维正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1946-1947 

［知识责任］李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铁健 总主编 

［知识责任］邵维正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陈铁健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12 卷 

［丛书］ 后的决战 

［副题名］1947-1949 

［第一责任人］萧〓本卷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1947-1949 

［知识责任］李新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铁健 总主编 

［知识责任］萧〓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事典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对先秦至明清这一历史时期的大事件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了编排，以事为

主，因事系人，对历史大事进行了客观的叙述。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思想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胡寄窗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胡寄窗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思想史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胡寄窗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公元前三世纪末期到公元十世纪中叶 

［知识责任］胡寄窗 著 

  

 

［正题名］中国经济思想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胡寄窗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十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 

［知识责任］胡寄窗 著 

  

 

［正题名］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元明 

［第一责任人］多杰才旦主编 

［译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西藏自元朝纳入祖国版图以来，与元代、明代中央政府的关系。 

［主题词］西藏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史料/汇编/中国/元代/明代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 

［知识责任］多杰才旦 主编 

  

 

［正题名］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清代 

［第一责任人］多杰才旦主编 

［译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西藏自元朝纳入祖国版图以来，与清代中央政府的关系。 

［主题词］西藏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史料/汇编/中国/清代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 



［知识责任］多杰才旦 主编 

  

 

［正题名］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清代 

［第一责任人］多杰才旦主编 

［译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西藏自元朝纳入祖国版图以来，与清代中央政府的关系。 

［主题词］西藏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史料/汇编/中国/清代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 

［知识责任］多杰才旦 主编 

  

 

［正题名］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清代 

［第一责任人］多杰才旦主编 

［译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西藏自元朝纳入祖国版图以来，与清代中央政府的关系。 

［主题词］西藏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史料/汇编/中国/清代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 

［知识责任］多杰才旦 主编 

  

 

［正题名］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清代 

［第一责任人］多杰才旦主编 

［译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西藏自元朝纳入祖国版图以来，与清代中央政府的关系。 

［主题词］西藏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史料/汇编/中国/清代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 

［知识责任］多杰才旦 主编 

  

 

［正题名］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民国 

［第一责任人］多杰才旦主编 

［译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西藏自元朝纳入祖国版图以来，与民国中央政府的关系。 

［主题词］西藏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史料/汇编/中国/民国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 

［知识责任］多杰才旦 主编 

  

 

［正题名］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 

［书目卷册］第七册 

［丛书］民国 

［第一责任人］多杰才旦主编 

［译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西藏自元朝纳入祖国版图以来，与民国中央政府的关系。 

［主题词］西藏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史料/汇编/中国/民国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 

［知识责任］多杰才旦 主编 

  

 

［正题名］中国儒教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申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宋代儒教的前驱、北宋儒教、南宋儒教、辽金元儒教、明代儒教、

清代前期儒教、清代后期风雨飘摇中的儒教、儒教余波与科学的胜利。 

［主题词］儒家/思想史/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李申 著 

  

 

［正题名］新四军战史 

［第一责任人］《新四军战史》编辑室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是反映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史，全书采取以时为经，以事为经，在同一

历史阶段中问题相对集中的写法，以写抗日作战为主，同时反映新四军为扫除抗日障碍，对

挑起反共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自卫反击的斗争。 

  

 



［正题名］新四军征战日志 

［第一责任人］《新四军战史》编辑室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7 年 1 月 21 日新四军的建军与作战行动，

以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 

  

 

［正题名］拉康选集 

［第一责任人］（法）拉康[ Lacan, J. M.]著 

［译者］褚孝泉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20 世纪思想家文库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据巴黎瑟宜出版社 1966 年《拉康文集》译出，该社授权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是拉康的精神分析的研究文集，包括“精神分析中的侵凌性”、“谈心理因

果”、“就转移作的发言”等约 20 篇文章。 

［主题词］精神分析/文集 

［知识责任］拉康 著 

［知识责任］Lacan 著 

［次知识责任］褚孝泉 译 

  

 

［正题名］新四军英烈志 

［第一责任人］《新四军战史》编辑室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新四军/革命烈士/纪念文集 

［主题词］新四军/革命烈士/生平事迹 

  

 

［正题名］新中国经济理论史 

［第一责任人］赵晓雷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 cgrs225f 主编谈敏 

［附注内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晓雷 著 

  

 

［正题名］红军之父 

［丛书］朱德卷 



［第一责任人］刘学民等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刘学民 著 

  

 

［正题名］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 

［副题名］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魏若望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知识责任］魏若望 编 

  

 

［正题名］吟啸菊坛 

［副题名］大写尚长荣 

［第一责任人］陈云发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知识责任］陈云发 著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副题名］学术与社会 

［丛书］文学卷 

［第一责任人］韩毓海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学术科学/科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现代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韩毓海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副题名］学术与社会 

［丛书］哲学卷 

［第一责任人］王守常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学术科学/科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王守常 主编 

  



 

［正题名］学者的师承与家派 

［第一责任人］王晓清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 20 世纪中国史学界著名学者的师承与宗派。 

［主题词］史学流派/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王晓清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变迁 

［副题名］反观与前瞻 

［第一责任人］朱国宏…[等]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朱国宏 著 

［知识责任］林尚立 著 

［知识责任］张军 著 

  

 

［正题名］新中国贸易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李扣庆等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 cgrs225f 主编谈敏 

［附注内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李和庆 著 

  

 

［正题名］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宋岘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总主编季羡林 伊朗、阿富汗文化编 

［主题词］医学/影响/中医学/波斯帝国/中国 

［知识责任］宋岘 著 

  

 

［正题名］茅盾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十一卷 

［丛书］外国文论三集 Wai Guo Wen Lun San Ji 



［第一责任人］茅盾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文学评论/外国/文集 

［知识责任］茅盾 著 

  

 

［正题名］朱生豪“小言”集 

［第一责任人］朱生豪著 

［译者］范泉编选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朱生豪 著 

［次知识责任］范泉 编选 

  

 

［正题名］20 世纪的生命科学史 

［并列题名］Life Scieni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并列题名］Life Scieni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美）加兰·E·艾伦著 

［译者］田洺译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丛编题名］剑桥科学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经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中文版 

［附注内容］英汉对照术语、姓氏表：第 287-297 页 

［主题词］生命科学/科学/概况/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艾伦 著 

［次知识责任］田洺 译 

  

 

［正题名］普遍主义的挑战 

［副题名］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 

［第一责任人］胡卫清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近世文化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导论；基督化：教会学校的教育哲学；本土化与西化：教育模

式的选择；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政治等。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教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基督教史/研究/中国/1877-1927 

［知识责任］胡卫清 著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副题名］学术与社会 

［丛书］史学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罗志田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学术科学/科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罗志田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副题名］学术与社会 

［丛书］史学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罗志田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学术科学/科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罗志田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副题名］学术与社会 

［丛书］法学卷 

［第一责任人］苏力，贺卫方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学术科学/科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法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苏力 主编 

［知识责任］贺卫方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的中国 

［副题名］学术与社会 

［丛书］社会学卷 

［第一责任人］李培林，孙立平，王铭铭…[等]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学术科学/科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李培林 著 

［知识责任］孙立平 著 

［知识责任］王铭铭 著 

  

 

［正题名］城南旧影 

［副题名］林海音自传 

［第一责任人］林海音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知识责任］林海音 著 

  

 

［正题名］茅盾全集 

［丛书］附集 

［副题名］篇目索引及资料等 

［第一责任人］查国华，史佳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为茅盾全集的附集，但都是研究、阅读茅盾全集必备的、权威性的资料库。

全书由茅盾生平著译年表，茅盾著译书目，茅盾原姓名、笔名、别名、茅盾参加过的社团简

介，茅盾主编与编辑的文学期刊、报纸、报纸副刊、“全集”编目索引，编后记七部组成。 

［知识责任］查国华 编 

［知识责任］史佳 编 

  

 

［正题名］中国投资建设 50 年 

［第一责任人］曾培炎主编 

［出版者］中国计划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投资/概况/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曾培炎 主编 

  

 

［正题名］清代乾嘉文人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陈金陵编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华夏青年文化丛书 cgrs225f 王宏志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 场白”、“时代新思”、“考据又经世”、“俯察地理”、“整理古籍”、

“得义者莫切于得音”、“目录学的成就”、“科技群星”、“相聚论古今——宣南诗社”等十二

个部分，介绍了清代的乾嘉文人与文化。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学者/概况/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金陵 编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名著大词典 

［丛书］古代卷（先秦至清末） 

［第一责任人］吴士余，刘凌主编 

［出版者］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词典所收名著涉及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艺术学、教

育学、军事学、目录学等人文学各学科，以及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部分自然科学著作。 

［主题词］社会科学/著作/内容提要/中国/古代 

［主题词］自然科学/著作/内容提要/中国/古代 

［主题词］内容提要 x 著作/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吴士余 主编 

［知识责任］刘凌 主编 

  

 

［正题名］秘密教门 

［副题名］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 

［第一责任人］濮文起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国秘密社会丛书 cgrs225h 第二批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有：汉末至五代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宋元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

明代的民间秘密宗教；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等。 

［主题词］宗教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宗教/教派/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濮文起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第一责任人］何九盈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现代语文运动、语法学、音韵学、方言学、汉字学、训诂学与

辞书编纂、修辞学、非汉语语言文字学等。 

［主题词］汉语/语言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九盈 著 

  

 

［正题名］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丁雪松口述 

［译者］杨德华整理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新中国大使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录了我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的外交经历，书中还深情地回忆了她

的革命伴侣、著名作曲家郑律成，为人们了解他们夫妇在中国和朝鲜生活、工作的传奇经历

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知识责任］丁雪松 口述 

［次知识责任］杨德华 整理 

  

 

［正题名］西方视野中的白银时代 

［并列题名］RUSSIAN SILVER AGE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林精华主编 

［译者］林精华…[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反映西方学者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研究成果的译文集。共四

个部分：重要理论研究、特殊文学史问题研究、与俄国文化传统关系研究、与西方文化关系

研究。 

［主题词］文学史/俄罗斯/近代/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俄罗斯/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林精华 主编 

［知识责任］林精华 译 

［次知识责任］曹雷雨 译 

［次知识责任］赵桂莲 译 

［次知识责任］姜丽 译 

  

 

［正题名］西方视野中的白银时代 

［并列题名］RUSSIAN SILVER AGE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林精华主编 

［译者］林精华…[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反映西方学者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研究成果的译文集。共四

个部分：重要理论研究、特殊文学史问题研究、与俄国文化传统关系研究、与西方文化关系

研究。 

［主题词］文学史/俄罗斯/近代/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俄罗斯/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林精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雷雨 译 

［次知识责任］赵桂莲 译 



［次知识责任］姜丽 译 

  

 

［正题名］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 

［第一责任人］殷克琪著 

［译者］洪天富译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第二章专门论述了尼采对鲁迅的影响。 

［知识责任］殷克琪 著 

［次知识责任］洪天富 译 

  

 

［正题名］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江庆柏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随园薪积 中国古代文学：文献与理论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系

列研究丛书 

［主题词］家族/文化史/研究/苏南地区/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江庆柏 著 

  

 

［正题名］历史焦点 

［书目卷册］上卷 

［并列题名］The Historical Focus 

［第一责任人］（英）约翰·格里宾…[等]著 

［译者］朱善平，张婴，孙宁…[等]译 

［译者］董正璟…[等]校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历史类 

［附注内容］面对宇宙、战争、人口、疾病、恐怖主义、家庭、大国关系等诸多历史问题的

困扰，21 世纪的人类将何去何从？本书集结了一批一流专家，对人们关注的历史焦点问题

做出的深入分析与预测，将为我们解 未来的命运之谜。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 

［主题词］社会发展 

［知识责任］格里宾 著 

［次知识责任］朱善平 译 

［次知识责任］张婴 译 

［次知识责任］孙宁 译 

［次知识责任］董正璟 校 

  

 



［正题名］历史焦点 

［书目卷册］下卷 

［并列题名］The Historical Focus 

［第一责任人］（英）约翰·格里宾…[等]著 

［译者］朱善平，张婴，孙宁…[等]译 

［译者］董正璟…[等]校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历史类 

［附注内容］面对宇宙、战争、人口、疾病、恐怖主义、家庭、大国关系等诸多历史问题的

困扰，21 世纪的人类将何去何从？本书集结了一批一流专家，对人们关注的历史焦点问题

做出的深入分析与预测，将为我们解 未来的命运之谜。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 

［知识责任］格里宾 著 

［次知识责任］朱善平 译 

［次知识责任］张婴 译 

［次知识责任］孙宁 译 

［次知识责任］董正璟 校 

  

 

［正题名］午夜日记 

［副题名］叶利钦自传 

［并列题名］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марафон 

［第一责任人］（俄）叶利钦（Ельцин，Б）著 

［译者］曹缦西，张俊翔译 

［出版者］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载了叶利钦一九九六年以后，总统生涯后半期的事件，对这一时期

俄罗斯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人事变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知识责任］叶利钦 著 

［知识责任］Ельцин 著 

  

 

［正题名］吴健雄 

［副题名］1912-1997 

［第一责任人］赵锐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外名人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赵锐 著 

  

 

［正题名］杨振宁 

［副题名］1922- 



［第一责任人］徐胜蓝，孟东明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中外名人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徐胜蓝 著 

［知识责任］孟东明 著 

  

 

［正题名］邓稼先 

［副题名］1924-1986 

［第一责任人］斯云，耕夫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外名人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斯云 著 

［知识责任］耕夫 著 

  

 

［正题名］钱学森 

［副题名］1911- 

［第一责任人］斯云，耕夫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外名人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斯云 著 

［知识责任］耕夫 著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内容包括原始社会、农奴社会、封

建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文学体裁。总结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主题词］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学良 主编 

［知识责任］梁庭望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公瑾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内容包括原始社会、农奴社会、封

建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文学体裁。总结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主题词］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学良 主编 

［知识责任］梁庭望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公瑾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内容包括原始社会、农奴社会、封

建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文学体裁。总结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主题词］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学良 主编 

［知识责任］梁庭望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公瑾 主编 

  

 

［正题名］中国审美文化史 

［丛书］唐宋卷 

［第一责任人］陈炎主编 

［译者］陈炎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册阐述了中国审美文化史中的万象更新的初唐、恢弘壮阔的盛唐、五光十色

的中唐、夕阳西下的晚唐、人文荟萃的北宋、残山剩水的南宋等。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唐代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陈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炎 著 

  

 

［正题名］中国审美文化史 

［丛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第一责任人］陈炎主编 

［译者］仪平策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册阐述了中国审美文化史中秦汉之际的“大美”气象、东汉时代的“崇实”

趣尚、魏晋之际的自我超越、东晋南朝的心灵感荡、古今南北的融通综合等。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秦汉时代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陈炎 主编 

［次知识责任］仪平策 著 

  

 

［正题名］中国审美文化史 

［丛书］先秦卷 

［第一责任人］陈炎主编 

［译者］廖群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册阐述了中国审美文化史的史前时代、夏商之际的巫史艺术、周代礼乐的人

文风貌、战国激情的个性展 等。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陈炎 主编 

［次知识责任］廖群 著 

  

 

［正题名］中国审美文化史 

［丛书］元明清卷 

［第一责任人］陈炎主编 

［译者］王小舒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册阐述了中国审美文化史中的元代昌盛的舞台大观、文人畸士的翰墨风骨、

族情调的雅俗交融、明代奇艳的市俗世界、推尚情欲的明代小说戏曲、清代典雅的末代文

化等。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元代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陈炎主编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小舒著 著 

  

 

［正题名］新家庭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赵孟营著 

［出版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围绕个人生活史的主线依次描述了社会成员个人



的性别的确立机制，恋爱、约会、择偶、结婚的历程，探讨了家庭内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

特点与沟通模式，从理论层次上解释了家庭的结构以及社会成员的亲缘关系等。 

［主题词］家庭社会学 

［知识责任］赵孟营 著 

  

 

［正题名］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副题名］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瑞雄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背景，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的根源，科学人文主

义的逆向途径，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现实途径等内容。 

［主题词］自然科学/关系/人文科学 

［知识责任］黄瑞雄 著 

  

 

［正题名］文化的解释 

［并列题名］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第一责任人］（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 

［译者］韩莉译 

［出版者］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丛编题名］人文与社会译丛 cgrs225h 第一批 cgrs225f 刘东，黄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梳理了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的误区，对文化的概念、文化与宗教、

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进行了详实的研究。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研究/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格尔茨 著 

［次知识责任］韩莉 译 

  

 

［正题名］人在旅途 

［副题名］於犁华自传 

［第一责任人］於犁华著 

［译者］哈迎飞，吕若涵编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海外暨港台作家自传丛书 

［知识责任］於犁华 著 

［次知识责任］哈迎飞 编 

［次知识责任］吕若涵 编 

  

 

［正题名］女性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魏国英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女性学教材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女性学的概念与体系，女性特质与特征，女性问题与妇女运动，中

国社会与中国女性，女性与未来等内容。 

［主题词］妇女学/概论 

［主题词］妇女学/教材 

［知识责任］魏国英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广告文化 

［并列题名］China Modern Advertising Culture 

［第一责任人］赵琛著 

［出版者］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用“在残酷的竞争中认识广告”、“中国近代广告设计家们”、“广告形式的

创新与发明”、“广告再次融合中西文化”等八部分的图片和文字介绍不同时期我国广告的特

点，阐述了中国近代广告文化的的发展与变迁。 

［主题词］广告业/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广告/文化/专题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赵琛 著 

  

 

［正题名］燕京大学人物志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辑主要收录的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烈士、教职工和建校之初到 1932 年入学的学生的传记。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韩达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少数民族教育/教育史/中国 

［知识责任］韩达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韩达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少数民族教育/教育史/中国 

［知识责任］韩达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韩达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少数民族教育/教育史/中国 

［知识责任］韩达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学年鉴 

［书目卷册］1998 

［第一责任人］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现代/年鉴 

  

 

［正题名］影尘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倓虚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9 

［主题词］僧侣/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倓虚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影尘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倓虚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9 

［主题词］宗教家/佛教/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倓虚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五十年来 

［第一责任人］王明道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0 

［主题词］宗教家/基督教/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明道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冶矿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李建兴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1 

［主题词］企业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建兴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八十回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修斋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2 

［主题词］企业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修斋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八十回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修斋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2 



［主题词］企业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修斋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马少云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马鸿奎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 

［主题词］军事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马鸿奎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老兵与教授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邓文仪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2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邓文仪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老兵与教授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邓文仪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2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邓文仪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烬余掇拾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胡静如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3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静如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烬余掇拾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胡静如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3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静如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沧海生平 

［第一责任人］崔通约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4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崔通约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往事留痕 

［第一责任人］刘平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5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平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 



［第一责任人］佚名著 

［译者］[邹韬奋译述]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6 

［附注内容］作者原籍为美国，著有本书，1927 年经邹韬奋译为中文并在每段后加有〈译

余闲谈〉，抨击中国的〈封建大家族主义〉。 

［主题词］自传体小说/美国/近代 

［主题词］杂文/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佚名 著 

［次知识责任］邹韬奋 译述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我在六十岁以前 

［第一责任人］马叙伦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7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马叙伦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我的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雷啸岑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8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雷啸岑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在出版界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张静卢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9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静卢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九十自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刘道元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0 

［主题词］教育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道元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九十自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刘道元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0 

［主题词］教育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道元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采访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赵敏恒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1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敏恒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吴楚帆自传 

［第一责任人］吴楚帆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2 



［主题词］电影演员/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楚帆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蒙召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赵世光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3 

［主题词］宗教家/基督教/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世光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企业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童世亨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4 

［主题词］企业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童世亨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企业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童世亨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四辑 14 

［主题词］企业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童世亨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园林史 

［第一责任人］孟亚男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七月[1993.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2 

［主题词］园林/建筑史/中国 

［知识责任］孟亚男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官制史 

［第一责任人］孙文良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七月[1993.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3 

［主题词］官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孙文良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目录学史 

［第一责任人］李瑞良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七月[1993.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4 

［主题词］目录学/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瑞良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书法史 

［第一责任人］蒋文光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七月[1993.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5 

［主题词］书法/艺术史/中国 

［知识责任］蒋文光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武术史 

［第一责任人］张纯本，崔乐泉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七月[1993.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6 

［主题词］武术/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纯本 著 

［知识责任］崔乐泉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戏剧史 

［第一责任人］张燕瑾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七月[1993.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8 

［主题词］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燕瑾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化史概论 

［第一责任人］刘志琴，吴廷嘉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七月[1993.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20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志琴 著 

［知识责任］吴廷嘉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案史 

［第一责任人］陈祖武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四月[1993.4]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11 

［主题词］学术思想/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陈祖武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禅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洪修平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四月[1993.4]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13 

［主题词］禅宗/佛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洪修平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间宗教史 

［第一责任人］冯佐哲，李富华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七月[1993.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14 

［主题词］原始宗教/宗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冯佐哲 著 

［知识责任］李富华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婚姻史 

［第一责任人］苏冰，魏林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四月[1993.4]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15 

［主题词］婚姻问题/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苏冰 著 

［知识责任］魏林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音乐史 

［第一责任人］萧兴华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三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16 

［主题词］音乐史/中国 

［知识责任］萧兴华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医中药史 

［第一责任人］魏子孝，聂莉芳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四月[1993.4]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主编奉 cgrs225h17 

［主题词］中医学/医学史/中国 

［主题词］中药学/医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魏子孝 著 

［知识责任］聂莉芳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数学史 

［第一责任人］李兆华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三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18 

［主题词］数学史/中国 

［主题词］古典数学 

［知识责任］李兆华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建筑史 

［第一责任人］萧默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八月[1993.8]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19 

［主题词］建筑史/中国 

［知识责任］萧默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散文史 

［第一责任人］刘一沾，石旭红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六月[1993.6]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21 

［主题词］散文/文学史/中国/研究 

［知识责任］刘一沾 著 



［知识责任］石旭红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诗歌史 

［第一责任人］张建业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六月[1993.6]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22 

［主题词］诗歌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建业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俗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张燕瑾，门岿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六月[1993.6]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23 

［主题词］民间文学/文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燕瑾 著 

［知识责任］门岿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陵寝史 

［第一责任人］任常泰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六月[1993.6]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25 

［主题词］帝王/陵墓/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任常泰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丧葬史 

［第一责任人］张捷夫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七月[1993.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26 



［主题词］葬俗/风俗习惯史/中国 

［主题词］葬礼/制度/中国/古代/研究 

［知识责任］张捷夫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宫殿史 

［第一责任人］林秀贞，陈绍棣，雷从云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八月[1995.8]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27 

［主题词］宫殿/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宫殿/建筑史/中国 

［知识责任］林秀贞 著 

［知识责任］陈绍棣 著 

［知识责任］雷从云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治学说史 

［第一责任人］郑昌淦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八月[1994.8]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28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郑昌淦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科举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李新达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九月[1994.9]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29 

［主题词］科举制度/中国/1911 年以前 

［知识责任］李新达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书院史 



［第一责任人］樊克政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八月[1995.8]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30 

［主题词］书院/教育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樊克政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节令史 

［第一责任人］李永匡，王熹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十二月[1995.1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31 

［主题词］节令/风俗习惯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永匡 著 

［知识责任］王熹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茶酒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朱自振，沈汉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十二月[1995.1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32 

［主题词］茶/文化史/中国 

［主题词］酒/风俗习惯史/中国 

［知识责任］朱自振 著 

［知识责任］沈汉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舞蹈史 

［第一责任人］王克芬，苏祖谦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二月[1996.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33 

［主题词］舞蹈史/中国 

［知识责任］王克芬 著 

［知识责任］苏祖谦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货币史 

［第一责任人］李祖德，刘精诚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十二月[1995.1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35 

［主题词］货币/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祖德 著 

［知识责任］刘精诚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商业政策史 

［第一责任人］吴慧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十二月[1995.1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36 

［主题词］商业政策/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吴慧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天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薄树人主编 

［译者］孙小淳等执笔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五月[1996.5]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39 

［主题词］天文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薄树人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小淳 执笔 

［次知识责任］石云里 执笔 

［次知识责任］鹿通 执笔 

［次知识责任］冯时 执笔 

［次知识责任］胡铁珠 执笔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地理学史 



［第一责任人］胡欣，江小群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十二月[1995.1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40 

［主题词］地理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胡欣 著 

［知识责任］江小群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史 

［第一责任人］陈力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四月[1996.4]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41 

［主题词］图书史/中国 

［知识责任］陈力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赌博史 

［第一责任人］郭双林，萧梅花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五月[1996.5]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42 

［主题词］赌博/历史/中国 

［主题词］社会病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郭双林 著 

［知识责任］萧梅花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宦官史 

［第一责任人］杜婉言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六月[1996.6]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43 

［主题词］宦官/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杜婉言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娼妓史 

［第一责任人］萧国亮编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月[1996.10]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44 

［主题词］娼妓/历史/中国 

［主题词］卖淫问题/社会病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萧国亮 编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词曲史 

［第一责任人］张建业，李勤印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八月[1996.8]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46 

［主题词］词曲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建业 著 

［知识责任］李勤印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程方平，毕诚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月[1996.10]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49 

［主题词］教育史/中国 

［知识责任］程方平 著 

［知识责任］毕诚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藏传佛教史 

［第一责任人］冉光荣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九月[1996.9]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50 

［主题词］喇嘛教/佛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冉光荣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字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孟世凯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f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 cgrs225h51 

［主题词］汉字/演变/文字学 

［知识责任］孟世凯 著 

［次知识责任］刘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泽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國新文化運動史 

［第一责任人］马寶珠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丛编题名］中國文化史叢書 cgrs225f 劉如仲，李澤奉主编 cgrs225h52 

［主题词］五四运动/文化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马寶珠 著 

［次知识责任］劉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澤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國兵制史 

［第一责任人］赫治清，王曉衛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六年四月[1997.4] 

［丛编题名］中國文化史叢書 cgrs225f 劉如仲，李澤奉主編 cgrs225h53 

［主题词］军制/军事史/中国 

［主题词］兵役制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赫治清 著 

［知识责任］王曉衛 著 

［次知识责任］劉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澤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國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閻守誠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六年八月[1997.8] 



［丛编题名］中國文化史叢書 cgrs225f 劉如仲，李澤奉主編 cgrs225h55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閻守誠 著 

［次知识责任］劉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澤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國都市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閻崇年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六年八月[1997.8] 

［丛编题名］中國文化史叢書 cgrs225f 劉如仲，李澤奉主編 cgrs225h57 

［主题词］社会生活/城市史/中国 

［知识责任］閻崇年 著 

［次知识责任］劉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澤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國鹽法史 

［第一责任人］李明明，吳慧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六年七月[1997.7] 

［丛编题名］中國文化史叢書 cgrs225f 劉如仲，李澤奉主編 cgrs225h58 

［主题词］税收制度/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盐税/商业政策/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明明 著 

［知识责任］吳慧 著 

［次知识责任］劉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澤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國屯墾史 

［第一责任人］張澤咸，郭松義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六年八月[1997.8] 

［丛编题名］中國文化史叢書 cgrs225f 劉如仲，李澤奉主編 cgrs225h59 

［主题词］屯垦/农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張澤咸 著 

［知识责任］郭松義 著 

［次知识责任］劉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澤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國海外交通史 



［第一责任人］陳高華，陳尚勝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六年八月[1997.8] 

［丛编题名］中國文化史叢書 cgrs225f 劉如仲，李澤奉主編 cgrs225h60 

［主题词］交通/外交史/中国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陳高華 著 

［知识责任］陳尚勝 著 

［次知识责任］劉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澤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國漕運史 

［第一责任人］李治亭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六年八月[1997.8] 

［丛编题名］中國文化史叢書 cgrs225f 劉如仲，李澤奉主編 cgrs225h62 

［主题词］漕运/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水路运输 

［知识责任］李治亭 著 

［次知识责任］劉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澤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中國租佃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劉永成著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六年十月[1997.10] 

［丛编题名］中國文化史叢書 cgrs225f 劉如仲，李澤奉主編 cgrs225h64 

［主题词］租佃关系/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劉永成 著 

［次知识责任］劉如仲 丛编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澤奉 丛编主编 

  

 

［正题名］捐獻史料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姜明清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六月[1993.6]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主题词］华侨/贡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姜明清 編 

  



 

［正题名］捐獻史料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姜明清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六月[1993.6]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主题词］华侨/贡献/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姜明清 編 

  

 

［正题名］役政史料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侯坤宏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六月[1990.6]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軍事史料 cgrs225h㈠ 

［主题词］兵役制度/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侯坤宏 編 

  

 

［正题名］役政史料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侯坤宏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六月[1990.6] 

［丛编题名］中華民國軍事史料 cgrs225h㈠ 

［主题词］兵役制度/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侯坤宏 編 

  

 

［正题名］近代中國的郵政（一八九五～一九二八） 

［第一责任人］徐雪霞著 

［出版者］东吴大学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十二月[1992.12]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徐雪霞 著 

  

 

［正题名］中英庚款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十二月[1993.12] 



［主题词］庚子赔款/史料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英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周琇環 编 

  

 

［正题名］中英庚款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十二月[1993.12] 

［主题词］庚子赔款/史料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英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周琇環 编 

  

 

［正题名］中英庚款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周琇環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十二月[1993.12] 

［主题词］庚子赔款/史料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英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周琇環 编 

  

 

［正题名］馬歇爾使華調處日誌 

［副题名］（1945 年 11 月～1947 年 1 月） 

［第一责任人］王成勉编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五月[1992.5] 

［主题词］国共谈判(1945～1947)/史料 

［知识责任］王成勉 编著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一百年 

［第一责任人］中國國民黨海外委員會编 

［出版者］海外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3 年 11 月[1994.11] 

［主题词］中国国民党/党史 

  

 

［正题名］中國的新路 

［第一责任人］吴江著 

［出版者］镜报文化企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8.3 

［主题词］社会主义革命/中国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知识责任］吴江 著 

  

 

［正题名］中國革命问题 

［第一责任人］[苏]里昂·托洛茨基著 

［译者］王凡西校译 

［出版者］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革命/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托洛茨基 著 

［次知识责任］王凡西 校译 

  

 

［正题名］陳獨秀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唐寶林主编 

［出版者］新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1919～1949 

［知识责任］唐宝林 主编 

  

 

［正题名］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一责任人］[美]伊罗生（Harold R. Isaacs）著 

［译者］刘海生译 

［出版者］新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主题词］革命/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伊罗生 著 

［知识责任］Isaacs 

［次知识责任］刘海生 译 

  

 

［正题名］龔德柏回憶錄 

［第一责任人］龔德柏著 

［出版者］新闻天地社 

［出版日期］民国五十二年五月[1963.5] 

［主题词］龚德柏/回忆录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龚德柏 著 

  

 



［正题名］胡炎漢回憶錄 

［第一责任人］胡炎漢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4 月[2001.4]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cgrs225h46 

［主题词］胡炎汉/回忆录 

［主题词］文化工作者/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炎汉 著 

  

 

［正题名］北一輝的革命情結 

［副题名］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 

［并列题名］Kita Ikki's radical complex: The Course of his involvement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revolutions 

［第一责任人］黃自進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4 月[2001.4]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cgrs225h85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日本/近代 

［主题词］同盟会/日本人/研究 

［知识责任］黄自进 著 

  

 

［正题名］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副题名］論文選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張啓雄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3 月[2001.3]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二十世纪/文集 

［知识责任］张启雄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副题名］論文選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張啓雄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3 月[2001.3]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二十世纪/文集 

［知识责任］张启雄 著 

  

 

［正题名］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1600-1900） 



［第一责任人］陳秋坤，洪麗完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4 月[2001.4]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台湾/近代 

［主题词］社会调查/中国/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陈秋坤 主编 

［知识责任］洪丽完 主编 

  

 

［正题名］深圳口岸百年沧桑 

［副题名］1900-2000 

［第一责任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编 

［译者］黄新华主编 

［出版者］万里书店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海关/经济史/中国/深圳/二十世纪 

［次知识责任］黄新华 主编 

  

 

［正题名］天祿琳琅 

［副题名］古代藏書和藏書楼 

［第一责任人］黄燕生著 

［出版者］万卷楼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6 月[2000.6] 

［丛编题名］中華文化寶庫 學術思想類 032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黄燕生 著 

  

 

［正题名］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鄭樑生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八月[2000.8] 

［丛编题名］文史哲学集成 429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文集 

［知识责任］郑樑生 著 

  

 

［正题名］中國符號學 

［第一责任人］周慶華著 

［出版者］杨智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Cultural map 



［主题词］汉语/语言学史 

［主题词］符号学/哲学理论/中国 

［知识责任］周庆华 著 

  

 

［正题名］山上之城 

［副题名］香港紅十字會的故事 1950-2000 

［第一责任人］吕大樂 

［出版者］香港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主题词］红十字会/历史/香港/现代 

［知识责任］吕大樂 著 

  

 

［正题名］香港天后崇拜 

［第一责任人］廖迪生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香港民俗叢書 

［主题词］妈祖/研究/中国/香港 

［知识责任］廖迪生 著 

  

 

［正题名］近代中日關係史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上村希美雄著 

［译者］陳鵬仁译 

［出版者］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8 月[2000.8]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近代 

［知识责任］上村希美雄 著 

［次知识责任］陈鹏仁 译 

  

 

［正题名］文革大字报精选 

［第一责任人］谭放，赵无眠选辑 

［译者］赵无眠述评 

［出版者］明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丛编题名］《真相》系列 cgrs225h 二 

［主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赵无眠 选评 

［知识责任］谭放 辑 

  



 

［正题名］文革大年表 

［并列题名］Culture Revolution Cgronicle 

［副题名］渊源·革命·余波 

［第一责任人］赵无眠 

［出版者］明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丛编题名］《真相》系列 cgrs225h 四 

［主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表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年表 

  

 

［正题名］中国当代民谣 

［第一责任人］陆非琅编著 

［出版者］明镜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浮华世界》系列 cgrs225h 十二 

［主题词］民间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讽刺文学/政治/中国/现代/作品集 

［主题词］讽刺文学/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陆非琅 编著 

  

 

［正题名］上海摩登 

［副题名］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 

［并列题名］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第一责任人］李欧梵著 

［译者］毛尖译 

［出版者］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主题词］文化史/上海/近代 

［主题词］城市/文化/中国/1930-1945 

［知识责任］李欧梵 著 

［知识责任］Lee 

［次知识责任］毛尖 译 

  

 

［正题名］客家源流新探 

［第一责任人］谢重光著 

［出版者］武陵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志/汉族 

［知识责任］谢重光 著 

  



 

［正题名］清赋一斑 

［第一责任人］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编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日期］1998.7 

［主题词］赋税/经济史/中国/台湾/清代/史料 

  

 

［正题名］清代台湾会党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庄吉发著 

［出版者］南天書局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南天台湾研究丛书 cgrs225h4 

［主题词］社团/历史/中国/台湾/清代 

［知识责任］庄吉发 著 

  

 

［正题名］近代华人神学文献 

［第一责任人］林荣洪编 

［出版者］中国神学研究院 

［出版日期］1986.3 

［主题词］神学/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基督教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荣洪 编 

  

 

［正题名］清代社会与实学 

［第一责任人］吕元聪，葛荣晋著 

［出版者］香港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主题词］社会/中国/清代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吕元聪 著 

［知识责任］葛荣晋 著 

  

 

［正题名］國民政府軍政組織史料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军政部 

［书目卷册］㈡ 

［第一责任人］周美华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三月[1999.3] 

［主题词］军事行政/军事组织机构/中国/史料/民国 



［主题词］政府机构/国民政府/史料 

［知识责任］周美华 编 

  

 

［正题名］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张锦郎，黄渊泉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三年八月[1974.8]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文化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锦郎 编 

［知识责任］黄渊泉 编 

  

 

［正题名］灌园先生日記 

［书目卷册］(一) 

［丛书］一九二七年 

［并列题名］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Vol.1, 1927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著 

［译者］許雪姬等注解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二月[2000.1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叢刊 1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近代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台湾 

［知识责任］林献堂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主编 

  

 

［正题名］张希哲先生访问记录 

［第一责任人］[张希哲]口述 

［译者］张存武访问 

［译者］李郁青记录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八月[2000.8]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 cgrs225h73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希哲 口述 

［次知识责任］张存武 访问 

［次知识责任］李郁青 记录 

  

 

［正题名］威权体制的台湾变迁 

［副题名］解严后的台湾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台湾研究推动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一月[2001.1] 

［主题词］政治制度/变迁/台湾/现代/文集 

  

 

［正题名］1999 大地动 

［副题名］921 集集大地震记录摄影集 

［并列题名］1999 The Quake: A Frame-by-Frame record of Taiwan's Septamber 21, 1999 

Earthquake 

［第一责任人］梁正居[等]撰稿 

［译者］金成财[等]摄影 

［译者］李汀主编 

［出版者］921 大地震摄影集义卖活动筹备委员会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地震灾害/图集/台湾/1999 

［知识责任］梁正居 撰稿 

［次知识责任］李汀 主编 

［次知识责任］金成财 摄影 

  

 

［正题名］清宫洋务始末台湾史料㈠ 

［第一责任人］洪安全总编辑 

［出版者］国立故宫博物院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月[1999.10] 

［丛编题名］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台湾文献丛编 

［主题词］洋务运动/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洪安全 总编辑 

  

 

［正题名］清宫洋务始末台湾史料㈡ 

［第一责任人］洪安全总编辑 

［出版者］国立故宫博物院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月[1999.10] 

［丛编题名］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台湾文献丛编 

［主题词］洋务运动/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洪安全 总编辑 

  

 

［正题名］清宫洋务始末台湾史料㈢ 

［第一责任人］洪安全总编辑 

［出版者］国立故宫博物院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月[1999.10] 

［丛编题名］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台湾文献丛编 

［主题词］洋务运动/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洪安全 总编辑 

  

 

［正题名］清宫洋务始末台湾史料㈣ 

［第一责任人］洪安全总编辑 

［出版者］国立故宫博物院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月[1999.10] 

［丛编题名］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台湾文献丛编 

［主题词］洋务运动/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洪安全 总编辑 

  

 

［正题名］血潮汇刊 

［副题名］（民国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陈灵谷，丘东平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九辑 881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 

［知识责任］陈灵谷 编 

［知识责任］丘东平 编 

  

 

［正题名］我军血战抗日的前后 

［副题名］（民国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贺铁铮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九辑 882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 

［知识责任］贺铁铮 编 

  

 

［正题名］上海抗日血战史 

［副题名］民国（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何大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九辑 883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 

［知识责任］何大言编 编 



  

 

［正题名］凇沪和战纪事 

［副题名］民国（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佚名辑 

［第一责任人］国新社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九辑 884 885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 

［主题词］满洲国/侵华/日本/1931-1937 

［知识责任］佚名 辑 

  

 

［正题名］中国抗战军事发展史 

［副题名］民国（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卢豫东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九辑 886 

［主题词］抗日战争/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卢豫东 著 

  

 

［正题名］陕西省农村调查 

［副题名］民国（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九辑 887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农村/调查/陕西/1933 

  

 

［正题名］绥远省分县调查报告 

［副题名］民国（二十三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九辑 888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农村/调查/华北/1933 



  

 

［正题名］绥远省分县调查报告 

［副题名］民国（二十三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编 

［第一责任人］周颂尧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九辑 888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农村/调查/内蒙古/1933 

［主题词］地方史/河套/内蒙古 

［知识责任］周颂尧 著 

  

 

［正题名］西康图经 

［副题名］（境域篇） 

［副题名］民国（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任乃强著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九辑 889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四川/近代 

［知识责任］任乃强 著 

  

 

［正题名］云南省农村调查 

［副题名］民国（二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三编 cgrs225h 第八十九辑 890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农村/调查/云南/1934 

  

 

［正题名］少年的回顾 

［第一责任人］邹鲁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1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邹鲁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周佛海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周佛海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2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佛海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程天固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程天固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3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程天固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程天固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程天固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3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程天固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鲁迅自传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4 

［主题词］文学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弹雨余生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赣萍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5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赣萍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弹雨余生述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张赣萍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5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赣萍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弹雨余生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赣萍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5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赣萍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新闻圈内四十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新命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6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新命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新闻圈内四十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新命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6 

［主题词］新闻工作者/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新命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我的半生 

［第一责任人］陈鹤琴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7 

［主题词］教育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鹤琴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自传两种 

［第一责任人］朱谦之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cgrs225f 张玉法，张瑞德主编 cgrs225h 第三辑 8 

［主题词］教育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朱谦之 著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瑞德 主编 

  



 

［正题名］陳獨秀與共產國際 

［第一责任人］唐寶林主编 

［出版者］新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陈独秀研究文集 cgrs225h2 

［主题词］陈独秀/研究/文集 

［主题词］共产国际/关系/中国/1926-1927/新民主主义革命 

［知识责任］唐宝林 主编 

  

 

［正题名］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五辑 

［丛书］冀东抗日根据地史料专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3 

［丛编题名］北京地区革命史资料 

［主题词］抗日斗争/北京/1935-1945/史料 

  

 

［正题名］民国军事史略稿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上册 

［第一责任人］姜克夫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附注内容］第三卷时间起自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到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止,全面叙

述了抗战八年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各大战役和在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坚持的敌后抗

战。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战争史/中国 

［主题词］国民党/历史 

［知识责任］姜克夫 编著 

  

 

［正题名］民国军事史略稿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下册 

［第一责任人］姜克夫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1.6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附注内容］第三卷时间起自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到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止,全面叙

述了抗战八年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各大战役和在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坚持的敌后抗

战。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战争史/中国 

［主题词］国民党/历史 

［知识责任］姜克夫 编著 

  

 

［正题名］摇篮与墓地 

［副题名］严复的思想和道路 

［第一责任人］陈越光, 陈小雅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4 

［丛编题名］走向未来丛书 

［知识责任］陈越光 编著 

［知识责任］陈小雅 编著 

  

 

［正题名］中国经学史 

［第一责任人］马宗霍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史丛书 cgrs225h 第 1 辑 

［主题词］经学/研究 

［知识责任］马宗霍 著 

  

 

［正题名］台湾与海外华人作家小传 

［第一责任人］王晋民，邝白曼编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9 

［主题词］作家/列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晋民 编著 

［知识责任］邝白曼 编著 

  

 

［正题名］熵: 一种新的世界观 

［第一责任人］(美)里夫金(Rifkin,J.), (美)霍华德(Howard,T.)著 

［译者］吕明, 袁舟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2 

［丛编题名］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Enteropy: a new world view 

［附注内容］根据美国纽约矮脚鸡出版公司 1981 年版译出 



［主题词］系统理论 

［主题词］熵/普及读物 

［知识责任］里夫金 著 

［知识责任］Rifkin 著 

［知识责任］霍华德 著 

［知识责任］Howard 著 

［次知识责任］吕明 译 

［次知识责任］袁舟 译 

CGRS905BZ0505126 

CGRS905DC912.67 

CGRS905EL350 

［副本数］1 

!!Z024328 

CGRS101Achi 

CGRS102ACN 

 

［正题名］第三思潮 

［副题名］马斯洛心理学 

［第一责任人］（美）弗兰克·戈布尔（Frank Goble）著 

［译者］吕明，陈红雯译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 

［丛编题名］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cgrs225f 汤永宽主编 

［附注内容］根据美国华盛顿广场出版社 1970 年版译出 

［主题词］人本主义/心理学学派 

［主题词］心理学学派/人本主义 

［主题词］心理学 

［知识责任］戈布尔 著 

［知识责任］Goble 著 

［次知识责任］吕明 译 

［次知识责任］陈红雯 译 

  

 

［正题名］悲惨的战争 

［副题名］我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日〕市川幸雄著 

［译者］戴炳富等译 

［出版者］清华大学外事办公室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侵华战争/日本/现代/回忆录 

［知识责任］市川幸雄 著 

  

 

［正题名］刘淑清传 



［第一责任人］王佩华编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王佩华 著编 

  

 

［正题名］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 

［副题名］清代的表达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黄宗智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黄宗智著 著 

  

 

［正题名］鲁迅与我七十年 

［第一责任人］周海婴著 

［出版者］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非凡书房 

［知识责任］周海婴 著 

  

 

［正题名］上海罢工 

［副题名］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一责任人］(美)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著 

［译者］刘平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广泛吸收欧美工人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工人政治放在比较的角度

加以研究。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政党等问题，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

况，为人们展示了一幅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研究/上海市 

［知识责任］裴宜理 著 

［知识责任］Perry 著 

［次知识责任］刘平 译 

  

 

［正题名］一个中国村庄 

［副题名］山东台头 

［第一责任人］杨懋春著 

［译者］张雄等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中国 古老农业区一个典型村庄——台头村全面而详尽的研究。内

容包括村庄的位置、家庭的构成、孩子培养、村际关系、村庄的明天等。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胶县/1945 

［知识责任］杨懋春 著 

［次知识责任］张雄 译 

  

 

［正题名］菊与刀 

［副题名］日本文化的类型 

［第一责任人］(美)鲁思·本尼迪克特(Benedict,Ruth)著 

［译者］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从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入手,分析了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指出日本

幼儿与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主题词］民族文化/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本尼迪克特 著 

［知识责任］Benedict 著 

［次知识责任］吕万和 译 

［次知识责任］熊达云 译 

［次知识责任］王智新 译 

  

 

［正题名］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朱大渭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朱大渭 著 

［知识责任］刘弛 著 

［知识责任］梁满仓 著 

［知识责任］陈勇 著 

  

 

［正题名］孙中山与中国社会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郭学旺著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伟大的社会革命与世纪伟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出现与嬗

变；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的世纪性转折；文化教育的变迁与社会意识的演化；精神遗产与时

代意义等。 



［知识责任］郭学旺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化历程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前提与准备 

［第一责任人］虞和平主编 

［译者］郭润涛，马平安等撰稿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全套书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了视野 阔、时间跨度大、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

究。本卷跨越年代为 1840 年以前至 1911 年。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虞和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润涛 撰稿 

［次知识责任］马平安 撰稿 

  

 

［正题名］中国现代化历程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启动与抉择 

［第一责任人］虞和平主编 

［译者］郭润涛，马平安等撰稿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全套书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了视野 阔、时间跨度大、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

究。本卷跨越年代为 1840 年以前至 1911 年。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虞和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润涛 撰稿 

［次知识责任］马平安 撰稿 

  

 

［正题名］中国现代化历程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改道与腾飞 

［第一责任人］虞和平主编 

［译者］郭润涛，马平安等撰稿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全套书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了视野 阔、时间跨度大、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

究。本卷跨越年代为 1840 年以前至 1911 年。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虞和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润涛 撰稿 

［次知识责任］马平安 撰稿 

  

 

［正题名］陕西民国战争史 

［书目卷册］中 

［丛书］共产党人在陕西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争 

［第一责任人］郭润宇著 

［出版者］三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战争史/陕西/民国 

［知识责任］郭润宇 著 

  

 

［正题名］黄河史 

［第一责任人］鲁枢元，陈先德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黄河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卷全面讲述了黄河的自然史、黄土地上的人文史、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史、

黄河人的文化心态史。让读者深入地领略黄河的神韵和风采。 

［知识责任］鲁枢元 主编 

［知识责任］陈先德 主编 

  

 

［正题名］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丛书］冀东抗日根据地史料专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9 

［丛编题名］北京地区革命史资料 

［主题词］抗日斗争/北京/1931-1932/史料 

  

 

［正题名］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冀东抗日根据地史料专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丛编题名］北京地区革命史资料 

［主题词］抗日斗争/北京/1932-1935/史料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1 辑 

［丛书］民族资本创办和经营的工业 

［第一责任人］陈真等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57.11 

［主题词］工业经济史/中国/近代/资料 

［知识责任］陈真 编 

［知识责任］姚洛 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二辑 

［副题名］1895-1914 年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汪敬虞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62.8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第 2 种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895-1914/资料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汪敬虞 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副题名］1840－1949 

［书目卷册］第 3 卷 

［第一责任人］彭泽益编 

［出版者］中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2.7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cgrs225h 第 4 种 

［主题词］手工业/中国/近代/资料 

［知识责任］彭泽益 编 

  

 

［正题名］现代史 

［副题名］苏共中央直辖高级党校教材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1917-1939 

［丛书］上册 

［第一责任人］(苏)扎梅斯洛娃(З.А.)主编 

［译者］苏苒，郭瑞一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61.12 

［主题词］现代史/苏联/1917～1939 

［知识责任］扎梅斯洛娃(З.А.) 主编 

［次知识责任］苏苒 译 

［次知识责任］郭瑞一 译 

  

 

［正题名］现代史 

［副题名］苏共中央直辖高级党校教材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1917-1939 

［丛书］下册 

［第一责任人］(苏)扎梅斯洛娃(З.А.)主编 

［译者］苏苒，郭瑞一等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61.12 

［主题词］现代史/苏联/1917～1939 

［知识责任］扎梅斯洛娃(З.А.) 主编 

［次知识责任］苏苒 译 

［次知识责任］郭瑞一 译 

  

 

［正题名］现代史 

［副题名］苏共中央直辖高级党校教材 

［书目卷册］第二卷 

［副题名］1939-1959 

［丛书］上册 

［第一责任人］(苏)扎梅斯洛娃(З.А.)主编 

［译者］国人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61.12 

［主题词］现代史/苏联/1939-1959 

［知识责任］扎梅斯洛娃(З.А.) 主编 

［次知识责任］国人 译 

  

 

［正题名］现代史 

［副题名］苏共中央直辖高级党校教材 

［书目卷册］第二卷 

［副题名］1939-1959 

［丛书］下册 

［第一责任人］(苏)扎梅斯洛娃(З.А.)主编 

［译者］国人译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61.12 

［主题词］现代史/苏联/1939-1959 

［知识责任］扎梅斯洛娃(З.А.) 主编 

［次知识责任］国人 译 

  

 

［正题名］黄炎培研究文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朱宗震，陈伟忠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知识责任］朱宗震 主编 

［知识责任］陈伟忠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像章研究 

［第一责任人］饶贵祥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1989.6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饶贵祥 著 

  

 

［正题名］巾帼英杰 

［第一责任人］尚恒其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万安丛书 5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故女画家邵碧芳先生事略”、“侠骨冰心的女艺术家刘喜奎”、

“怀念郭晋华教授”等。 

［主题词］妇女/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尚恒其 主编 

  

 

［正题名］岫庐 后十年自述 

［第一责任人］王云五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6 年 7 月[1977.7] 

［知识责任］王云五著 著 

  

 

［正题名］岫庐八十自述 

［第一责任人］王云五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56 年 7 月[1967.7] 

［知识责任］王云五著 著 

  

 

［正题名］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 

［第一责任人］张注洪主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美国 

［知识责任］张注洪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的东北亚研究 

［第一责任人］金熙德主编 

［译者］林昶副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东北亚/研究/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金熙德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昶 副主编 

  

 

［正题名］司徒美堂 

［第一责任人］中国致公党中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司徒美堂先生是著名爱国侨领，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本书包括“司徒美堂

文选”、“纪念司徒美堂文选”、“司徒美堂生平与大事年表”三部分。 

  

 

［正题名］苏联缩语新语辞典 

［副题名］俄汉英 

［第一责任人］李国钧编译 

［出版者］广记印书局 

［出版日期］1933.8 

［主题词］苏联学/缩略语/词典 

［知识责任］李国钧 编译 

  

 

［正题名］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 

［副题名］1929－1940 

［第一责任人］（波）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cher）著 

［译者］王国龙等译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丛编题名］先知三部曲 

［附注内容］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 

［知识责任］多伊彻 著 

［知识责任］Deutcher 著 

［次知识责任］王国龙 译 

  

 

［正题名］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副题名］1921－1929 

［第一责任人］（波）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cher）著 

［译者］王国龙等译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先知三部曲 

［附注内容］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 

［知识责任］多伊彻 著 

［知识责任］Deutcher 著 

［次知识责任］王国龙 译 

  

 

［正题名］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副题名］1879－1921 

［第一责任人］（波）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cher）著 

［译者］王国龙等译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先知三部曲 

［附注内容］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 

［知识责任］多伊彻 著 

［知识责任］Deutcher 著 

［次知识责任］王国龙 译 

  

 

［正题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副题名］1926－1927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丛编题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3 

［主题词］共产国际/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1926～1927 

  

 



［正题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副题名］1926－1927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丛编题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4 

［主题词］共产国际/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1926～1927/史料 

  

 

［正题名］人的问题 

［第一责任人］(美)杜威(Dewey, .J.)著 

［译者］付统先, 丘椿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 

［丛编题名］西方学术译丛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 Problems of men. 

［附注内容］根据纽约哲学图书公司 1946 年英文版译出 

［主题词］人的社会性/关系/教育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 

［知识责任］杜威 著 

［知识责任］Dewey 著 

［次知识责任］付统先 译 

［次知识责任］丘椿 译 

  

 

［正题名］考古学专题六讲 

［第一责任人］张光直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5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考古系专题讲座之一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从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

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泛论考古学等 6 讲。 

［主题词］考古学/讲座 

［知识责任］张光直 著 

  

 

［正题名］山东省地图册 

［第一责任人］山东省测绘局编制 

［出版者］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12 

［主题词］省区地图/山东/地图集 

  

 



［正题名］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回声 

［第一责任人］朱耀垠著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科学与社会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5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科学/人生观/研究 

［知识责任］朱耀垠 著 

  

 

［正题名］昭和宰相列传 

［第一责任人］日本现代评论社编 

［译者］孙雷门，申译福译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12 

［主题词］首相/列传/日本/现代 

［主题词］宰相/列传/日本/现代 

［次知识责任］孙雷门 译 

［次知识责任］申译福 译 

  

 

［正题名］陕西近现代名人录 

［书目卷册］续集 

［第一责任人］梁星亮等主编 

［译者］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西北大学 

［出版日期］1991.8 

［主题词］人名录/陕西/近代 

［主题词］人名录/陕西/现代 

［知识责任］梁星亮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 

［副题名］1949－1989 

［第一责任人］杨正光主编 

［译者］张暄编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 

［丛编题名］中日关系史丛书 二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1949～1989 

［知识责任］杨正光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暄 编著 

  

 



［正题名］忻口战役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忻州市委员会编 

［译者］刘子山审稿，胡金福、刘存善编辑 

［出版者］政协忻州市委员会 

［出版日期］1985.8 

［主题词］战役/忻口/现代/史料 

［主题词］侵华战争/日本/现代/史料 

［次知识责任］刘子山 审稿 

［次知识责任］胡金福 编辑 

［次知识责任］刘存善 编辑 

  

 

［正题名］北京抗战史话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5 

［主题词］抗日斗争/北京/史料/1937-1945 

  

 

［正题名］山东解放区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辛玮…[等]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3 

［主题词］解放区/山东/史料 

［知识责任］辛玮 主编 

［知识责任］尹平符 主编 

［知识责任］王兆良 主编 

［知识责任］贾蔚昌 主编 

［知识责任］王伯群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菏泽地区党史大事记 

［副题名］1927～1949 

［第一责任人］田浩存等主编 

［译者］中共菏泽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菏泽地区各级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活动、

重要事件。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大事记/菏泽地区/1927～1949 

［知识责任］田浩存 主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 

［出版者］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 

［出版日期］[出版时间不详] 

［丛编题名］国民党研究资料丛书 

［主题词］抗日战争/国民党/战场/史料 

  

 

［正题名］北京革命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出版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10 

［主题词］党史/大事记/北京/现代 

  

 

［正题名］北平抗日斗争史资料选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地区人民抗日斗争史》课题组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主题词］抗日战争/北京/史料 

  

 

［正题名］北平抗日斗争史资料选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地区人民抗日斗争史》课题组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8 

［主题词］抗日战争/北京/史料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等］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苏中立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百科史苑 

［附注内容］贵州师范大学国家“八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基金资助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吴雁南 主编 



［知识责任］冯祖贻 主编 

［知识责任］苏中立 主编 

［知识责任］郭汉民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等］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苏中立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百科史苑 

［附注内容］贵州师范大学国家“八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基金资助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吴雁南 主编 

［知识责任］冯祖贻 主编 

［知识责任］苏中立 主编 

［知识责任］郭汉民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等］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郭汉民，莫志斌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百科史苑 

［附注内容］贵州师范大学国家“八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基金资助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吴雁南 主编 

［知识责任］冯祖贻 主编 

［知识责任］苏中立 主编 

［知识责任］郭汉民 主编 

［知识责任］莫志斌 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等］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郭汉民，陈先初卷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8 

［丛编题名］百科史苑 

［附注内容］贵州师范大学国家“八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基金资助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吴雁南 主编 

［知识责任］冯祖贻 主编 

［知识责任］苏中立 主编 

［知识责任］郭汉民 主编 

［知识责任］陈先初 卷主编 

  

 

［正题名］求是室漫笔 

［副题名］龚书铎随笔 

［第一责任人］龚书铎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历史学家随笔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主题词］随笔/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龚书铎 著 

  

 

［正题名］黄埔军校秘史 

［第一责任人］王辉强主编 

［译者］宋安明等执笔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知识责任］王辉强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宋安明 执笔 

  

 

［正题名］汉代农业 

［副题名］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第一责任人］(美)许倬云著 

［译者］程农，张鸣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cgrs225f 刘东主编 

［附注内容］据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译出 

［主题词］农业史/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知识责任］许倬云 著 



［次知识责任］程农 译 

［次知识责任］张鸣 译 

［次知识责任］刘东 丛书主编 

  

 

［正题名］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中秋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南京大学学术文库 cgrs225f 蒋树生主编 

［附注内容］南京大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 

［主题词］比较法学/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张中秋 著 

［次知识责任］蒋树生 丛书主编 

  

 

［正题名］蒋春霖评传 

［第一责任人］黄嫣梨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2 

［主题词］文学家/传记/清代 

［知识责任］黄嫣梨 著 

  

 

［正题名］青海藏族史 

［第一责任人］陈光国著 

［出版者］青海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5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青海 

［主题词］藏族/历史/研究/中国/青海 

［知识责任］陈光国 著 

  

 

［正题名］新德汉词典 

［第一责任人］潘再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德语/词典/汉语 

［知识责任］潘再平 主编 

  

 

［正题名］新政革命与日本 

［副题名］中国，1898-1912 

［第一责任人］（美）任达著 



［译者］李仲贤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cgrs225f 刘东主编 

［主题词］文化史/日本、中国 

［知识责任］任达 著 

［知识责任］Reynolds 著 

［次知识责任］李仲贤 译 

［次知识责任］刘东 丛书主编 

  

 

［正题名］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自述 

［第一责任人］章太炎著 

［译者］倪伟编选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丛编题名］中国学人自述丛书 

［知识责任］章太炎 著 

［次知识责任］倪伟 编选 

  

 

［正题名］耿飚回忆录 

［副题名］1909～1949 

［第一责任人］耿飚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7 

［知识责任］耿飚 著 

  

 

［正题名］耿飚回忆录 

［副题名］1949～1992 

［第一责任人］耿飚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知识责任］耿飚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 

［第一责任人］杨一凡、陈寒枫、甘功仁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一凡 主编 

［知识责任］陈寒枫 主编 



［知识责任］甘功仁 主编 

  

 

［正题名］谭其骧日记 

［第一责任人］谭其骧著 

［译者］葛剑雄编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纪实/日记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日记 

［知识责任］谭其骧 著 

［次知识责任］葛剑雄 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杂文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姚春树，袁勇麟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主题词］杂文/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姚春树 著 

［知识责任］袁勇麟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杂文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姚春树，袁勇麟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主题词］杂文/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姚春树 著 

［知识责任］袁勇麟 著 

  

 

［正题名］战后初期中共与香港进步文化 

［第一责任人］袁小伦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文化事业/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香港 

［知识责任］袁小伦 著 

  

 



［正题名］李约瑟文献 50 年 

［副题名］1942-1992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钱国忠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李约瑟研究著译书系 

［附注内容］李约瑟 1942 年执行援华使命至 1992 年期间的有关文献资料集。本书以罕见及

台湾地区的资料为选编原则，全书分报道、档案、论文、演讲、杂文、书评、序跋、函电等

八大类，较全面地反映了李约瑟的生平、思想、论著及其国际影响。 

［知识责任］李约瑟  王钱国忠 编 

  

 

［正题名］李约瑟文献 50 年 

［副题名］1942-1992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钱国忠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丛编题名］李约瑟研究著译书系 

［附注内容］李约瑟 1942 年执行援华使命至 1992 年期间的有关文献资料集。本书以罕见及

台湾地区的资料为选编原则，全书分报道、档案、论文、演讲、杂文、书评、序跋、函电等

八大类，较全面地反映了李约瑟的生平、思想、论著及其国际影响。 

［知识责任］王钱国忠 编 

  

 

［正题名］中国居住文化 

［第一责任人］丁俊清著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7 

［主题词］家庭/居住/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丁俊清 著 

  

 

［正题名］天理难容 

［副题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 

［第一责任人］章 沅编译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1937) 

［知识责任］章 沅 编译 

  

 

［正题名］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丛书］古代卷 

［第一责任人］张瑞璠，王承绪主编 

［译者］孙培青，任钟引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教育思想/历史/世界 

［主题词］教育思想/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瑞璠 主编 

［知识责任］王承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培青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钟引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丛书］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张瑞璠，王承绪主编 

［译者］张人杰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教育思想/历史/世界 

［主题词］教育思想/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张瑞璠 主编 

［知识责任］王承绪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人杰 本卷主编 

  

 

［正题名］蔡元培年谱长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1868-1916 

［第一责任人］高平叔撰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高平叔 撰著 

  

 

［正题名］蔡元培年谱长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副题名］1933-1940 

［第一责任人］高平叔撰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高平叔 撰著 



  

 

［正题名］蔡元培年谱长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副题名］1917-1926 

［第一责任人］高平叔撰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高平叔 撰著 

  

 

［正题名］蔡元培年谱长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副题名］1927-1932 

［第一责任人］高平叔撰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高平叔 撰著 

  

 

［正题名］北平的新生 

［副题名］[摄影集] 

［第一责任人］徐俊德主编 

［译者］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1949～1999/摄影集 

［知识责任］徐俊德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 

［第一责任人］孙晓华主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孙晓华 主编 

  

 

［正题名］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徐苏斌著 

［出版者］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城市规划/建筑艺术/中国/考察/研究 

［主题词］古建筑/中国/考察/研究 

［知识责任］徐苏斌 著 

  

 

［正题名］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史論集 

［第一责任人］王良行著 

［出版者］知书房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贸易史/资料 

［知识责任］王良行 著 

  

 

［正题名］中國經濟年鑑 

［丛书］民國三十六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太平洋經濟研究所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八月[200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cgrs225f 沈云龙主编 cgrs225h 第九十輯 899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中国/近代 

［次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經濟年鑑 

［丛书］民國三十六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太平洋經濟研究所發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八月[200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cgrs225f 沈云龙主编 cgrs225h 第九十輯 :900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中国/近代 

［次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戰後經濟調查會第一次報告書 

［丛书］民國八年 

 

［正题名］戰後經濟調查會第四次報告書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國務院印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八月[200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cgrs225f 沈云龙主编 cgrs225h 第九十輯 :891-:892 



［主题词］经济史/调查报告/中华民国/1918 

［次知识责任］沈云龙 丛书主编 

  

 

［正题名］ 近之五十年 

［副题名］民国十二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申報館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八月[200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cgrs225f 沈云龙主编 cgrs225h 第九十輯 :893 

［主题词］世界史/现代 

［主题词］中国史/现代 

［次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 近之五十年 

［副题名］民国十二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申報館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八月[200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cgrs225f 沈云龙主编 cgrs225h 第九十輯 :893 

［主题词］世界史/现代 

［主题词］中国史/现代 

［次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 

［副题名］民國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國立廣東大學農學院刊行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八月[200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cgrs225f 沈云龙主编 cgrs225h 第九十輯 :894 

［主题词］农业史/调查报告/广东/民国时代 

［次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浙江省礦產調查所彙報 

［副题名］民國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浙江省礦產調查所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八月[200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cgrs225f 沈云龙主编 cgrs225h 第九十輯 :895 



［主题词］矿产资源/调查报告/浙江/民国时代 

［次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上海金融組織概要 

［副题名］民國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楊蔭溥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八月[200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cgrs225f 沈云龙主编 cgrs225h 第九十輯 :896 

［主题词］金融史/上海/民国时代 

［知识责任］杨阴溥 编 

  

 

［正题名］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 

［副题名］民國二十八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朱邦興等合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八月[200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cgrs225f 沈云龙主编 cgrs225h 第九十輯 :897 

［主题词］工业经济/历史/上海/民国时代 

［知识责任］朱邦兴 编 

  

 

［正题名］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 

［副题名］民國二十八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朱邦興等合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八月[2001.8]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cgrs225f 沈云龙主编 cgrs225h 第九十輯 :898 

［主题词］工业经济/历史/上海/民国时代 

［知识责任］朱邦兴 编 

  

 

［正题名］1895 年·決戰八卦山 

［副题名］乙未年抗日義軍浴血風雲錄 

［书目卷册］卷上 

［丛书］孽海孤舟美麗島 

［第一责任人］陳文德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4 年 5 月[1995.5] 

［主题词］抗日斗争/台湾/1895 



［知识责任］陈文德 著 

  

 

［正题名］1895 年·決戰八卦山 

［副题名］乙未年抗日義軍浴血風雲錄 

［书目卷册］卷下 

［丛书］乙未煙塵台灣魂 

［第一责任人］陳文德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4 年 5 月[1995.5] 

［主题词］抗日斗争/台湾/1895 

［知识责任］陈文德 著 

  

 

［正题名］全民族战戰爭論 

［第一责任人］张君勱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5 年[1976] 

［丛编题名］張君勱先生遺著叢書 

［主题词］军事/政治/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知识责任］张君劢 4 著 

  

 

［正题名］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第一责任人］嚴耕望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3 

［丛编题名］岫盧文庫 107 

［主题词］史学家/评传 

［知识责任］严耕望 著 

  

 

［正题名］中國監獄法制史 

［第一责任人］李甲孚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3 年[1984] 

［主题词］监狱/法制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甲孚 著 

  

 

［正题名］桃花聖解盦日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銘撰 

［译者］王雲五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2 年 7 月[1973.7] 

［知识责任］李慈铭 撰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编 

  

 

［正题名］桃花聖解盦日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銘撰 

［译者］王雲五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2 年 7 月[1973.7] 

［知识责任］李慈铭 撰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编 

  

 

［正题名］桃花聖解盦日記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銘撰 

［译者］王雲五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2 年 7 月[1973.7] 

［知识责任］李慈铭 撰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编 

  

 

［正题名］桃花聖解盦日記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銘撰 

［译者］王雲五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2 年 7 月[1973.7] 

［知识责任］李慈铭 撰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编 

  

 

［正题名］桃花聖解盦日記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清）李慈銘撰 

［译者］王雲五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2 年 7 月[1973.7] 

［知识责任］李慈铭 撰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编 



  

 

［正题名］中華水運史 

［第一责任人］王洸编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1 年 4 月[1982.4] 

［丛编题名］中華科學技藝史叢書 cgrs225f 陈立夫主编 

［主题词］水运史/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王洸编 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的憲政發展 

［副题名］民國卅八年以來的憲法變遷 

［第一责任人］齊光裕著 

［出版者］扬智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1998.11 

［主题词］政治史/台湾/当代 

［主题词］宪法/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齐光裕 著 

  

 

［正题名］國父之家世與學養 

［第一责任人］羅香林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1 年 7 月[1972.7] 

［知识责任］罗香林 著 

  

 

［正题名］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 

［第一责任人］杨亮功等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6 

［知识责任］杨亮功 著 

  

 

［正题名］松花江畔百年傳 

［第一责任人］陳纪滢编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9 年 3 月[1990.3] 

［主题词］地方史/黑龙江 

［知识责任］陈纪滢 编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现代史論集 



［书目卷册］第 12 编 

［丛书］戊戌變法 

［第一责任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 3 月[1986.3]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论文集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论文集 

  

 

［正题名］明清社會文化生態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7.7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中共計劃生育的分析 

［第一责任人］鄧辛未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1 年 11 月[1987.11] 

［主题词］计划生育/分析/中国 

［知识责任］邓辛未 著 

  

 

［正题名］我國立法院建立助理制度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美珍撰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7 年 1 月[1988.1] 

［主题词］立法/制度/研究/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朱美珍 撰 

  

 

［正题名］民國張懷九先生知本年譜 

［第一责任人］張文伯编 

［译者］王云五主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9 年 11 月[1980.11]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 11 辑 

［知识责任］张文伯 编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主编 

  

 

［正题名］民國青芝老人林子超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林逸撰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 7 月[1985.7]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 19 辑 cgrs225f 王云五主编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逸 撰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丛书主编 

  

 

［正题名］清黄公度先生遵憲年譜 

［第一责任人］吴天任编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 7 月[1985.7]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 19 辑 

［知识责任］吴天任 编著 

  

 

［正题名］清鑑湖女侠秋瑾年譜 

［第一责任人］林逸撰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 7 月[1985.7]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 19 辑 cgrs225f 王云五主编 

［知识责任］林逸 撰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丛书主编 

  

 

［正题名］民國康長素先生有為梁任公先生啟超師生合譜 

［第一责任人］楊克己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 2 月[1987.2]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 18 辑 cgrs225f 王云五主编 

［知识责任］杨克己 编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丛书主编 

  

 

［正题名］清徐松龕先生繼畲年譜 

［第一责任人］方聞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 8 月[1987.8]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 17 辑 cgrs225f 王云五主编 

［知识责任］方闻 编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丛书主编 

  

 



［正题名］清黄仲则先生景仁年譜 

［第一责任人］黄逸之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9 年 7 月[1980.7]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 10 辑 cgrs225f 王云五主编 

［知识责任］黄逸之 著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丛书主编 

  

 

［正题名］民國朱上將紹良年譜 

［第一责任人］周開慶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 10 月[1981.10]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 14 辑 cgrs225f 王云五主编 

［知识责任］周 庆 编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丛书主编 

  

 

［正题名］清王文敏公懿榮年譜 

［第一责任人］王崇焕辑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 6 月[1986.6]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 19 辑 cgrs225f 王云五主编 

［主题词］甲骨文/专家 

［知识责任］王崇焕 辑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丛书主编 

  

 

［正题名］民國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譜 

［第一责任人］杨恺龄撰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 6 月[1987.6]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 8 辑 cgrs225f 王云五主编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杨恺龄 撰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丛书主编 

  

 

［正题名］國内國外二十年 

［副题名］一九四九～一九六九 

［第一责任人］曹志源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 3 月[1987.3] 

［主题词］外交家/文集 



［知识责任］曹志源 著 

  

 

［正题名］清雍正朝的養廉银研究 

［第一责任人］佐伯富著 

［译者］郑梁生译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6.7 

［丛编题名］新人人文库 :112 

［主题词］廉正/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佐伯富 著 

［次知识责任］郑梁生 译 

  

 

［正题名］編谴會議的實施與影響 

［第一责任人］刘维 撰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 3 月[1989.3] 

［丛编题名］史学研究论文丛刊 

［主题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刘维  撰 

  

 

［正题名］血祭金門 

［第一责任人］洪小夏著 

［出版者］新大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炮击金门/1949-1959/纪实文学 

［知识责任］洪小夏 著 

  

 

［正题名］王力反思錄 

［副题名］王力遺稿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力著 

［出版者］北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政治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力 著 

  

 

［正题名］王力反思錄 

［副题名］王力遺稿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力著 

［出版者］北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政治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力 著 

  

 

［正题名］李鴻章與清季中國外交 

［第一责任人］蔡东杰著 

［出版者］文津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蔡东杰 著 

  

 

［正题名］張建與軍醫學校 

［副题名］兼述抗戰時期軍醫教育 

［第一责任人］張麗安著 

［出版者］天地圖書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世纪回望 cgrs225h10 

［主题词］军事医学/教育史/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张丽安 著 

  

 

［正题名］百年家族 

［副题名］顧維鈞 

［第一责任人］沈潜 

［出版者］立绪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新世纪丛书 传记 

［主题词］外交家/传记 

［知识责任］沈潜 著 

  

 

［正题名］近代台灣海運發展 

［副题名］戎克船到长荣巨舶 

［第一责任人］戴宝村著 

［出版者］玉山社 

［出版日期］2001 

［丛编题名］典藏·台湾 cgrs225h1 

［主题词］海运史/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戴宝村 著 

  



 

［正题名］大投資家胡應湘傳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袁厚春著 

［出版者］博益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建筑工程/高速公路/香港/现代 

［知识责任］袁厚春 著 

  

 

［正题名］大投資家胡應湘傳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袁厚春著 

［出版者］博益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建筑工程/高速公路/香港/现代 

［知识责任］袁厚春 著 

  

 

［正题名］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 

［副题名］犧牲、奮戰、光榮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郑浪平著 

［出版者］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01 

［丛编题名］麦田丛书 cgrs225h20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1-1945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郑浪平 著 

  

 

［正题名］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 

［副题名］犧牲、奮戰、光榮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郑浪平著 

［出版者］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01 

［丛编题名］麦田丛书 cgrs225h20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1-1945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郑浪平 著 

  

 

［正题名］中國與近代東亞 



［第一责任人］黄文雄著 

［译者］李明宗译 

［出版者］草根出版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认识中国系列 cgrs225h3 

［主题词］历史/东亚/近代 

［主题词］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对外关系/中国、东亚/近代 

［知识责任］黄文雄 著 

［次知识责任］李明宗 译 

  

 

［正题名］台灣的歷史與民俗 

［第一责任人］[日]国分直一著 

［译者］邱梦蕾译 

［出版者］武陵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8.9[1991 年初版] 

［丛编题名］台湾研究丛书 cgrs225hT-26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主题词］风俗习惯/台湾 

［知识责任］国分直一 著 

［次知识责任］邱梦蕾 译 

  

 

［正题名］民國高僧傳 

［书目卷册］初编 

［第一责任人］于凌波著 

［出版者］昭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昭明文史 cgrs225h23 

［主题词］佛教徒/传记/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于凌波 著 

  

 

［正题名］孫中山在夏威夷 

［副题名］活動和追隨者 

［第一责任人］马袞生著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2000] 

［主题词］华侨/美国 

［主题词］历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马袞生 著 

  

 



［正题名］明清山東農業地理 

［第一责任人］李今福著 

［出版者］五南文化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2000] 

［主题词］经济地理/山东/明代、清代 

［主题词］农业经济/山东/明代、清代 

［知识责任］李今福 著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書籍論文資料舉要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胡平生编著 

［出版者］学生書局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2 月[2000] 

［主题词］现代史/专题目录/中国 

［主题词］内容提要/现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胡平生 编著 

  

 

［正题名］越南與中法戰爭 

［第一责任人］龙章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中法战争/1884-1885 

［主题词］对外关系/中国/法国/清代 

［知识责任］龙章 著 

  

 

［正题名］胡適的社會思想 

［第一责任人］蔡清隆著 

［出版者］巨流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 7 月[1998] 

［主题词］社会学/学术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蔡清隆 著 

  

 

［正题名］香港史研究书目题解 

［并列题名］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Hong Kong History 

［第一责任人］李培德编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历史/研究/香港/专题书目 

［知识责任］李培德 编 

  



 

［正题名］香港發展地圖集 

［第一责任人］薛凤旋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2 

［主题词］历史/香港/现代/地图集 

［知识责任］薛凤旋 著 

  

 

［正题名］清史图典 

［副题名］清朝通史图录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太祖 太宗朝 

［第一责任人］故宫博物院编 

［译者］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通史/清代/图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万平 副主编（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玉海 副主编 

  

 

［正题名］清史图典 

［副题名］清朝通史图录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顺治朝 

［第一责任人］故宫博物院编 

［译者］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通史/清代/图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万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玉海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严勇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史图典 

［副题名］清朝通史图录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康熙朝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故宫博物院编 

［译者］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通史/清代/图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万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玉海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汪亓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史图典 

［副题名］清朝通史图录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康熙朝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故宫博物院编 

［译者］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通史/清代/图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万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玉海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汪亓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史图典 

［副题名］清朝通史图录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雍正朝 

［第一责任人］故宫博物院编 

［译者］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通史/清代/图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万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玉海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聂卉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史图典 

［副题名］清朝通史图录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乾隆朝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故宫博物院编 

［译者］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通史/清代/图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万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玉海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湜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史图典 

［副题名］清朝通史图录 

［书目卷册］第七册 

［丛书］乾隆朝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故宫博物院编 

［译者］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通史/清代/图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万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玉海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湜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史图典 



［副题名］清朝通史图录 

［书目卷册］第八册 

［丛书］嘉庆朝 

［第一责任人］故宫博物院编 

［译者］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通史/清代/图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万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玉海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赵宏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史图典 

［副题名］清朝通史图录 

［书目卷册］第九册 

［丛书］道光朝 

［第一责任人］故宫博物院编 

［译者］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通史/清代/图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万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玉海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连明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史图典 

［副题名］清朝通史图录 

［书目卷册］第十册 

［丛书］咸丰 同治朝 

［第一责任人］故宫博物院编 

［译者］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通史/清代/图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万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玉海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赛虹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史图典 

［副题名］清朝通史图录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丛书］光绪 宣统朝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故宫博物院编 

［译者］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通史/清代/图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万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玉海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京南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史图典 

［副题名］清朝通史图录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丛书］光绪 宣统朝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故宫博物院编 

［译者］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通史/清代/图集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潞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万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玉海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京南 本卷主编 

  

 

［正题名］迪尔凯姆社会学 

［副题名］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英)杰弗里·亚历山大(Alexander,J.C.)编 

［译者］戴聪腾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剑桥集粹 

［附注内容］本书详尽阐述了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与当今文化研究，内容包括社会变革与神圣

化，微观与宏观的象征关系，仪式化与公众生活三部分。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亚历山大 编 

［知识责任］Alexander 著 

［次知识责任］戴聪腾 译 

  

 

［正题名］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 

［第一责任人］钱时惕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人类早期、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近现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科学

与宗教的关系，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哲学分析，科学家的宗教信仰问题等内容。 

［主题词］科学/关系/宗教/研究 

［知识责任］钱时惕 著 

  

 

［正题名］刘鼎 

［第一责任人］李滔，易辉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部分：第一篇，刘鼎传和年谱；第二篇，刘鼎遗著，精选了刘鼎同志

5 篇有代表性的著作；第三篇收入纪念文章 20 篇。记述了刘鼎坎坷的一生。 

［主题词］军事工业/发展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滔 主编 

［知识责任］易辉 主编 

  

 

［正题名］韩国实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葛荣晋主编 

［出版者］首师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实学/思想史/韩国 

［知识责任］葛荣晋 主编 

  

 

［正题名］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静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选择了文化的视角，对郭嵩焘的思想、思想来源、文化载体以及在中西文

化交流史上 启一个文化新时代的重要地位进行了研究。 

［知识责任］张静 著 

  

 

［正题名］吕振羽集 

［第一责任人］[吕振羽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收《殷代奴隶制度研究》、《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论我国历史上民

族关系的基本特点》等 10 多篇文章。 

［主题词］历史学家/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吕振羽 著 

  

 

［正题名］绿苑钩沉 

［副题名］张巨龄回族史论选 

［第一责任人］张巨龄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回族/民族历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张巨龄 著 

  

 

［正题名］中国运河文化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安作璋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春秋战国至民国时期大运河的变迁和运河文化两大部

分。重点阐述了运河文化，包括历代运河区域以城市为中心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城市发

展状况，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的事迹、思想、文化各方面的成就，社会组织，与外

国的交往等，力求全面反映两千多年运河区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 

［知识责任］安作璋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运河文化史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安作璋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春秋战国至民国时期大运河的变迁和运河文化两大部

分。重点阐述了运河文化，包括历代运河区域以城市为中心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城市发

展状况，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的事迹、思想、文化各方面的成就，社会组织，与外

国的交往等，力求全面反映两千多年运河区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 

［知识责任］安作璋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运河文化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安作璋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春秋战国至民国时期大运河的变迁和运河文化两大部

分。重点阐述了运河文化，包括历代运河区域以城市为中心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城市发

展状况，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的事迹、思想、文化各方面的成就，社会组织，与外

国的交往等，力求全面反映两千多年运河区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 

［知识责任］安作璋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思想家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静芳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对革命先驱，两位新文化闯将”、“对民主斗士，两位学界泰斗”

等八个部分，对 20 世纪的 12 位思想家进行了比较研究。 

［主题词］思想家/人物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张静芳 著 

  

 

［正题名］清史馀考 

［第一责任人］王锺翰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文章包括：“清朝满族社会的变迁及其史料”、“清军入关与满族的

政治思想文化”、“满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贡献”等。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 

［主题词］满族/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锺翰 著 

  

 

［正题名］中国晚报学 

［第一责任人］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学术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报纸编辑/研究/中国/现代 

  

 

［正题名］共和，1911 

［副题名］辛亥革命百年祭 

［第一责任人］季宇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季宇 著 

  

 

［正题名］歷史文獻 

［书目卷册］第五輯 

［第一责任人］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著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辑刊载上海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史部（续三）”以及其他

一些珍贵历史文献。 

［主题词］历史/文献/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籍/研究/中国 

  

 

［正题名］费正清的中国世界 

［副题名］同时代人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美)保罗·柯文(P.A.Cohen.)，(美)默尔·戈德曼(M.Goldman)主编 

［译者］朱政惠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费正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学者，本书由费正清的亲友、同学、同事、学生及

记者撰写，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逸闻和动人故事。 

［知识责任］柯文 主编 

［知识责任］Cohen 主编 

［知识责任］戈德曼 主编 

［知识责任］Goldman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政惠 译 

  

 

［正题名］北京日记 

［副题名］革命的一年 

［第一责任人］(美)德克·博迪(Derk Bodde)著 

［译者］洪菁耘，陆天华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走向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在北京解放前后的日记，日记真实、生动地记载

了博迪的见闻和感受、内容涉及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经济形势、文化知识界动向等。 

［主题词］日记/美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汉学/美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博迪 著 

［知识责任］Bodde 著 

［次知识责任］洪菁耘 译 

［次知识责任］陆天华 译 

  

 

［正题名］黄绍湘集 

［第一责任人］[黄绍湘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半个世纪以来作者在美国史研究领域艰难跋涉的历程，从侧面反映

了美国这一时期内历史研究的主要争论和个人的学术观点。 

［主题词］黄绍湘/文集 

［知识责任］黄绍湘 著 

  

 

［正题名］陈垣集 

［第一责任人］[陈垣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收《元也里可温教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切韵〉与鲜卑》、《商朝

与殷朝》、《佛牙故事》等 40 多篇文章。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陈垣 著 

  

 

［正题名］一个伪满外交官的人生告白 

［第一责任人］陈明著 

［出版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写王替夫作为伪满外交官亲眼目睹过希特勒这个二战元凶，有中国辛德勒

之称。他揭露的其生活十二年的苏联集中营的内幕，令人震惊。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陈明 著 

  



 

［正题名］中国铜元图典 

［第一责任人］李晓萍编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钱币鉴赏与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按铜元的制造时代不同分为清代铜元和民国铜元两大部分，共收录各类铜

元拓图 1080 种。 

［主题词］铜币(考古)/中国/清代/图录 

［主题词］铜币(考古)/中国/民国/图录 

［知识责任］李晓萍 编著 

  

 

［正题名］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八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国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行霈 主编 

  

 

［正题名］中国农业银行史 

［第一责任人］伍成基主编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农业银行第一次和第二次建立与撤销；中国农业银行第三

次建立与撤销；全面 创农村金融工作新局面；农村金融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农业银行向国

有商业银行转变等内容。 

［主题词］农业银行/经济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伍成基 主编 

  

 

［正题名］严修日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严修著 

［译者］《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严修，天津人，清光绪朝进士。中国近代积极致力于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

教育的教育家，曾先后创办南 中学、南 大学等新式学校，有南 “校父”之称。本书收

录的日记始于清光绪二年，终于民国 18 年(1929)。 

［知识责任］严修 著 

  



 

［正题名］严修日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严修著 

［译者］《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严修，天津人，清光绪朝进士。中国近代积极致力于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

教育的教育家，曾先后创办南 中学、南 大学等新式学校，有南 “校父”之称。本书收

录的日记始于清光绪二年，终于民国 18 年(1929)。 

［知识责任］严修 著 

  

 

［正题名］严修日记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严修著 

［译者］《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严修，天津人，清光绪朝进士。中国近代积极致力于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

教育的教育家，曾先后创办南 中学、南 大学等新式学校，有南 “校父”之称。本书收

录的日记始于清光绪二年，终于民国 18 年(1929)。 

［知识责任］严修 著 

  

 

［正题名］严修日记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严修著 

［译者］《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严修，天津人，清光绪朝进士。中国近代积极致力于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

教育的教育家，曾先后创办南 中学、南 大学等新式学校，有南 “校父”之称。本书收

录的日记始于清光绪二年，终于民国 18 年(1929)。 

［知识责任］严修 著 

  

 

［正题名］王恩茂文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王恩茂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政论/新疆/文集 

［主题词］现代化建设/新疆/文集 



［知识责任］王恩茂 著 

  

 

［正题名］王恩茂文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王恩茂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政论/新疆/文集 

［主题词］现代化建设/新疆/文集 

［知识责任］王恩茂 著 

  

 

［正题名］乌兰夫文选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乌兰夫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政论/内蒙古/文集 

［主题词］现代化建设/内蒙古/文集 

［知识责任］乌兰夫 著 

  

 

［正题名］乌兰夫文选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乌兰夫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政论/内蒙古/文集 

［主题词］现代化建设/内蒙古/文集 

［知识责任］乌兰夫 著 

  

 

［正题名］胡绳全书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胡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哲学/文 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文集 

［知识责任］胡绳 著 

  

 

［正题名］胡绳全书 



［书目卷册］第三卷(下) 

［第一责任人］胡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绳 著 

  

 

［正题名］胡绳全书 

［书目卷册］第三卷(上) 

［第一责任人］胡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历史/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绳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总论 

［第一责任人］白钢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白钢 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白钢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先秦 

［第一责任人］王宇信，杨升南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先秦 

［知识责任］白钢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宇信 著 

［知识责任］杨升南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白钢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秦汉 



［第一责任人］孟祥才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秦汉 

［知识责任］白钢 主编 

［知识责任］孟祥才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白钢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魏晋南北朝 

［第一责任人］黄惠贤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魏晋南北朝 

［知识责任］白钢 主编 

［知识责任］黄惠贤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白钢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隋唐五代 

［第一责任人］俞鹿年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隋唐五代 

［知识责任］白钢 主编 

［知识责任］俞鹿年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白钢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宋代 

［第一责任人］朱瑞熙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隋唐五代 

［知识责任］白钢 主编 

［知识责任］朱瑞熙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白钢主编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辽金西夏 

［第一责任人］李锡厚，白滨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辽金西夏 

［知识责任］白钢 主编 

［知识责任］李锡厚 著 

［知识责任］白滨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白钢主编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元代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史卫民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白钢 主编 

［知识责任］史卫民 著 

［知识责任］陈高华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白钢主编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明代 

［第一责任人］杜婉言，方志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白钢 主编 

［知识责任］杜婉言 著 

［知识责任］方志远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白钢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清代 

［第一责任人］郭松义，李新达，杨珍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白钢 主编 

［知识责任］郭松义 著 

［知识责任］李新达 著 

［知识责任］杨珍 著 

  

 

［正题名］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魏碧海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抗日战争卷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林彪、聂荣臻、罗荣桓、陈光、肖华、李天佑、杨得志等众多名将

的刻画，真实、生动、客观地再现了一一五师主力自平型关大捷到山东大反攻的整个征战历

程。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魏碧海 著 

  

 

［正题名］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傅建文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抗日战争卷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展示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抗日战争历程，再现了炮火连天的战争场景，

塑造了刘伯承、邓小平等一大批名将的鲜明形象。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建文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征战纪实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树增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志愿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半个世纪前朝鲜半岛上那场震惊世界的战争，精辟地分析了战前的

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对于中国如何决策、如何出兵这一问题作了解答。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王树增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征战纪实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树增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志愿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半个世纪前朝鲜半岛上那场震惊世界的战争，精辟地分析了战前的

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对于中国如何决策、如何出兵这一问题作了解答。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王树增 著 

  

 

［正题名］世纪情怀 

［副题名］张学良全传 

［第一责任人］王海晨，胡玉海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张学良将军作为世纪老人，既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见证人，又是 20 世纪中国

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本书记述了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调停中原大战”、“发动西安事

变”三次扭转中国历史走向的功勋。 

［知识责任］王海晨 著 

［知识责任］胡玉海 著 

  

 

［正题名］世纪情怀 

［副题名］张学良全传 

［第一责任人］王海晨，胡玉海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张学良将军作为世纪老人，既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见证人，又是 20 世纪中国

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本书记述了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调停中原大战”、“发动西安事

变”三次扭转中国历史走向的功勋。 

［知识责任］王海晨 著 

［知识责任］胡玉海 著 

  

 

［正题名］走出国门 

［副题名］前驱先路的中外交往与文化交流的使者 

［第一责任人］孙占元，王玉君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按时间顺序，选取了历史上 50 位走出国门的中国人的生平事迹，并着重



阐述他们在中外交往或文化交流中的主流趋向。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孙占元 主编 

［知识责任］王玉君 主编 

  

 

［正题名］明清史探实 

［第一责任人］郑克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郑克晟 著 

  

 

［正题名］美国与反共主义 

［副题名］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 

［第一责任人］刘建飞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中华美国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与发展的根源、反共主义在冷战结束前的

实践、意识形态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方针。 

［主题词］意识形态/影响/美国对外政策 

［主题词］外交政策/研究/美国 

［知识责任］刘建飞 著 

  

 

［正题名］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 

［副题名］19 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 

［第一责任人］（德）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著 

［译者］王燕生等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了 19 世纪至当代北京市的生育、婚姻和丧葬情况，尤其从日趋

没落的帝制时期到当代的发展变化的全部社会关联中去分析生育、婚姻和丧葬。 

［主题词］生育/风俗习惯/北京市/19 世纪～20 世纪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北京市/19 世纪～20 世纪 

［主题词］葬俗/北京市/19 世纪～20 世纪 

［知识责任］罗梅君 著 

［知识责任］leutner 著 

［次知识责任］王燕生 译 

  

 

［正题名］夹缝中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朱鸿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重读大时代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对二千余年的中国文化，对在夹缝中喘息的中国人，对被扭曲、扼

杀的人性，进行的一次深刻而痛苦的反省，全书共收录 14 篇散文。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朱鸿 著 

  

 

［正题名］龍榆生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张晖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序一”、“序二”、“年谱体例”、“年谱正文”、“附录”、“参考

文献”、“后记”等。 

［主题词］词学家/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张晖 著 

  

 

［正题名］日下回眸 

［副题名］老北京的史地民俗 

［第一责任人］胡玉远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兔儿爷老北京史地民俗丛书 cgrs225f 常人春，高巍主编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 

［知识责任］胡玉远 主编 

［知识责任］常人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高巍 丛书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 

［第一责任人］刘绪贻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中华美国学丛书 

［主题词］历史/研究/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绪贻 著 

  

 

［正题名］北洋军阀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等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北洋军阀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等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武斌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文化交流/历史/中国/世界 

［知识责任］武斌 著 

  

 

［正题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武斌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文化交流/历史/中国/世界 

［知识责任］武斌 著 

  

 

［正题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武斌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文化交流/历史/中国/世界 

［知识责任］武斌 著 

  

 

［正题名］元代文化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丛书］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专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元代 

  

 

［正题名］韩国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八辑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主题词］韩国/研究/文集 

  

 

［正题名］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袁南生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袁南生 著 

  

 

［正题名］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袁南生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袁南生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苑书义，董丛林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小农经济/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苑书义 著 

［知识责任］董丛林 著 

  

 

［正题名］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 

［第一责任人］高增杰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高增杰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史 

［第一责任人］李资源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民族工作/民族政策/中国 

［知识责任］李资源 著 

  

 

［正题名］跋涉者----萧军 

［第一责任人］张毓茂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张毓茂 著 

  

 

［正题名］叶飞将军自述 

［第一责任人］叶飞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将军自述丛书 

［知识责任］叶飞 著 

  

 

［正题名］九·一八研究 

［书目卷册］第二集 

［第一责任人］王海晨，初兴佳，杨学义主编 

［丛编题名］吉林文史出版社学术研究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九·一八/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海晨 主编 

［知识责任］初兴佳 主编 

［知识责任］杨学义 主编 

  

 

［正题名］我的父亲邓小平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毛毛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4 

［知识责任］毛毛 著 

  

 

［正题名］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 

［第一责任人］孟达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日本留学博士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古代北方民族的变迁与阿尔泰诸语言的早期接触，核心关系词的分

布和词汇关系，形态和语音上的共同性与推移性等内容。 

［主题词］阿尔泰语系/语言史/研究 

［主题词］语言史 

［知识责任］孟达来 著 

  

 

［正题名］陶澍与嘉道经世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段超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附注内容］此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陶澍是中国古代向近代转换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人物，是中国近代前夜地主阶级

改革家。本文探讨了作为汉族士人的陶澍的崛起与清王朝政治形势变化的关系；分析了陶澍

经世思想的内容、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知识责任］段超 著 

  

 

［正题名］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聿忠主编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我国社会科学在新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论著，

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 

［主题词］社会科学/科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聿忠 主编 

  

 

［正题名］蛰伏与绵延 

［副题名］当代华北村落家族的生长历程 

［第一责任人］唐军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解析村落社区及家族密切相关的重大的社会生活事件，描述并解释了

家族行动的内容和特质及其对于家族的现实作用，概括说明了家族的生长历程和意义。 

［主题词］村落/家族/研究/华北地区 

［知识责任］唐军 著 

  

 

［正题名］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德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中华民国时期的乡村自治问题，内容包括直隶翟城村：民国乡村自

治的起源，山西村制：全国乡村自治制度的张本，从中华报派到村治派：乡村自治的社会思

潮等。 

［主题词］农村/群众自治/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德芳 著 

  

 

［正题名］邓小平思想年谱 

［书目卷册］1975-1997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主题词］邓小平理论/大事记/1975～1997 

  

 

［正题名］任弼时传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译者］章学新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知识责任］章学新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诗词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毛主席诗词/选集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第一责任人］《胡乔木》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乔木文丛 

［主题词］党史/中国共产党/研究 

［知识责任］胡乔木 著 

  

 

［正题名］刘少奇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译者］金冲及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次知识责任］金冲及 主编 

  

 

［正题名］刘少奇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译者］金冲及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次知识责任］金冲及 主编 

  

 

［正题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黄峥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知识责任］黄峥 主编 

  

 

［正题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黄峥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知识责任］黄峥 主编 

  

 

［正题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黄峥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知识责任］黄峥 主编 

  

 

［正题名］湘路新志 

［书目卷册］第一年第一期 

［第一责任人］储备仓湘路集股会事务所编 

［出版者］储备仓湘路集股会事务所 

［出版日期］宣统元年九月[1909.9]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近代 

  

 

［正题名］湘路新志 

［书目卷册］第一年第二期 

［第一责任人］储备仓湘路集股会事务所编 

［出版者］储备仓湘路集股会事务所 

［出版日期］宣统元年冬月[1909.12]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近代 

  

 

［正题名］湘路新志 

［书目卷册］第一年第四期 

［第一责任人］储备仓湘路集股会事务所编 

［出版者］储备仓湘路集股会事务所 

［出版日期］宣统二年二月[1910.2]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近代 

  

 

［正题名］湘路新志 

［书目卷册］第一年第八期 

［第一责任人］储备仓湘路集股会事务所编 

［出版者］储备仓湘路集股会事务所 

［出版日期］宣统二年五月[1910.5]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近代 

  

 

［正题名］湘路新志 

［书目卷册］第二年第一期 

［第一责任人］储备仓湘路集股会事务所编 

［出版者］储备仓湘路集股会事务所 

［出版日期］宣统二年十一月[1910.11]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近代 

  



 

［正题名］湘路新志 

［书目卷册］第二年第四期 

［第一责任人］储备仓湘路集股会事务所编 

［出版者］储备仓湘路集股会事务所 

［出版日期］宣统三年二月[1911.2]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近代 

  

 

［正题名］末代硕儒 

［副题名］名人笔下的梁漱溟  梁漱溟笔下的名人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1998.1 

［丛编题名］走近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条码号 Z0505105，为作者马勇赠送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超越革命与改良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三联评论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05109 的一册，为作者马勇赠送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激进与保守：估戊戌；革命与改良：平辛亥；共和与帝制：

衡洪宪；超越革命与改良：论五四。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铭心岁月 

［第一责任人］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正题名］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 



［第一责任人］余子侠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教育/中日关系/史料/现代 

［知识责任］余子侠 著 

  

 

［正题名］中外条约协定索引 

［副题名］1662－1980 

［并列题名］Index to the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第一责任人］陈尺楼主编 

［译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662－1980/索引 

［主题词］外交/协定/中国/1662－1980/索引 

［知识责任］陈尺楼 主编 

  

 

［正题名］晋矿魂 

［副题名］李培仁与山西争矿运动 

［第一责任人］李浩，郭海编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煤矿/工人运动/史料/山西省/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浩 编著 

［知识责任］郭海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贵阳市历次代表大会 

［第一责任人］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出版日期］2001.6 

 

［正题名］孫中山題詞遺墨匯編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译者］劉望龄輯注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次知识责任］刘望龄 辑注 

  

 

［正题名］文昌县志 



［第一责任人］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正题名］万年县志 

［第一责任人］万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江西省万年县的历史与现状。 

  

 

［正题名］江西省志 

［丛书］江西省供销合作业志 

［第一责任人］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供销合作社/合作社商业/江西省 

  

 

［正题名］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编委会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文学理论/研究/文集 

  

 

［正题名］平潭县志 

［第一责任人］平潭县地方志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正题名］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第一责任人］邹逸麟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中国人文地理丛书 

［附注内容］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0 章，主要内容包括民族与疆域、行政区划及其变迁、政治中心的

分布与变化、人口分布与变迁、农业 发与地域特征、城市与交通、商业发展与空间布局，

以及历史文化景观形成的地理与历史背景等。 

［主题词］人文地理学/中国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 

［知识责任］邹逸麟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晚报五十年鉴 

［第一责任人］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编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新闻工作/年鉴/中国/1949-1999 

［主题词］报纸/地方/中国/1949-1999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清时期 

［第一责任人］曹树基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依据史书、会要、文集、笔记及地方志，对清朝的户口调查统计制度和能

收集到的全部户口数据，进行了详细考证，论述了此时期的人口发展过程，探讨了各区域人

口发展过程和相关因素，及其内部的人口分布状况。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葛剑雄 主编 

［知识责任］曹树基 著 

  

 

［正题名］中国古近代金融史 

［第一责任人］叶世昌，潘连贵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复旦博学 经济学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概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前中国数千年货币金融制度演变的历

史，从货币、信用和金融机构等方面阐明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叶世昌 著 

［知识责任］潘连贵 著 

  

 

［正题名］福建省志 

［丛书］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正题名］广东省志 



［丛书］新闻志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新闻工作/广东省 

  

 

［正题名］魏晋南北朝文化 

［第一责任人］罗宗真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 

［主题词］文化史/图集/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罗宗真 主编 

  

 

［正题名］黄河青山 

［副题名］黄仁宇回忆录 

［并列题名］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 

［第一责任人］[（美）]黄仁宇著 

［译者］张逸安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黄仁宇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作者早年从军到壮年时期在美国打工、求学的经历；本书又是一部眼

光非凡的“大历史”，检讨中国近代革命，统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程；脱胎于悠久文化的

壮阔史观。 

［知识责任］黄仁宇 著 

［次知识责任］张逸安 译 

  

 

［正题名］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 

［副题名］增补本 

［第一责任人］谢俊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近代 

  

 

［正题名］周恩来和他的卫士们 

［第一责任人］邹研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当年在周恩来身边做警卫工作的同志的回忆文章，歌颂了周恩来的高



尚品质和敬业精神。 

［知识责任］邹研 编 

  

 

［正题名］未授衔的元帅叶挺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施士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叶挺将军传奇的一生。内容包括“童

年岁月”、“上下求索”等 9 章。 

［知识责任］施士明 著 

  

 

［正题名］未授衔的元帅叶挺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施士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叶挺将军传奇的一生。内容包括“童

年岁月”、“上下求索”等 9 章。 

［知识责任］施士明 著 

  

 

［正题名］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 

［第一责任人］王振复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文化史/建筑史/中国 

［主题词］建筑艺术/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王振复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 

［第一责任人］王关兴，陈挥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知识责任］王关兴 著 

［知识责任］陈挥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第一 

［第一责任人］刘锡林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200 多个“第一”，只是无数个“第一”中的一部分。把它大致分

为军队建设、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军事装备、军事院校、军事科研等。 

［知识责任］刘锡林 编 

  

 

［正题名］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副题名］军功受益阶层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 元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eng 6 

［主题词］分封制/研究/中国/西汉时代 

［知识责任］李 元 著 

  

 

［正题名］新孙吴 

［丛书］刘伯承卷 

［第一责任人］赵建国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少年、英雄血、名将之累、兵败泸顺、突出重围、披上红色战袍、长

征路上用兵、抗日、太行行、破囚笼等 18 章，介绍了刘伯承的戎马生涯。 

［知识责任］赵建国 著 

  

 

［正题名］王震与陶峙岳 

［第一责任人］罗元生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人物传记》丛书 cgrs225f 李德洙等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红柳摇曳，大军西进兵车动、沉着坚定，和平义旗揭天山、保卫

新生的人民政权，解放军剿匪平叛、屯垦戍边，亲蜜无间的合作等。 

［知识责任］罗元生 著 

  

 

［正题名］蒋经国章亚若在赣南的日子 

［第一责任人］徐浩然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从莫斯科回到溪口、赴江西上任、建设新赣南、对贪官污吏严惩

不贷、培育赣南新人、一寸山河一寸血、章亚若死亡之谜等。 



［知识责任］徐浩然 著 

  

 

［正题名］走向绿野 

［副题名］蔡希陶传 

［第一责任人］良振，成志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叙了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把一切都献给了科学、献给了祖

国和人民的伟大一生中若干 具典型意义的经历。 

［知识责任］良振 著 

［知识责任］成志 著 

  

 

［正题名］中国出版史料 

［第一责任人］宋原放主编 

［丛书］现代部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第一责任人］吴道弘辑注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收录 1937 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 始至 1949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这段时期内，与出版工作有关的，以及与图书、期刊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

科研等有直接关联的史料。 

［主题词］出版工作/史料/中国/1937-1949 

［知识责任］宋原放 主编 

［知识责任］吴道弘 辑注 

  

 

［正题名］统战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玉荣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分析了我国统一战线的历史特点，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同时，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一国两制”的理论

以及在实践中的胜利。 

［主题词］统一战线/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玉荣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 

［第一责任人］吴敏先主编 



［出版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附注内容］东北师范大学图书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国国情与农民历史地位”、“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之路”、

“物质利益原则和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党在农村政治优势的建立与加强”、“农业现代化与

农民的主体作用”、“迎接挑战，走向新世纪”等 6 篇。 

［主题词］农民/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吴敏先 主编 

  

 

［正题名］城市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张钟汝[…等]编著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社会学与社会发展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11 章，其中有：“城市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世界城市的兴起和发

展”和“我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等。 

［主题词］城市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张钟汝 编 

  

 

［正题名］先秦诸子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玉洁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儒家思想研究、道家思想研究、巫术思想与阴阳五行思想研究、墨家

思想研究、农商思想研究、名家思想研究、法家思想研究等内容。 

［主题词］先秦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李玉洁 著 

  

 

［正题名］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 

［副题名］1949-2000 

［第一责任人］陈其泰，张京华主编 

［出版者］京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文集/中国/1949-2000 

［知识责任］陈其泰 主编 

［知识责任］张京华 主编 

  

 

［正题名］孤独之旅 

［副题名］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夫和他在云南的探险经历 



［第一责任人］和匠宇，和铹宇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书香阁·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在中国云南的探险经历，并附有

洛克著作节选和洛克生平年表。 

［知识责任］和匠宇 著 

［知识责任］和铹宇 著 

  

 

［正题名］杜布切克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捷）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著 

［译者］黄英尚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国际政界名人传记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客观、细致地讲述“布拉格之春”事件前后鲜为人知的情况，并对当

时和此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纠葛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提出了

个人看法。 

［知识责任］杜布切克 著 

［知识责任］Dubcek 著 

  

 

［正题名］郭嵩焘评传 

［第一责任人］王兴国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cgrs225f 匡亚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揭示和研究郭嵩焘思想发展进程，并纠正以往对其生平事件的某些误

记；首次系统考订了其著作、出版和存世流传情况 。 

［知识责任］王兴国 著 

  

 

［正题名］丁肇中 

［第一责任人］鲍振元著 

［出版者］长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诺贝尔奖百年英杰学生读本 

［知识责任］鲍振元 著 

  

 

［正题名］李政道 

［第一责任人］蒋东明著 

［出版者］长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诺贝尔奖百年英杰学生读本 

［知识责任］蒋东明 著 

  

 

［正题名］十三世达赖喇嘛 

［副题名］1904 年江孜保卫战 

［第一责任人］降边嘉措，吴伟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降边嘉措 著 

［知识责任］吴伟 著 

  

 

［正题名］香江论学集 

［第一责任人］唐振常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陈寅恪先生治史方法》、《蔡元培思想》、《上海概说》、《上海城市市

民意识》、《饮食文化退化论》等 9 篇文章，另有 3 篇附录。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唐振常 著 

  

 

［正题名］刘半农传 

［第一责任人］赵沛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野猫头的儿子、常州府学堂、梦幻余现实、痛苦的飞翔、自动退

学了、白昼和黑夜、从江边小城到“冒险家的乐园”等。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沛 著 

  

 

［正题名］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 

［第一责任人］张铨，庄志龄，陈正卿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cgrs225f 唐培吉，朱敏彦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历史档案及实地调查资料，详尽地记叙了侵华日军在上海的罪恶

行径。 

［主题词］日本/侵华/上海/史料 

［知识责任］张铨 著 



［知识责任］庄志龄 著 

［知识责任］陈正卿 著 

  

 

［正题名］日本近现代文学 

［第一责任人］孙树林编著 

［出版者］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是为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高年级而编写的，书中选收

了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 具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 21 篇，并每篇附有注释、作家略传和作品

解说。 

［主题词］日语/阅读教学/高等学校/教材 

［主题词］文学/作品/选集/日本 

［知识责任］孙树林 编著 

  

 

［正题名］我的学术之路 

［副题名］冯友兰自传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译者］蔡仲德编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是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的自序及书序文字，是一部集

传记和治学于一体的自序性著作。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次知识责任］蔡仲德 编 

  

 

［正题名］明成祖传 

［第一责任人］晁中辰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丛编题名］中国历代帝王传记 

［附注内容］明成祖(1360～1424),名朱棣,名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本书通过对历史事实的

客观描述和分析,讨论了明成祖的是非功过。 

［知识责任］晁中辰 著 

  

 

［正题名］岭南经济史话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子月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从秦始皇发 50 万大军戍五岭 始，经历秦汉直到明清各朝代和民国时期，



记述了岭南人求生存、谋发展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历程。 

［主题词］经济/历史/广东省 

［知识责任］子月 著 

  

 

［正题名］岭南经济史话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子月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从秦始皇发 50 万大军戍五岭 始，经历秦汉直到明清各朝代和民国时期，

记述了岭南人求生存、谋发展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历程。 

［主题词］经济/历史/广东省 

［知识责任］子月 著 

  

 

［正题名］蒋介石大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刘红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知识责任］刘红 著 

  

 

［正题名］蒋介石大传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刘红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知识责任］刘红 著 

  

 

［正题名］蒋介石大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刘红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知识责任］刘红 著 

  

 

［正题名］多维视野中的吴宓 

［第一责任人］王泉根主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是纪念教育家吴宓先生的文集，选收纪念吴宓的文章 40 余篇，包括“仁

者气象、大师风范”、“吴宓的 后二十八年”、“孤守人文精神的智者”、“世上只有一个吴雨

僧”四辑内容。 

［知识责任］王泉根 主编 

  

 

［正题名］攻玉论 

［书目卷册］C 

［副题名］关于 20 世纪初期中国军界留日生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靳明全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留学生/日本/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军事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靳明全 著 

  

 

［正题名］一代宗师陈寅恪 

［副题名］兼及陈氏一门 

［第一责任人］刘以焕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在对文史大师陈寅恪研究的同时，勾勒陈氏生平，更描述了其家世渊源及

家庭各代主要成员的行止。 

［知识责任］刘以焕 著 

  

 

［正题名］台港文学观察 

［第一责任人］王宗法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当代台湾文学的文化主题》、《寻找香港文学的突破口》、《美丽的错

误——读<错误>》、《新视角的展 ——读<玫瑰泪>》等文学评论文章。 

［主题词］文学评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现代 

［主题词］文学评论/台湾省/现代 

［知识责任］王宗法 著 

  

 

［正题名］胡适研究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沈寂主编 

［译者］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分论丛、述评与介绍、读书札记、胡著汉译、回忆录、附录等六部分，收

录了研究和总结胡适的学术成就、思想遗产 20 余篇。 

［知识责任］沈寂 主编 

  

 

［正题名］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 

［并列题名］THE MA WARLORDS AND NORTHWEST MUSLIM COMMUNITY 

［第一责任人］许宪隆著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军阀统治/研究/西北地区/1863-1949 

［主题词］穆斯林/军阀史/研究/1863-1949 

［知识责任］许宪隆 著 

  

 

［正题名］胡风评传 

［第一责任人］万家骥，赵金钟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作家评传 cgrs225h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胡风同志从出世、多彩的童年到游学四方，以及在革命风暴中锻炼

和 国的战斗，直至牢狱之灾等生平传略。 

［知识责任］万家骥 著 

［知识责任］赵金钟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 

［第一责任人］萧超然，晓韦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依据，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沿革，当代中

国政党制度的目标体系与基本功能，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运作机制等内容。 

［主题词］政党/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萧超然 主编 

［知识责任］晓韦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旅馆流变 

［第一责任人］郑向敏著 

［出版者］旅游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旅游研究前沿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古代旅馆的起源和流变历史的考察为基础，研究和



考察了古代旅馆的起源与产生、古代旅馆在名称、经营、管理、服务和建筑、古代行宫苑囿

等方面在每一个历史时代的关系和痕迹，及其所表现出的特定现象，归纳它们的空间流变形

态和流变结构。 

［主题词］旅馆/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郑向敏 著 

  

 

［正题名］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 

［第一责任人］李明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新传统主义丛书 cgrs225f 郑家栋主编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儒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明辉 著 

  

 

［正题名］儒学与现代民主 

［副题名］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何信全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新传统主义丛书 cgrs225f 郑家栋主编 

［主题词］儒学/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民主/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信全 著 

  

 

［正题名］历史镜鉴 

［副题名］旧中国海关诫律 

［第一责任人］黄臻，赵铮，火树贤编译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中国海关历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旧中国海关人事管理制度、旧中国海关人事管理制度之评述、关于录

用章程、关于晋级章程、税务员年终考成报告等 35 条诫律。 

［主题词］海关/制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黄臻 编译 

［知识责任］赵铮 编译 

［知识责任］火树贤 编译 

  

 

［正题名］生态伦理学 

［第一责任人］雷毅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生态文化丛书 

［主题词］生态伦理学/研究 

［知识责任］雷毅 著 

  

 

［正题名］新中国农业经济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孙林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 cgrs225f 谈敏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1 章，内容有：新中国农业经济思想概述，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

研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研究，农业经营制度研究，农业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理论等。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孙林 著 

  

 

［正题名］中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吴兆路，林俊相，甲斐胜二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国内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和在华外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内容涉

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等。本辑包括“关于唐传奇的几个特

点”、“语境研究综述”、“汉语语源的深层透析”等。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吴兆路 主编 

［知识责任］林俊相 主编 

［知识责任］甲斐胜二 主编 

  

 

［正题名］我观党史 

［第一责任人］石仲泉著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以科学观察中共党史中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的新视角，客观分析了中共

党史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公证对待中共党史的重要历史人物等，对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

80 年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知识责任］石仲泉 著 

  

 

［正题名］近五十年中国文学思潮通论 



［第一责任人］张器友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文学新思维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多个角度出发，论述了中国文学思潮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实的关

系，与不断变迁着的经济、政治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关系；近五十年中国文学思潮的本

体构成、变迁及其特征；以及台湾“回归”文学思潮的兴盛景况。 

［主题词］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器友 著 

  

 

［正题名］冰封岁月 

［副题名］中苏冲突实录 

［第一责任人］苏联问题编写组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动荡的阵营，谨慎的回击，沉重的夏日，深陷东欧重围，“孤独”

的赫鲁晓夫，狂暴的莫斯科，忧虑的克里姆林宫，谋求和解的路等。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 

  

 

［正题名］刘铭传与台湾建省 

［第一责任人］徐万民，周兆利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看台湾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论述了刘铭传筹备台湾复省，推动台湾近代化的方方面面。有力地驳

斥了“两国论”。 

［知识责任］徐万民 著 

［知识责任］周兆利 著 

  

 

［正题名］青海省志 

［书目卷册］二十三 

［副题名］煤炭工业志 

［第一责任人］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煤炭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青海省煤炭工业地质勘探、煤矿建设、煤炭生产等方面的建设历程。 

［主题词］煤炭工业/概况/青海省 

  

 

［正题名］季羡林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北京著名学者文集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季羡林论文 20 余篇，包括《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关于大乘上座

部的问题》、《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正题名］明代方志考 

［第一责任人］林平，张纪亮编纂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有关明代方志编撰情况的资料性工具书，共收录总志、省志、府州

县志等各类志书两千余种，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存佚和重要的序跋等内容，并附

上案语。 

［主题词］地方志/考证/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林平 编纂 

［知识责任］张纪亮 编纂 

  

 

［正题名］丁玲评传 

［第一责任人］杨桂欣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作家评传 cgrs225h 第四辑 

［附注内容］本书分“初登文坛便贡献杰出的作家”、“创作的危机和转机”、“丁玲和延安文

艺座谈会”等十章，介绍了丁玲的人生以及文学创作的历程。 

［知识责任］杨桂欣 著 

  

 

［正题名］长江传 

［第一责任人］徐刚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关于长江的美丽凄楚、动人心弦的传记，它融地理、历史、人物、

文化于一炉从追溯亿万年前由东向西流出的古长江的初始形态 始写到现今状况。 

［知识责任］徐刚 著 

  

 

［正题名］奉系纵横 

［第一责任人］胡玉海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奉系军阀全书 cgrs225f 胡玉海主编 cgrs225h1 

［主题词］奉系军阀/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军阀/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胡玉海 著 

  

 

［正题名］奉系人物 

［第一责任人］胡玉海，张伟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奉系军阀全书 cgrs225f 胡玉海主编 cgrs225h2 

［主题词］奉系军阀/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人物/军阀/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胡玉海 著 

［知识责任］张伟 著 

  

 

［正题名］奉系军事 

［第一责任人］郝秉让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奉系军阀全书 cgrs225f 胡玉海主编 cgrs225h3 

［主题词］奉系军阀/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军事/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郝秉让 著 

  

 

［正题名］奉系对外关系 

［第一责任人］车维汉，朱虹，王秀华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奉系军阀全书 cgrs225f 胡玉海主编 cgrs225h4 

［主题词］奉系军阀/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中外关系/历史/研究/东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车维汉 著 

［知识责任］朱虹 著 

［知识责任］王秀华 著 

  

 

［正题名］奉系经济 

［第一责任人］马尚斌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奉系军阀全书 cgrs225f 胡玉海主编 cgrs225h5 



［主题词］奉系军阀/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经济/军阀/研究/东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马尚斌 著 

  

 

［正题名］奉系教育 

［第一责任人］郭建平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奉系军阀全书 cgrs225f 胡玉海主编 cgrs225h6 

［主题词］奉系军阀/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军阀/研究/东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郭建平 著 

  

 

［正题名］北京教育地图 

［副题名］走进北京学校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图出版社编制 

［出版者］中国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高等学校/地理位置/地图/北京 

［主题词］中学/地理位置/地图/北京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 

［副题名］历史照片中的见证 

［副题名］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 

［第一责任人］史咏，尹集钧撰著 

［译者］（美）龙·多夫曼编辑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史咏 撰著 

［知识责任］尹集钧 撰著 

［次知识责任］多夫曼 编辑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三松堂自序 西洋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收录了“三松堂自序”和“西洋哲学史”中的古代哲学、近代哲学两



部分内容。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一种人生观 人生哲学 中国哲学史（上）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收录了“一种人生观”、“人生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上)”中的子学

时代三部分内容。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中国哲学史（下） 中国哲学小史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讲述了“中国哲学史(下)”中的经学时代以及“中国哲学小史”两大

部分内容。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新理学 新事论 新世训 新原人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和《新原人》

四部分内容。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新原道 新知言 南渡集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贞元六书”中的《新原道》(一名中国哲学之精神)、《新知言》

和《南渡集》上下两编，以及附录中介绍的张荫麟、朱光潜和孙雄曾的新理学等内容。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讲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的背景”、“名家的起源”、“孔

子”、“墨子”、“孟子”、“庄子”、“韩非和法家”等内容。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共分两篇，主要讲述了“中国奴隶社会及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哲学思想的

产生与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前期社会发展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等内容。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中国哲学史新编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讲述了“商、周奴隶社会的兴盛与衰微”、“晋法家思想的发展”、“秦

国进一步的改革”、“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和终结”等内容。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中国哲学史新编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讲述了“汉初黄老之学”、“通论玄学”、“通论佛学”等内容。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中国哲学史新编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讲述了“通论道学”、“颜元对于道学的批判”、“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

命”等内容。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丛书］哲学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原《中国哲学史补》所收各篇及 1948 年前的其他单篇哲学论文，共计

六十五篇。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丛书］哲学文集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等，共计三十六篇。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三卷 

［丛书］哲学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 1949 年后未收入《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的

单篇哲学论文，共计六十一篇。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三松堂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四卷 

［丛书］教育文集 杂著集 诗词楹联集 书信集 译著集 全集闰编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 

［丛书］《三松堂全集》附录 

［第一责任人］蔡仲德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谱文除载谱主事迹、著作、思想、交游、书函外，亦载他人对谱主之介绍、研

究、评论、批判。 

［知识责任］蔡仲德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 

［第一责任人］张岂之总主编 

［丛书］晚清民国卷 



［第一责任人］陈振江，江沛本卷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 1840 年至 1949 年的中国历史。 

［主题词］清后期/历史/高等学校/教材 

［主题词］民国/历史/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张岂之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振江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江沛 本卷主编 

  

 

［正题名］燕京学报 

［书目卷册］新十期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周一良主编 

［译者］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1/期刊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知识责任］周一良 主编 

  

 

［正题名］中国建筑史 

［第一责任人］东南大学 潘谷西主编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建筑史/高等学校/教材/中国 

［知识责任］潘谷西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闻事业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国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画册从文字和图片的结合上，对中国新闻事业五十年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

望，展示了建国五十年来中国新闻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1949～1999/摄影集 

  

 

［正题名］世纪哲人冯友兰 

［第一责任人］陈战国，吕琦主编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摄影集以大量的图片介绍了我国当代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



的一生经历。 

［知识责任］陈战国 主编 

［知识责任］吕琦 主编 

  

 

［正题名］中国建筑史图说 

［丛书］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邹德侬著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建筑史/中国/现代/图集 

［知识责任］邹德侬 著 

  

 

［正题名］中国法律思想通史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李光灿，张国华总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法律/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光灿 主编 

［知识责任］张国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法律思想通史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李光灿，张国华总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法律/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光灿 主编 

［知识责任］张国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法律思想通史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李光灿，张国华总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法律/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光灿 主编 

［知识责任］张国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法律思想通史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李光灿，张国华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法律/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光灿 主编 

［知识责任］张国华 主编 

  

 

［正题名］丁村 

［副题名］明清民宅及其文化 

［第一责任人］张成德等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民居/建筑艺术/明清时代/图集 

［主题词］文化遗址/山西/图集 

［知识责任］张成德 著 

  

 

［正题名］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先秦 秦汉（远古至公元二二○年） 

［第一责任人］俞启定，施克灿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卷分先秦教育制度和秦汉教育制度两编，介绍了中国教育的起源、西周教育

制度、春秋教育制度、战国教育制度、秦代教育制度、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汉代的经

学教育等内容。 

［主题词］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国/先秦时代 

［主题词］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国/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李国钧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照 总主编 

［知识责任］俞启定 著 

［知识责任］施克灿 著 

  

 

［正题名］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魏晋南北朝 隋唐（公元二二○年至九六○年） 

［第一责任人］宋大川，王建军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卷分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和隋唐五代教育制度两编，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文教

政策的调整、魏晋南北朝教育体制的变革、魏晋南北朝私学的昌盛、隋代的教育制度、唐代

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等内容。 

［主题词］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国 

［主题词］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国/220～960 

［知识责任］李国钧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照 总主编 

［知识责任］宋大川 著 

［知识责任］王建军 著 

  

 

［正题名］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宋辽金元（公元九六○年至一三六八年） 

［第一责任人］乔卫平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卷为宋辽金元教育制度，全书介绍了宋代的文教政策及其措施、宋代的历次

兴学、宋代国家教育体制的建立、宋代的官学、宋代的书院、宋代的私学及其他教育形式、

宋代的科举制度、辽金西夏的教育制度和元代的教育制度。 

［主题词］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国/960～1368 

［知识责任］李国钧 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照 主编 

［知识责任］乔卫平 著 

  

 

［正题名］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明代（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 

［第一责任人］吴宣德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卷为明代的教育制度，全书着重选择了构成明代教育制度主体的国学、地方

儒学和作为这一制度补充的小学、书院和其他教育类型，以及对教育有重大影响的科举进行

研究。 

［主题词］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国/1368～1644 

［知识责任］李国钧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照 总主编 

［知识责任］吴宣德 著 

  

 



［正题名］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清代 

［书目卷册］上（公元一六四四至一八四○年） 

［第一责任人］马镛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卷为清代教育制度（上），介绍了清代的文教政策、清代的国子监、满族官

学、清代的地方官学、清代的书院教育、清代的蒙学与社会教育、清代的科举考试。 

［主题词］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国/1644～1840 

［知识责任］李国钧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照 总主编 

［知识责任］马镛 著 

  

 

［正题名］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清代 

［书目卷册］下（公元一八四○至一九一一年） 

［译者］金林祥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卷为清代教育制度（下），介绍了晚清封建教育制度、太平天国的教育制度、

近代中国新教育的产生、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发展、近代中国新教育制度的建立、教会教育制

度。 

［主题词］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国/1840～1911 

［知识责任］李国钧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照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金林祥 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民国时期（公元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 

［第一责任人］于述胜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卷为民国时期教育制度，介绍了 1912 年至 1927 年教育制度的转变、三民主

义教育制度和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 

［主题词］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国/1912～1949 

［知识责任］李国钧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照 总主编 

［知识责任］于述胜 著 

  

 

［正题名］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一九四九至一九九九年） 

［第一责任人］苏渭昌等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制度，从教育制度所涵盖的基本内容分别

加以介绍，说明它的方方面面是怎样形成、变革、发展的，现状是什么等等。 

［主题词］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李国钧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照 总主编 

［知识责任］苏渭昌 主编 

  

 

［正题名］山东省志 

［书目卷册］18 

［丛书］农业志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农业经济/概况/山东省 

  

 

［正题名］山东省志 

［书目卷册］18 

［丛书］农业志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农业经济/概况/山东省 

  

 

［正题名］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 

［第一责任人］戚厚杰，刘顺发，王楠编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是全面介绍国民革命军产生、发展和没落的一部著作，从中可以看出，军



队私有是派系林立、纷争不已的主要原因。 

［知识责任］戚厚杰 编著 

［知识责任］刘顺发 编著 

［知识责任］王楠 编著 

  

 

［正题名］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 

［并列题名］The Relatives and Descendants of Dr.Sun Yat-Sen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孙中山是中国的民主共和国的 创者和奠基人，在他领导的革命运动中，他的

亲属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本书主要介绍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的情况。 

  

 

［正题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正题名］中国国家安全地理 

［第一责任人］沈伟烈，陆俊元主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侧重于研究和阐述我国的外部环境，即以中国之外的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

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分析，勾勒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地缘系统。 

［主题词］地理/国家安全/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治地理学/中国 

［知识责任］沈伟烈 主编 

［知识责任］陆俊元 主编 

  

 

［正题名］第四次中日青年论坛 

［副题名］转型中的中国与日本 

［第一责任人］蒋立峰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第四次中日青年论坛：转型中的中国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的

论文 40 余篇，全书分为 3 编，包括：“政治安全与国际关系”、“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社

会变迁与文化因素”等。 

［主题词］中日关系/文集 

［主题词］中国/研究/学术会议/文集 

［主题词］日本/研究/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蒋立峰 主编 

  

 

［正题名］婚俗中的人伦 

［副题名］湘西各族婚俗的透视 

［第一责任人］姚金泉著 

［出版者］贵州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五溪文化丛书 cgrs225f 罗康隆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湘西苗族、土家族、侗族、瑶族、回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婚

配观念，剖析了这些婚配观念中所隐涵的人生价值、群体价值。 

［主题词］婚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知识责任］姚金泉 著 

  

 

［正题名］在清华听讲座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文池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文池 主编 

  

 

［正题名］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包伟民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转运司的地位与作用、州军财政制度、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关

系的演变、宋代地方财政与征榷收入的性质等。 

［主题词］地方财政/经济史/研究/中国/宋代 

［知识责任］包伟民 著 

  

 

［正题名］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 

［第一责任人］余文烈主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21 世纪社会主义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的振兴与社会主义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

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欧洲共产主义等。 

［主题词］社会主义/流派/外国/现代 

［知识责任］余文烈 主编 



  

 

［正题名］郭沫若留日十年 

［丛书］1914-1924 

［第一责任人］武继平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从考据学的角度将郭沫若 1914～1924 年在日本的学习、创作及生活情况

进行了客观的疏理和理性的阐释，为国内郭沫若研究及 1914～1924 期间中国留日学者的研

究提供了新材料及新的研究视角。 

［知识责任］武继平 著 

  

 

［正题名］李德伦传 

［第一责任人］罗筠筠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李德伦是我国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本书生动地记载了李德伦成长为音乐大师

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西洋音乐发展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知识责任］罗筠筠 著 

  

 

［正题名］胡适大传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 山劈水（1891.12～1919.12）、荆天棘地（1920.1～1930.11）、羁

人倦旅（1930.11～1946.7）、落拓海外（1946.7～1962.2.24）四卷。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胡适大传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 山劈水（1891.12～1919.12）、荆天棘地（1920.1～1930.11）、羁

人倦旅（1930.11～1946.7）、落拓海外（1946.7～1962.2.24）四卷。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晚年陈毅 

［第一责任人］查俊峰，苏敏，何应龙编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陈毅的一生，主要内容有出任上海市长、受命华东军区司令部、朴

朴实实的副总理、元帅外交家等。 

［知识责任］查俊峰 编著 

［知识责任］苏敏 编著 

［知识责任］何应龙 编著 

  

 

［正题名］山东省志 

［书目卷册］60 

［丛书］物价志 

［第一责任人］山东省地方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正题名］国民党接收日伪财产 

［第一责任人］巴图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抛 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政权，在大约一年的时

间里，进行了一次旷世罕见的经济接收。本书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并对国民党政权经济领

域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进行了介绍。 

［知识责任］巴图 著 

  

 

［正题名］百年沧桑 

［副题名］中国近代企业的轨迹、经验、教训 

［第一责任人］黄逸平，顾文虎主编 

［出版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中国近代企业的轨迹、经验和教训，近代中国一大批企业所经历的道

路和创业的经验。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黄逸平 主编 

［知识责任］顾文虎 主编 

  

 

［正题名］宋元明清法律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鹤皋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宋元社会与法律思想的发展、封建统治危机下出现的“庆历新政”

与变法改革思想、王安石变法与变法反对派的法律思想、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等



内容。 

［主题词］法律/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鹤皋 著 

  

 

［正题名］美的历程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美学的经典之作。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文学作了概

括描述和美学把握。此书于 1981 年初版，多次再版重印，已有英文、德文、韩文等多种译

本问世。本次出版的修订插图本，是作者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3 月初版本的基础

上，对全书文字做了 新订正，并增加了 40 幅重要插图。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艺术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冤案与名人 

［副题名］中国知识界名人冤案实录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胡平，晓山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解读了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曾发生的涉及知识界名人的冤案，这些名人

包括著名学者季羡林、著名经济学家顾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著名学者吴宓、著名作家储

安平。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胡平 编 

［知识责任］晓山 编 

  

 

［正题名］冤案与名人 

［副题名］中国知识界名人冤案实录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胡平，晓山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解读了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曾发生的涉及知识界名人的冤案，这些名人

包括哲学家杨献珍，物理学家葛佩琦，历史学家翦伯赞，学者顾颉刚。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胡平 编 



［知识责任］晓山 编 

  

 

［正题名］冤案与名人 

［副题名］中国知识界名人冤案实录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胡平，晓山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解读了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曾发生的涉及知识界名人的冤案，这些名人

包括明史专家吴晗，经济学家马寅初，翻译家傅雷，作家、学者何满子，历史学家陈寅恪，

学者、民主人士罗隆基。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胡平 编 

［知识责任］晓山 编 

  

 

［正题名］季羡林与名人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名仕之旅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收《我的朋友臧克家》、《哭冯至先生》、《悼念邓广铭先生》、《回忆雨僧先

生》、《忆章用》、《母与子》等 60 多文章。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正题名］清代诗学 

［第一责任人］张世英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中国诗学丛书 

［主题词］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文学研究-古典诗歌/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世英 著 

  

 

［正题名］领袖在共和国诞生前夜 

［第一责任人］于景森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于景森 著 

  

 

［正题名］中国当代思想批判 

［副题名］穿越终极关怀 

［第一责任人］吴炫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否定学实验文本 1 

［附注内容］本书认为，中国当代学者对现实说不出有力量的话语，他们要么凭借西方思想，

要么退回中国传统立场，因此都存在“思想贫困”。解决的办法，只有在知识层面上反思中

西方“否定哲学”。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炫 著 

  

 

［正题名］学者闻一多 

［第一责任人］邓乔彬，赵晓岚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概况，以图腾学说研究神话，唐诗研究的

新贡献，文学史观与独到的文学史研究等。 

［知识责任］邓乔彬 著 

［知识责任］赵晓岚 著 

  

 

［正题名］西方科学的起源 

［副题名］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

传统 

［并列题名］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并列题名］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第一责任人］（美）戴维·林德伯格著 

［译者］王珺[…等 ]译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生动叙述了古代和中世纪西方科学史上所有重要的主题和事件，涉及数学、

天文学、力学、光学、自然史、医学等众多领域，百余幅历史图片尤其珍贵和罕见。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欧洲/古代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欧洲/中世纪 

［知识责任］林德伯格 著 

［知识责任］Lindberg 著 

［次知识责任］王珺 译 

［次知识责任］刘晓峰 译 

［次知识责任］周文峰 译 



［次知识责任］王细荣 译 

  

 

［正题名］殷海光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殷海光著] 

［译者］贺照田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3 

［知识责任］殷海光 著 

［次知识责任］贺照田 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第一责任人］施和金著 

［出版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随园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国历史沿革地理研究、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军事地理

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人物研究 5 编内容。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施和金 著 

  

 

［正题名］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梓明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校长/华人/人物研究/基督教/教育/中国 

［知识责任］吴梓明 著 

  

 

［正题名］月光下的悲凉 

［副题名］张爱玲传 

［第一责任人］张均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知识责任］张均 编著 

  

 

［正题名］我眼中的刘少奇 

［第一责任人］郭思敏，天羽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知识责任］郭思敏 编 

［知识责任］天羽 编 

  

 

［正题名］我眼中的毛泽东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郭思敏，天羽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 

［知识责任］郭思敏 编 

［知识责任］天羽 编 

  

 

［正题名］我眼中的毛泽东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郭思敏，天羽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 

［知识责任］郭思敏 编 

［知识责任］天羽 编 

  

 

［正题名］金景芳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金景芳著] 

［译者］吕文郁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3 

［知识责任］金景芳 著 

［次知识责任］吕文郁 编 

  

 

［正题名］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蒋梦麟著] 

［译者］明立志[…等]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3 

［知识责任］蒋梦麟 著 

［次知识责任］明立志 编 

［次知识责任］吴小龙 编 

［次知识责任］乾恩 编 

［次知识责任］桑凤平 编 

  



 

［正题名］冲撞与融合 

［副题名］中国近代文化史论 

［第一责任人］安宇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安宇 著 

  

 

［正题名］风云特使 

［副题名］老外交家王炳南 

［第一责任人］程远行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5 

［知识责任］程远行 著 

  

 

［正题名］见证 

［副题名］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代表的日记 

［第一责任人］贺明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战俘问题/朝鲜战争（1950-1953）/史料 

［知识责任］贺明 著 

  

 

［正题名］七修類稿 

［第一责任人］（明）郎瑛撰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歷代筆記叢刊 

［附注内容］本书是明人郎瑛写作的史料笔记，共五十一卷，约在嘉靖中由福建建安的书坊

刻印问世。内容大体分为三方面：当朝及前朝的史事掌故；社会风俗和琐闻：艺文和学术考

辨。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明、清刊本校补，出版断句排印本。现改用新式标点

出版。 

［主题词］史料/中国/明代 

［主题词］笔记/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郎瑛 撰 

  

 

［正题名］北大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文池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中国学者访谈录 cgrs225h1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十二位北大学者的访谈。内容涉及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法律等

现实问题。 

［主题词］社会科学/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文池 主编 

  

 

［正题名］以史为鉴 

［副题名］中国近代史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平晔，陈红星主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李平晔 主编 

［知识责任］陈红星 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哲学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张瑞璠主编 

［译者］陈超群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教育思想史/哲学思想/中国 

［知识责任］张瑞璠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超群 著 

  

 

［正题名］中国教育哲学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张瑞璠主编 

［译者］黄明喜，于述胜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教育思想史/哲学思想/中国 

［知识责任］张瑞璠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明喜 著 

［次知识责任］于述胜 著 

  

 

［正题名］中国教育哲学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张瑞璠主编 



［译者］于述胜，张良才，施扣柱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教育思想史/哲学思想/中国 

［知识责任］张瑞璠 主编 

［次知识责任］于述胜 著 

［次知识责任］张良才 著 

［次知识责任］施扣柱 著 

  

 

［正题名］中国教育哲学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张瑞璠主编 

［译者］黄书光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主题词］教育思想史/哲学思想/中国 

［知识责任］张瑞璠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书光 著 

  

 

［正题名］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 

［第一责任人］郭延礼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文化交流/研究/中国/西方国家/近代 

［主题词］近代文学/观念/研究 

［知识责任］郭延礼 著 

  

 

［正题名］ 花或不 花的年代 

［副题名］北京大学中文系 55 级纪事 

［第一责任人］谢冕，费振刚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谢冕 主编 

［知识责任］费振刚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外交思想 

［副题名］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副题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叶自成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叶自成 著 

  

 

［正题名］礼仪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顾希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新论丛书 

［主题词］礼仪/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顾希佳 著 

  

 

［正题名］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 

［第一责任人］王守中，郭大松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城市史/山东/近代 

［知识责任］王守中 著 

［知识责任］郭大松 著 

  

 

［正题名］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传 

［第一责任人］李兴盛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黑龙江流域文化与旅游文化丛书 cgrs225h2 

［丛编题名］诗人吴兆骞系列 1 

［知识责任］李兴盛 主编 

  

 

［正题名］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年谱 

［第一责任人］李兴盛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黑龙江流域文化与旅游文化丛书 cgrs225h2 

［丛编题名］诗人吴兆骞系列 2 

［知识责任］李兴盛 主编 

  

 

［正题名］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李兴盛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黑龙江流域文化与旅游文化丛书 cgrs225h2 

［丛编题名］诗人吴兆骞系列 3 

［知识责任］李兴盛 主编 

  

 

［正题名］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精神 

［第一责任人］广东鲁迅研究学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广东鲁迅研究丛书 cgrs225h1 

  

 

［正题名］家族主义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杨知勇著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家族主义/影响/文化/中国 

［知识责任］杨知勇 著 

  

 

［正题名］烽火情 

［副题名］冯佩之和他的战友 

［第一责任人］吴继路[…等]编写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吴继路 编写 

［知识责任］李允经 编写 

［知识责任］王凯符 编写 

［知识责任］吴秉忠 编写 

  

 

［正题名］评说郭沫若 

［第一责任人］房向东编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知识责任］房向东 编 

  

 

［正题名］太平天国文化大观 

［第一责任人］盛巽昌著 

［出版者］广西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研究 



［知识责任］盛巽昌 著 

  

 

［正题名］思想者不老 

［第一责任人］刘志琴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刘志琴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大事典 

［副题名］1901-2000 

［第一责任人］韩信夫，曾景忠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历史事件/大事记/中国/1901-2000 

［知识责任］韩信夫 主编 

［知识责任］曾景忠 主编 

  

 

［正题名］清朝治藏法规全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张羽新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法律/汇编/西藏/清代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羽新 著 

  

 

［正题名］清朝治藏法规全编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张羽新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法律/汇编/西藏/清代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羽新 著 

  

 

［正题名］清朝治藏法规全编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张羽新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法律/汇编/西藏/清代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羽新 著 

  

 

［正题名］清朝治藏法规全编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张羽新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法律/汇编/西藏/清代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羽新 著 

  

 

［正题名］清朝治藏法规全编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张羽新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法律/汇编/西藏/清代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羽新 著 

  

 

［正题名］清代名人手札汇编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瑛蘭坡藏名人尺牘墨迹》，是清人瑛蘭坡官河南时

收藏的友人、同僚的书信。主要内容为清军和捻军、太平军交战事，及一些与第二次鸦片战

争有关的记载。由于书信往来双方均为统治者上层人物，涉及内容宽泛，具有丰富的史料价

值。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名人手札汇编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瑛蘭坡藏名人尺牘墨迹》，是清人瑛蘭坡官河南时

收藏的友人、同僚的书信。主要内容为清军和捻军、太平军交战事，及一些与第二次鸦片战

争有关的记载。由于书信往来双方均为统治者上层人物，涉及内容宽泛，具有丰富的史料价

值。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名人手札汇编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瑛蘭坡藏名人尺牘墨迹》，是清人瑛蘭坡官河南时

收藏的友人、同僚的书信。主要内容为清军和捻军、太平军交战事，及一些与第二次鸦片战

争有关的记载。由于书信往来双方均为统治者上层人物，涉及内容宽泛，具有丰富的史料价

值。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名人手札汇编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瑛蘭坡藏名人尺牘墨迹》，是清人瑛蘭坡官河南时

收藏的友人、同僚的书信。主要内容为清军和捻军、太平军交战事，及一些与第二次鸦片战

争有关的记载。由于书信往来双方均为统治者上层人物，涉及内容宽泛，具有丰富的史料价

值。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名人手札汇编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瑛蘭坡藏名人尺牘墨迹》，是清人瑛蘭坡官河南时

收藏的友人、同僚的书信。主要内容为清军和捻军、太平军交战事，及一些与第二次鸦片战

争有关的记载。由于书信往来双方均为统治者上层人物，涉及内容宽泛，具有丰富的史料价

值。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名人手札汇编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瑛蘭坡藏名人尺牘墨迹》，是清人瑛蘭坡官河南时

收藏的友人、同僚的书信。主要内容为清军和捻军、太平军交战事，及一些与第二次鸦片战

争有关的记载。由于书信往来双方均为统治者上层人物，涉及内容宽泛，具有丰富的史料价

值。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名人手札汇编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瑛蘭坡藏名人尺牘墨迹》，是清人瑛蘭坡官河南时

收藏的友人、同僚的书信。主要内容为清军和捻军、太平军交战事，及一些与第二次鸦片战

争有关的记载。由于书信往来双方均为统治者上层人物，涉及内容宽泛，具有丰富的史料价

值。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名人手札汇编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瑛蘭坡藏名人尺牘墨迹》，是清人瑛蘭坡官河南时

收藏的友人、同僚的书信。主要内容为清军和捻军、太平军交战事，及一些与第二次鸦片战

争有关的记载。由于书信往来双方均为统治者上层人物，涉及内容宽泛，具有丰富的史料价

值。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名人手札汇编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瑛蘭坡藏名人尺牘墨迹》，是清人瑛蘭坡官河南时

收藏的友人、同僚的书信。主要内容为清军和捻军、太平军交战事，及一些与第二次鸦片战

争有关的记载。由于书信往来双方均为统治者上层人物，涉及内容宽泛，具有丰富的史料价

值。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名人手札汇编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瑛蘭坡藏名人尺牘墨迹》，是清人瑛蘭坡官河南时

收藏的友人、同僚的书信。主要内容为清军和捻军、太平军交战事，及一些与第二次鸦片战

争有关的记载。由于书信往来双方均为统治者上层人物，涉及内容宽泛，具有丰富的史料价

值。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中国/清代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一册 

［副题名］1854-1863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54-1863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二册 

［副题名］1864-1866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64-1866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三册 

［副题名］1867-1869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67-1869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四册 

［副题名］1870-1871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70-1871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五册 

［副题名］1872-1873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72-1873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六册 

［副题名］1874-1876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74-1876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七册 

［副题名］1877-1882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77-1882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八册 

［副题名］1883-1886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83-1886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九册 

［副题名］1887-1889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87-1889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十册 

［副题名］1890-1892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90-1892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副题名］1893-1894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93-1894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副题名］1895-1896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95-1896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副题名］1897-1898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97-1898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十四册 

［副题名］1899-1901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899-1901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十五册 

［副题名］1902-1904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02-1904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十六册 

［副题名］1905-1907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05-1907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十七册 

［副题名］1908-1910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08-1910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十八册 

［副题名］1911-1913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11-1913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十九册 

［副题名］1914-1916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14-1916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二十册 

［副题名］1917-1919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17-1919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二十一册 

［副题名］1920-1921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20-1921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二十二册 

［副题名］1922-1924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22-1924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二十三册 

［副题名］1925-1927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25-1927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二十四册 

［副题名］1928-1930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28-1930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二十五册 

［副题名］1931-1932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31-1932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二十六册 

［副题名］1933-1935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33-1935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二十七册 

［副题名］1936-1939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36-1939 

  

 

［正题名］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书目卷册］第二十八册 

［副题名］1940-1943 



［并列题名］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租界档案的一部分，是

较全面系统反映租界历史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达 90 余年（1854 年 7 月 17 日-1943 年 12

月 17 日）的历次会议录，全部为英文，前期为手写件，后期为打印件。现将原版英文与中

文译文合在一起出版。 

［主题词］租界/史料/上海市/1940-1943 

  

 

［正题名］科学与爱国 

［副题名］严复思想新探 

［第一责任人］习近平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各地学者研讨严复思想的 新论文,并首次披露新出的珍贵文献《严

复手批沈瑶庆奏稿》，选载了新近考释而得的严复佚文三篇。 

［知识责任］习近平 主编 

  

 

［正题名］山外青山 

［第一责任人］闻一著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野菊文丛 cgrs225h3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作者曾主要发表于《读者》、《博览群书》等杂志上的多篇回眸和评论

苏联、俄罗斯历史的文章。 

［主题词］政治/评论/苏联 

［知识责任］闻一 著 

  

 

［正题名］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奖获奖成果简介 

［第一责任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我国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奖中获奖成果的简介, 其

中特别荣誉奖 2 项, 一等奖 14 项, 二等奖 38 项, 三等奖 99 项。 

［主题词］社会科学/科技成果/简介/中国 

  

 

［正题名］精神科学引论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德）威廉·狄尔泰著 



［译者］童奇志，王海鸥译 

［出版者］中国城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西方思想经典文库 cgrs225h1 

［主题词］生命科学/德国/近代 

［知识责任］狄尔泰著 著 

［知识责任］Dilthey 著 

［次知识责任］童奇志 译 

［次知识责任］王海鸥 译 

  

 

［正题名］文化社会学论要 

［第一责任人］（德）卡尔·曼海姆著 

［译者］刘继同，左芙蓉译 

［出版者］中国城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西方思想经典文库 cgrs225h1 

［主题词］文化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曼海姆 著 

［知识责任］Mannheim 著 

［次知识责任］刘继同 译 

［次知识责任］左芙蓉 译 

  

 

［正题名］扬州历史人物辞典 

［第一责任人］王澄主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历史人物/扬州/辞典 

［知识责任］王澄 主编 

  

 

［正题名］南方红军游击队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万剑声，余天宝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红军征战卷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 

［知识责任］万剑声 著 

［知识责任］余天宝 著 

  

 

［正题名］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 

［副题名］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荣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远东文库·百年中国 

［主题词］民主管理/选举制度/农村/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胡荣 著 

  

 

［正题名］困厄中的近代化 

［第一责任人］沈渭滨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远东文库·百年中国 

［主题词］近代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沈渭滨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文献学 

［第一责任人］曾贻芬，崔文印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学苑文丛 

［主题词］古文献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曾贻芬 著 

［知识责任］崔文印 著 

  

 

［正题名］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第一责任人］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远东文库·百年中国 

［附注内容］本书第一版为 1995 年出版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浙江/现代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农村/研究/浙江/现代 

［知识责任］曹锦清 著 

［知识责任］张乐天 著 

［知识责任］陈中亚 著 

  

 

［正题名］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丛书］1979-2000 

［第一责任人］汪海波著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79-2000 

［知识责任］汪海波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内山雅生著 

［译者］李恩民，邢丽荃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农村经济学/社会经济结构/华北/近代 

［主题词］农村经济学/社会经济结构/华北/现代 

［知识责任］内山雅生 著 

［次知识责任］李恩民 译 

［次知识责任］邢丽荃 译 

  

 

［正题名］中国法制史 

［第一责任人］郭建，姚荣涛，王志强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为复旦大学法律专业硕士生教材，由郭建等教授撰写。全书分为九章，分

别叙述了中国法律的起源及其时期、中国传统法制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法律的形式、身份

法、亲族法、刑事法、财产法、司法制度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制变革等内容。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 

［知识责任］郭建 著 

［知识责任］姚荣涛 著 

［知识责任］王志强 著 

  

 

［正题名］八一三淞沪抗战 

［第一责任人］余子道，张云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cgrs225f 唐培吉，朱敏彦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 1937 年 8 月 13 日-同年 12 月 2 日发生的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全过

程。 

［主题词］八·一三事变（1937） 

［知识责任］余子道 著 

［知识责任］张云 著 

  

 

［正题名］亡尤室文存 

［第一责任人］赵光贤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赵光贤 著 

  

 

［正题名］一·二八淞沪抗战 

［第一责任人］余子道，张林龙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cgrs225f 唐培吉，朱敏彦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记载了 1932 年 1 月 28 日-3 月 3 日上海的淞沪抗战的经过。 

［主题词］一·二八事变（1932） 

［知识责任］余子道 著 

［知识责任］张林龙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 

［第一责任人］熊明安，周洪宇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教育改革/教学改革/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熊明安 主编 

［知识责任］周洪宇 主编 

  

 

［正题名］谣言与近代教案 

［第一责任人］苏萍著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远东文库·百年中国 

［主题词］反洋教斗争/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苏萍 著 

  

 

［正题名］广州起义纪实 

［第一责任人］郭晓晔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革命暴动卷 

［主题词］广州起义（1927） 

［知识责任］郭晓晔 著 



  

 

［正题名］南昌起义纪实 

［第一责任人］尹家民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革命暴动卷 

［主题词］南昌起义（1927） 

［知识责任］尹家民 AYin Jia Min 著 

  

 

［正题名］瞿秋白 

［副题名］情感·才华·心史 

［第一责任人］刘福勤著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党史人物生活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刘福勤 著 

  

 

［正题名］八月的足迹 

［副题名］毛泽东 1958 年河南农村视察纪实 

［第一责任人］陈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陈汉 著 

  

 

［正题名］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第一责任人］罗伯特·杜普莱西斯著 

［译者］朱智强，龚晓华，张秀明译 

［译者］邓力平校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资本主义/历史/研究/欧洲/近代 

［知识责任］杜普莱西斯 著 

［知识责任］Duplessis 著 

［次知识责任］朱智强 译 

［次知识责任］龚晓华 译 

［次知识责任］张秀明 译 

［次知识责任］邓力平 校 

  

 

［正题名］农民知己邓子恢 



［第一责任人］南云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知识责任］南云 著 

  

 

［正题名］中国审判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程维荣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审判/司法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程维荣 著 

  

 

［正题名］东北抗联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朱秀海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抗日战争卷 

［主题词］抗日斗争/史料/东北地区/1931-1937 

［知识责任］朱秀海 著 

  

 

［正题名］粤、海军民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雷铎，曹柯，谢岳雄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抗日战争卷 

［主题词］抗日斗争/华南抗日游击队/华南抗日根据地/1937-1945 

［知识责任］雷铎 著 

［知识责任］曹柯 著 

［知识责任］谢岳雄 著 

  

 

［正题名］牺盟会及新军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曾凡华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抗日战争卷 

［知识责任］曾凡华 著 

  

 

［正题名］延安红色大本营纪实 

［第一责任人］肖思科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抗日战争卷 

［主题词］中共中央 

［主题词］八路军总部 

［主题词］中央西北局 

［主题词］陕甘宁边区政府 

［主题词］八路军留守兵团 

［知识责任］肖思科 著 

  

 

［正题名］晋察冀军民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李金明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抗日战争卷 

［主题词］抗日战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 

［知识责任］李金明 著 

  

 

［正题名］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 

［第一责任人］尹高朝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知识责任］尹高朝 编著 

  

 

［正题名］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主编 

［译者］陈尚胜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历史 

［知识责任］李喜所 主编 

  

 

［正题名］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历史 

［知识责任］李喜所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延清 著 

［次知识责任］李梦芝 著 

  

 

［正题名］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主编 

［译者］张静等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历史 

［知识责任］李喜所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静 著 

  

 

［正题名］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主编 

［译者］元清等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历史 

［知识责任］李喜所 主编 

［次知识责任］元清 著 

  

 

［正题名］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主编 

［译者］刘景泉等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历史 

［知识责任］李喜所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景泉 著 

  

 

［正题名］费孝通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五卷 

［丛书］1999-2001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次知识责任］张荣华 著 

  

 

［正题名］《古今图书集成》研究 

［第一责任人］裴芹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百科全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裴芹 著 

  

 

［正题名］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 

［第一责任人］杨天石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近史探幽系列 

［知识责任］杨天石 著 

  

 

［正题名］20 世纪国际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杨泽伟主编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近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杨泽伟 主编 

  

 

［正题名］浮生百记 

［第一责任人］俞律著 

［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俞律 著 

  

 

［正题名］不惑集 

［第一责任人］郑 凡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知识责任］郑 凡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 



［第一责任人］吴景平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主题词］经济史/上海市/1937-1945 

［知识责任］吴景平 著 

  

 

［正题名］国民党金融之父宋子文 

［第一责任人］杨者圣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知识责任］杨者圣 著 

  

 

［正题名］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 

［第一责任人］卞杏英，杨元华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上海市 

［知识责任］卞杏英 著 

［知识责任］杨元华 著 

  

 

［正题名］回忆大哥鲁迅 

［第一责任人］周建人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周建人 著 

  

 

［正题名］鉴古一得 

［第一责任人］史树青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文物/鉴定/研究/经验 

［知识责任］史树青 著 

  

 

［正题名］解析冯友兰 

［第一责任人］郑家栋，陈鹏选编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学术大师解析系列 

［知识责任］郑家栋 选编 

［知识责任］陈鹏 选编 

  

 

［正题名］中国地名学史考论 

［第一责任人］华林甫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主题词］历史地名/考证/中国 

［主题词］地名学/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华林甫 著 

  

 

［正题名］八路军一二○师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冯捷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抗日战争卷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展示了由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一师、

二师及总部特务团等组成的八路军一二○师，在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在晋西北赢得抗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捷 著 

  

 

［正题名］追忆冯友兰 

［第一责任人］郑家栋，陈鹏选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学术大师解析系列 

［主题词］回忆录/文集 

［知识责任］郑家栋 选编 

［知识责任］陈鹏 选编 

  

 

［正题名］陕北红军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冯捷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红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陕北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转战西北，百折不挠， 后

与中央红军汇合的征战过程。 



［知识责任］冯捷 著 

  

 

［正题名］历代名人并称辞典 

［第一责任人］龙潜庵，李小松，黄昏编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将被人们习惯因成就、言行等相一致而相提并论的历史名人（如“李杜”、

“三苏”、“大小宋”、“竹林七贤”、“筹安会六君子”等）搜集成书，并以原始资料予以引录。 

［主题词］名人/姓名/中国/辞典 

［知识责任］龙潜庵 编著 

［知识责任］李小松 编著 

［知识责任］黄昏 编著 

  

 

［正题名］邓小平与李明瑞 

［第一责任人］傅建文，谌虹颖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人物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傅建文 编著 

［知识责任］谌虹颖 编著 

  

 

［正题名］何丙郁中国科技史论集 

［第一责任人］何丙郁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新世纪科学史系列 4 

［主题词］科学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何丙郁 著 

  

 

［正题名］道家思想与佛教 

［第一责任人］（日）蜂屋邦夫著 

［译者］隽雪艳，陈捷等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 cgrs225f 李学勤，葛兆光主编 

［主题词］道教/关系/佛教/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蜂屋邦夫 著 

［次知识责任］隽雪艳 译 

［次知识责任］陈捷 译 

  



 

［正题名］后现代转向 

［副题名］社会理论的新视角 

［第一责任人］（美）史蒂文·塞德曼编 

［译者］吴世雄[…等]译 

［译者］陈维振审校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剑桥集粹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后现代主义/文集 

［知识责任］塞德曼 编 

［知识责任］Seidman 编 

［次知识责任］吴世雄 译 

［次知识责任］陈维振 译 

［次知识责任］王峰 译 

［次知识责任］陈明达 译 

［次知识责任］陈维振 审校 

  

 

［正题名］虚拟图书馆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并列题名］VIRTUAL LIBRARIES' YESTERDAY,TODAY AND TOMORROW 

［第一责任人］（美）袁海旺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21 世纪图书馆学丛书 cgrs225f 邱东江主编 

［主题词］电子技术/应用/研究/图书馆工作 

［知识责任］袁海旺 著 

  

 

［正题名］蔡尚思文集 

［第一责任人］蔡尚思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上海市社会科学学者文集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蔡尚思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通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第一责任人］沙健孙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知识责任］沙健孙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通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为新中国而奋斗 

［第一责任人］沙健孙主编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历史 

［知识责任］沙健孙 著 

  

 

［正题名］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李光灿，吕世伦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马恩著作研究/专题汇编/法律/思想史 

［知识责任］李光灿 主编 

［知识责任］吕世伦 主编 

  

 

［正题名］洋镜头里的老北京 

［第一责任人］（澳）赫达·莫里逊著 

［译者］董建中译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知识责任］莫里逊 著 

［知识责任］Morrison 著 

［次知识责任］董建中 译 

  

 

［正题名］历史地理 

［书目卷册］第十七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 32 篇有关论文，设：当代历史地理学家、古籍研究、地名考释、书

评、译丛、学术动态、补白等栏目。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 



［书目卷册］二 

［丛书］2000 年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并列题名］Anthology of 200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第一责任人］张复合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建筑物/研究/保护/中国/近代 

［主题词］建筑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复合 主编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一责任人］卢嘉锡总主编 

［丛书］科学思想卷 

［第一责任人］席泽宗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科学/思想史/中国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卢嘉锡 总主编 

［知识责任］席泽宗 主编 

  

 

［正题名］图中日月 

［第一责任人］雷颐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学人心语丛书 

［主题词］散文/历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雷颐 著 

  

 

［正题名］九·一八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初兴佳，杨学义，王海晨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吉林文史出版社学术研究文库 

［主题词］九·一八/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初兴佳 主编 

［知识责任］杨学义 主编 

［知识责任］王海晨 主编 

  



 

［正题名］北大史学 

［并列题名］Clio at Beida 

［书目卷册］8 

［并列题名］Clio at Beida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辑分论文、书评、学术动态三部分，收录了“唐代散试官问题再探”、“英国

工业革命中工人的生活标准”、“唐人婚龄探系”、“浅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缘起”等文章。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 

［第一责任人］刘小萌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满族/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刘小萌 著 

  

 

［正题名］董康东游日记 

［第一责任人］董康著 

［译者］王君南整理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近世学人日记丛书 cgrs225f 杜泽逊，范旭仑主编 

［知识责任］董康 著 

［次知识责任］王君南 整理 

  

 

［正题名］桐城吴先生日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汝纶著 

［译者］宋 玉整理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近世学人日记丛书 cgrs225f 杜泽逊，范旭仑主编 

［主题词］吴汝纶/日记/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吴汝纶 著 

［次知识责任］宋 玉 整理 

  

 

［正题名］桐城吴先生日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汝纶著 

［译者］宋 玉整理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近世学人日记丛书 cgrs225f 杜泽逊，范旭仑主编 

［主题词］吴汝纶/日记/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吴汝纶 著 

［次知识责任］宋 玉 整理 

  

 

［正题名］鸥堂日记 

［第一责任人］周星誉著 

［译者］刘蔷整理 

［第一责任人］周星诒著 

［译者］刘蔷整理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近世学人日记丛书 cgrs225f 杜泽逊，范旭仑主编 

［知识责任］周星誉 著 

［知识责任］周星诒 著 

［次知识责任］刘蔷 整理 

  

 

［正题名］张元济日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元济著 

［译者］张人凤整理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近世学人日记丛书 cgrs225f 杜泽逊，范旭仑主编 

［知识责任］张元济 著 

［次知识责任］张人凤 整理 

  

 

［正题名］张元济日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元济著 

［译者］张人凤整理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近世学人日记丛书 cgrs225f 杜泽逊，范旭仑主编 

［知识责任］张元济 著 

［次知识责任］张人凤 整理 



  

 

［正题名］复堂日记 

［第一责任人］谭献著 

［译者］范旭仑，牟晓朋整理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近世学人日记丛书 cgrs225f 杜泽逊，范旭仑主编 

［知识责任］谭献 著 

［次知识责任］范旭仑 整理 

［次知识责任］牟晓朋 整理 

  

 

［正题名］许瀚日记 

［第一责任人］许瀚著 

［译者］崔巍整理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近世学人日记丛书 cgrs225f 杜泽逊，范旭仑主编 

［知识责任］许瀚 著 

［次知识责任］崔巍 整理 

  

 

［正题名］秦汉士史 

［第一责任人］于迎春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丛刊 14 

［主题词］士/历史/中国/秦汉时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于迎春 著 

  

 

［正题名］曾国藩与弟书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钟叔河选编 

［出版者］岳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钟叔河 选编 

  

 

［正题名］中国私家藏书史 

［第一责任人］范凤书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私人藏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范凤书 著 

  

 

［正题名］当代西方宗教哲学 

［并列题名］Philosophy of Religion 

［第一责任人］（美）迈尔威利·斯图沃德编 

［译者］周伟驰，胡自信，吴增定译 

［译者］赵敦华审订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未名译库 cgrs225h 哲学与宗教系列 

［主题词］宗教哲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斯图沃德 编 

［知识责任］Steward 编 

［次知识责任］周伟驰 译 

［次知识责任］胡自信 译 

［次知识责任］吴增定 译 

［次知识责任］赵敦华 审订 

  

 

［正题名］回归五四 

［第一责任人］舒芜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8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在近五十多年里关于文化、思想、哲学的论文 20 余篇。全书体现

作者从尊重五四精神出发，经过曲折反复，又在晚年回归五四的艰难求所。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舒芜 著 

  

 

［正题名］国际汉学 

［并列题名］International Sinology 

［书目卷册］第六辑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正题名］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 



［第一责任人］陈乐民编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中外关系/葡萄牙/史料/中世纪-晚期 

［知识责任］陈乐民编 编著 

  

 

［正题名］经学今诠初编 

［书目卷册］《中国哲学》第二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哲学》编辑部，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合编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主题词］经学/研究/中国/现代 

  

 

［正题名］潜规则 

［副题名］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第一责任人］吴思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政治/评论/文集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思 著 

  

 

［正题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第一责任人］宋连生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政治运动/史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宋连生 著 

  

 

［正题名］清代學者像傳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葉衍蘭，叶恭綽編 

［译者］[黄小泉，杨鹏秋等摹绘]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名人/传记/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叶衍兰 编 

［知识责任］叶恭绰 编 

［次知识责任］黄小泉 摹绘 

［次知识责任］杨鹏秋 摹绘 



  

 

［正题名］清代學者像傳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葉衍蘭，叶恭綽編 

［译者］[黄小泉，杨鹏秋等摹绘]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名人/传记/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叶衍兰 编 

［知识责任］叶恭绰 编 

［次知识责任］黄小泉 摹绘 

［次知识责任］杨鹏秋 摹绘 

  

 

［正题名］另一种童年的告别 

［第一责任人］张倩仪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倩仪 著 

  

 

［正题名］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副题名］西方学者看中国 

［第一责任人］张敏杰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经济体制改革/评论/中国/文集 

［主题词］社会/评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敏杰 主编 

  

 

［正题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第一责任人］杨珍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学苑文丛 

［主题词］帝王/制度/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杨珍 著 

  

 

［正题名］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第一责任人］雷海宗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商务印书馆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据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重新编排，并在愿附录中增补作者 4 篇文章。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军事制度/军事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帝王/政治制度/研究 

［主题词］家族/宗法制度/研究/中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研究 

［知识责任］雷海宗 著 

  

 

［正题名］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路新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近世文化论丛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路新生 著 

  

 

［正题名］中国明代哲学 

［第一责任人］李书增…[等]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李书增 著 

［知识责任］岑青 著 

［知识责任］孙玉杰 著 

［知识责任］任金鉴 著 

  

 

［正题名］中国美学史 

［第一责任人］张法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美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张法 著 

  

 

［正题名］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书目卷册］2000 

［并列题名］Latest Studies of Social Sciences of Foreign Countries 

［第一责任人］沈国明，朱敏彦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所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世界 

［知识责任］沈国明 主编 

［知识责任］朱敏彦 主编 

  

 

［正题名］世纪之理想 

［副题名］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 

［第一责任人］田正平，肖朗主编 

［出版者］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主题词］义务教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田正平 主编 

［知识责任］肖朗 主编 

  

 

［正题名］捻军史 

［第一责任人］郭豫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捻军/研究 

［知识责任］郭豫明 著 

  

 

［正题名］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副题名］中国回忆录 

［书目卷册］Ⅰ 

［第一责任人］（法）杜赫德编 

［译者］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cgrs225f 任继愈主编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明代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清代 

［知识责任］杜赫德 编 

［知识责任］郑德弟 译 

［知识责任］吕一民 译 

［知识责任］沈坚 译 

  

 

［正题名］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副题名］中国回忆录 

［书目卷册］Ⅱ 

［第一责任人］ （ 法）杜赫德编 

［译者］郑德弟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cgrs225f 任继愈主编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明代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清代 

［知识责任］杜赫德 编 

［知识责任］郑德弟 译 

  

 

［正题名］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副题名］中国回忆录 

［书目卷册］Ⅲ 

［第一责任人］（法）杜赫德编 

［译者］朱静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cgrs225f 任继愈主编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明代 

［主题词］汉学/研究/西方国家/清代 

［知识责任］杜赫德 编 

［知识责任］朱静 译 

  

 

［正题名］风物流变见沧桑 

［第一责任人］《老照片》编辑部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 《老照片》精选本 

［主题词］社会变迁/摄影集/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摄影集/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风俗习惯/摄影集/史料/中国/近代 

  

 

［正题名］百姓自己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老照片》编辑部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 《老照片》精选本 

［主题词］社会变迁/摄影集/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摄影集/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正题名］另一种目光的回望 

［第一责任人］《老照片》编辑部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 《老照片》精选本 

［主题词］社会变迁/摄影集/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生活/摄影集/史料/中国/近代 

  

 

［正题名］中国佛教文化大观 

［第一责任人］方广锠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大观系列 7 

［主题词］佛教/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方广锠 主编 

  

 

［正题名］晏阳初传 

［副题名］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 

［第一责任人］吴相湘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海外名家名作丛书 

［知识责任］吴相湘 著 

  

 

［正题名］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 

［第一责任人］（英）爱尼斯.安德逊著 

［译者］费振东译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古代史/史料/中国/清代（1736-1840） 

［知识责任］安德逊 著 

［次知识责任］费振东 译 

  

 

［正题名］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 

［第一责任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正题名］中央苏区检察史 

［第一责任人］林海主编 

［出版者］中国检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知识责任］林海 主编 

  

 

［正题名］伪满洲国旧影 

［副题名］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 

［第一责任人］李立夫主编 

［译者］伪满皇宫博物院编 

［出版者］吉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李立夫 主编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方庆秋，黄美真主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知识责任］方庆秋 主编 

［知识责任］黄美真 主编 

  

 

［正题名］赫章县志 

［第一责任人］贵州省赫章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正题名］贵州省志 

［丛书］农业志 

［第一责任人］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农业/经济/概况/贵州省 

［知识责任］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正题名］凝固的历史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贵阳党史回眸 

［第一责任人］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正题名］东北史 

［第一责任人］程妮娜主编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知识责任］程妮娜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皇帝与洋人 

［第一责任人］郭福祥，左远波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主要限定在皇帝与来华外国人直接接触的范围之内，比较准确地表现

出中国皇帝与外国人交往的历史原貌。 

［主题词］皇帝/生平事迹/中国/古代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古代/史料 

［知识责任］郭福祥 著 

［知识责任］左远波 著 

  

 

［正题名］平峰村的文化转型 

［副题名］中国内地乡村五十年文化变迁的个案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燕鸣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人类学田野研究系列 

［主题词］乡村/文化/社会调查/武汉市/现代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武汉市/现代 

［知识责任］胡燕鸣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 

［第一责任人］李承贵著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学术问题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探讨 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19、20 世纪

之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状况，科学主义方法的输入、特征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输

入、特征与应用，人文主义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国 

［知识责任］李承贵 著 



  

 

［正题名］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 

［并列题名］A Study on the Sociopolitical Thought of Zhang Shizhao1903-1927 年 

［第一责任人］邹小站著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博士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论述了 1903～1927 年间章士钊的思想，力图借他反映出当时一批

中国人面临的共同问题及他们思想中的一些共同趋向。 

［知识责任］邹小站 著 

  

 

［正题名］中国礼制史 

［丛书］宋辽金夏卷 

［第一责任人］陈戍国著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百科史苑 

［附注内容］本书的宗旨是勾勒中国宋辽金夏时期礼俗礼制的大体轮廓，从礼俗礼制角度透

视宋辽金夏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并且解决礼制史、古礼文献与相关学科的某些长期

聚讼的疑难问题。 

［主题词］礼仪/研究/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知识责任］陈戍国 著 

  

 

［正题名］长沙的近代化启动 

［并列题名］The Start of Changsha's Modernization 

［第一责任人］李玉著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博士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从近代化启动的角度揭示长沙在近代化中的际遇和发展，提出了中国

城市近代化的“精神助力”一说，为中国近代化城市发展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 

［知识责任］李玉 著 

  

 

［正题名］施琅研究 

［第一责任人］许在全，吴幼雄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许在全 主编 

［知识责任］吴幼雄 主编 

  



 

［正题名］袁世凯全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林阔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操练新军，经营北洋班底；推行新政，身手不凡；激化矛盾，

乱中谋求帝制；精心策划，坐皇帝的椅子；美梦幻灭，老命暴亡等。 

［知识责任］林阔 编著 

  

 

［正题名］袁世凯全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林阔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操练新军，经营北洋班底；推行新政，身手不凡；激化矛盾，

乱中谋求帝制；精心策划，坐皇帝的椅子；美梦幻灭，老命暴亡等。 

［知识责任］林阔 编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汤应武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总论，即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第二单

元为主体，即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第三单元为附录，即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及部分原中

共政治局常委简历。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汤应武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汤应武主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总论，即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第二单

元为主体，即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第三单元为附录，即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及部分原中

共政治局常委简历。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汤应武 主编 

  



 

［正题名］出版产业与著作权法 

［第一责任人］史梦熊[…等]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从编辑出版者日常应用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著作权法的发展历史，我国著

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及其特性，总结了编辑工作中可能遇到的著作权问题和著作权合同的签订

及管理的实际工作经验等。 

［主题词］著作权法/出版工作/关系/中国 

［知识责任］史梦熊 著 

［知识责任］牛慧兰 著 

［知识责任］张杰 著 

［知识责任］孙洁 著 

［知识责任］吴寅泰 著 

  

 

［正题名］当代科学热点 

［第一责任人］白光润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文化素质修养丛书 cgrs225f 卢嘉锡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28 篇文章，内容包括天文科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

物理科学、化学科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及科学方法论等诸多方面。 

［主题词］自然科学/科学研究/动态 

［知识责任］白光润 主编 

  

 

［正题名］西南联大 

［副题名］战火的洗礼 

［第一责任人］赵新林，张国龙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附录：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 

［附注内容］本书将西南联大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现代知识群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

行阐释，对西南联大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大师进行研究，从他们身上透视西南联大在中国 20

世纪文化、教育、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影响及其文化思想的价值。 

［知识责任］赵新林 著 

［知识责任］张国龙 著 

  

 

［正题名］中外教育大事年表 

［副题名］公元前—公元 2000 年 

［第一责任人］金铁宽，吴式颖主编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是以翔实史料为依据，简要记述古今中外重要教育史事的工具书。全书共

分中国与外国两大部分，记载了世界历史上重要的教育大事。 

［主题词］教育史/大事记/世界 

［知识责任］金铁宽 主编 

［知识责任］吴式颖 主编 

  

 

［正题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 

［第一责任人］卢向前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唐代西州均田制的实施、内容、败坏及在唐代土地制度中的意义等，

涉及西州土地关系的方方面面。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唐代 

［主题词］土地制度/研究/吐鲁番地区/唐代 

［知识责任］卢向前 著 

  

 

［正题名］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 

［第一责任人］齐卫平，朱敏彦，何继良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附注内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抗战时期上海文化发展的氛围及其主要特点、抗战时期上海文化发

展的脉络、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抗战时期的上海艺术等内容。 

［主题词］抗日战争/文化史/上海市 

［知识责任］齐卫平 著 

［知识责任］朱敏彦 著 

［知识责任］何继良 著 

  

 

［正题名］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 

［第一责任人］胡兆才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以历史为依据，采用传记文学的笔法，栩栩如生、声情并茂地记述了宋美

龄传奇、对中华民族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一生。 

［知识责任］胡兆才 著 

  

 



［正题名］美国问题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倪世雄，刘永涛主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中美关系、国会政治、安全及战略、文化与宗教四部分。作者们选择不

同的研究取向、从不同的视角对美国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主题词］政治/研究/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倪世雄 主编 

［知识责任］刘永涛 主编 

  

 

［正题名］伪满州国文学 

［第一责任人］（日）冈田英树著 

［译者］靳丛林译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三编。主要内容有：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实施、伪满洲国文学和中国

籍作家、伪满洲国的语言环境和作家们、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和伪满洲国代表等。 

［主题词］敌占区/文学研究/1932-1945 

［知识责任］冈田英树 著 

［次知识责任］靳丛林 译 

  

 

［正题名］韩国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支援刊行 

［附注内容］本辑主要围绕韩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外交关系，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80

周年学术会议，基督教与近代中韩社会转型以及中韩文化交流等专题，多层次、多角度地对

相关问题展 了探讨。 

  

 

［正题名］金日成回忆录 

［书目卷册］7-8 

［副题名］1937.11-1945.10 

［第一责任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编 

［译者］郑万兴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是 1937 年 11 月起到 1945 年止的故事，包括回忆了在中国东北抗战



的日日夜夜克服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敌人方面的威胁情况，以及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和国际联军

中老战友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等。 

［次知识责任］郑万兴 译 

  

 

［正题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第一责任人］中央文史研究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具有个人档案性质的馆员传略。介绍了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 50 年

来，先后聘任的 237 位馆员的生平事迹。 

  

 

［正题名］戴笠全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林阔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浪荡生涯，初显狡诈本性；特务处长，位高权重；深谋远虑，西

安救驾蒋介石；折戟沉沙，死于非命等。 

［知识责任］林阔 编著 

  

 

［正题名］戴笠全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林阔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浪荡生涯，初显狡诈本性；特务处长，位高权重；深谋远虑，西

安救驾蒋介石；折戟沉沙，死于非命等。 

［知识责任］林阔 编著 

  

 

［正题名］孙中山评传 

［第一责任人］茅家琦等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cgrs225f 匡亚明主编 20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过去出版的著作，指出丰硕的成就和倾向性的

问题；第二部分分阶段地具体分析孙中山的活动和思想发展；第三部分对孙中山的思想作宏

观的概括。 

［知识责任］茅家琦 著 

  

 



［正题名］毛人凤全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林阔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有：寄人篱下，投奔戴笠；警校秘书，大展拳脚；狼狈为奸，助

纣为虐；美蒋合作，军统鼎盛；随蒋下野，以退为进等。 

［知识责任］林阔 编著 

  

 

［正题名］毛人凤全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林阔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有：寄人篱下，投奔戴笠；警校秘书，大展拳脚；狼狈为奸，助

纣为虐；美蒋合作，军统鼎盛；随蒋下野，以退为进等。 

［知识责任］林阔 编著 

  

 

［正题名］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 

［第一责任人］余三乐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北京学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以北京西方传教士墓地为线索，通过对一些墓主生平故事的叙述，论述了

从明万历到清乾隆二百年间在北京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事实和耶稣会士所起的作用和贡

献。 

［主题词］传教士/基督教徒/传记/北京市/明清时代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国/西方国家/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余三乐 著 

  

 

［正题名］近代诗学 

［第一责任人］程亚林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程亚林 著 

  

 

［正题名］悲凉绝唱 

［副题名］关于晚清改革的历史沉思 



［第一责任人］李立锋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改革史鉴丛书 cgrs225f 卞孝萱，胡阿祥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理性的思考对晚清三次改革运动，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进

行了全景式的比较分析，展现了晚清改革从心灵的困惑到现实的无奈， 后寻求出路的三部

曲，深刻地揭示了晚清改革走向失败的主客观历史根源。 

［主题词］政治改革/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立锋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亲历记 

［副题名］亲历·亲见·亲闻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辛亥革命老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的大量回忆文章，记录了可歌

可泣的革命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 

  

 

［正题名］顾维钧与中国外交 

［第一责任人］金光耀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1 

［附注内容］本书是 2000 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

的论文结集。文章包括：“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顾维钧与巴黎和会

中国代表团”等共 31 篇。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金光耀 主编 

  

 

［正题名］萧伯纳谈中国 

［第一责任人］沈益洪编 

［出版者］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世纪回声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933 年萧伯纳来华访问时与宋庆龄的长篇谈话，并选录了萧伯纳

访华前后的各种报道和评论，生动地再现了萧伯纳访华这一历史事件。 

［主题词］访华观感/英国/1933 

［知识责任］沈益洪 编 

  

 



［正题名］杨尚昆日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杨尚昆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杨尚昆同志 1949 年至 1965 年间所写的部分日记。并收录了一部分工

作笔记和读书笔记，分别放在当天日记后面，用仿宋体字排印，作为日记的补充。 

［知识责任］杨尚昆 著 

  

 

［正题名］杨尚昆日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杨尚昆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杨尚昆同志 1949 年至 1965 年间所写的部分日记。并收录了一部分工

作笔记和读书笔记，分别放在当天日记后面，用仿宋体字排印，作为日记的补充。 

［知识责任］杨尚昆 著 

  

 

［正题名］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 

［副题名］1937-1945 

［第一责任人］李智勇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中共边区政权的形态特点及其与边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政权的组织结构和组成等。 

［知识责任］李智勇 著 

  

 

［正题名］美国史探研 

［第一责任人］齐文颖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中华美国学丛书 

［附注内容］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收《1619 年弗吉尼亚议会探微》、《略论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教育》、《北京

大学与中美文化交流》等 19 篇文章。 

［知识责任］齐文颖 主编 

  

 

［正题名］铁路巨擘 

［副题名］詹天佑 



［第一责任人］经盛鸿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民国人物大系 

［知识责任］经盛鸿 著 

  

 

［正题名］中国史学史 

［第一责任人］汤勤福主编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汤勤福 主编 

  

 

［正题名］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四十四辑（总第一四四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本刊特稿、民国政事、外交史话、政坛琐记、经济史苑、人物述林、

史海钩沉等栏目。 

  

 

［正题名］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 

［第一责任人］柯岩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彼美人兮”、“情之所钟”、“至亲骨肉”、“肝胆相照”、“掌上明珠”

等篇章， 介绍了国母宋庆龄的人生和美德。 

［知识责任］柯岩 著 

  

 

［正题名］劉熙載文集 

［第一责任人］劉熙載著 

［译者］[薛正興點校]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收入古桐书屋六种（《持志塾言》、《艺概》、《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

叠韵》、《昨非集》）和古桐书屋续刻三种，是刘氏教育学、文艺理论、音韵学和诗文作品等

的结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刘熙载 著 

［次知识责任］薛正兴 点校 



  

 

［正题名］中山先生佚事 

［第一责任人］钟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荟萃了 38 篇文章，大部分是同时代人对孙中山先生的回忆，从不同的侧

面展示了孙中山先生高贵的品质与高尚的情操。 

［知识责任］孙中山钟闻 编 

  

 

［正题名］金圆券币史 

［第一责任人］季长佑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金圆券发行的历史背景、金圆券发行前的准备、金圆主辅币券、发行

以后的几项重要措施、金圆券币中的一些问题、发行后的货币流通、彻底崩溃七章内容。 

［主题词］金元券/货币史/中国 

［知识责任］季长佑 著 

  

 

［正题名］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 

［第一责任人］王云骏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江苏社科学术文萃 

［附注内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社会管理与近代南京城市社会、民国社会管理思想及其在南京的实践、

民国南京的社会救济事业、民国南京城市的人口与人口管理等七章内容。 

［主题词］城市管理/社会管理/研究/南京市/民国 

［知识责任］王云骏 著 

  

 

［正题名］1901 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树增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6 章，其中包括：“蓝色长袍上宫殿”、“漂浮的神灵”、“顶戴花翎下

的面孔”、“翠扳指”、“河船中的秀女”等。 

［知识责任］王树增 著 

  

 

［正题名］1901 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树增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6 章，其中包括：“蓝色长袍上宫殿”、“漂浮的神灵”、“顶戴花翎下

的面孔”、“翠扳指”、“河船中的秀女”等。 

［知识责任］王树增 著 

  

 

［正题名］重围 

［副题名］志愿军一八零师代政委吴成德与战友们 

［第一责任人］高延赛，张城垣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关于志愿军一八零师代政委吴成德与战友们的资料，全书共有 10

章，包括：“金戈铁马”、“陷入重围”、“敌后历险”等。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高延赛 著 

［知识责任］张城垣 著 

  

 

［正题名］清代小说论稿 

［第一责任人］林薇著 

［出版者］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家世、生平及著述考略”、“《三侠五义》版

本源流考略”、“清代后期世情小说之人文蕴涵与美学风貌”等论文 24 篇。 

［主题词］古典小说/文学评论/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林薇 著 

  

 

［正题名］越南历史 

［第一责任人］余富兆著 

［出版者］军事谊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知识责任］余富兆 著 

  

 

［正题名］毛泽东自传 

［第一责任人］（美）斯诺录 

［译者］汪衡译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4 章，包括：“一颗红星的幼年”、“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揭 红史



的第一页”和“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 

［知识责任］斯诺 录 

［次知识责任］汪衡 译 

  

 

［正题名］溥杰自传 

［副题名］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爱新觉罗·溥杰著 

［译者］叶祖孚执笔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末代皇族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爱新觉罗·浦杰的回忆录，包括醇亲王府、“金黄色”的童年、向往辽

阔灿烂的世界、一桩精心策划的婚姻、伪满洲国的崩溃、在苏联的五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我的晚年生活等。 

［知识责任］爱新觉罗·溥杰 著 

［次知识责任］叶祖孚 执笔 

  

 

［正题名］孙中山的历程 

［副题名］一个伟人和他的未竟事业 

［第一责任人］尚明轩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一代天骄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这位历史巨人，从“贫困之农家子”到流亡革命家；从不懈地组织

武装起义推翻帝制，到建立民国；从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探索，到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谋求国家和平统一的奋斗生涯。 

［知识责任］尚明轩 主编 

  

 

［正题名］激情与迷思 

［副题名］中国现代自由派民主思想的三个误区 

［第一责任人］黄岭峻著 

［出版者］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三个具体问题的阐述，从思想史的层面探讨 1990～1949 年间中国

现代化失败的原因。 

［主题词］民主/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1990-1949 

［知识责任］黄岭峻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78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献资料”、“回忆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译文选登”，

以及“信息窗”六个栏目。 

  

 

［正题名］中共吉林地区史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介绍了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吉林的传播，国共合作后吉林革命运动

的 展，党领导的磐石抗日武装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在吉林夺取控制权的斗争等内容。 

  

 

［正题名］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 

［副题名］十七、十八世纪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仪器技术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责任人］张柏春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新世纪科学史系列 2 

［主题词］古天文仪器/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科学技术/历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张柏春 著 

  

 

［正题名］阿道夫·希特勒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赵望尘编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希特勒的出身和童年，世界观的根源，以及如何从一个下士走向权

力的中心，并 终将德国推向了穷兵黩武的不归路的过程。 

［知识责任］赵望尘 编著 

  

 

［正题名］阿道夫·希特勒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赵望尘编著 

［出版者］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希特勒的出身和童年，世界观的根源，以及如何从一个下士走向权



力的中心，并 终将德国推向了穷兵黩武的不归路的过程。 

［知识责任］赵望尘 编著 

  

 

［正题名］农工先驱 

［副题名］邓演达 

［第一责任人］马烈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马烈 著 

  

 

［正题名］中华文史论丛 

［书目卷册］总第六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李国章，赵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温故知新：清季包容欧化的国粹观；“议会”、“民主”、“共和”

等概念在十九世纪的中译嬗变与运用；传播空间的 创——梁启超“新文体”的诞生与明治

东京的传媒文化等。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汪精卫全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林阔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身世清贫，少年坎坷；辛亥革命，风云人物；对日妥协，一退再

退；乌合之众，粉墨登场；疯狂掠夺，血腥屠杀；穷途末路，汪逆之死等。 

［知识责任］林阔 编著 

  

 

［正题名］汪精卫全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林阔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身世清贫，少年坎坷；辛亥革命，风云人物；对日妥协，一退再

退；乌合之众，粉墨登场；疯狂掠夺，血腥屠杀；穷途末路，汪逆之死等。 

［知识责任］林阔 编著 

  



 

［正题名］新中国外交大写意 

［第一责任人］《纵横》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外交史/研究/中国/1949- 

  

 

［正题名］中国报纸创刊号 

［并列题名］The Initiative Edi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s 

［书目卷册］第一—三卷 

［第一责任人］报仁新闻文化发展中心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纵观时代大潮、听历史的回声，展示千家报纸创业史的跨世纪丛书，

填补新闻史上一项空白的传媒经典。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伟力 主编 

  

 

［正题名］中国报纸创刊号 

［并列题名］The Initiative Edi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s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报仁新闻文化发展中心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纵观时代大潮、听历史的回声，展示千家报纸创业史的跨世纪丛书，

填补新闻史上一项空白的传媒经典。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伟力 主编 

  

 

［正题名］中国报纸创刊号 

［并列题名］The Initiative Edi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s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报仁新闻文化发展中心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纵观时代大潮、听历史的回声，展示千家报纸创业史的跨世纪丛书，

填补新闻史上一项空白的传媒经典。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胡伟力 主编 

  

 



［正题名］中国钱票 

［第一责任人］戴建兵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中国钱币丛书 cgrs225h 甲种本 4cgrs225f 戴志强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对有关钱票的档案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汇集和整理，内容包括：中国钱

票发展历程、钱票与其他部门经济关系等。 

［主题词］纸币/货币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戴建兵 著 

  

 

［正题名］文史 

［书目卷册］总第五十五辑 

［书目卷册］2001 年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20 世紀初的中國印象 

［副题名］一位美國攝影師的記録 

［第一责任人］[ （美）F.E.施塔福摄影] 

［译者］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由美国友人安德森提供的历史照片编辑而成的图录，它记录了安德森

的外祖父施塔福当年在中国拍摄、保存的历史镜头。包括：苦难动荡的中国、辛亥年的民族

民主革命、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城市、在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的神州大地等。 

［知识责任］施塔福 摄影 

［知识责任］Stafford 摄影 

  

 

［正题名］漂移的视线 

［副题名］两个法国人眼中的贵州 

［第一责任人］（法）菲利普·法丹（Philippe Fatin），（法）佚名摄影 

［译者］辛维光主编 

［译者］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法国巴黎宗教档案馆珍藏的由一名不知姓名的法国人 1846-1925 年间

在贵州拍摄的五十余幅老照片。还收录法国人菲利普·法丹拍摄的六十余幅现代照片，反映

了百年间贵州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贵州省/摄影集 



［知识责任］法丹 摄影 

［知识责任］Fatin 摄影 

［次知识责任］辛维光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善本书目 

［第一责任人］顾犇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目录收入西文善本 1234 种、日文善本 299 种、俄文善本 420 种，内容包括

西文部分、西文索引、日文部分、日文索引、俄文部分、俄文索引。 

［主题词］外文/古籍/善本/图书馆目录/国家图书馆/中国 

［知识责任］顾犇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年鉴 

［书目卷册］2001 

［第一责任人］肖东发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中国/1999/年鉴 

［知识责任］肖东发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年鉴 

［书目卷册］1999 

［第一责任人］肖东发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中国/1999/年鉴 

［知识责任］肖东发 主编 

  

 

［正题名］期刊工作文献 

［书目卷册］1989—2000 

［第一责任人］黄小鹂，廖志江，叶素萍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期刊/图书馆工作/中国/1989-2000/文摘 

［知识责任］黄小鹂 主编 

［知识责任］廖志江 主编 

［知识责任］叶素萍 主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副题名］东北卷 

［副题名］Dong Bei Juan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东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北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副题名］东北卷 

［副题名］Dong Bei Juan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东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北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副题名］东北卷 

［副题名］Dong Bei Juan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东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北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副题名］东北卷 

［副题名］Dong Bei Juan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东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北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副题名］东北卷 

［副题名］Dong Bei Juan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东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北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副题名］东北卷 

［副题名］Dong Bei Juan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东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北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副题名］东北卷 

［副题名］Dong Bei Juan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东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北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副题名］东北卷 

［副题名］Dong Bei Juan 

［书目卷册］第八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东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北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副题名］东北卷 

［副题名］Dong Bei Juan 

［书目卷册］第九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东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北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副题名］东北卷 

［副题名］Dong Bei Juan 

［书目卷册］第十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东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北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副题名］东北卷 

［副题名］Dong Bei Juan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东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北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 

［副题名］东北卷 

［副题名］Dong Bei Juan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图书馆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东北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北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全国总书目 

［副题名］1998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1998 

［知识责任］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 编 

［知识责任］中国版本图书馆 编 

  

 

［正题名］全国总书目 

［副题名］1998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1998 

［知识责任］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 编 

［知识责任］中国版本图书馆 编 

  

 

［正题名］中国当代英才传 

［第一责任人］严红雨主编 

［出版者］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模范人物/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严红雨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并列题名］A DICTONA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丛书］总论·人物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并列题名］A DICTONA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丛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并列题名］A DICTONA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丛书］社会主义时期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廖盖隆 主编 

  

 

［正题名］连云港市志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连云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历史与现状。 

  

 

［正题名］连云港市志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连云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历史与现状。 

  

 

［正题名］连云港市志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连云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历史与现状。 

  

 

［正题名］福建省志 

［丛书］统计志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福建省统计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主题词］地方志/统计/工作/概况/福建省 



  

 

［正题名］清华大学九十年 

［第一责任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清华校史丛书 

  

 

［正题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 

［第一责任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9.2 

［主题词］四库全书/目录 

［主题词］古籍/图书目录/中国 

  

 

［正题名］天津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郭凤岐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知识责任］来新夏 主编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正题名］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 

［并列题名］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副题名］English-Chinese 

［第一责任人］〔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 

［译者］王柯平等译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以英汉对照的形式向读者阐释西方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主

要概念、术语或短语的工具书。设有 2911 个条目。 

［主题词］哲学/西方国家/词典/英语/汉语 

［知识责任］布宁 编著 

［知识责任］余纪元 编著 

［次知识责任］王柯平 译 

  

 

［正题名］福州市志 

［书目卷册］第 4 册 

［第一责任人］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福州市的历史与现状。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全书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余克礼，朱显龙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对有 105 年历史的国民党做全面、系统的陈述与再现，分为简史、事典、

人物、大事记、职官表等五大部分。 

［知识责任］余克礼 主编 

［知识责任］朱显龙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民党全书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余克礼，朱显龙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对有 105 年历史的国民党做全面、系统的陈述与再现，分为简史、事典、

人物、大事记、职官表等五大部分。 

［知识责任］余克礼 主编 

［知识责任］朱显龙 主编 

  

 

［正题名］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副题名］纪念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九十周年学术会议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理学会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共选辑 34 篇文章，内容包括：地理学理论、地理学发展的趋势、地理教

育的改革、地球信息科学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农村经济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城市化发展及区

域经济发展研究等方面的 新成果。 

［主题词］地理学/文集 

  

 

［正题名］河南统计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王光鹏主编 

［出版者］照片，摹真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统计/概况/河南省/1949-1999 

［知识责任］王光鹏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建筑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第一责任人］邹德侬著 

［出版者］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中国建筑历史，对于建国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现代建筑发展中的建筑现

象、建筑事件、建筑作品、建筑理论和建筑人物进行论述。 

［主题词］建筑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邹德侬 著 

  

 

［正题名］江苏省志 

［书目卷册］74 

［丛书］外事志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外事方面的工作。 

［主题词］外事管理/工作/概况/江苏省 

  

 

［正题名］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第一责任人］刘小枫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三联评论 

［附注内容］本书系“三联评论”之一种，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兴起的基

本问题及内在依据。 

［主题词］儒家/研究 

［知识责任］刘小枫著 

  

 

［正题名］陈寅恪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 

［第一责任人］胡守为主编 

［译者］中山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胡守为 主编 

  



 

［正题名］河南邮电行业简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河南省邮电史志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河南邮电行业简史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河南省邮电行业的历史与现状。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河南省 

  

 

［正题名］河南邮电行业简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河南省邮电史志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河南邮电行业简史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河南省邮电行业的历史与现状。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河南省 

  

 

［正题名］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 

［第一责任人］邓正来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三联评论 

［附注内容］本书为对中国社会科学现状的评论。 

［主题词］社会科学/现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邓正来 著 

  

 

［正题名］文史探微 

［副题名］黄永年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黄永年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0 

［知识责任］黄永年 著 

  

 

［正题名］戊戌变法史述论稿 

［第一责任人］蔡乐苏，张勇王宪明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清华大学学术专著 



［附注内容］书后附参考文献目录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 

［知识责任］蔡乐苏 著 

［知识责任］张勇 著 

  

 

［正题名］尼采在中国 

［并列题名］Friedrich Nietzsche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郜元宝编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百年来汉语思想界对尼采的解读、研究的基本文献，涉及尼采的生

平、思想、译本的考量，涉及尼采与汉语思想界的各种思潮、人物等的研究。 

［知识责任］郜元宝 编 

  

 

［正题名］解读禁忌 

［副题名］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 

［第一责任人］万建中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民间散文叙事文学文本为资料，运用民间文艺学以及文化人类学、

宗教学、历史学和文学批评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揭示了禁忌主题和禁忌民俗之间的互构、互

诠的内在关系，探寻了文本中潜藏着的禁忌内容和文化内涵。 

［主题词］禁忌/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民间文学/主题/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万建中 著 

  

 

［正题名］君主论 

［第一责任人］（意）马基亚维里著（Machiavelli.N.） 

［译者］张志伟等译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有史以来引起争论 多的著作，作者从道德与利益经常发生冲突的角度

出发阐述了对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和看法。 

［主题词］君主制/研究 

［知识责任］马基亚维里 著 

［知识责任］Machiavelli 著 

［次知识责任］张志伟 译 

  

 

［正题名］韩国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李晶编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第一本韩国学概论。系统详细介绍了韩国学的体系、基本内容等重

要问题。 

［主题词］韩国/研究 

［知识责任］李晶 编著 

  

 

［正题名］晚清的魅力 

［第一责任人］夏晓虹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 

［知识责任］夏晓虹 著 

  

 

［正题名］张忠谋自传 

［书目卷册］1931-1964 

［并列题名］Autobioqraphy of Morris C.M.Chang 

［第一责任人］张忠谋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5 

［知识责任］张忠谋 著 

  

 

［正题名］朱光潜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朱光潜著] 

［译者］贺照田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 第二辑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艺美学/文集 

［知识责任］朱光潜 著 

［次知识责任］贺照田 编 

  

 

［正题名］何鸿燊传 

［第一责任人］祝春亭著 

［出版者］广东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知识责任］祝春亭 著 

  



 

［正题名］寄庐杂笔 

［第一责任人］刘衍文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当代学人笔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诗文漫语”、“序跋选存”、“人物杂谈”三辑， 包括《文学起源小

议》、《美人的体形》、《年龄 小的教授》等近 70 篇文章。 

［主题词］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刘衍文 著 

  

 

［正题名］魔性的战争 

［副题名］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内幕 

［并列题名］Low-Down of the Pacific War 

［第一责任人］李庚辰，赵尚朴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太平洋战争内幕的一部历史读物，它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历史渊源，

中、日、美、苏、英等有关国家外交活动的台前幕后，太平洋战争的各次重大战役战斗的谋

划和实现，展示了太平洋战争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全貌。 

［主题词］太平洋战争(1941～1945]/史料 

［知识责任］李庚辰 著 

［知识责任］赵尚朴 著 

  

 

［正题名］从灾难走向灭亡 

［副题名］法西斯主义史 

［第一责任人］（意）卡罗齐著 

［译者］徐映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本套丛书中文版由 Newton & Compton Editori S.R.L 授权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共九章，内容有：法西斯主义获得政权、法西斯主义的国家、《90 高地》、

对外政策、大危机、从大危机到埃塞俄比亚战争等。 

［主题词］法西斯主义/历史/意大利 

［知识责任］卡罗齐 著 

［次知识责任］徐映 译 

  

 

［正题名］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 

［第一责任人］（美）古德尔，（美）戈比著 

［译者］成素梅等译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休闲研究译丛 cgrs225f 于光远，成思危，龚育之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休闲在古希腊的出现直到它在当代发展状况的考察，探索了休闲在

人类思想史中的演变及价值问题。 

［主题词］闲暇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古德尔 著 

［知识责任］戈比 著 

［次知识责任］成素梅  译 

  

 

［正题名］上海名人 

［第一责任人］吴成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附注内容］上海各类人才荟萃，一百五十年来，上海的发展变化，饱含整体上海人的笑声

泪影，血汗筋骨，心智精灵。《上海名人》收录了 1840～1998 年间，上海滩各式风流人物

3000 名，是一本名人词典。 

［主题词］名人/上海/词典 

［知识责任］吴成平主编 

  

 

［正题名］鲁迅与许广平 

［第一责任人］倪墨炎，陈九英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知识责任］倪墨炎 著 

［知识责任］陈九英 著 

  

 

［正题名］梅贻琦日记 

［书目卷册］1941-1946 

［第一责任人］[梅贻琦著] 

［译者］黄延复，王小宁整理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知识责任］梅贻琦 著 

［次知识责任］黄延复 整理 

［次知识责任］王小宁 整理 

  

 

［正题名］中国解放区纸币图鉴 

［副题名］东北银行纸币券 

［第一责任人］余继明编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收藏鉴赏丛书 

［知识责任］余继明 编著 

  

 

［正题名］旧中国纸币图鉴 

［副题名］中央银行流通劵·银圆劵 

［第一责任人］余继明编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中国收藏鉴赏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余继明，杭州人，古玩鉴赏家。著有《人民币的收藏与鉴赏》、《中国古代瓷器

鉴赏辞典》、《中国收藏界名人辞典》等。 

［主题词］纸币/中国/民国/图录 

［知识责任］余继明 编著 

  

 

［正题名］中国百县市国情调查第三批调查点问卷调查 

［副题名］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沈崇麟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百县市国情调查第二批调查点问卷调查——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

续编。包括前言、统计资料汇编与数据初步分析报告及附录三部分。 

［主题词］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汇编 

［知识责任］沈崇麟 编著 

  

 

［正题名］雷颐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雷颐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新世纪学人文存 

［知识责任］雷颐 著 

  

 

［正题名］中国文化史九绎 

［第一责任人］蒋方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从古代民族、古代官制、古代选举、古代教育、古代学术、古代宗教、古

代家庭、古代图书以及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九个方面来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化。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蒋方 著 

  

 

［正题名］殷海光传 

［第一责任人］汪幸福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知识责任］汪幸福 著 

  

 

［正题名］中国宗教流变史 

［第一责任人］郑鹏程，丁波等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人文知识青年读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道教流变、中国佛教流变、中国基督教流变、中国伊斯兰教流

变等中国宗教流变史。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郑鹏程 著 

［知识责任］丁波 著 

  

 

［正题名］中国货币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马社香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人文知识青年读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国古钱币的起源、秦汉半两钱、六朝货币的“品牌”、划时代的

元通宝、高品位的宋纪元钱、清制钱的中兴和衰落等内容。 

［主题词］货币史/中国/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马社香 著 

  

 

［正题名］中国女性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谭正璧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20 世纪经典学术史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叙论；汉晋诗赋；六朝乐府；隋唐五代诗人；两宋词人；

明清曲家；通俗小说与弹词。 

［主题词］女性/作家/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妇女文学/文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谭正璧 著 

  



 

［正题名］大荒羁旅 

［副题名］留在北大荒的知青 

［第一责任人］朱晓军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黑龙江省/史料 

［知识责任］朱晓军 著 

  

 

［正题名］人类重要史学命题 

［第一责任人］王银春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人类重要思想命题丛书 cgrs225f 阎晓宏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中国部分和外国部分，论述了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无变

不成历史，中国不会自发产生资本主义，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文明形态理论等思想。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王银春 著 

  

 

［正题名］中国藏书通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傅璇琮，谢灼华主编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以通史体式概括中国藏书的四大体系，即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

书院藏书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介绍了诸如图书的购置、鉴别、校勘、装治、典藏、抄补

等内容。 

［主题词］藏书/图书史/中国 

［知识责任］傅璇琮 著 

  

 

［正题名］中国藏书通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傅璇琮，谢灼华主编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以通史体式概括中国藏书的四大体系，即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

书院藏书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介绍了诸如图书的购置、鉴别、校勘、装治、典藏、抄补

等内容。 

［主题词］藏书/图书史/中国 

［知识责任］傅璇琮 著 



  

 

［正题名］新时期文学二十年 

［第一责任人］王铁仙等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适用于文科大学生、文学评论研究者、文学爱好者及中学语文教师进修。

本书分六章。 

［主题词］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知识责任］王铁仙 著 

  

 

［正题名］金景芳晚年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金景芳著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吉林大学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作者的《谈礼》、《我和先秦史》、《论宗法制度》、《商文化起源于我

国北方说》、《甲子钩沉》等 28 篇文章。 

［知识责任］金景芳 著 

  

 

［正题名］王震传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王震传》编写组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正题名］蒲松龄评传 

［第一责任人］袁世硕，徐仲伟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主题词］作家/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袁世硕 著 

［知识责任］徐仲伟 著 

  

 

［正题名］叶飞回忆录 

［书目卷册］续 

［副题名］在交通部期间 

［第一责任人］叶飞著 



［出版者］人民交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著名将领叶飞同志在 1975 年至 1978 年任交通部部长期间的主要经

历、交通方面的重大事件，反映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拨乱反正等各项重要指示在交通战

线的贯彻执行情况。本书是老革命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重要史料。 

［知识责任］叶飞 著 

  

 

［正题名］颜德馨 

［第一责任人］颜德馨编著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颜德馨 编著 

  

 

［正题名］孟澍江 

［第一责任人］杨进等编写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瘟病/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进 编写 

  

 

［正题名］丰南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丰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反映了河北省丰南地区从“五四”运动 始到该地区解放期间广大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翻身解放、为推翻三座大山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光辉斗争史。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河北/丰南市 

［知识责任］中共丰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正题名］朱德群传 

［第一责任人］祖慰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大艺术书房 cgrs225f 萧关鸿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0 章，分别从“汉家子弟到法兰西院士”、“在乱世气流中回旋”等

内容中对朱德群的一生进行了介绍。 

［知识责任］祖慰 著 



  

 

［正题名］季羡林传 

［第一责任人］蔡德贵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有“兼容百家、学贯中外学街泰斗”之誉，也是著名

的梵文学者，本书记述其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 

［知识责任］蔡德贵 著 

  

 

［正题名］剑桥医学史 

［并列题名］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 

［第一责任人］（美）罗伊·波特等著 

［译者］张大庆等译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医学史/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波特 著 

［次知识责任］张大庆 译 

  

 

［正题名］国耻百谈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邓红洲，赵一顺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帝国主义/侵华事件/1840-1949 

［主题词］近代史/历史事件/中国 

［知识责任］张海鹏 著 

［知识责任］邓红洲 著 

［知识责任］赵一顺 著 

  

 

［正题名］西洋老教堂 

［第一责任人］益斌编 

［出版者］上海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老教堂约 130 座及其图片，有萨尔

茨堡的教堂、罗斯基勒大教堂、圣克莱门特教堂等。 

［主题词］基督教/教堂/世界/图集 

［知识责任］益斌 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 



［并列题名］Social Life and Ideas Change in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薛君度，刘志琴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以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民众阶层的精神状态和物

质生活作了深入地研究，对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以及对缠足、婚姻等问题也有精当的论述。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观念/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薛君度 主编 

［知识责任］刘志琴 主编 

  

 

［正题名］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 

［第一责任人］张国刚，吴莉苇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赞美、以及与之相反的种种传

闻，和由此引发的欧洲 18 世纪流行的“中国热”。 

［主题词］传教士/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传教士/影响/汉学/研究/欧洲 

［知识责任］张国刚 著 

［知识责任］吴莉苇 著 

  

 

［正题名］政治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毛寿龙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社会学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政治权力、政治合法性、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

组织、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层、政治社会的现代挑战等十章内容。 

［主题词］政治社会学 

［知识责任］毛寿龙 著 

  

 

［正题名］思想文综 

［书目卷册］第 5 集 

［第一责任人］饶芃子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收《边界上的写作：霍米·芭芭近来的尝试》、《认知测绘》、《西方历史学

和西方建筑史》等 16 篇文章。 

［主题词］语言哲学/文集 



［主题词］文化/研究/世界/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饶芃子 编 

  

 

［正题名］中美交锋大纪实 

［副题名］1949-2001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锋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在中美关系处于微妙的时刻，本书作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逼使中

国与之较量的内情和史实展示给了读者。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美关系/1949-2001/史料 

［知识责任］陈锋 著 

  

 

［正题名］中美交锋大纪实 

［副题名］1949-2001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锋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在中美关系处于微妙的时刻，本书作者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逼使中

国与之较量的内情和史实展示给了读者。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美关系/1949-2001/史料 

［知识责任］陈锋 著 

  

 

［正题名］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并列题名］The Sino-U.S.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第一责任人］楚树龙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中华美国学丛书 

［附注内容］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对冷战后中美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描述，内容包括冷战后中美关

系的发展变化，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冷战后中国对美战略等。 

［主题词］中美关系/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楚树龙 著 

  

 

［正题名］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 



［第一责任人］刘应杰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cgrs225f 胡绳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城乡关系变迁和农民工人问题的专著。全面分析了中

国农民的流动、分化和转化，农民工人的总体状况、现实地位和历史作用，中国城乡关系的

演变与未来前景。 

［主题词］城乡结合/研究/中国 

［主题词］工农结合/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应杰 著 

  

 

［正题名］断裂中的传统 

［副题名］信念与理性之间 

［第一责任人］郑家栋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新传统主义丛书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郑家栋 著 

  

 

［正题名］张学良人格面面观 

［第一责任人］王永纯编 

［出版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从几百件张学良将军的文章、演说、电文和书信中，精选出足以表现张学

良将军崇高人格的警世箴言，力图沿着张学良将军的人生足迹，寻找出张学良所以成为张学

良的纹理脉络。 

［知识责任］王永纯 编 

  

 

［正题名］忠肝烈胆李迎希将军传 

［第一责任人］王宏等著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知识责任］王宏 著 

  

 

［正题名］先验批判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学术批评导论 

［第一责任人］刘士林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三联评论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两篇。主要内容有：先验批判与古典学术研究：以庄学研究的语法结

构为个案、当代学术中的“逻辑”硬伤、认知图式与学术史观：影响中国当代学术转型的两

个先验因素等。 

［主题词］先验论/批判 

［知识责任］刘士林 著 

  

 

［正题名］齐民四术 

［第一责任人］（清）包世臣著 

［译者］潘竟翰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农、礼各三卷，刑二卷，兵四卷，多属包氏所说的“吏术”，即“治

民之道”。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代/选集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包世臣 著 

［次知识责任］潘竟翰 点校 

  

 

［正题名］榆巢杂识 

［第一责任人］（清）赵慎畛撰 

［译者］徐懷寶點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代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赵慎畛 撰 

［次知识责任］徐懷寶 點校 

  

 

［正题名］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 

［第一责任人］李维武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生命之路、血肉之作、文化之思、心性之论、政治之道、师友之谊六

章，介绍和评述了哲学家徐复观的生平及学术渊源、学术贡献，生动地描述了徐复观多姿多

彩的人生、敢说敢当的个性、博学多才的学问和自成一家的思想及其作为当代新儒学代表的

思想成就。 

［知识责任］李维武 著 



  

 

［正题名］回眸“布拉格之春” 

［副题名］1968 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 

［第一责任人］叶书宗，刘明华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纪实史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危机、经济改革的起步与挫折、诺沃提尼的倒台、

苏共的思虑与决策等八部分内容。 

［主题词］苏军侵捷事件(1968)/史料 

［知识责任］叶书宗 著 

［知识责任］刘明华 著 

  

 

［正题名］中国科举史话 

［第一责任人］林白，朱梅苏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科举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林白 著 

［知识责任］朱梅苏 著 

  

 

［正题名］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 

［第一责任人］夏商周断工程专家组编著 

［出版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研究报告 

［主题词］古代史/历史分期/中国/三国时期/研究报告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性文化 

［并列题名］20th Century Sexual Behavior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刘达临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婚姻关系的变化、现代性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文学艺术中的性、生殖

科学的发展、性教育和青少年的性问题、卖淫及其他色情现象等内容。 

［主题词］性/文化/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刘达临 著 

  

 

［正题名］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副题名］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郝斌，欧阳哲生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1999 年 5 月，中外百余名学者汇聚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以五四

运动与二十一世纪中国为主题，围绕五四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五四精神、五四传统

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人物等作了广泛、深

入的探讨。本论文集全方位地展现了世纪末的这一学术盛举。 

［主题词］五·四运动/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郝斌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主编 

  

 

［正题名］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副题名］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郝斌，欧阳哲生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1999 年 5 月，中外百余名学者汇聚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以五四

运动与二十一世纪中国为主题，围绕五四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五四精神、五四传统

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人物等作了广泛、深

入的探讨。本论文集全方位地展现了世纪末的这一学术盛举。 

［主题词］五·四运动/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郝斌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主编 

  

 

［正题名］殷海光与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汪幸福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围绕殷海光从反蒋到拥蒋，后又反蒋的复杂内因这个主题，讲述了书

生殷海光和蒋介石二者之间的不平常的关系。 

［知识责任］汪幸福 著 

  

 

［正题名］汉语史稿 

［第一责任人］王力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80.6 

［主题词］汉语史/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王力 著 



  

 

［正题名］隋文帝传 

［第一责任人］韩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中国历代帝王传记 

［知识责任］韩昇 著 

  

 

［正题名］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正题名］敦煌守护神 

［副题名］常书鸿 

［第一责任人］叶文玲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描绘了常书鸿与敦煌的血肉关系，揭示了他一生沧桑的心路历程及几近一

个世纪的极为斑斓的“经变图”，也描写了他的爱情、婚姻生活等。 

［知识责任］叶文玲 著 

  

 

［正题名］漫长的 20 世纪 

［副题名］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 

［并列题名］Teh Long Twentie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 

［译者］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历史类 

［附注内容］本书中文繁体字版原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1999 年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主题词］资本主义/发展/研究 

［知识责任］阿锐基 著 

［次知识责任］姚乃强 译 

［次知识责任］严维明 译 

［次知识责任］韩振荣 译 

  

 

［正题名］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 



［第一责任人］赵晓华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清史研究丛书 cgrs225f 戴逸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在分析了晚清讼狱制度运行的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从积案、待质、京控、

狱政及讼狱制度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等方面阐述了晚清讼狱制度的严重危机。 

［主题词］诉讼/法制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监狱制度/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赵晓华 著 

  

 

［正题名］斯文 

［副题名］唐宋思想的转型 

［第一责任人］（美）包弼德著 

［译者］刘宁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cgrs225f 刘东主编 

［附注内容］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译出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唐代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宋代 

［知识责任］包弼德 著 

［次知识责任］刘宁 译 

  

 

［正题名］20 世纪史 

［并列题名］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美）布利特等著 

［译者］陈祖洲等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历史类 

［附注内容］本书抛 传统的治史思路，绕过每天见诸报端的战争与危机，直接深入人类生

活的基本方面，对自 1900 年以来人类 重要的思想和活动领域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主题词］世界史/20 世纪 

［知识责任］布利特 著 

［次知识责任］陈祖洲 译 

  

 

［正题名］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王利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主题词］饮食/文化/变迁/华北地区/中古 

［知识责任］王利华 著 

  

 

［正题名］林则徐评传 

［第一责任人］林庆元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cgrs225f 匡亚明主编 

［知识责任］林庆元 著 

  

 

［正题名］我的人生苦旅 

［第一责任人］柳溪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历史备忘书系 cgrs225f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柳溪 著 

  

 

［正题名］致命的自负 

［副题名］社会主义的谬误 

［第一责任人］（英）F.A.哈耶克（F.A. Hayek）著 

［译者］冯克利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10 

［附注内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在本能和理性之间，市场的进化，贸易和文明，致命的自负，

宗教与传统的守护者等。 

［主题词］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知识责任］哈耶克 著 

［知识责任］Hayek 著 

［次知识责任］冯克利 译 

  

 

［正题名］近代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于江河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蒙古族/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于江河 主编 

  



 

［正题名］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书目卷册］明代 

［副题名］调适与会通 

［第一责任人］沈定平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西方国家/明代 

［知识责任］沈定平 著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 

［第一责任人］（日）本多胜一著 

［译者］刘春明等译 

［出版者］北岳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百万日军杭州湾北岸登陆”、“苏州城终于陷落”、“战祸将怎样惨

烈？”、“砍杀百人的‘超记录’”、“置南京于死地”、“和平又来到南京”等。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史料 

［知识责任］本多胜一 著 

［次知识责任］刘春明 译 

  

 

［正题名］揭 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黑幕 

［第一责任人］王智新，刘琪编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教科书问题的缘起、从“侵略”到“进出”、《新编日本史》教科书

事件、日本教科书问题的症结、反对新日本史的呼声等。 

［主题词］侵略战争/研究/日本/现代 

［主题词］历史课/教材/编制/研究/日本/现代 

［主题词］日本/现代史/教材/问题/分析 

［知识责任］王智新 编著 

［知识责任］刘琪 编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 

［并列题名］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Research on the Gentry Identify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副题名］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荣德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社会学人类学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传统批社会阶层结构及权力体系中的核心阶层——士绅阶层进行了全

面、深入的分析和描述，阐述了士绅阶层的起源，阶层特征，社会功能，生成方式乃至阶级

属性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阶层/研究/中国 

［主题词］绅士/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荣德 著 

  

 

［正题名］我的一生 

［副题名］师哲自述 

［第一责任人］师哲口述 

［译者］师秋郎笔录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师哲 口述 

［次知识责任］师秋郎 笔录 

  

 

［正题名］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经学/研究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国史大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为仅举大纲，删其锁节的中国通史，内容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

气、国际形式兼有顾及。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国史大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为仅举大纲，删其锁节的中国通史，内容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

气、国际形式兼有顾及。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史记地名考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史记地名考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摩登上海 

［副题名］30 年代洋场百景 

［第一责任人］郭建英绘 

［译者］陈子善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是“新感觉派”作家、漫画家郭建英的都市漫画作品汇编，包括：“郭建

英漫画集”、“集外”；两部分，收入漫画 200 余帧，部分作品配有幽默风趣的文字。 



［主题词］漫画/中国/现代/画册 

［知识责任］郭建英 绘 

［次知识责任］陈子善 编 

  

 

［正题名］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方铁主编 

［出版日期］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系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赠阅 

［主题词］少数民族/研究/西南地区/文集 

［主题词］边疆地区/文集 

［知识责任］方铁 主编 

  

 

［正题名］董仲舒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宝库 cgrs225h6 

［附注内容］本书系作者赠阅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清代西部历史论衡 

［第一责任人］马汝珩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论述了“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清

代的边疆民族政策与边疆地区的 发”等问题。 

［主题词］边疆地区/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民族地区/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马汝珩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书目卷册］2000 年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中国/近代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正题名］明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4 辑 

［丛书］庆贺王毓铨先生 85 华诞暨从事学术研究 60 周年专辑 

［第一责任人］王敏铨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王敏铨 主编 

  

 

［正题名］明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5 辑 

［丛书］纪念李洵先生 75 诞辰专辑 

［第一责任人］王敏铨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7.5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王敏铨 主编 

  

 

［正题名］明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王敏铨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王敏铨 主编 

  

 

［正题名］明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7 辑 

［丛书］谢国桢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辑 

［第一责任人］王敏铨主编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王敏铨 主编 

  

 

［正题名］不是梦 

［副题名］对“文革”年代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武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从北京刮来的风、何处是安身之地、被“打翻在地”、在狭小的囚

室里、受株连的人、流放生涯等八个部分，记述了作者“文革”年代的经历。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武光 著 

  

 

［正题名］跨出封闭的世界 

［副题名］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 

［副题名］1644-1911 

［第一责任人］王笛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 

［丛编题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研究项目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社会学、计量学、都市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对 1644 年以来至近代

以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情况，作了分析研究。 

［主题词］区域社会学/研究/长江流域/上游河段/1644-1911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研究/长江流域/上游河段/1644-1911 

［知识责任］王笛 著 

  

 

［正题名］中共中央北方局 

［书目卷册］抗日战争时期卷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中共中央北方局 

［书目卷册］抗日战争时期卷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正题名］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书目卷册］2000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主题词］人口统计/中国/1998/年鉴 

  

 

［正题名］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书目卷册］2000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劳动统计/统计资料/中国/2000/年鉴 

  

 

［正题名］清朝典章制度 

［第一责任人］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著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资助项目 

［主题词］典章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郭松义 著 

［知识责任］李新达 著 

［知识责任］李尚英 著 

  

 

［正题名］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桑兵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 

［附注内容］本科题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国家教委优秀年轻教

师基金和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工程基金资助 

［主题词］汉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汉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桑兵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张玉瑜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张玉瑜 著 



  

 

［正题名］新权威主义 

［副题名］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 

［第一责任人］刘军，李林编 

［出版者］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4 

［丛编题名］人力资源 发丛书 

［主题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文集 

［主题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刘军 编 

［知识责任］李林 编 

  

 

［正题名］历史与阶级意识 

［副题名］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匈）卢卡奇（Georg Lukacs）著 

［译者］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2.10 

［附注内容］书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关系,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方面,并把

《资本论》看作马克思基本的哲学著作,用《资本论》的基本范畴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用历史决定论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 

［主题词］唯物辩证法/研究 

［主题词］哲学/欧洲 

［知识责任］卢卡奇 著 

［知识责任］Lukacs 著 

［次知识责任］杜章智 译 

［次知识责任］任立 译 

［次知识责任］燕宏远 译 

  

 

［正题名］东西交流论谭 

［书目卷册］第二集 

［第一责任人］黄时鉴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东西文化/对比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黄时鉴 主编 

  

 

［正题名］中美经贸关系史论 

［书目卷册］1950—2000 

［第一责任人］肖虹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新锐文库 

［主题词］对外经济关系/中国/美国 

［主题词］中美关系/经济史/1950-2000 

［知识责任］肖虹 著 

  

 

［正题名］国史新论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钱穆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

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的

剖析。 

［主题词］史评/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钱穆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

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

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中国文化史导论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4.6 

［附注内容］包括：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社会主义与经济政策、中

西接触与文化更新等 10 章。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副题名］1898—1929 



［第一责任人］本卷主编余志森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美国通史丛书 cgrs225f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的出版得到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

金的资助， 特此致谢。 

［主题词］美国/历史/1898-1929 

［知识责任］余志森 本卷主编 

  

 

［正题名］困学真知 

［副题名］历史学家罗尔纲 

［第一责任人］贾熟村，罗文起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当代江苏学人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为罗尔纲的传记，叙述了他的生平、贡献及不平凡之处，精选了他的一些

有代表性的文章，收集了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章。 

［知识责任］贾熟村 编 

［知识责任］罗文起 编 

  

 

［正题名］中美关系的轨迹 

［副题名］1993-2000 年大事纵览 

［第一责任人］刘连第编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五个部分：中美政治外交关系、中美经贸科技关系、中美军事安全关

系、美国国会议员对华动态、美国国会涉华议案。 

［主题词］中美关系/大事记/1993-2000 

［知识责任］刘连第 编著 

  

 

［正题名］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 

［副题名］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景超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当代（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时期）“左”倾文化运作

的方式和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格特征。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景超 著 

  

 



［正题名］失衡的帝国 

［副题名］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问题 

［第一责任人］童中心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童中心 著 

  

 

［正题名］中华民族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田晓岫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历史 

［知识责任］田晓岫 著 

  

 

［正题名］抗战时代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陈存仁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社会生活/上海市/史料 

［知识责任］陈存仁 著 

  

 

［正题名］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 

［并列题名］Die Sowjetunion und das Kommunistische China 

［副题名］1945-1950 

［第一责任人］（德）迪特·海茵茨希（Dieter Heinzig）著 

［译者］张文武，李丹琳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的束缚；1945-1948 年

莫斯科的双重对华政策；转折的 1949 年：走向结盟的道路等。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1945-1950 

［知识责任］海茵茨希 著 

［知识责任］Heinzig 著 

［次知识责任］张文武 译 

［次知识责任］李丹琳 译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 

［第一责任人］廖盖隆，庄浦明编 

［译者］林蕴晖…[等]撰稿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所作的一种客观的大事纪要式的叙述，收入 1949

年至 1999 年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灾害等各种事件 1000 多件。 

［知识责任］廖盖隆 编 

［知识责任］庄浦明 编 

［次知识责任］林蕴晖 撰稿 

  

 

［正题名］中国巫傩史 

［副题名］中华文明基因初探 

［第一责任人］林河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对“野性文化”进行阐述，包括“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存在于野性文化中”、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主要源头”，探讨了人类文明的文化基因，对探讨人类的和平进步将

产生巨大的催化作用。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巫术/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傩戏/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林河 著 

  

 

［正题名］史学文存 

［副题名］1936-2000 

［副题名］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包伟民选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知识责任］包伟民 选编 

  

 

［正题名］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书目卷册］第 12 卷 

［第一责任人］[克拉克爵士主编] 

［译者］[丁钟华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3 

［主题词］近代史/世界/1910-1945 

［知识责任］克拉克 主编 

［次知识责任］丁钟华 译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四十六集 

［副题名］1999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外交/条约/中国/1999/选集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99/汇编 

  

 

［正题名］科技新知词典 

［第一责任人］郑积源主编 

［出版者］京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词典是一部综合性的现代科技(科普)类词典，共收录 2371 个词条。以跨世

纪科技前沿领域中 新进展为对象，采用图书分类与学科分类相结合的原则，分设 25 个分

科。 

［主题词］科学技术/词典 

［知识责任］郑积源 主编 

  

 

［正题名］体育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陈安槐，陈荫生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词目 8400 余条，分为体育学科、奥林匹克运动、体育运动项目、

中国传统体育、古近代体育、运动竞赛、体育组织等 11 个门类，另有附录 30 种，刊载部分

体育项目与部分届次的世界记录、全国记录等。 

［主题词］体育/词典 

［知识责任］陈安槐 主编 

［知识责任］陈荫生 主编 

  

 

［正题名］世界地名词典 

［并列题名］SHIJIE DIMING CIDIAN 

［第一责任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地名/世界/词典 

  

 

［正题名］中国风俗通史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徐吉军主编 

［丛书］原始社会卷 

［第一责任人］宋兆麟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原始社会 

［知识责任］陈高华 主编 

［知识责任］徐吉军 主编 

［知识责任］宋兆麟 著 

  

 

［正题名］中国风俗通史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徐吉军主编 

［丛书］元代卷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史卫民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陈高华 主编 

［知识责任］徐吉军 主编 

［知识责任］陈高华 著 

［知识责任］史卫民 著 

  

 

［正题名］中国风俗通史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徐吉军主编 

［丛书］清代卷 

［第一责任人］林永匡，袁立泽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卷介绍了清代的风俗历史，内容涉及：饮食、穿着、居住与建筑、行旅交通、

婚姻、丧葬、生产、信仰、节日和交际等。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高华 主编 

［知识责任］徐吉军 

［知识责任］林永匡 著 

［知识责任］袁立泽 著 

  

 

［正题名］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并列题名］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丛书］导言卷 

［并列题名］Introductory volume 

［第一责任人］戴逸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历史/中国/世界/18 世纪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并著 

  

 

［正题名］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并列题名］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丛书］军事卷 

［并列题名］Military history 

［第一责任人］戴逸，张世明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18 世纪 

［主题词］军事史/世界/18 世纪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并著 

［知识责任］张世明 著 

  

 

［正题名］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并列题名］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丛书］边疆民族卷 

［并列题名］Frontiers and border peoples 

［第一责任人］成崇德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民族历史/边疆地区/研究/中国/18 世纪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世界/18 世纪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成崇德 著 

  

 

［正题名］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并列题名］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丛书］农民卷 

［并列题名］Peasants 

［第一责任人］徐浩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历史/中国/世界/18 世纪 

［主题词］农村经济/对比研究/中国/英国/18 世纪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徐浩 著 



  

 

［正题名］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并列题名］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丛书］经济卷 

［并列题名］Political history 

［第一责任人］陈桦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世界/18 世纪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世界/18 世纪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陈桦 著 

  

 

［正题名］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并列题名］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ciety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丛书］社会卷 

［第一责任人］秦宝琦，张研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中国/18 世纪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世界/18 世纪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秦宝琦 著 

［知识责任］张研 著 

  

 

［正题名］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并列题名］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丛书］思想文化卷 

［并列题名］Thought and culture 

［第一责任人］黄爱平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18 世纪 

［主题词］思想史/世界/18 世纪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黄爱平 著 

  

 



［正题名］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并列题名］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戴逸主编 

［丛书］对外关系卷 

［并列题名］Foreign relations 

［第一责任人］吴建雍著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18 世纪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贸易/18 世纪 

［知识责任］戴逸 主编 

［知识责任］吴建雍 著 

  

 

［正题名］章乃器文集 

［书目卷册］上卷 

［丛书］学术编 

［第一责任人］[章乃器著] 

［译者］章立凡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3 

［主题词］财政金融/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章乃器 著 

［次知识责任］章立凡 编 

  

 

［正题名］章乃器文集 

［书目卷册］下卷 

［丛书］政论杂著编 

［第一责任人］[章乃器著] 

［译者］章立凡编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3 

［主题词］财政金融/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章乃器 著 

［次知识责任］章立凡 编 

  

 

［正题名］陕西民国战争史 

［书目卷册］上 

［丛书］国民党在陕西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战争 

［第一责任人］郭润宇著 

［出版者］三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战争史/陕西/民国 

［知识责任］郭润宇 著 

  

 

［正题名］观察中国 

［并列题名］China Watch 

［第一责任人］（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 

［译者］傅光明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费正清文集 

［附注内容］本书透过他对别人论述中国的著作，记录下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

精辟分析。包括新帝国主义观、毛的中国之内幕、正常化之路、文化大革命等内容。 

［主题词］历史/关系/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 

［主题词］史评/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费正清 著 

［知识责任］Fairbank 著 

［次知识责任］傅光明 译 

  

 

［正题名］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 

［副题名］20 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正华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农村市场/研究/华北地区/20 世纪 

［知识责任］李正华 著 

  

 

［正题名］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 

［副题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赵德宇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东西文化/文化交流/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知识责任］赵德宇 著 

  

 

［正题名］思考 

［副题名］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第一责任人］何新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何新访谈录 2 

［附注内容］本书以记者对何新的长篇采访为基础和主线，通过问答对话的形式，介绍了何

新关于经济学理论、当代中国经济、国际经济及社会主义历史和改革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思

考。 

［知识责任］何新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中国 

［第一责任人］田伏隆等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辛亥革命/影响/中国/研究/20 世纪 

［知识责任］田伏隆 著 

  

 

［正题名］何应钦 

［副题名］漩涡中的历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熊宗仁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何应钦的一生，堪称 20 世纪中国政治、军事沧桑巨变的亲历者与是非之人，

特别是在 1924-1949 年的 25 年间，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多重矛盾、“围剿”与反“围剿”

乃至全面内战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何应钦军政生涯的主体和峰巅。本书主要以何应钦历史活

动中反共为主线，研究了他的对日观的形成和发展变化。 

［知识责任］熊宗仁 著 

  

 

［正题名］何应钦 

［副题名］漩涡中的历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熊宗仁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何应钦的一生，堪称 20 世纪中国政治、军事沧桑巨变的亲历者与是非之人，

特别是在 1924-1949 年的 25 年间，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多重矛盾、“围剿”与反“围剿”

乃至全面内战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何应钦军政生涯的主体和峰巅。本书主要以何应钦历史活

动中反共为主线，研究了他的对日观的形成和发展变化。 

［知识责任］熊宗仁 著 

  

 

［正题名］孙中山及辛亥人物论丛 

［第一责任人］尚明轩著 

［出版者］东方红书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人物/研究/中国/辛亥革命 

［知识责任］尚明轩 著 

  

 

［正题名］罗尔纲集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太平天国史”、“清代兵制史”、“《水浒传》研究”、“金石文字研

究”四个方面的文集。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上海文化通史 

［并列题名］History of Shanghai Culture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陈伯海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文化史/上海市 

［知识责任］陈伯海主编 主编 

  

 

［正题名］上海文化通史 

［并列题名］History of Shanghai Culture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陈伯海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文化史/上海市 

［知识责任］陈伯海主编 主编 

  

 

［正题名］儒学与现代台湾 

［第一责任人］黄俊杰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新传统主义丛书 cgrs225f 郑家栋主编 

［主题词］儒家/文化/台湾省/现代 

［知识责任］黄俊杰 著 

  



 

［正题名］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英）乔治·皮博迪·古奇（Gooch,G.P.）著 

［译者］耿淡如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9.10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根据美国波士顿出版社 1959 年平装本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为西方史学名著，作者对十九世纪的史学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评论。 

［主题词］史学理论/西方国家/近代 

［知识责任］古奇 著 

［知识责任］Gooch 著 

［次知识责任］耿淡如 译 

  

 

［正题名］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英）乔治·皮博迪·古奇（Gooch,G.P.）著 

［译者］耿淡如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9.10 

［丛编题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根据美国波士顿出版社 1959 年平装本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为西方史学名著，作者对十九世纪的史学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评论。 

［主题词］史学理论/西方国家/近代 

［知识责任］古奇 著 

［知识责任］Gooch 著 

［次知识责任］耿淡如 译 

  

 

［正题名］贺龙大传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刘秉荣著 

［出版者］同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刘秉荣 著 

  

 

［正题名］贺龙大传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刘秉荣著 

［出版者］同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刘秉荣 著 

  

 

［正题名］贺龙大传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刘秉荣著 

［出版者］同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刘秉荣 著 

  

 

［正题名］斯大林 

［副题名］胜利与悲剧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D.A.Volkogonov]著 

［译者］张慕良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认真、诚恳的态度，详细记述了斯大林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重

大事件，以及在斯大林执政期间给他的国家、人民乃至世界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力图真实地

呈现一幅斯大林的政治肖像。 

［知识责任］沃尔科戈诺夫 著 

［知识责任］Volkogonov 著 

［次知识责任］张慕良 译 

  

 

［正题名］斯大林 

［副题名］胜利与悲剧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D.A.Volkogonov]著 

［译者］张慕良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认真、诚恳的态度，详细记述了斯大林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重

大事件，以及在斯大林执政期间给他的国家、人民乃至世界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力图真实地

呈现一幅斯大林的政治肖像。 

［知识责任］沃尔科戈诺夫 著 

［知识责任］Volkogonov 著 

［次知识责任］张慕良 译 

  

 

［正题名］斯大林 

［副题名］胜利与悲剧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D.A.Volkogonov]著 

［译者］张慕良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认真、诚恳的态度，详细记述了斯大林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重

大事件，以及在斯大林执政期间给他的国家、人民乃至世界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力图真实地

呈现一幅斯大林的政治肖像。 

［知识责任］沃尔科戈诺夫 著 

［知识责任］Volkogonov 著 

［次知识责任］张慕良 译 

  

 

［正题名］陈石遗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衍撰 

［译者］陈步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陈衍 著 

［次知识责任］陈步 编 

  

 

［正题名］陈石遗集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陈衍撰 

［译者］陈步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陈衍 著 

［次知识责任］陈步 编 

  

 

［正题名］陈石遗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衍撰 

［译者］陈步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陈衍 著 

［次知识责任］陈步 编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毛泽东选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毛泽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正题名］中國歷历代貨幣大系 

［第一责任人］馬飛海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民國時期國家銀行地方銀行紙幣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籌中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纸币/货币史/中国/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马飞海 总主编 

［知识责任］吴薵中 主编 

  

 

［正题名］中國歷历代貨幣大系 



［第一责任人］馬飛海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民國時期國家銀行地方銀行紙幣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中等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纸币/货币史/中国/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马飞海 总主编 

［知识责任］吴薵中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的国教 

［副题名］从上古到东汉 

［第一责任人］张荣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主题词］儒家/研究/中国/上古时代 

［主题词］儒家/研究/中国/东汉时代 

［知识责任］张荣明 著 

  

 

［正题名］聆嘉声而响和 

［第一责任人］傅杰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九歌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在史中求史识”、“比拟”、“《书朱太仆十七帖》正义”、“略说《三

略》”、“徐渭及其诗文”、“《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编后”、“旧文新钞”等 64 篇文章。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主题词］古典文学/文学批评史/中国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傅杰 著 

  

 

［正题名］拾荒者言 

［第一责任人］陈克艰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九歌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科学的生命》、《克服“自我中心”的精神越狱》、《这也是命》、

《不争》、《换头术》、《钱是什么》、《人机大战》等 74 篇杂文。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陈克艰 著 

  

 

［正题名］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反思 

［第一责任人］雍涛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

矛盾的新特点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方法，并预测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发展的未来前景。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 

［知识责任］雍涛 著 

  

 

［正题名］晚清职官法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曙光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晚清的时代背景与晚清政治体制，晚清职官法的渊源、演变及分类，

晚清职官法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与晚清职官法的解体等问题。 

［主题词］官制/立法/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曙光 著 

  

 

［正题名］郑绍文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顾大春主编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顾大春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与池田大作 

［第一责任人］王永祥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王永祥 主编 

  

 

［正题名］中共桐柏县历史大事记 

［副题名］1949-1992 

［第一责任人］河南省桐柏县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以翔实的史料，概要地叙述了桐柏县 43 年间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



化、科技诸方面重大事件、重要活动、丰硕成果。 

［知识责任］桐柏县党史研究室编 

  

 

［正题名］无邪堂答问 

［第一责任人］（清）朱一新著 

［译者］吕鸿儒，张长法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学术笔记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5 卷，收录了“评国朝学案小识”、“评明代风俗论”、“评南宋论”、

“答刘元城学术论”等。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后期/选集 

［知识责任］朱一新 著 

［次知识责任］吕鸿儒 点校 

［次知识责任］张长法 点校 

  

 

［正题名］文坛档案 

［副题名］当代著名文学家自述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中华文史资料精华本 

［附注内容］冰心、王蒙、李准、吴祖光、曹禺、姚雪垠……这些文坛大师们以自己的亲身

经历，对读者讲述着“命运”这一主题。展示了当代文学大师们的丰采和其艰辛的历程。 

［主题词］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正题名］慈父遗爱 

［副题名］名人子女忆父亲 

［第一责任人］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中华文史资料精华本 

［附注内容］本书为你展示的是名人子女对父亲的回忆，包括：《我的父亲包尔汉》、《爱国

主义学者白鹏飞》、《缅怀我的父亲张自忠将军》等。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正题名］漏船载酒忆当年 

［第一责任人］杨宪益著 



［译者］薛鸿时译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百年人生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一个侧面概括了杨宪益先生的漫游与学习经历，他的前半生显露出一位

年轻人的浪漫与冒险情怀，而此后个人命运随时代洪流浮沉颠簸…… 

［知识责任］杨宪益 著 

［次知识责任］薛鸿时 译 

  

 

［正题名］ 国元帅的晚年岁月 

［第一责任人］许农合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9 位新中国的 国元帅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中的历史足迹、丰功伟绩。 

［知识责任］许农合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代年号考 

［第一责任人］李崇智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汇录中国历代帝王、人民起义、地方割据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年号八百余个，

按其使用情况列为一千二百余条。时间起于西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 140 年），讫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主题词］年号/考证/中国 

［知识责任］李崇智 编著 

  

 

［正题名］钱玄同文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书信 

［第一责任人］钱玄同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钱玄同先生生前未发表的书信，包括致鲁迅、周作人、胡适、《新青

年》同人、许寿裳、杨树达、江绍原等的书信。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钱玄同 著 

  

 

［正题名］大将黄克诚 

［第一责任人］郑博，肖思科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一代元戎丛书 

［知识责任］郑博 著 

［知识责任］肖思科 著 

  

 

［正题名］大陆及港澳台常用词对比词典 

［第一责任人］魏励，盛玉麒主编 

［出版者］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汉语/词典 

［知识责任］魏励 主编 

［知识责任］盛玉麟 主编 

  

 

［正题名］励耘学术承习录 

［副题名］纪念陈垣先生诞辰 120 周年 

［第一责任人］龚书铎主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为纪念陈垣先生诞辰 120 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将联合

举行陈垣先生学术研讨会。本文集所收论文，有一部分即由北京师大师生和历史所的研究人

员所撰写；其他部分则由各地学者撰稿。 

［主题词］史评/中国 

［知识责任］龚书铎 主编 

  

 

［正题名］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 

［副题名］1907 年 8 月 18—24 日 

［第一责任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议事日程、邀请书、通告和信

函、会议报告和决议草案、大会记录等会议材料。 

［主题词］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文件/汇编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二○○○·四 

［第一责任人］徐俊德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北京/地方史/史料 

［知识责任］徐俊德 主编 

  

 

［正题名］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 

［副题名］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 

［第一责任人］（俄）罗伊·麦德维杰夫（Р.А.Медведев）著 

［译者］徐葵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国际政界名人传记 

［附注内容］本书用大量历史事实和材料，介绍了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政治生涯，

刻画出了安德罗波夫的品格特征，学识修养和在苏联高层的复杂微妙的“权力游戏”中的处

境与决策处理能力。 

［知识责任］麦德维杰夫 著 

［知识责任］Медведев 著 

［次知识责任］徐葵 译 

  

 

［正题名］风雨同舟七十年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张忆军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关系/民主党派历史 

［知识责任］张忆军 主编 

  

 

［正题名］中文期刊机读目录编目规则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报刊部专家组编委会 

［出版者］国家图书馆报刊部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规则/期刊/编目 

［知识责任］国家图书馆报刊部专家组编委会 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大辞典 

［丛书］魏晋南北朝史卷 

［第一责任人］胡守为，杨廷福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历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词典 

［知识责任］胡守为 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 

［第一责任人］武润婷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第一编侠义公案小说的合与分；第二编近代言情小说的演变；第三

编近代社会小说的特点与演变；第四编近代的历史小说和神怪小说。 

［主题词］小说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武润婷 著 

  

 

［正题名］新中国金融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施兵超著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 

［附注内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新中国以来，中国的金融理论界、金融实务界以及政府决策部门在

货币金融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这些成就对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的

实践所产生的影响。 

［主题词］金融/经济思想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施兵超 著 

  

 

［正题名］訄书详注 

［第一责任人］章炳麟著 

［译者］徐復注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章炳麟 著 

［次知识责任］徐復 注 

  

 

［正题名］上海都市民俗 

［第一责任人］蔡丰明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上海民俗形成发展的生态环境，上海民俗的都市化过程及其主要表

现形式，上海都市民俗的风格特征：兼容并蓄、趋新善变、崇尚洋派等内容。 

［主题词］风俗习惯/上海市 

  

 



［正题名］我的父亲贝利亚 

［第一责任人］（乌克兰）谢尔戈·贝利亚（Серго Берия）著 

［译者］王志华…[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回顾反思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分“起步”、“斯大林和贝利亚”、“谍报迷宫”、“核盾牌”、“女大公之迷”、

“制度压迫”等 11 章，作者谈论了自己的父亲、自己和过去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 

［知识责任］贝利亚 著 

［知识责任］Берия 著 

［次知识责任］王志华 译 

  

 

［正题名］北京规划建设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张敬淦著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京华博览丛书 

［知识责任］张敬淦 著 

  

 

［正题名］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第一责任人］（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编 

［译者］叶光庭等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世界汉学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中国城市的宇宙论、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

城市化、中国社会的城乡、衙门与城市行政管理、传统城市里的大家族等。 

［主题词］城市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施坚雅 主编 

［知识责任］Skinner 主编 

［次知识责任］叶光庭 译 

  

 

［正题名］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王永祥，（日）高桥强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经历，包括“赴日本留学的抉择”，“周恩

来在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东京的生活与交往”等。 

［知识责任］王永祥 主编 

［知识责任］高桥强 主编 

  



 

［正题名］中华谱牒研究 

［副题名］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鹤鸣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是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有：《中

国家谱知多少》、《美国图书馆及家谱收藏》、《族谱与文化认同》等。 

［主题词］氏族谱系/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鹤鸣 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 

［副题名］1921.7-2001.7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 

［副题名］1921.7-2001.7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正题名］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 

［第一责任人］徐君华主编 

［译者］中国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知识责任］徐君华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经济发展史 

［副题名］1949-1998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丛树海，张桁主编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综述；新中国农业发展史；新中国工业发展史；新中国运输业发展史；

新中国商业发展史；新中国外贸发展史等。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949-1998 

［知识责任］丛树海 主编 



［知识责任］张桁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经济发展史 

［副题名］1949-1998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丛树海，张桁主编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附注内容］本册内容有：新中国财政发展史、新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新中国金融发展史、

新中国保险发展史、新中国证券发展史、新中国期货发展史六编。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949-1998 

［知识责任］丛树海 主编 

［知识责任］张桁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经济发展史 

［副题名］1949-1998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丛树海，张桁主编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附注内容］本册内容有：新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史、新中国信息业发展史、新中国会计发展

史、新中国统计发展史、新中国经济法发展史。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949-1998 

［知识责任］丛树海 主编 

［知识责任］张桁 主编 

  

 

［正题名］郭士魁 

［第一责任人］翁维良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翁维良 编 

  

 

［正题名］胡希恕 

［第一责任人］冯世纶主编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冯世纶 主编 

  

 

［正题名］单健民 

［第一责任人］张洪俊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洪俊 主编 

  

 

［正题名］李克绍 

［第一责任人］姜建国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姜建国 主编 

  

 

［正题名］施今墨 

［第一责任人］施小墨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施小墨 编著 

  

 

［正题名］叶心清 

［第一责任人］沈绍功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沈绍功 编著 

  

 

［正题名］于己百 

［第一责任人］张士卿等编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士卿 编 

  

 

［正题名］潘澄濂 

［第一责任人］盛增秀等编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盛增秀 编 

  

 

［正题名］刘云鹏 

［第一责任人］刘云鹏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云鹏 编著 

  

 

［正题名］马光亚 

［第一责任人］梁明达整理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主题词］临床医学/医话/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梁明达 整理 

  

 

［正题名］余无言 

［第一责任人］余瀛鳌编著 

［出版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cgrs225f 主编张文康 

［主题词］中医外科/医话/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余瀛鳌 编著 

  

 

［正题名］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 

［并列题名］TREATISE ON CHINESE PUBLCATION AND PRINTING HISTORY 

［第一责任人］肖东发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印刷史/中国/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肖东发 著 

  

 

［正题名］托起新中国的太阳 

［副题名］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及历史贡献 

［第一责任人］岳思平主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岳思平 编 

  

 

［正题名］余嘉锡说文献学 

［第一责任人］余嘉锡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附注内容］本书分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两部分，论述了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能，目录释

名，目录书体制，目录学源流考，目录类例之沿革，古今书目分部 同表等。 

［主题词］古文献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目录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余喜锡 撰 

  

 

［正题名］杨度日记 

［副题名］1896-1900 

［第一责任人］[杨度著]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知识责任］杨度 著 

  

 

［正题名］刺马案探隐 

［第一责任人］高尚举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知识责任］高尚举 著 

  

 



［正题名］西安事变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何柱国等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西安事变（1936）/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何柱国 著 

  

 

［正题名］张申府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美）舒衡哲著 

［译者］（美）李绍明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将张申府访谈录分为六章，内容包括：“书生论政”、“浪子和解放主义者”、

“早期共产主义活动”、“在罗素和孔子之间”、“红尘世事”、“ 后的忏悔， 后的回答”。 

［知识责任］舒衡哲 著 

  

 

［正题名］中国 20 世纪后 20 年文学思潮 

［第一责任人］陈传才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新时期文学的 端，关于现实主义流变的理论阐释，新潮文学走向

迷遁的原因，探寻文学现代性构建的理论基点，20 世纪 90 年代多元文学思潮、流派透视等

内容。 

［主题词］文艺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传才 著 

  

 

［正题名］中国农村经营管理 50 年 

［第一责任人］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中

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编著 

［出版者］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 50 年来农村经营管理的总结。 

［主题词］农村经济/经济管理/概况-中国/1949-1999 

  

 

［正题名］城市化住宅及其发展过程 

［并列题名］Urbanization Housing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第一责任人］（英）史密斯著 

［译者］卢卫，杜晓平译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大量引述了西方经济、社会、地理、建筑学界对于 50～80 年代发展中国

家住房供给变化过程的观点、见解和理论交锋的焦点和原因,较全面地介绍了亚洲和其他发

展中国家如何在经济起飞阶段解决住房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理论上

加以总结。 

［主题词］发展中国家/住宅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知识责任］史密斯 著 

［次知识责任］卢卫 译 

［次知识责任］杜小平 译 

  

 

［正题名］通俗文化理论导论 

［第一责任人］（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著 

［译者］阎嘉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文化和传播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英国卢德里奇出版公司 1998 年译出 

［主题词］文化理论/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知识责任］斯特里纳蒂 著 

［次知识责任］阎嘉 译 

  

 

［正题名］东西均注释 

［第一责任人］（清）方以智著 

［译者］龐樸注释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东西均》是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思想家方以智完整叙述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

本书经过考证、分析，对该书进行的完整的注释。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方以智 著 

［次知识责任］庞朴 注释 

  

 

［正题名］中西文化天使 

［副题名］利玛窦 

［第一责任人］刘恩铭著 

［出版者］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以利玛窦“科学传教”为轨迹，生动地反映了明代中末期东方文化与西方

文化的冲撞、借鉴与融汇的历史生活，形象地揭示了具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何以落

后于西方的滥觞和缘由。 

［知识责任］刘恩铭 著 

  



 

［正题名］集美学校校友名人录 

［第一责任人］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集美校友总会，集美校委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六百多名集美区大、中、小学各校毕业或在集美各校任教、工作过

的在各行各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和成就的名人。突出了集美校友在陈嘉庚精神的鼓舞下爱国爱

乡“诚毅”的品格和情操。 

［主题词］名人/人名录/福建/厦门市 

  

 

［正题名］中日文化论丛 

［书目卷册］一九九九 

［第一责任人］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国/文集 

［主题词］文化交流/日本/文集 

  

 

［正题名］百战将星 

［副题名］谢振华 

［第一责任人］欧阳青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以纪实的笔法，真实地再现了谢振华将军从十三岁的小暴动队员，到六十

八岁的昆明军区政委的戎马一生。 

［主题词］军事人物/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欧阳青 著 

  

 

［正题名］福建省志 

［丛书］审计志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地方志/审计/概况/福建省 

［知识责任］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正题名］清代笔记丛刊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清）刘献廷等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刘献廷 著 

  

 

［正题名］清代笔记丛刊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清）刘献廷等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刘献廷 著 

  

 

［正题名］清代笔记丛刊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清）刘献廷等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刘献廷 著 

  

 

［正题名］清代笔记丛刊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清）刘献廷等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刘献廷 著 

  

 

［正题名］江苏省志 

［书目卷册］15 

［丛书］林业志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林业史/江苏省 

  

 

［正题名］江苏省志 

［书目卷册］36 

［丛书］乡镇工业志 



［第一责任人］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乡镇企业/工业企业/概况/江苏省 

  

 

［正题名］江西省志 

［丛书］江西省铜业志 

［第一责任人］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铜矿床/金属矿 采/概况/江西省 

［主题词］炼铜/冶金工业/概况/江西省 

  

 

［正题名］北京大学史料 

［书目卷册］第四卷（1946～1948） 

［第一责任人］王学珍，郭建荣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北京大学/史料/1946-1948 

［知识责任］王学珍 主编 

［知识责任］郭建荣 主编 

  

 

［正题名］各国历史寻踪 

［第一责任人］潘光，张家哲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叙述各国(至 1999 年底时的世界上独立国家)历史沿革的工具书，

以年表形式介绍各国历史上古国王朝的更替、国名的演变、都城的迁移、国势的盛衰、疆域

的变化、国体政体的发展以及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战争战役、当代执政党和主要国家领

导人更换等。 

［主题词］世界史/历史年表 

［知识责任］潘光 主编 

［知识责任］张家哲 主编 

  

 

［正题名］中国生理学史 

［第一责任人］陈孟勤主编 

［出版者］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生理学在大陆及港台地区的发展历史，并介绍了 52 位生理学界知

名专家的生平及对生理学的贡献。 



［主题词］生理学/生物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陈孟勤 主编 

  

 

［正题名］王国之梦 

［副题名］顾彼得与丽江 

［第一责任人］戈阿干，和晓丹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书香阁·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主题词］社会生活/丽江市/云南省 

［知识责任］戈阿干 著 

［知识责任］和晓丹 著 

  

 

［正题名］中国经学史 

［第一责任人］（日）本田成之著 

［译者］李俍工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关于经学的历史，近代善化的皮锡瑞是作此研究的始作俑者，然而他的《经学

历史》语焉未详，尚不深入。此时日本的本田成之却将中国历代经学作了一个总结。将经学

的历史按其起源、秦汉、后汉、三国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几个阶段分述其内容、变化、发

展的轨迹，对研究中国经学的历史起到一定的作用。 

［主题词］经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本田成之 著 

［次知识责任］孙俍工 译 

  

 

［正题名］大论争 

［副题名］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 

［书目卷册］上册 

［丛书］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第一责任人］刘勇，高化民主编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1949-1956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49-1956 

［知识责任］刘勇 主编 

［知识责任］高化民 主编 

  

 

［正题名］大论争 



［副题名］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 

［书目卷册］中册 

［丛书］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 及出现严重挫折时期 

［第一责任人］刘勇，高化民主编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1957-1977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57-1977 

［知识责任］刘勇 主编 

［知识责任］高化民 主编 

  

 

［正题名］大论争 

［副题名］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 

［书目卷册］下册 

［丛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第一责任人］刘勇，高化民主编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1978-2000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1978-2000 

［知识责任］刘勇 主编 

［知识责任］高化民 主编 

  

 

［正题名］古体小说钞 

［丛书］清代卷 

［第一责任人］程毅中,石継昌，于炳文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小说/中国/清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程毅中 编 

［知识责任］石継昌 编 

［知识责任］于炳文 编 

  

 

［正题名］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 

［副题名］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 

［第一责任人］金安平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五章，主要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向政党政治时代过渡的

知识分子等内容。 



［主题词］知识分子/关系/政党/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金安平 著 

  

 

［正题名］张啸林全传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司马烈人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三大流氓全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上海流氓头子张啸林 妓馆、贩毒、设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

众、充当日本汉奸走狗的罪恶一生。 

［知识责任］司马烈人 著 

  

 

［正题名］张啸林全传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司马烈人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三大流氓全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上海流氓头子张啸林 妓馆、贩毒、设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

众、充当日本汉奸走狗的罪恶一生。 

［知识责任］司马烈人 著 

  

 

［正题名］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词典 

［第一责任人］孔庆泰等编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据档案资料，结合当代学术研究成果，将国民党政治制度沿革变化

过程中重要名词汇集注释编辑而成。 

［主题词］国民政府/政治制度/词典/1912-1948 

［知识责任］孔庆泰 编著 

  

 

［正题名］孙中山与香港 

［第一责任人］刘家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刘家泉 著 

  

 

［正题名］孙中山研究论集 



［副题名］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 

［第一责任人］徐万民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研究孙中山的文章 20 余篇，包括“孙中山思想与现代中国”、“孙中

山与中国之改造”、“孙中山与中国近代文化观念的更新”等。 

［知识责任］徐万民 主编 

  

 

［正题名］薛永辉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薛永辉口述 

［第一责任人］毛微等整理 

［出版者］华龄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详尽地记述了薛永辉同志及其战友们在当年日寇占领区和国民党反动派心

脏地区的险恶环境中，坚持我党的武装斗争，历经无数次艰苦惊险的战斗，发扬革命英雄主

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感人经历。 

［知识责任］薛永辉 口述 

［次知识责任］毛微 整理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刘集林等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洋务时期的留美教育、清末民初的留美教育、国民政府的留美

教育、近代留美生与中国科技等。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喜所 著 

［知识责任］刘集林 著 

  

 

［正题名］恭亲王奕訢 

［副题名］将慈禧送上垂帘宝座的人 

［第一责任人］赵大力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中国档册丛书 

［知识责任］赵大力 著 

  

 

［正题名］中国文艺副刊史 

［第一责任人］冯并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冯并（1945-），生于河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著有《中

国文艺副刊史》等。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报纸副刊历史的研究，了解它的衍变轨迹，寻绎它的发展规律，总

结它的办刊经验，从中汲取营养和借鉴。 

［主题词］文艺/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冯并 著 

  

 

［正题名］世纪清华 

［书目卷册］之三 

［第一责任人］庄丽君主编 

［译者］钱锡康副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回忆录/清华大学/校友/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庄丽君 主编 

［次知识责任］钱锡康 副主编 

  

 

［正题名］陈丕显年谱 

［副题名］1916-1995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陈丕显同志的年谱，

本书记录了他光辉的一生。 

  

 

［正题名］中国睦邻史 

［副题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第一责任人］刘宏煊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对双边关系的历史作了必要的回顾，而重点阐述了周边关系现状和当前中

国政府的周边政策，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发展前景做出预测。 

［主题词］中外关系/友好往来/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刘宏煊 主编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赵 

［第一责任人］章义和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赵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章义和 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刘 

［第一责任人］刘洪波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刘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刘洪波 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李 

［第一责任人］李锡厚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李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李锡厚 著 

［知识责任］文启明 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胡 

［第一责任人］王廷洽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胡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王廷洽 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孙 

［第一责任人］杨师群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孙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杨师群 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王 

［第一责任人］梁满仓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王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梁满仓 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吴 

［第一责任人］吴强华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吴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吴强华 著 

  

 

［正题名］当代国外社会思潮 

［第一责任人］段忠桥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当前国外存在的未来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九种社会思潮，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世界/现代 

［知识责任］段忠桥 主编 

  

 

［正题名］敬天的信仰 

［第一责任人］邹新民著 

［出版者］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cgrs225f 韩德民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主宰之天与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伦理之天，天人感应，天人

合一，法天而治，天意的把握，天道与人道。 

［主题词］天/崇拜/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天人关系/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邹新民 著 

  

 

［正题名］冷战后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乔之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华南国际关系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分析、阐述了冷战后东盟及东盟 10 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及影响调整的

各种因素等内容。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东南亚国家联盟 

［知识责任］陈乔之 著 

  

 

［正题名］中国人生哲学的重建 

［副题名］陈独秀、胡适、梁漱溟人生哲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长林主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重估孔子人生之道、揭示天人关系、辨析人性善恶、探索人生真义

和价值、剖析人生态度、重塑理想人格等内容。 

［主题词］人生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长林 著 

  

 

［正题名］现代俄国文学史 

［并列题名］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第一责任人］（美）马克·斯洛宁著 

［译者］汤新楣译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主旨在于叙述并分析六十年来自契诃夫以迄二战后俄国文学的演变，但作

者对一时期作家所代表的艺术潮流，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也都有相当

详尽的剖析。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斯洛宁 著 

［知识责任］Slonim 著 

［次知识责任］汤新楣 译 

  

 

［正题名］文化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司马云杰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社会学文库 cgrs225f 陆学艺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介绍了文化社会学的理论、知识，运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了文化生产、

储存、应用、增值、控制的社会过程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等内容。 

［主题词］文化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司马云杰 著 

  

 

［正题名］当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吴克礼主编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联邦的政治体制、俄罗斯联邦的武装力量、俄罗斯

联邦的经济、俄罗斯联邦的外交、俄罗斯联邦的教育、俄罗斯联邦的少数民族、俄罗斯联邦

的体育、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及其性格特征等。 

［知识责任］吴克礼 主编 

  

 

［正题名］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 



［第一责任人］林孟熹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力图向读者展示司徒雷登不大为人注意的侧面，包括他参与的很多近代中

国的重大事件，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的作用等，对他后来那段心力交瘁的大使生涯予

以了公正的评价。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946-1949 

［知识责任］林孟熹 著 

  

 

［正题名］清代人物传稿 

［书目卷册］上编 

［书目卷册］第 10 卷 

［第一责任人］张捷夫本卷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收入乾隆朝的人物 50 余个，其中包括：“弘历”、“定长”、“岳钟琪”

等。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捷夫 本卷主编 

  

 

［正题名］叶飞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戴尔济主编 

［译者］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涵盖了叶飞同志戎马一生的方方面面，作者们以生动而翔实的史料，赞颂

了叶飞同志的革命功业。 

［知识责任］戴尔济 主编 

  

 

［正题名］中共第一届至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第一责任人］沈学明，郑建英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沈学明 主编 

［知识责任］郑建英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与邵力子 

［第一责任人］舒风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人物传记 cgrs225f 李德洙等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知识责任］舒风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谈家桢 

［第一责任人］张光武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人物传记 cgrs225f 李德洙等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知识责任］张光武 著 

  

 

［正题名］甘肃革命文化史料选萃 

［第一责任人］乔楠主编 

［出版者］甘肃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编选陕甘抗日革命根据地时期有关甘肃革命文化方面的史料 100 多件。 

［主题词］革命/文化/甘肃/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乔楠编著 

  

 

［正题名］夹袋中人 

［副题名］政治旋涡中的民国幕僚 

［第一责任人］李英铨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黑匣子丛书 

［主题词］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英铨 著 

  

 

［正题名］国民党在台 50 年 

［第一责任人］刘红，郑庆勇著 

［出版者］九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当代台湾观察》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编：专制与调整——国民党败退台湾；下编：“宪政”与“台独”

——国民党在台湾的挫折。 

［知识责任］刘红 著 

［知识责任］郑庆勇 著 

  

 



［正题名］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 

［并列题名］Collection of the Papers on Language-Literature and History of Xinjiang 

［第一责任人］耿世民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中央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主题词］文史/研究/新疆/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耿世民 著 

  

 

［正题名］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 

［副题名］拉康研究 

［第一责任人］方汉文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1 

［丛编题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 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论述现代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思想以及对当代哲学、文化以

及社会诸多领域的影响。 

［主题词］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研究/法国 

［知识责任］方汉文 著 

  

 

［正题名］原始活态文化 

［副题名］萨满教透视 

［第一责任人］郭淑云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萨满教/研究 

［知识责任］郭淑云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 

［第一责任人］王骏编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7 章，包括：“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力争高速度”、“把我国建成一

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向科学进军”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工业化/研究 

［知识责任］王骏 编著 

  

 

［正题名］帝国的回忆 

［副题名］《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第一责任人］郑曦原编 



［译者］李方惠，郑曦原，胡书源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1857.1-1911.10 

［知识责任］郑曦原 编 

［次知识责任］李方惠 译 

［次知识责任］郑曦原 译 

［次知识责任］胡书源 译 

  

 

［正题名］百年之结 

［副题名］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的历史透视 

［第一责任人］肖元恺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肖元恺 著 

  

 

［正题名］中日关系史论考 

［第一责任人］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收论文 14 篇。其中有：禅学东渐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中日哲学间的对

话；论石门心学与孟子心学的关联等。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正题名］剑桥札记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著 

［出版者］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学者走天下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更应为人类着想》、《处处有芳草》、《人的力量》、《从西欧看到的

希望》、《名城乐水》、《签证琐记》、《海峡来去》等 26 篇随笔。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正题名］莫斯科郊外的回想 

［第一责任人］陈世雄著 

［出版者］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学者走天下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从“同志”到“男人女人”》、《抬头望见三色旗》、《超级政治家卢

日科夫》、《集装箱市场》、《莫斯科人怎样过新年》、《冰天雪地中的跳蚤市场》等 40 篇随笔。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陈世雄 著 

  

 

［正题名］追忆领袖战友同志 

［第一责任人］杨尚昆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从作者 1976 年至 1998 年 20 多年间的 30 多篇回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文章、谈话记录和日记，编辑成册。读者会从书中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艰难而光荣的历

史，更多地领略老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思想风范。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杨尚昆 著 

  

 

［正题名］童稚集 

［第一责任人］胡绳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代一个车夫记的日记”、“眼镜的故事”、“种花”、“战为了争自由与

平等”、“买书”、“日落之花”、“精神文明”等 70 余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胡绳 著 

  

 

［正题名］宋代荫补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游彪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日本留学博士丛书 

［附注内容］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支援刊行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宋真宗以前的荫补制度、宋仁宗时期官员荫补制度的变迁、宋神

宗至北宋末期的荫补制度、南宋官员荫补制度等。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宋代 

［知识责任］游彪 著 

  

 

［正题名］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 

［第一责任人］邹兆辰，江湄，邓京力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对文革以后至 20 世纪末中国史学思潮的发展进行梳理、介绍和评述。



重点介绍了随史学变革呼声而出现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文化史、社会史、现代化史等诸种思

潮，并按照作者的认识对各种史学思潮的理论实质及其价值提出了许多评述性见解。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邹兆辰 著 

［知识责任］江湄 著 

［知识责任］邓京力 著 

  

 

［正题名］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第一责任人］（波兰）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著 

［译者］郏斌祥译 

［出版者］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人文与社会译丛 cgrs225h 第一批 

［附注内容］本书以“知识人”为研究对象，以角色演变为线索，以文化知识系统为背景，

剖析了知识人的类别、行动模式以及所创造的知识形态，阐述“知识人”与“行动人”的关

系等。 

［主题词］知识社会学 

［知识责任］兹纳涅茨基 著 

［知识责任］Znaniecki 著 

［次知识责任］郏斌祥 译 

  

 

［正题名］从广州透视战争 

［副题名］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 

［第一责任人］（葡）莫嘉度著 

［译者］萨安东编 

［译者］舒建平，菲德尔译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1937-1945 

［知识责任］莫嘉度 著 

［次知识责任］萨安东 编 

［次知识责任］舒建平 译 

［次知识责任］菲德尔 译 

  

 

［正题名］考验 

［副题名］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张泽石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战俘问题/史料 

［主题词］战俘问题美国战争/虐待/战俘/史料 



［知识责任］张泽石 编 

  

 

［正题名］黄金荣全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司马烈人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三大流氓 

［知识责任］司马烈人 著 

  

 

［正题名］黄金荣全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司马烈人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三大流氓 

［知识责任］司马烈人 著 

  

 

［正题名］共和国元帅 

［副题名］朱德 

［第一责任人］李庚辰主编 

［译者］张世明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知识责任］李庚辰 s 主编 

［知识责任］张世明 编著 

  

 

［正题名］周恩来与陈诚 

［第一责任人］李健力，鹿彦华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人物传记 

［附注内容］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知识责任］李健力 著 

［知识责任］鹿彦华 著 

  

 

［正题名］再读胡适 

［第一责任人］欧阳哲生编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包括易卜生主义、少年中国之精神、杜威论思想

等胡适的作品；下编主要包括《胡适文选》指导大概，胡适与鲁迅等纪念、评论胡适的文章。 

［主题词］胡适/文集 

［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著 

  

 

［正题名］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 

［第一责任人］张西平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大航海时代 

［主题词］宗教文化/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欧洲/明清时代 

［主题词］哲学/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欧洲/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张西平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李济深 

［第一责任人］姜平，姜健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人物传记 

［附注内容］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知识责任］姜平 著 

［知识责任］姜健 著 

  

 

［正题名］藏族文化发展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丹珠昂奔著 

［出版者］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地描述藏族文化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共分藏

族史前文化时期、苯教文化时期、藏传佛教文化时期、社会主义藏族新文化时期等四编二十

四章。 

［主题词］藏族/民族文化/文化史/中国/约 10 万年前-公元 8 世纪 

［知识责任］丹珠昂奔 著 

  

 

［正题名］藏族文化发展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丹珠昂奔著 

［出版者］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地描述藏族文化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共分藏

族史前文化时期、苯教文化时期、藏传佛教文化时期、社会主义藏族新文化时期等四编二十

四章。 

［主题词］藏族/民族文化/文化史/中国/8 世纪下半叶至今 

［知识责任］丹珠昂奔 著 

  

 

［正题名］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纪念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赵世炎光辉的一生，他

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知识责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九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三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四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马寅初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五卷 

［第一责任人］马寅初著 

［译者］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全集共收马寅初先生著作 13 种，论文、讲演报告等 641 篇，日记 8 则，书信

37 件附录 5 篇，分 15 卷。 

［知识责任］马寅初 著 

［次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话剧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编入作者自 1920 年 9 月至 1929 年 2 月所创作的话剧剧本 17 个。编者为

每一剧本的创作、首演、发表、版本等情况写了简短的文字说明。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话剧/剧本/中国/1920-1929/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话剧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编入作者自 1929 年 4 月至 1932 年中秋时节所创作的话剧剧本 16 个。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话剧/剧本/中国/1929-1932/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话剧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编入作者自 1932 年 11 月至 1936 年 4 月所创作的话剧剧本 13 个、歌剧剧

本 2 个。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话剧/剧本/中国/1932-1936/选集 

［主题词］歌剧/剧本/中国/1932-1936/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话剧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编入作者自 1936 年 5 月至 1942 年初所创作的话剧剧本 8 个。其中短剧《春

帆楼上的对话》是首次收入田汉本人的作品集。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话剧/剧本/中国/1936-1942/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话剧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编入作者自 1942 年 6 月至 1947 年春所创作的话剧剧本 5 个。其中《薛尔

望》、《陈圆圆》是首次完整发表。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话剧/剧本/中国/1942-1947/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话剧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作者自 1948 年至 1960 年所创作的话剧剧本 4 个。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话剧/剧本/中国/1948-1960/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戏剧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作者 1913 年至 1939 年创作、改编的戏曲作品 12 种。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湘剧/剧本/中国/1913-1939/选集 

［主题词］京剧/剧本/中国/1913-1939/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戏剧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作者 1942 年至 1947 年创作、改编的戏曲作品 6 种。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湘剧/剧本/中国/1942-1947/选集 

［主题词］京剧/剧本/中国/1942-1947/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戏剧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作者 1948 年至 1964 年创作、改编的戏曲剧本、唱段 10 种。其中《珊

瑚引》、《荆州之战》、《杨八姐智取金刀》、《红色娘子军》为首次发表。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剧本/中国/1948-1964/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电影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作者从 1925 年至 1947 年创作的电影作品 12 部。包括《色》、《黄金

时代》、《酒·女人·歌》、《母性之光》、《风云儿女》等。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电影文学剧本/中国/1925-1947/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丛书］诗词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作者自 1919 年至 1946 年创作的旧体诗词、新诗、歌词共 468 首。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诗词/中国/1919-1946/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丛书］诗词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作者自 1947 年至 1967 年间创作的旧体诗词、新诗、歌词共 562 首。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诗词/中国/1947-1967/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三卷 

［丛书］小说·散文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为小说、散文卷，编入小说 3 篇，散文 64 篇，大体以写作年月先后为序。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四卷 

［丛书］文论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作者自 1919 年至 1960 年间写作的关于世界文艺思潮和中外文化名人

及其作品的评论与介绍文章，共 40 篇。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艺评论/世界/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五卷 

［丛书］文论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作者自 1921 年至 1949 年间所撰写的关于中国话剧运动的文章，内容

涉及南国社和左翼戏剧、救亡戏剧、抗战戏剧、民主戏剧运动等，共 107 篇。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戏剧/文艺评论/中国/1921-1949/文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六卷 

［丛书］文论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作者自 1949 年至 1962 年所写关于中国话剧运动的文章以及他一生写

作的创作自述、话剧评论，并收录他关于评价小说、美术、音乐、歌舞、曲艺和外国文艺团

体来华演出的文章，共 114 篇。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艺评论/中国/1949-1962/文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七卷 

［丛书］文论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田汉自 1928 年至 1963 年有关戏曲方面的文章 105 篇，即有关戏曲改

革运动方面的 43 篇，有关创作自述的 21 篇，剧评 18 篇，回忆艺术家的 23 篇。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戏剧/文艺评论/中国/1928-1963/文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八卷 

［丛书］文论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作者关于电影的散文、评论 30 篇，杂著 79 篇，共 109 篇。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文艺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九卷 

［丛书］译著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田汉从 1922 年至 1933 年间翻译的戏剧作品 9 部和译文、译著各 1

篇。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剧本/世界/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田汉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十卷 

［丛书］书信·日记·难中自述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译者］《田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作者的书信、日记和晚年受迫害期间所写的一些文字。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文史 

［书目卷册］总第五十四辑 

［书目卷册］2001 年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 

［书目卷册］2000 年度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人口统计/统计资料/中国/2000 年 

  

 

［正题名］中國社會歷史評論 

［并列题名］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书目卷册］第三卷 

［并列题名］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书目卷册］Volume Ⅲ 

［第一责任人］张国刚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国刚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农业经济/统计资料/中国/1949-1999 

  

 

［正题名］明清论丛 

［并列题名］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王天有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天有 主编 

  

 

［正题名］日本国志 

［第一责任人］（清）黄遵宪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晚清东游日记汇编 

［附注内容］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日本国志》共四十卷，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



式著作。全书详近略远，以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为主，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 

［知识责任］黄遵宪 撰 

  

 

［正题名］简明日本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简明日本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8 

［丛编题名］简明国际百科全书 cgrs225f 藤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国土与人民、经济、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防卫力量等 16 编。 

  

 

［正题名］明清论丛 

［并列题名］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王天有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王天有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汤应武主编 

［译者］许广亮副主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选编了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公 发表在权威党史刊物上或有关论著中的考证文章。按照党的历史

发展时期和阶段共分为十个部分。 

［知识责任］汤应武 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广亮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汤应武主编 

［译者］许广亮副主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选编了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公 发表在权威党史刊物上或有关论著中的考证文章。按照党的历史

发展时期和阶段共分为十个部分。 

［知识责任］汤应武 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广亮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汤应武主编 

［译者］许广亮副主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选编了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公 发表在权威党史刊物上或有关论著中的考证文章。按照党的历史

发展时期和阶段共分为十个部分。 

［知识责任］汤应武 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广亮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汤应武主编 

［译者］许广亮副主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选编了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公 发表在权威党史刊物上或有关论著中的考证文章。按照党的历史

发展时期和阶段共分为十个部分。 

［知识责任］汤应武 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广亮 副主编 

  

 

［正题名］古今北京城市地图 

［副题名］世纪之交珍藏版 

［第一责任人］中国地图出版社编 

［出版者］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地图/北京/古代/现代 

［知识责任］中国地图出版社 编 

  

 

［正题名］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编 

［出版者］《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 

［出版日期］1998.4 

 

［正题名］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8.7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晚清兵志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军事教育志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兵工厂志 

［第一责任人］罗尔纲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罗尔纲 著 

  

 

［正题名］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冯光廉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文体/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冯光廉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冯光廉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文体/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冯光廉 主编 

  

 

［正题名］浮生论学 

［副题名］李泽厚、陈明 2001 年对谈录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陈明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社群主义在美国有合理性，在中国则要警惕；用儒家的情本体

填充海德格尔的“深渊”；儒学四期，就是把中国文化的精神跟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

义、存在主义融合在一起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访谈录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知识责任］陈明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第一责任人］陆学艺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丛书 

［主题词］阶层/研究报告/中国 

［知识责任］陆学艺 主编 

  

 

［正题名］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 

［第一责任人］林 昶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中国的日本研究史丛书 cgrs225f 李玉，汤重南主编 

［知识责任］林昶 著 

  

 

［正题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 

［副题名］1915-1923 

［第一责任人］黄纪莲编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材料为：历次档案、会谈记录、条约、宣言、声明、统计表等共计

320 多件，从挖掘档案资料入手，较全面反映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主题词］二十一条（1915）/1915～1923/史料 

［知识责任］黄纪莲 编 

  

 

［正题名］宣南文化便览 

［第一责任人］郑文奇主编 

［译者］李金龙执行主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传统文化/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郑文奇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金龙 执行主编 

  

 

［正题名］李鸿章外交之道 

［第一责任人］郑洁，刘文鹏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花生文库 李鸿章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披露了李鸿章每一次对外交涉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还原“弱国无外交”

的残酷现实下，一个内心苦闷矛盾、不避劳苦、不畏谤言的外交家李鸿章。 

［知识责任］郑洁 著 

［知识责任］刘文鹏 著 

  

 

［正题名］民国 38 年内幕 

［第一责任人］沙舟，玄永栋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内幕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武昌起义、宣统复辟、冯玉祥“北京政变”、中山舰事变、皇姑屯

炸死张作霖、汤山事件、重庆谈判、马歇尔调亭等民国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内幕。 

［知识责任］沙舟 著 

［知识责任］玄永栋 著 

  

 

［正题名］1949 年以前的大公报 

［第一责任人］王芝琛，刘自立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力求真实再现昔日《大公报》的风貌，在编辑过程中尤其注重了原始文本

的呈现，较多地选载了《大公报》不同时期的社评，反映了《大公报》对军阀混战、民主宪

政、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立场和观点。 

［知识责任］王芝琛 编 

［知识责任］刘自立 编 

  

 

［正题名］上海大亨 

［第一责任人］沈寂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沈寂文集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沈寂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第一责任人］张新颖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cgrs225h 第七辑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九章，内容包括：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与原有文化资源的考掘和重造；

现代意识与个体性承担；主体的确立、主体位置的降落和主体内部的分裂等。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新颖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并列题名］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孙晓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社会与国家、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的凸现、社会与

国家关系的调整、社会与国家关系调整的深化、建构新型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等。 

［主题词］国家/关系/社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孙晓莉 著 

  

 

［正题名］现代之后 

［副题名］20 世纪晚期西方哲学 

［并列题名］After Modernity 

［副题名］Western Philosophy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姚大志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分正义与历史、历史与后现代两部分，内容包括：正义、权利、道德、什

么是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西方国家/20 世纪 

［知识责任］姚大志 著 

  

 

［正题名］穿越台湾海峡的中美较量 

［第一责任人］宋连生，巩小华编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为主要线索，描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台海



风云变迁，记述了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中国军队炮轰金门、中美建交后历届美国总

统的对台态度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主题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宋连生 编著 

［知识责任］巩小华 编著 

  

 

［正题名］起航在 1979 

［副题名］中美建交实录（续集） 

［第一责任人］陈敦德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陈敦德外交题材纪实文学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撰写的多部长篇报告文学中的一部。该书以纪实的手法真实地记述

了中美建交的历史，内容包括一周时间改变不了世界、联络处比大使馆还要大使馆、中国一

个大人物来到联合国、福特的“舞步徘徊而不进”等。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美关系/建立外交关系/史料 

［知识责任］陈敦德 著 

  

 

［正题名］“千岁丸”上海行 

［副题名］日本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一八六二年“千岁丸”的使命，更从日本观察者的视角，展现出晚

清中国上海社会各个层面的景象，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知识责任］冯天瑜 著 

  

 

［正题名］何谓日本 

［第一责任人］（日）梅棹忠夫著 

［译者］杨芳玲译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知识责任］梅棹忠夫 著 

［次知识责任］杨芳玲 译 

  

 

［正题名］巫觋 

［副题名］人与鬼神之间 



［第一责任人］宋兆麟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三足乌文丛 cgrs225f 刘锡诚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鬼神世界、通神之巫、巫觋仪式、巫与文化艺术、

巫与科学知识、祭司与文明的起源等。 

［主题词］巫术/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宋兆麟 著 

  

 

［正题名］生命科学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第一责任人］（美）玛格纳著 

［译者］李难，崔极谦，王水平译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生物起源/研究 

［知识责任］玛格纳 著 

［知识责任］Magner 著 

［次知识责任］李难 译 

［次知识责任］崔极谦 译 

［次知识责任］王水平 译 

  

 

［正题名］自西徂东 

［第一责任人］（德）花之安著 

［译者］陆文雪点校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近代文献丛刊 

［主题词］东西文化/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花之安 著 

［知识责任］Faber 著 

［次知识责任］陆文雪 点校 

  

 

［正题名］文学兴国家 

［第一责任人］（日）森有礼著 

［译者］林乐知，任延旭译 

［译者］张敏点校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近代文献丛刊 

［主题词］教育思想/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森有礼 著 

［次知识责任］林乐知 译 

［次知识责任］任延旭 译 

［次知识责任］张敏 点校 

  

 

［正题名］劝学篇 

［第一责任人］（清）张之洞著 

［译者］甘慧杰点校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近代文献丛刊 

［主题词］政治思想/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之洞 著 

［次知识责任］甘慧杰 点校 

  

 

［正题名］左治刍言 

［第一责任人］（英）傅兰雅口译 

［译者］应祖锡笔述 

［译者］叶斌点校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近代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1885 年的初版本标点 

［主题词］政治经济学 

［知识责任］傅兰雅 口译 

［次知识责任］应祖锡 笔述 

［次知识责任］叶斌 点校 

  

 

［正题名］弢园文录外编 

［第一责任人］（清）王韬著 

［译者］陈正青点校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近代文献丛刊 

［主题词］政治思想/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韬 著 

［次知识责任］陈正青 点校 

  

 

［正题名］万国公法 

［第一责任人］（美）惠顿著 



［译者］张剑点校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近代文献丛刊 

［主题词］国际法/研究 

［知识责任］惠顿 著 

［次知识责任］张剑 点校 

  

 

［正题名］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 

［并列题名］JINDIAZHONGGUOZHUANMINFANYICIDIAN 

［第一责任人］黄光域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译名/对照词典/英、汉 

［知识责任］黄光域 著 

  

 

［正题名］上海历史地图集 

［第一责任人］周振鹤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历史地图/上海/图集 

［知识责任］周振鹤 主编 

  

 

［正题名］现代中国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汝伦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汝伦 著 

  

 

［正题名］中亚文明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文明的曙光 

［副题名］远古时代至公元前 700 年 

［第一责任人］（法）丹尼，马松主编 

［译者］芮传明译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卷追溯了中亚广大地区从旧石器时代 始，直到大约公元前 700 年伟大的阿

黑门尼德帝国奠定建国基础之时的人类历史。 



［主题词］历史/中亚/远古时代～前 700 

［知识责任］丹尼 主编 

［知识责任］马松 主编 

［次知识责任］芮传明 译 

  

 

［正题名］中共党史史学史 

［第一责任人］周一平著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周一平 著 

  

 

［正题名］历史上的漫画 

［第一责任人］本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老漫画特辑 

［主题词］漫画/绘画史/世界/中国 

  

 

［正题名］漫画中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本社编辑部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老漫画特辑 

［主题词］漫画/作品集/中国/近代 

  

 

［正题名］中共西江地区党史 

［副题名］1919.5-1949.10 

［第一责任人］中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中共肇庆党史 cgrs225h 第 1 卷 

［附注内容］肇庆党（即解放前的肇庆地区）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称“西江地区” 

  

 

［正题名］抗日救亡与党的重建 

［第一责任人］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浙东抗战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 cgrs225h 第一卷 

［主题词］浙东抗日根据地/史料/1937-1941 



  

 

［正题名］深入敌后抗击敌伪 

［第一责任人］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浙东抗战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 cgrs225h 第二卷 

［主题词］浙东抗日根据地/史料/1937-1941 

  

 

［正题名］反顽自卫坚持抗日 

［第一责任人］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浙东抗战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 cgrs225h 第三卷 

［主题词］浙东抗日根据地/史料/1937-1941 

  

 

［正题名］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 

［第一责任人］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浙东抗战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 cgrs225h 第四卷 

［主题词］浙东抗日根据地/史料/1937-1941 

  

 

［正题名］统战与政权建设 

［第一责任人］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浙东抗战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 cgrs225h 第五卷 

［主题词］浙东抗日根据地/史料/1937-1941 

  

 

［正题名］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第一责任人］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浙东抗战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 cgrs225h 第六卷 

［主题词］浙东抗日根据地/史料/1937-1941 

  

 

［正题名］忍让为国告别浙东 

［第一责任人］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浙东抗战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 cgrs225h 第七卷 

［主题词］浙东抗日根据地/史料/1937-1941 

  

 

［正题名］抗日英烈 

［第一责任人］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浙东抗战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 cgrs225h 第八卷 

［主题词］浙东抗日根据地/史料/1937-1941 

  

 

［正题名］民族精英 

［第一责任人］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浙东抗战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 cgrs225h 第九卷 

［主题词］浙东抗日根据地/史料/1937-1941 

  

 

［正题名］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清朝末年 

［第一责任人］叶再生著 

［书目卷册］e Zai Sheng Zhu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论述了中国清朝末年的出版历史，填补了出版史著述在这方面的空白，

本书是在大量搜集与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史而精心

撰写的。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叶再生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中华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 

［副题名］1912 年——1937 年 7 月 

［第一责任人］叶再生著 

［书目卷册］e Zai Sheng Zhu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论述了中华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的出版历史，填补了出版史著述在

这方面的空白，本书是在大量搜集与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思想史而精心撰写的。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1912～1937 

［知识责任］叶再生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 

［副题名］1937 年 7 月——1945 年 8 月 

［第一责任人］叶再生著 

［书目卷册］e Zai Sheng Zhu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出版历史，填补了出版史著述在这方面的

空白，本书是在大量搜集与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史

而精心撰写的。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叶再生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与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 

［副题名］1945 年 8 月——1949 年 9 月 

［第一责任人］叶再生著 

［书目卷册］e Zai Sheng Zhu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论述抗日战争胜利与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出版历史，填补了出版史

著述的空白。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中国/1945～1949 

［知识责任］叶再生 著 

  

 



［正题名］中阿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江淳，郭应德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季羡林总主编 西亚北文化编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阿拉伯国家 

［知识责任］江淳 著 

［知识责任］郭应德 著 

  

 

［正题名］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 

［第一责任人］（德）乔伟著 

［译者］李喜所等译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学者文丛 

［主题词］武器/贸易/中外关系/德国/近代 

［知识责任］乔伟 著 

［次知识责任］李喜所 译 

  

 

［正题名］人才荟萃 

［副题名］李鸿章幕府 

［第一责任人］欧阳跃峰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近代名人幕府丛书 

［知识责任］欧阳跃峰 著 

  

 

［正题名］胡帅班底 

［副题名］张作霖幕府 

［第一责任人］张学继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近代名人幕府丛书 

［知识责任］张学继 著 

  

 

［正题名］延安出版的光辉 

［副题名］《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续编 

［第一责任人］赵晓恩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出版文化/文化史/中国/1937-1949/史料 

［知识责任］赵晓恩 著 

  

 

［正题名］中国生肖文化 

［第一责任人］常峻编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十二生肖/文化史/研究 

［知识责任］常峻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 

［第一责任人］李银桥，韩桂馨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李银桥 著 

［知识责任］韩桂馨 著 

  

 

［正题名］毛泽东传记三种 

［第一责任人］（日）竹内实著 

［译者］韩凤琴，张会才译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竹内实文集 cgrs225h 第四卷 

［知识责任］竹内实 著 

［次知识责任］韩凤琴 译 

［次知识责任］张会才 译 

  

 

［正题名］回忆与思考 

［第一责任人］（日）竹内实著 

［译者］程麻译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竹内实文集 cgrs225h 第一卷 

［知识责任］竹内实 著 

［次知识责任］程麻 译 

  

 

［正题名］张学良与随军夫人谷瑞玉 

［第一责任人］窦应泰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窦应泰 著 

  

 

［正题名］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黄曼君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文学批评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黄曼君 主编 

  

 

［正题名］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黄曼君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文学批评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黄曼君 主编 

  

 

［正题名］钱君匋传 

［第一责任人］吴光华著 

［出版者］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吴光华 著 

  

 

［正题名］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教材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自述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正题名］昆明旧照 

［副题名］我家昆明 



［第一责任人］龙东林主编 

［译者］王继锋撰文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龙东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继锋 撰文 

  

 

［正题名］我的父亲胡风 

［第一责任人］晓风，晓山，晓谷著 

［出版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我的父亲母亲丛书 

［知识责任］晓风 著 

［知识责任］晓山 著 

［知识责任］晓谷 著 

  

 

［正题名］梁漱溟合作理论与 邹平合作运动 

［并列题名］Liang Shuming'on Cooperative and zouping's Cooperative Movement 

［第一责任人］杨菲蓉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知识责任］杨菲蓉 著 

  

 

［正题名］历史文化 

［第一责任人］黎澍著 

［译者］王学典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求是丛书 cgrs225f 闻树国主编 

［主题词］文化史/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黎澍 著 

［次知识责任］王学典 编 

  

 

［正题名］史学理念 

［第一责任人］翦伯赞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求是丛书 cgrs225f 闻树国主编 

［主题词］史学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翦伯赞 著 



  

 

［正题名］1937 年——1945 年中国文学爱国主义母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苏光文主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爱国主义/题材/文学研究/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苏光文 主编 

  

 

［正题名］从黄埔到草山 

［副题名］蒋介石沉浮岁月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尹家民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尹家民 著 

  

 

［正题名］从黄埔到草山 

［副题名］蒋介石沉浮岁月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尹家民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尹家民 著 

  

 

［正题名］从黄埔到草山 

［副题名］蒋介石沉浮岁月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尹家民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尹家民 著 

  

 

［正题名］俞平伯的后半生 

［第一责任人］王湜华著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王湜华 著 

  

 



［正题名］三晋有材 

［副题名］阎锡山幕府 

［第一责任人］雒春普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近代名人幕府丛书 

［知识责任］雒春普 著 

  

 

［正题名］陈毅元帅的 后岁月 

［第一责任人］铁竹伟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2 

［丛编题名］纪实文学精选 

［知识责任］铁竹伟 著 

  

 

［正题名］彭德怀自传 

［第一责任人］彭德怀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彭德怀 著 

  

 

［正题名］曾国藩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刘学慧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学慧 著 

  

 

［正题名］曾国藩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刘学慧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学慧 著 

  

 

［正题名］张廷玉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尧子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尧子 著 

  

 

［正题名］张廷玉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尧子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尧子 著 

  

 

［正题名］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筱红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博士文库 

［知识责任］刘筱红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的历程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本卷主编郭德宏，刘晶芳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郭德宏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刘晶芳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的历程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本卷主编谢春涛，王海光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谢春涛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王海光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的历程 

［第一责任人］郭德宏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本卷主编柳建辉，陈述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郭德宏 主编 

［知识责任］柳建辉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陈述 本卷主编 

  

 

［正题名］傩俗史 

［第一责任人］钱茀著 

［出版者］广西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钱茀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李怡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博士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 

［主题词］无政府主义/思潮/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传统文化/思潮/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怡 著 

  

 

［正题名］执政幕影 

［副题名］段祺瑞幕府 

［第一责任人］李庆东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近代名人幕府丛书 

［知识责任］李庆东 著 

  

 

［正题名］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梁英明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总主编季羡林 东南亚文化编 

［主题词］华人/历史/研究/1945- 

［知识责任］梁英明 著 

  

 

［正题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纲 

［第一责任人］孙承熙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总主编季羡林 西亚北非文化编 

［主题词］伊斯兰教/文化史/阿拉伯半岛地区 

［知识责任］孙承熙 著 

  

 

［正题名］媒妁史 

［第一责任人］方川著 

［出版者］广西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主题词］婚姻介绍/风俗习惯史/中国 

［知识责任］方川 著 

  

 

［正题名］典妻史 

［第一责任人］叶丽娅著 

［出版者］广西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史/中国 

［知识责任］叶丽娅 著 

  

 

［正题名］盟誓史 

［第一责任人］田兆元著 

［出版者］广西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主题词］风俗习惯/盟誓/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田兆元 著 

  

 

［正题名］抗美援朝再回首 



［第一责任人］宋连生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研究 

［知识责任］宋连生 著 

  

 

［正题名］天山丹心 

［副题名］纪念李静轩同志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新疆党史人物》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正题名］中国知青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杨健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主题词］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杨健 著 

  

 

［正题名］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罗福惠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1901-1911 

［知识责任］罗福惠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朱英主编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力图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报刊舆论、城市变革、民间社会和

乡村社会等若干方面，更加深入地考察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发展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主题词］辛亥革命/影响/社会变迁/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英 主编 

  

 

［正题名］商人精神的嬗变 

［副题名］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敏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商人/观念/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马敏 著 

  

 

［正题名］窃贼史 

［第一责任人］王绍玺著 

［出版者］广西民族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主题词］窃贼/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窃贼/侵犯财产罪/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绍玺 著 

  

 

［正题名］张謇与近代社会 

［第一责任人］章 沅，田彤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章 沅 著 

［知识责任］田彤 著 

  

 

［正题名］孙中山大传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陶军谋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知识责任］何虎生 著 

［知识责任］陶军谋 著 

  

 

［正题名］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 

［并列题名］FROM NUJIANG GORGE TO NOETH BURMESE JUNGLE 

［第一责任人］周勇等编著 

［出版者］云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中国远征滇西大战系列丛书 

［主题词］国民党军/抗日斗争/史料 

［知识责任］周勇 编著 

  

 

［正题名］张池明将军 

［第一责任人］刘平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刘平 编 

  

 

［正题名］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 

［副题名］1937 年至 1945 年日军侵粤述略 

［第一责任人］官丽珍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官丽珍 著 

  

 

［正题名］且去填词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学人随笔丛书 

［主题词］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为你飘零 

［副题名］邓颖超妹妹的传奇一生 

［第一责任人］刘立云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我这一辈子系列 cgrs225f 韩欣，叶匡政主编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 

［知识责任］刘立云 著 

  

 

［正题名］解放战争时期宁波地区革命史料 

［书目卷册］续补 

［丛书］血的代价 

［第一责任人］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宁波市/1945-1949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宁波市 

  

 

［正题名］抗日战争中在中国的外国国家元首 

［第一责任人］曹晋杰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国家元首/生平事迹/亚洲/现代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知识责任］曹晋杰 著 

  

 

［正题名］周一良学述 

［第一责任人］周一良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知识责任］周一良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79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 

  

 

［正题名］清代新疆军府制职官传略 

［第一责任人］阿拉腾奥其尔，阎芳编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边疆史地丛书 

［主题词］将军/列传/新疆/清代 

［知识责任］阿拉腾奥其尔 编著 

［知识责任］阎芳 编著 

  

 

［正题名］横空出世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黄修荣 著 

  

 

［正题名］思想创新之光 

［副题名］萧君和学术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姚朝文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姚朝文 著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 

［第一责任人］杨凤城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研参考丛书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杨凤城 主编 

  

 

［正题名］老扬州 

［副题名］烟花明月 

［第一责任人］王鸿著文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老城市 OLD YANG ZHOU eng 

［附注内容］中国第二历史博物馆，中国照片档案馆，扬州市博物馆等供稿 

［主题词］名胜古迹/扬州市/图集 

［知识责任］王鸿 著文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丛书］2001 

［书目卷册］总第 21 期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正题名］皖江烽火 

［副题名］新四军第七师历史画册 

［第一责任人］新四军第七师历史画册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安徽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正题名］美国新闻史 

［副题名］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 

［并列题名］THE PRESS AND AMERICA 

［第一责任人］（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著 

［译者］展江，殷文主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化史/美国 

［知识责任］Emery 著 

［知识责任］Emery 著 

［知识责任］埃默里 著 

［知识责任］埃默里 著 

［次知识责任］展江 主译 

［次知识责任］殷文 主译 

  

 

［正题名］中国招幌辞典 

［第一责任人］曲彦斌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商店/招牌/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曲彦斌 主编 

  

 

［正题名］季羡林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 

［第一责任人］乐黛云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乐黛云 编 

  

 

［正题名］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周南京主编 

［丛书］著作学术卷 

［并列题名］Encyclopedia of Chinese Overseas 

［丛书］Volume of Academic Works 

［第一责任人］《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著作学术卷卷》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华人状况/百科全书 

［主题词］华侨/著作/选集/世界 

［主题词］华人/著作/选集/世界 

［知识责任］周南京 主编 

  

 

［正题名］中国印花税票总目录 

［并列题名］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AX STAMPS 

［第一责任人］王平武，徐惠恩主编 

［出版者］中国税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印花税/票据/中国/目录 

［知识责任］王平武 主编 

［知识责任］徐惠恩 主编 

  

 

［正题名］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 

［副题名］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 

［第一责任人］史金波，（维吾尔族）雅森·吾守尔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与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活字/印刷术/西夏族/中古时期 

［主题词］活字/印刷术/回鹘族/中古时期 

［知识责任］史金波 著 

［知识责任］雅森·吾守尔 著 

  

 

［正题名］张鼎丞 

［第一责任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正题名］邓子恢 

［第一责任人］中国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正题名］评说“超人” 

［副题名］尼采在中国的百年解读 

［第一责任人］金惠敏，薛晓源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尼采百年解读系列 cgrs225f 金惠敏，薛晓源主编 

［知识责任］金惠敏 编 

［知识责任］薛晓源 编 

  

 

［正题名］中国女性文化 

［并列题名］The Female Culture in China 

［书目卷册］NO.1 

［第一责任人］荒林，王红旗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女性/文化/专题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荒林 主编 



［知识责任］王红旗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的诗与人生 

［第一责任人］（日）竹内实著 

［译者］张会才译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竹内实文集 cgrs225h 第三卷 

［知识责任］竹内实 著 

［次知识责任］张会才 译 

  

 

［正题名］20 世纪美国重要历史文献导读 

［并列题名］A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icalDocuments in the 20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王波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英语/高等学校/教材 

［主题词］历史/文献/美国/现代/英文 

［知识责任］王波 主编 

  

 

［正题名］傅斯年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傅斯年著] 

［译者］黄振萍，李凌己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3 

［知识责任］傅斯年 著 

［次知识责任］黄振萍 编 

［次知识责任］李凌己 编 

  

 

［正题名］学术上的老人与海 

［第一责任人］张五常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与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张五常作品系列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国内地中文简体版。本书只限在中国内地

销售 

［知识责任］张五常 著 

  

 



［正题名］1978-1998 中国大决策纪实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黄也平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政治/中国/1978-1998/史料 

［知识责任］黄也平 主编 

  

 

［正题名］1978-1998 中国大决策纪实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黄也平主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政治/中国/1978-1998/史料 

［知识责任］黄也平 主编 

  

 

［正题名］中国女性文化 

［并列题名］The Female Culture in China 

［书目卷册］NO.2 

［第一责任人］荒林，王红旗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女性/文化/专题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荒林 主编 

［知识责任］王红旗 主编 

  

 

［正题名］孙毅将军自述 

［第一责任人］孙毅[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将军自述丛书 

［知识责任］孙毅 著 

  

 

［正题名］农村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韩明谟编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中国 

［知识责任］韩明谟 编 

  



 

［正题名］北美汉学家辞典 

［第一责任人］（中）安平秋，（美）安乐哲主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汉学家/北美/辞典 

［知识责任］安平秋 主编 

［知识责任］安乐哲 主编 

  

 

［正题名］百年回首 

［第一责任人］宁恩承著 

［出版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宁恩承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 

［第一责任人］蔡昉主编 

［译者］郭汉英，高嘉陵副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人口流动/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蔡昉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郭汉英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嘉陵 副主编 

  

 

［正题名］江庸诗选 

［第一责任人］江庸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江庸 著 

  

 

［正题名］敦煌学十八讲 

［第一责任人］荣新江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敦煌学/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荣新江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史论稿 

［第一责任人］（日）五井直弘著 

［译者］姜镇庆，李德龙译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选集 

［知识责任］五井直弘 著 

［次知识责任］姜镇庆 译 

［次知识责任］李德龙 译 

  

 

［正题名］唐代财政史稿 

［书目卷册］下卷 

［书目卷册］第一分册 

［第一责任人］李锦绣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丛刊 cgrs225h 之六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李锦秀 著 

  

 

［正题名］唐代财政史稿 

［书目卷册］下卷 

［书目卷册］第二分册 

［第一责任人］李锦绣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丛刊 cgrs225h 之六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李锦秀 著 

  

 

［正题名］永远的祈祷 

［副题名］两个从死亡边缘上生还的日军老兵的真诚告白 

［第一责任人］（日）北冈信夫著 

［译者］包容译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回忆录/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北冈信夫 著 

［次知识责任］包容 译 

  

 



［正题名］巴人先生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正题名］中缅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余定邦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总主编季羡林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国/缅甸 

［知识责任］余定邦 著 

  

 

［正题名］日本文化论 

［第一责任人］（日）加藤周一著 

［译者］叶渭渠译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总主编季羡林 日本文化编 

［主题词］文化/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加藤周一 著 

［次知识责任］叶渭渠 译 

  

 

［正题名］中国镜像 

［副题名］90 年代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岳川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岳川 著 

  

 

［正题名］世纪伟人毛泽东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蒋建农主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蒋建农 主编 

  

 

［正题名］世纪伟人毛泽东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蒋建农主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蒋建农 主编 

  

 

［正题名］世纪伟人毛泽东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蒋建农主编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蒋建农 主编 

  

 

［正题名］北京戊戌变法史 

［第一责任人］刘高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1898 年 

［知识责任］刘高 著 

  

 

［正题名］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第一责任人］何兆武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西方国家/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何兆武 著 

  

 

［正题名］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穆欣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知识责任］穆欣 著 

  

 

［正题名］中世纪的中日关系 

［第一责任人］汪向荣，汪皓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日本/中世纪 

［知识责任］汪向荣 著 

［知识责任］汪皓 著 



  

 

［正题名］紫云轩主人 

［副题名］我所接触的毛泽东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王鹤滨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王鹤滨 著 

  

 

［正题名］紫云轩主人 

［副题名］我所接触的毛泽东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王鹤滨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王鹤滨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张素华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星光灿烂丛书 

［知识责任］张素华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与中共党史重大 事件 

［第一责任人］费虹寰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星光灿烂丛书 

［知识责任］费虹寰 主编 

  

 

［正题名］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 事件 

［第一责任人］王双梅，王玉强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星光灿烂丛书 

［知识责任］王双梅 主编 

［知识责任］王玉强 主编 

  



 

［正题名］朱德与中共党史重大 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庹平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星光灿烂丛书 

［知识责任］庹平 主编 

  

 

［正题名］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 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蔡庆新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星光灿烂丛书 

［知识责任］蔡庆新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与中共党史重大 事件 

［第一责任人］刘金田，张爱茹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星光灿烂丛书 

［知识责任］刘金田 主编 

［知识责任］张爱茹 主编 

  

 

［正题名］陈云与中共党史重大 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赵士刚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星光灿烂丛书 

［知识责任］赵士刚 主编 

  

 

［正题名］走进西柏坡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阎涛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史料 

［知识责任］阎涛 著 

  

 

［正题名］走进西柏坡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阎涛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史料 

［知识责任］阎涛 著 

  

 

［正题名］中共泉州地方史大事记 

［副题名］1919.5-1991.12 

［第一责任人］刘西水，蓝荣田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刘西水 主编 

［知识责任］蓝荣田 主编 

  

 

［正题名］中共泉州党史人物 

［第一责任人］刘西水主编 

［译者］中共泉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刘西水 主编 

  

 

［正题名］贺龙在陇南 

［第一责任人］佘宏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佘宏安 著 

  

 

［正题名］杨尚昆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杨尚昆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知识责任］杨尚昆 著 

  

 

［正题名］何长工传 

［第一责任人］《何长工传》编写组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正题名］元代史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少川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周少川 著 

  

 

［正题名］清代私盐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小也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与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盐业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小也 著 

  

 

［正题名］幸运的人 

［第一责任人］（日）佐藤猛夫著 

［译者］王德迅，杨林，周颖昕译 

［译者］陈宽审校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佐藤猛夫 著 

［次知识责任］王德迅 译 

［次知识责任］杨林 译 

［次知识责任］周颖昕 译 

［次知识责任］陈宽 审校 

  

 

［正题名］共和国风云五十年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曹英主编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曹英主编 主编 

  

 

［正题名］共和国风云五十年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曹英主编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曹英主编 主编 

  

 

［正题名］共和国风云五十年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曹英主编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曹英主编 主编 

  

 

［正题名］共和国风云五十年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曹英主编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19-1949 

［知识责任］曹英主编 主编 

  

 

［正题名］共和国风云五十年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曹英主编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19-1949 

［知识责任］曹英主编 主编 

  

 

［正题名］共和国风云五十年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曹英主编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19-1949 

［知识责任］曹英主编 主编 

  

 

［正题名］中华历史大辞典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历史大辞典》编委会[编] 

［出版者］延边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正题名］中华历史大辞典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历史大辞典》编委会[编] 

［出版者］延边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知识责任］《中华历史大辞典》编委会 编 

  

 

［正题名］中华历史大辞典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历史大辞典》编委会[编] 

［出版者］延边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知识责任］《中华历史大辞典》编委会 编 

  

 

［正题名］中华历史大辞典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历史大辞典》编委会[编] 

［出版者］延边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知识责任］《中华历史大辞典》编委会 编 

  

 

［正题名］清代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万国大地全图》 

［第一责任人］李胜伍主编 

［译者］王国才，谷丽珍副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世界地图/地图集 

［知识责任］李胜伍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国才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谷丽珍 副主编 

  

 

［正题名］清代宫史论丛 

［第一责任人］清代宫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宫廷/历史/中国/清代 

  

 

［正题名］抗美援朝战争 

［第一责任人］中国军事博物馆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图集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新方志总目 

［第一责任人］赵嘉朱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地方志收藏中心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主题词］目录/地方志/中国/1949-2000 

［知识责任］赵嘉朱 主编 

  

 

［正题名］继承与创新 

［副题名］中国法律史学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第一责任人］汪汉卿，王源扩，王继忠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法律史论丛 第八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中国法律史学会 2000 年学术年会上的学术论文 66 篇。论文集分为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法律史学的回顾与前瞻；第二部分为古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第三部分为近代法制与比较法研究。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汪汉卿 主编 

［知识责任］王源扩 主编 

［知识责任］王继忠 主编 

  

 

［正题名］青海省志 

［书目卷册］九 

［丛书］水利志 

［第一责任人］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黄河水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水利建设/概况/青海省 

  

 

［正题名］钱学森实录 



［第一责任人］王文华编著 

［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钱学森同志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本书以年代为序，

从 1911 年钱学森出生到 2001 年，介绍了他严谨的一生。 

［知识责任］王文华 编著 

  

 

［正题名］京城老行当 

［第一责任人］杨信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近代/现代 

［主题词］彩铅画/作品集/中国/近代/现代 

［主题词］职业/史料/北京市/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杨信 著 

  

 

［正题名］现代中国 

［并列题名］Studies of Modern China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论五四作家的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左翼文学与“现代派”》、《光

绪二十四年的古文》、《现代儒学论》等 22 篇文章。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主编 

  

 

［正题名］读书札记二集 

［第一责任人］陈寅恪著 

［译者］陈美延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陈寅恪集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史记之部”、“汉书之部”、“晋书之部”、“后汉纪之部”、“资

治通鉴考 之部”、“弘明集之部”、“唐人小说之部”、“敦煌零拾之部”、“人物志之部”等。 

［知识责任］陈寅恪 著 

［次知识责任］陈美延编 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学百年 

［第一责任人］郑金洲，瞿葆奎著 

［出版者］教育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主题词］教育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郑金洲 著 

［知识责任］瞿葆奎 著 

  

 

［正题名］中亚文明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 

［副题名］公元前 700 年至公元 250 年 

［第一责任人］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 

［译者］徐文堪译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卷述及公元前 700 年至公元 250 年间中亚地区各种人口流动及其文化之间的

相互关系，包括出现了几种游牧文明和定居文明等。 

［主题词］历史/中亚/公元前 700～250 

［知识责任］哈尔马塔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文堪 译 

  

 

［正题名］中文连续出版物机读目录著录细则 

［第一责任人］陈源蒸，富平主编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编 中文报纸机读目录著录细则”，包括总则、著录、附录、输

入工作单样例、编制中文报纸机读目录几个问题等内容；“下编 中文期刊机读目录著录细

则”。 

［主题词］中文/连续出版物/机器可读目录/编目规则/中国/手册 

［知识责任］陈源蒸 主编 

［知识责任］富平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南 校中作文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正题名］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编纂 

［出版者］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主题词］历史地图/地图集/中国/古代 

  

 

［正题名］中国鞋履文化辞典 

［第一责任人］叶大兵，钱金波主编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鞋/文化/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叶大兵 主编 

［知识责任］钱金波 主编 

  

 

［正题名］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 

［副题名］伊凡·威廉斯捐赠十九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 

［并列题名］Views from the West 

［副题名］Collection ninateeneh century pith paper watercolours donated by Mr lfan williams to 

the City of Guangzhou 

［第一责任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广州博物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水彩画/作品集/中国/近代 

  

 

［正题名］福建货币史略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钱币协会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中国钱币丛书 cgrs225h 甲种本 10cgrs225f 戴志强主编 

［主题词］货币/历史/福建省 

  

 

［正题名］中国教育大事典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刘英杰主编 

［出版者］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为历史资料工具书，它采取以事为典的形式，以教育文献和史实为依据，

系统地记述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特点。 

［主题词］教育史/大事记/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刘英杰 主编 

  

 

［正题名］中国科技史 



［副题名］发明的国度 

［副题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副题名］Inventive Nation 

［书目卷册］插图本 

［第一责任人］周瀚光，王贻梁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天地玄黄 

［附注内容］本书把中国科技史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包括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

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分别论述了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周瀚光 著 

［知识责任］王贻梁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在广东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纂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在广泛收集有关广东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力求比较全面和客观地

反映广东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 

［主题词］辛亥革命/广东省/史料 

  

 

［正题名］福建省志 

［副题名］计划志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共和国成立以来，福建省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变

化的基本脉络，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主题词］地区经济/计划管理/概况/福建省 

  

 

［正题名］江苏省志 

［书目卷册］54 

［丛书］标准化志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志记述江苏省现行行政区划境域内之事物。对在江苏境内的中央、军队以及

兄弟省、市、自治区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和三资企业等均作记述。 

［主题词］标准化/工作/概况/江苏省 

  



 

［正题名］福建省志 

［副题名］民主党派志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民主党派/历史/福建省 

  

 

［正题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 

［副题名］续集 

［第一责任人］（日）池上正治著 

［译者］陈刚，王文译 

［译者］王保畲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中国传统哲学和医学经常谈到“气”。本书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中医理

论中的“气”两部分，依次进行了论述。 

［主题词］古典哲学/中国 

［主题词］中医学 

［知识责任］池上正冶 著 

［次知识责任］王保畲 编 

［次知识责任］陈刚 译 

［次知识责任］王文 译 

  

 

［正题名］中国抗日战争史 

［副题名］1931-1945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译者］陈谦平，陈红民副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抗日战争中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团体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尤其是

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敌御侮中的重要作用。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中国/1931-1945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谦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红民 副主编 

  

 

［正题名］沈曾植集校注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沈曾植著 

［译者］钱仲联校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诗歌/注释/中国/近代/别集 

［主题词］诗（文学）/注释/中国/近代/别集 

［知识责任］沈曾植 著 

［次知识责任］钱仲联 校注 

  

 

［正题名］沈曾植集校注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沈曾植著 

［译者］钱仲联校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诗歌/注释/中国/近代/别集 

［主题词］诗（文学）/注释/中国/近代/别集 

［知识责任］沈曾植 著 

［次知识责任］钱仲联 校注 

  

 

［正题名］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 

［第一责任人］吕正惠，赵遐秋主编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文学史/台湾/1840--1999 

［知识责任］吕正惠 主编 

［知识责任］赵遐秋 主编 

  

 

［正题名］天演之声 

［副题名］严复文选 

［第一责任人］牛仰山选注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知识责任］牛仰山 选注 

  

 

［正题名］毛泽东人民民主国家思想的历史发展 

［第一责任人］刘德厚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以丰富的史料、大量的文献为依据，系统

地论述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学说的发展史。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刘德厚 主编 

  

 

［正题名］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 

［第一责任人］谭得伶，吴泽霖等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国家教委“八五”规划国际问题专项科研基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的研究对象是 50 年代以来在苏联文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至今尚缺乏专

门研究的两大特殊文学历史现象——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书中包括解冻文学的发展进程，

解冻时期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苏联回归文学的世纪末反思等篇章。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谭得伶 著 

［知识责任］吴泽霖 著 

  

 

［正题名］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第一责任人］庄国土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 17～20 世纪前期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侨民族主

义的形成、发展及对祖国革命的建设的贡献，改革 放以来海外华资与中国大陆经济合作等

内容。 

［主题词］华侨/关系/中国 

［主题词］华人/关系/中国 

［知识责任］庄国土 著 

  

 

［正题名］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副题名］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李琦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知识责任］李琦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正题名］周恩来旅日日记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正题名］周恩来文化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正题名］周恩来一生 

［第一责任人］力平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周恩来从 1898 年到 1976 年一生的事迹，包括从母亲的熏陶到鞠躬

尽瘁为人民，系统地介绍了这位伟人所走过的路程。 

［知识责任］力平 著 

  

 

［正题名］萧伯纳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倪平编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知识责任］倪平 编著 

  

 

［正题名］外文图书采选工作 

［第一责任人］李伟，朱硕峰，顾犇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1 章，主要介绍了外文图书采选工作的历史回顾、外文图书的出版

与发行、外文图书采选工作的自动化等内容。 

［主题词］外文/图书采购 

［知识责任］李伟 著 

［知识责任］朱硕峰 著 

［知识责任］顾犇 著 

  

 

［正题名］国外图书馆学重要著作选译 

［第一责任人］刘嘉等编译 

［译者］丘东江校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二十一世纪图书馆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图书馆事业基础》、《图书馆管理之管理》、《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

《图书馆学导论》等 16 篇文章。 



［主题词］图书馆学/译文/文集 

［知识责任］刘嘉 编译 

［次知识责任］丘东江 校 

  

 

［正题名］落日无魂 

［副题名］晚清岁月写真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胡为雄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甲午败战，公车上书，广州举事，李鸿章出访，伦敦蒙难，横滨结友，

百日维新，六君喋血，康梁东遁，孙梁订交，勤王自立军等内容。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为雄 著 

  

 

［正题名］落日无魂 

［副题名］晚清岁月写真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胡为雄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甲午败战，公车上书，广州举事，李鸿章出访，伦敦蒙难，横滨结友，

百日维新，六君喋血，康梁东遁，孙梁订交，勤王自立军等内容。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为雄 著 

  

 

［正题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大结局 

［第一责任人］化夷著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化夷（1955-），湖北武汉人，中共湖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工作，湖北省作协会

员，著有《国民党起义将领大结局》。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他终于走上了光明路，高举义旗向未来，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大功等篇

章记述了傅作义、程潜等 12 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的事迹，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的晚年生

活。 

［知识责任］化夷 著 

  

 

［正题名］周恩来与将帅 

［第一责任人］胡家模，镡德山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知识责任］胡家模 著 

［知识责任］镡德山 著 

  

 

［正题名］周恩来与北京 

［第一责任人］舒乙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知识责任］舒乙 主编 

  

 

［正题名］末代皇弟溥杰传 

［第一责任人］贾英杰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翔实地记述了爱新觉罗·溥杰跌宕起伏的一生，从一

个侧面展示了清王朝的兴衰史。 

［知识责任］贾英华 著 

  

 

［正题名］社会学文集 

［第一责任人］吴铎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文集包括：综合论述、城市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研究、社会保障研究、社

区发展研究、社区工作教育研究等 11 个部分。 

［主题词］社会学/文集 

［知识责任］吴铎 著 

  

 

［正题名］思想与文化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杨国荣主编 

［译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附注内容］本文集共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社会变迁”、“人物与思潮”、“中西之间”、

“道德与文化演进”五个栏目。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杨国荣 主编 

  

 



［正题名］永远的求索 

［副题名］杨宪益传 

［第一责任人］邹霆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外国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生平事迹，他的漫游与学习经历，前半

生显露出一位年轻人的浪漫与冒险情怀，而此后个人命运随时代洪流浮沉颠簸…… 

［知识责任］邹霆 著 

  

 

［正题名］中国和合文化导论 

［第一责任人］张立文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学术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提出了和合的新思维、新思路。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

中诸多形无相的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 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

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主题词］文化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立文 著 

  

 

［正题名］青海民族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谢佐主编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包含了丰富的青海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全书共有 11 章，其中

包括：“绪论”、“中原移民与青海的汉族”、“唐蕃关系对青海民族关系的影响”等。 

［主题词］民族关系/民族历史/青海省 

［知识责任］谢佐 主编 

  

 

［正题名］从炼狱中升华 

［副题名］我的父亲童书业 

［第一责任人］童教英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童书业的学术成就，准确地把握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且尽可能客观

地展示了他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知识责任］童教英 著 

  

 



［正题名］读书札记一集 

［第一责任人］陈寅恪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陈寅恪集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是陈寅恪读书札记，内容包括：“旧唐书之部”、“新唐书之部”

等。 

［知识责任］陈寅恪 著 

［次知识责任］陈美延 编 

  

 

［正题名］儒家与自由主义 

［第一责任人］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系列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儒学与民主、《大学》作为自由传统、儒家的社群主义如何可能、

孟子和当代生物学等。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关系/自由主义/研究 

  

 

［正题名］良友忆旧 

［副题名］从一本画报看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马国亮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近四百幅画报中较具代表性的图片，借以体现其内容、趣味和风格，

与文字参照阅读，更能反映出当年的时事、政治、体育、电影、戏剧等诸多社会侧面。 

［主题词］画报/新闻事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国亮 著 

  

 

［正题名］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副题名］1911-1929 

［副题名］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第一责任人］苏云峰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北伐统一与罗家伦出主清华；梅贻琦与清华之发展；清华

大学的方针、学制与课程；经费、建筑与教研设施等。 

［知识责任］苏云峰 著 

  

 

［正题名］中国革命根据地钱币收藏鉴赏 600 例 



［第一责任人］袁银龙主编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中国革命根据地钱币主要是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其中包括部分抗币。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货币/收藏/中国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货币/鉴赏/中国 

［知识责任］袁银龙 主编 

  

 

［正题名］暖昧的历程 

［副题名］中国古代同性恋史 

［第一责任人］张在舟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同性恋/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在舟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钱币收藏鉴赏 800 例 

［书目卷册］续 

［第一责任人］袁银龙编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货币/收藏/中国/近代 

［主题词］货币/鉴赏/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袁银龙 编著 

  

 

［正题名］国际图联（IFLA）与中国图书馆事业 

［并列题名］IFLA AND LIBRARIANSHIP IN CHINA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丘东江等编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e 二十一世纪图书馆学丛书 cgrs225f 丘东江主编 

［主题词］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概况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中国 

［知识责任］丘东江 编著 

  

 

［正题名］国际图联（IFLA）与中国图书馆事业 

［并列题名］IFLA AND LIBRARIANSHIP IN CHINA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丘东江等编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e 二十一世纪图书馆学丛书 cgrs225f 丘东江主编 

［主题词］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概况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中国 

［知识责任］丘东江 编著 

  

 

［正题名］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 

［副题名］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 

［第一责任人］项翔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印刷史/西欧/近代 

［知识责任］项翔 著 

  

 

［正题名］元蒙史札 

［第一责任人］周清澍著 

［出版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论文集共选收论文四十篇，包括内蒙古的民族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史

学家和史籍以及官职等几类。 

［主题词］蒙古族/民族历史/中国/元代/文集 

［知识责任］周清澍 著 

  

 

［正题名］在北大听讲座 

［书目卷册］第五辑 

［丛书］思想的灵光 

［第一责任人］文池主编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外交政策”、“中国经济改革二十年回顾与

展望”、“西方第三条道路评析”、“信念与人生”、“科学与人文”等 14 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自然科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文池 主编 

  

 

［正题名］同舟风雨路 

［副题名］周恩来邓颖超爱情书简解读 

［第一责任人］费虹寰，赵春生，刘春秀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共搜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往的 74 封书信，反映了这对革命家夫妻纯美

优雅的精神世界，充满蓬勃的精神和旺盛生命力的感情天地。 

［知识责任］费虹寰 著 

［知识责任］刘春秀 著 

  

 

［正题名］中日文化交流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秀文，关捷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论丛 1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日关系/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王秀文 主编 

［知识责任］关捷 主编 

  

 

［正题名］李大钊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李大钊著] 

［译者］朱文通等整理编辑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李大钊 著 

［次知识责任］朱文通 整理编辑 

  

 

［正题名］李大钊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李大钊著] 

［译者］朱文通等整理编辑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李大钊 著 

［次知识责任］朱文通 整理编辑 

  

 

［正题名］李大钊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李大钊著] 

［译者］朱文通等整理编辑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李大钊 著 

［次知识责任］朱文通 整理编辑 

  

 

［正题名］李大钊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李大钊著] 

［译者］朱文通等整理编辑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知识责任］李大钊 著 

［次知识责任］朱文通 整理编辑 

  

 

［正题名］清代文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段启明，汪龙鳞本卷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cgrs225f 季羡林名誉主编 cgrs225f 张燕瑾，吕薇芬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列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本丛书系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成果，本丛书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规划项目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清代诗歌研究，袁牧诗研究，清词研究，清代散文研究，桐城

派研究，清代戏曲研究，清代小说研究等。 

［主题词］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段启明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汪龙麟 本卷主编 

  

 

［正题名］现代文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尚礼，刘勇本卷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cgrs225f 季羡林名誉主编 cgrs225f 张燕瑾，吕薇芬主编 

［附注内容］本丛书列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本丛书系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成果，本丛书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规划项目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 创与奠基时期（1917-1927）的现代文学研究；生长与发展

时期（1928-1937）的现代文学研究；成熟及深化时期（1938-1949）的现代文学研究。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尚礼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刘勇 卷本主编 

  

 

［正题名］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 

［第一责任人］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出版者］贵州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正题名］蒋氏家族七遗孀 

［第一责任人］雷鸣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妇女/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雷鸣 著 

  

 

［正题名］李富春传 

［第一责任人］房维中，金冲及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在大革命中、长征途中、协助陈云主持中组部工作、领导生产运

动 克服财经困难、从东北到中央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等。 

［知识责任］房维中 主编 

［知识责任］金冲及 主编 

  

 

［正题名］走近真实 

［副题名］中国革命的透视 

［第一责任人］杨奎松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仁智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左”倾路线与苏维埃共和国的

兴亡、抗战初期中共中央的“联蒋抗日”方针、美苏冷战的起源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国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杨奎松 编 

  

 

［正题名］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 

［第一责任人］马永顺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第 1 版 

［知识责任］马永顺 著 

  

 

［正题名］ 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副题名］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史 

［第一责任人］王聚英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在西柏坡的工作和生活景况及其所建树的丰

功伟绩，总结了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经验。旨在比较全面系统地回顾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

的辉煌历史。 

［知识责任］王聚英 著 

  

 

［正题名］中国人性论史 

［丛书］先秦篇 

［第一责任人］徐复观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4 章，内容包括：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跃动，孔子在中国文化史

上的地位及其性与天道的问题，先秦儒家思想的综合——大学之道，道家支派及其末流的心

性思想等。 

［主题词］人性论/思想史/中国/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正题名］晚年蒋经国 

［并列题名］Later Year of Jiang Jingguo 

［第一责任人］李松林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蒋经国的晚年生活，内容包括诀别大陆、军警特新掌门、主政台湾

岛、“经济奇迹”、“外交”心路、子承父业、统一之声、传子构想的夭折、身后国民党、蒋

家动向等。 

［知识责任］李松林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史论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周积明，宋德金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史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的阶段

性问题研究、区域社会史的个案研究四编内容。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积明 主编 

［知识责任］宋德金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史论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周积明，宋德金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史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的阶段

性问题研究、区域社会史的个案研究四编内容。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积明 主编 

［知识责任］宋德金 主编 

  

 

［正题名］朱德征战江西 

［第一责任人］胡松，钟华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描写了朱德在江西工作、战斗的片段生涯，集中反映了朱德精神品德 精

华的部分，是他革命一生的缩影，全书共有 12 个部分。 

［知识责任］胡松 著 

［知识责任］钟华 著 

  

 

［正题名］伟人周恩来 

［书目卷册］第一部 

［第一责任人］周而复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叙事诗/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周而复 著 

  

 

［正题名］伟人周恩来 

［书目卷册］第二部 

［第一责任人］周而复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主题词］叙事诗/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周而复 著 

  

 

［正题名］伟人周恩来 

［书目卷册］第三部 

［第一责任人］周而复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叙事诗/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周而复 著 

  

 

［正题名］伟人周恩来 

［书目卷册］第四部 

［第一责任人］周而复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叙事诗/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周而复 著 

  

 

［正题名］榆枋斋学术论集 

［第一责任人］虞万里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山东古方音与古史研究、三礼唐五

代字识书所反映之唐代避讳与字形桃符风俗源流考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虞万里 著 

  

 

［正题名］女权主义理论 

［副题名］从边缘到中心 

［并列题名］Feminist Theory 

［副题名］From Margin to Center 

［第一责任人］〔美〕贝尔·胡克斯著 

［译者］晓征，平林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cgrs225f 吴源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性政治的核心问题的一次全面的审察，包括女性中间政治上的团结，

作为战斗伙伴的男性，以及为了终结暴力的女权运动。 

［主题词］女权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胡克斯 著 

［次知识责任］晓征 译 

［次知识责任］平林 译 

  

 

［正题名］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 

［第一责任人］蒋广学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从法家、墨学、老庄、儒家、佛学、清学入手，沿着梁任公的学术出

路，一步一个脚印，探讨了梁启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展示出梁任公“不中不西、

即中即西”中国学术观的主体风貌。 

［知识责任］蒋广学 著 

  

 

［正题名］中国经学史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中国学术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西汉的今文经学、东汉今古文经学之争、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多元

倾向、隋唐经学的统一和变 、宋代经世致用的功利派经学以及晚清的正统经学与经学 端

等。 

［主题词］经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吴雁南 主编 

［知识责任］秦学颀 主编 

［知识责任］李禹阶 主编 

  

 

［正题名］黄宗羲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朱义禄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 cgrs225f 李宗桂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通过研究黄宗羲的人性论与政治哲学、“工商皆本”论、心学天地与

学术民主、经世致用与豪杰人格等，论述了黄宗羲在学术思想史上的贡献，证明黄宗羲在明

清之际与近代都是新时代的催生者。 

［知识责任］朱义禄 著 

  

 

［正题名］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中山舰事件” 

［第一责任人］张聿温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聿温 著 

  

 

［正题名］人权概念起源 

［副题名］权利的历史哲学 

［第一责任人］夏勇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在中国的语境下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权的历史哲学著作。介

绍了人权的含义、权利的起源、基础、要素及发展规律；古代的人权萌芽；近代人权概念的

形成等。 

［主题词］人权/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夏勇 著 

  

 

［正题名］直觉与东西文化 

［第一责任人］周春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东西文化/比较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周春生 著 

  

 

［正题名］朱德的 后岁月 

［第一责任人］姚建平[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走访康克清同志和不少与朱德有过接触的老同志，以及在朱德身边工

作过的同志和朱德的亲属们所收集的材料真实的记录了朱德晚年岁月的经历。 

［知识责任］姚建平 著 

  

 

［正题名］两岸惊涛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尹家民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如何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上的斗争。再现了他

们既是政敌、对手又有过合作的微妙关系，精微地刻画了俩人的胆识、谋略、内心世界和终

生憾事。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尹家民 著 

  

 

［正题名］台湾日治时期的法律改革 

［第一责任人］王泰升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台湾研究丛刊 

［主题词］法制/改革/中国/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王泰升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书目卷册］第 39 辑 

［第一责任人］沈云龙主编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19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cgrs225h 第 39 辑 

［知识责任］沈云龙 主编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黨史倫文選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李雲漢主编 

［译者］高純淑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3.1[1994.1] 

［丛编题名］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周年叢書 

［知识责任］李云汉 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纯淑 编辑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黨史倫文選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李雲漢主编 

［译者］高純淑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3.1[1994.1] 

［丛编题名］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周年叢書 

［知识责任］李云汉 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纯淑 编辑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黨史倫文選集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李雲漢主编 

［译者］高純淑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3.1[1994.1] 

［丛编题名］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周年叢書 

［知识责任］李云汉 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纯淑 编辑 

  

 

［正题名］中國國民黨黨史倫文選集 



［书目卷册］第五册 

［第一责任人］李雲漢主编 

［译者］高純淑编辑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3.1[1994.1] 

［丛编题名］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周年叢書 

［知识责任］李云汉 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纯淑 编辑 

  

 

［正题名］货币史 

［第一责任人］(法)让·里瓦尔著(Jean Rivoire)著 

［译者］任婉筠，任驰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我知道什么? 百科知识丛书 cgrs225h 第六批 7 

［附注内容］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硬币时期的 始，17 与 18 世纪的金本位起源，1914 至 1945 年两

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短暂但 常动荡时期的金本位制的瓦解，货币本位的出现等内容。 

［主题词］货币史/世界 

［知识责任］里瓦尔著 著 

［知识责任］Rivoire 著 

［次知识责任］任婉筠 译 

［次知识责任］任驰 译 

  

 

［正题名］利玛窦中国札记 

［副题名］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 

［第一责任人］(意)利玛窦(Mattew Ricci)，(比)金尼阁著 

［译者］何高济等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丛编题名］世界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撰写者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欧洲人，他以灵敏的感受和一个旁

观者的态度，详尽记录了在中国的传教经历。 

［知识责任］利玛窦 著 

［知识责任］Ricci 著 

［次知识责任］何高济 译 

  

 

［正题名］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 

［副题名］1840～1949 

［丛书］服饰·饮食·民居 

［第一责任人］仲富兰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服饰发展简况，西方服饰的接受和现代民族服饰的形成，传统

饮食文化的交融和新发展，食俗变革与饮食观念的改变，日趋洋化的居住文化变革潮流等内

容。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840～1949/史料 

［知识责任］仲富兰 主编 

  

 

［正题名］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 

［副题名］1840～1949 

［丛书］礼仪·乡情·宗教 

［第一责任人］仲富兰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了中国社会从 1949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近百年

的风雷激荡的历史画卷。本卷着重于从交往礼仪、岁时乡情、宗教信仰三方面，描画社会生

活的变迁。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840～1949/史料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1840～1949/史料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1840～1949/史料 

［知识责任］仲富兰 主编 

  

 

［正题名］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 

［副题名］1840～1949 

［丛书］市井·行旅·商贸 

［第一责任人］仲富兰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近代公路和铁路交通事业的兴起，社会进步中不断更新的旅馆

业，近代旅游业的产生和发展，服务于商业社会的新兴行业与部门，走向文明进步的近代社

会管理机构和机制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840～1949/史料 

［主题词］社会变迁/中国/1840-1949/史料 

［知识责任］仲富兰 主编 

  

 

［正题名］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 

［副题名］1840-1949 

［丛书］文体·教育·卫生 

［第一责任人］仲富兰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1840～1949/史料 

［主题词］社会变迁/中国/1840-1949/史料 

［知识责任］仲富兰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 

［书目卷册］第一集 

［第一责任人］陈祖武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辑以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为主，并收入部分重要古代典籍整理。包括“论商

代的政治地理架构”、“西周三公新论”、“两汉之际建制考”、“晚清学术三题”等文章。 

［主题词］历史/研究/文集/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祖武 主编 

  

 

［正题名］济南旧影 

［副题名］[中英文本] 

［第一责任人］严强，王金环主编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中国名城百年 

［附注内容］本书截取了至 1949 年前济南的近代历史，以当年兵余火焚后珍存下来的历史

老照片，图说济南这段令人伤感的岁月。 

［知识责任］严强 主编 

［知识责任］王金环 主编 

  

 

［正题名］长沙旧影 

［副题名］[中英文本] 

［第一责任人］黄纲正主编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中国名城百年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形象的地方史志，通过这些陈年旧影，可以回顾长沙这座城市遥远

的从前，藉以跨越历史长河，冲破时空局限，领略其旧时风采，重睹她昔日的容颜。 

［知识责任］黄纲正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 

［副题名］2001.1 

［书目卷册］总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 

［副题名］2002.2 

［书目卷册］总第六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畸形的繁荣 

［副题名］租界时期的上海 

［第一责任人］陆其国著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历史文化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6 章，内容包括：钟情、启端、胜败、比照、黑幕、诞生、硝烟、

传播、颠覆、前景、血性、屈服、还地等。 

［主题词］租界/上海市/史料 

［知识责任］陆其国 著 

  

 

［正题名］世界史纲 

［副题名］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英)赫·乔·韦尔斯(H.G.Wells)著 

［译者］吴文藻等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的起源直到现代的世界史。对民族的形

成和社会发展史、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加以叙述，对各种历史事件着笔简要，边叙边议。是

一部颇有影响的历史著作。 

［主题词］世界史/普及读物 

［知识责任］韦尔斯 著 

［知识责任］Wells 著 

［次知识责任］吴文藻 译 



  

 

［正题名］世界史纲 

［副题名］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英)赫·乔·韦尔斯(H.G.Wells)著 

［译者］吴文藻等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的起源直到现代的世界史。对民族的形

成和社会发展史、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加以叙述，对各种历史事件着笔简要，边叙边议。是

一部颇有影响的历史著作。 

［主题词］世界史/普及读物 

［知识责任］韦尔斯 著 

［知识责任］Wells 著 

［次知识责任］吴文藻 译 

  

 

［正题名］20 世纪美国∶梦想与荣耀 

［副题名］美国国家档案馆 新解密图片集 

［第一责任人］[美]布鲁斯·I.巴斯塔德 

［译者］徐洋，薛晓源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源于 NARA 举办的《图说这个世纪——国家档案馆的百年照片》展览，

这本画册和展品探求美国政府摄影的作用并展示美国社会 近 100 年的变化。 

［知识责任］巴斯塔 德 

［次知识责任］徐洋 译 

［次知识责任］薛晓源 译 

  

 

［正题名］中国粮票珍品鉴赏 

［第一责任人］孙林祥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粮票/鉴赏/中国 

［知识责任］孙林祥 著 

  

 

［正题名］福建省志 

［丛书］人事志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 

［主题词］人事管理/概况/福建/现代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现代 

  

 

［正题名］芦山县志 

［第一责任人］王锡禄主编 

［译者］芦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自辛亥革命至 1985 年，跨越两个时代，历时 75 年的衰

兴伏起的历程，以大量的史料，反映了芦山的政治风云、经济发展、资源物产、科教文卫、

文物古迹、社会风情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主题词］地方志 

［知识责任］王锡禄 主编 

  

 

［正题名］秦汉文化 

［第一责任人］王仁波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 

［主题词］文化史/秦汉时期/图集 

［知识责任］王仁波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 

［第一责任人］杨魁孚等编写 

［出版者］中国人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既记录了大事，又将大事的内容作了摘要和节录，文字通俗易懂，可以使

读者简要地了解到中国从 1949 年到 2000 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 

［主题词］人口学/大事记/中国/1949～2000 

［主题词］计划生育/大事记/中国/1949～2000 

［知识责任］杨魁孚 编写 

  

 

［正题名］闻一多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乔志航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分古代文化篇、诗歌批评篇、杂文讲演篇三部分，收录了闻一多的龙凤，

歌与诗，说舞，文学的历史动向，类书与诗，什么是儒家，从宗教论中西风格等文化随笔。 



［主题词］散文/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闻一多 著 

［次知识责任］乔志航 编 

  

 

［正题名］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 

［丛书］东台分卷 

［第一责任人］任彦申总主编 

［译者］苏林卷主编 

［译者］东台分卷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为东台市人民革命斗争史略，主要介绍了后港镇、台南镇、广山镇、廉贻

镇等地的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事迹。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江苏省/史料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东台市/史料 

［知识责任］任彦申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苏林 卷主编 

  

 

［正题名］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 

［丛书］江宁分卷 

［第一责任人］任彦申总主编 

［译者］韦昌明卷主编 

［译者］江宁分卷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为江宁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略，主要介绍了龙都镇、土桥镇、湖熟镇、铜山

镇等地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事迹。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江苏省/史料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江宁县/史料 

［知识责任］任彦申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韦昌明 卷主编 

  

 

［正题名］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 

［丛书］江浦分卷 

［第一责任人］任彦申总主编 

［译者］吕发华卷主编 

［译者］江浦分卷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为江浦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略，主要介绍了珠江很镇、汤泉镇、石桥乡、桥

林镇、龙山乡、龙山乡等地的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事迹。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江苏省/史料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江浦县/史料 

［知识责任］任彦申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吕发华 卷主编 

  

 

［正题名］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 

［丛书］六合分卷 

［第一责任人］任彦申总主编 

［译者］赵云翔分卷主编 

［译者］六合分卷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为六合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略，主要介绍了六城镇、城西乡、竹镇镇、泉水

乡等地的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事迹。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江苏省/史料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六合县/史料 

［知识责任］任彦申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赵云翔 分卷主编 

  

 

［正题名］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 

［丛书］扬州分卷 

［第一责任人］任彦申总主编 

［译者］陆苏华等卷主编 

［译者］扬州分卷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为扬州市人民革命斗争史略，主要介绍了广陵区、郊区两区人民群众英勇

斗争的事迹。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江苏省/史料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扬州市/史料 

［知识责任］任彦申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陆苏华 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邢兆良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与文化变迁、先秦文化变革与科学思想、儒家文化与

中国传统科技体系、道家文化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传统文化结构与墨家科学思想兴衰等问

题。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邢兆良 著 

  

 

［正题名］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 

［第一责任人］刘义章，陈世松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 3 

［附注内容］本书对四川客家的民族历史进行了研究，包括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区历史与现状

考察、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万福客家人调查、西昌黄联关客家社区调查三部分内容。 

［主题词］客家/民族历史/研究/四川省 

［知识责任］刘义章 主编 

［知识责任］陈世松 主编 

  

 

［正题名］跨世纪中国社会学 

［副题名］回顾与瞻望 

［第一责任人］郑杭生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由总论和十七章构成，总论就是整个社会学学科调查的总报告，十七章就

是社会学 17 个分支学科的分报告。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报告/中国 

［知识责任］郑杭生 主编 

  

 

［正题名］中国企业发展简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姜恒雄主编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中国企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翔实史料

进行叙述，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其发展规律。 

［主题词］企业/发展史/研究/中国/16 世纪～20 世纪 

［知识责任］姜恒雄 主编 

  

 

［正题名］晚晴集 

［副题名］侯仁之九十年代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丛编题名］名家心语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燕园追踪记、燕园回忆录、海淀镇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上北京城址的



起源与转移、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等六部分。 

［主题词］地方史 

［知识责任］侯仁之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 

［第一责任人］王健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中青年法学文库 3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华法系下的古典法律教育、法科留学、法律学院、近代法律

教育机制的形成、法律教育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主题词］法制教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健 著 

  

 

［正题名］汪精卫和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王朝柱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7 

［丛编题名］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 cgrs225h 第二卷 

［知识责任］王朝柱 著 

  

 

［正题名］英汉人文社会科学词典 

［第一责任人］苗力田，邬沧萍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收词 10 万余条，涉及哲学、美学、文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

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 

［主题词］社会科学/英语/汉语/词典 

［知识责任］苗力田 主编 

［知识责任］邬沧萍 主编 

  

 

［正题名］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张舜徽著] 

［译者］周国林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随笔分为八编，前四章以经史子集分类，所选文章以宋元以来的笔

记形式颇为相近；后几章讲述了文献学基本知识，以及治学方法与经历，展示了张先生的学

识和人文情怀。 



［主题词］随笔/杂文/现代 

［知识责任］张舜徽 著 

［次知识责任］周国林 编 

  

 

［正题名］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徐思伟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吉田茂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包括近代日本

外交传统、占领初期的吉田外交、占领后期的吉田外交、吉田茂外交思想的影响等内容。 

［主题词］外交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徐思伟 著 

  

 

［正题名］吴宓的情感世界 

［第一责任人］何世进，于奇智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吴宓的可歌可泣、娓娓动听的爱情故事，在吴宓一生的情爱画廊里

陈列着一个又一个名媛淑女的丽容芳姿。 

［知识责任］何世进 著 

［知识责任］于奇智 著 

  

 

［正题名］镜头前的旧中国 

［副题名］约翰.汤姆森游记 

［第一责任人］〔英〕约翰.汤姆森著 

［译者］杨博仁，陈宪平译 

［出版者］中国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1862-1872 

［知识责任］汤姆森 著 

［次知识责任］杨博仁 译 

［次知识责任］陈宪平 译 

  

 

［正题名］韬奋传 

［第一责任人］陈挥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有：家学渊源 母爱情深；竭尽心力 共赴国难；生活书店 文化

堡垒；游历欧美 思想升华；呼吁民主 推进宪政；出走香港 矢志不渝等。 

［知识责任］陈挥 著 



  

 

［正题名］斜阳下的宫殿 

［副题名］民国时期故宫往事 

［第一责任人］向斯，寒布著 

［出版者］长虹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1911-1949 

［主题词］故宫/旧闻（史料）/1911-1949 

［知识责任］向斯 著 

［知识责任］寒布 著 

  

 

［正题名］旧社会 

［书目卷册］1 

［副题名］老画报里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文波主编 

［译者］元符撰稿 

［出版者］羊城晚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图集收入的老照片全部来源于旧中国刊行的著名画报——《良友画报》、《申

报图画周刊》、《东方画报》等。一重画面内容，二重摄影素质、三重历史信息的选材原则，

编成“时事”、“都市”、“乡村”、“民生”等系列，以求凸显旧中国的各个侧面。 

［主题词］现代史/图集 

［知识责任］文波 主编 

［次知识责任］元符 撰稿 

  

 

［正题名］贺龙元帅的前半生 

［第一责任人］朱泽云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章，包括：军家后代、湘西讨袁民军领袖、在护法中苦斗、在五四运

动影响下、苗乡整军、左派名将、南昌起义军总指挥等。 

［知识责任］朱泽云 著 

  

 

［正题名］罪恶的自供状 

［副题名］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 

［第一责任人］袁秋白，杨瑰珍编译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第一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日本战犯的庄严

审判，书中的战犯确实向中国人民做了较彻底的坦白、认罪。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主题词］侵华/战犯/生平事迹/日本 

［知识责任］袁秋白 编译 

［知识责任］杨瑰珍 编译 

  

 

［正题名］20 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李学昌主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江浙沪农村世纪变迁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对南汇农村世纪变迁作综合考察，通过 9 个专

题报告和 70 个子目的村落、专题、人物访谈，具体而丰富地呈现南汇农村的发展与变化。 

［主题词］农村/社会变迁/研究/南汇县（浙江）/20 世纪 

［知识责任］李学昌 主编 

  

 

［正题名］文化古今谈 

［第一责任人］金 诚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名家心语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作者 1997 年至 2000 年间发表的文章，包括“传统文化录”、“人文

素质与传统文化”、“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识人与用人”、“文艺创作中的善恶之报”等

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散文/文集 

［主题词］杂著/文集 

［知识责任］金 诚 著 

  

 

［正题名］民国绿林史 

［第一责任人］邵雍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民国创立时期绿林的存在；民国初年绿林的活跃；南京国民政府

时期绿林的衰落；解放战争以后绿林的没落与灭亡等。 

［主题词］土匪/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邵雍 著 

  

 

［正题名］山东教育通史 

［丛书］古代卷 

［第一责任人］赵承福主编 



［译者］张良才等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卷着重阐述教育在形成和传承齐鲁文化中的作用，内容涉及山东先民的早期

教育活动、孔门私学与儒学的传播、山东著名教育人物等。 

［主题词］教育史/山东省 

［知识责任］赵承福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良才 著 

  

 

［正题名］山东教育通史 

［丛书］近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赵承福主编 

［译者］张书丰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卷从发展的角度理清山东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重点阐述山东教育工作者在

一系列政治变革中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过程。 

［主题词］教育史/山东省 

［知识责任］赵承福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书丰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 

［书目卷册］第二卷 

［副题名］1957 年 1 月至 1964 年 12 月 

［第一责任人］黎家松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大事记是一部供广大读者，特别是外事工作者，了解新中国外交工作情况，

研究新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史的工具书。本卷为第二卷，记事起迄年月为 1957 年 1 月至 1964

年 12 月。 

［主题词］外交史/大事记/中国/1957～1964 

［知识责任］黎家松 主编 

  

 

［正题名］中苏外交亲历记 

［副题名］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 

［副题名］李越然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李越然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我的少年时代，奔赴苏联，在苏联学习的日子，返乡 始翻译生涯等

篇章，记录了李越然同志亲身经历中苏关系发展过程的历史。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 

［知识责任］李越然 著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丛书］理学编 

［丛书］物理学卷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 

［出版者］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王普、何泽慧、胡宁、林兰英、张志三、萧健、谢希德、郑林生、

冯端、邓稼先等六十位中国物理学专家的传略。 

［主题词］科学家/列传/中国/现代 

［主题词］物理学家/列传/中国/现代 

  

 

［正题名］袁世凯家事 

［第一责任人］杨树标，王国永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袁世凯，臭名昭著的“洪宪皇帝”，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袁世凯则鲜为人知，

尤其是他在民国初年通过联姻而形成的豪门家族，更显得神秘。本书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

一个个袁世凯家族的故事。 

［知识责任］杨树标 著 

［知识责任］王国永 著 

  

 

［正题名］爱满天下的陶行知 

［第一责任人］[吴志实，梁京京主编]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中国图志系列丛书 中国名人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改名字的故事；一心致力教育救国；改造乡村教育的晓庄师范；国民

救亡的外交使节；创办育才学校；卓越的民主战士六章，收集了大量的图片详细地介绍了中

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的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吴志实 主编 

［知识责任］梁京京 主编 

  

 

［正题名］鲁迅佚文全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刘运峰编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981 年《鲁迅全集》未曾收录的鲁迅著作，包括杂文、书信、联

语、诗歌、题跋、广告、谈话、讲演、考证文字以及近年来发现的鲁迅翻译著作等。 

［主题词］鲁迅著作/佚文/全集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次知识责任］刘运峰 编 

  

 

［正题名］铁血黄花 

［副题名］清末民初暗杀论 

［第一责任人］伍立杨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清末民初暗杀论，包括暗杀的展 、旧制度与大革命、清朝廷之倒

行逆施、孙中山先生的暗杀理念及政治理念等内容。 

［主题词］政治事件/中国/近代/史料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 

［知识责任］伍立杨 著 

  

 

［正题名］天·地·人·我 

［第一责任人］周汝昌著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百年人生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的自传，记录了一位本色单纯的学者的成长史，其中包含了现代学

术史尤其是红学史的大量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红楼梦/ 研究 

［知识责任］周汝昌 著 

  

 

［正题名］与祖国风雨同舟 

［副题名］当代中国留学人员创业简史 

［第一责任人］李传松，许宝发编著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生动地介绍了我国五六十年代出国留学人员的奋斗历程，内容包括他

们的留学奋斗史和学成归来后为国家的繁荣强大努力工作的动人事迹。 

［主题词］留学生/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传松 编著 

［知识责任］许宝发 编著 

  

 



［正题名］中国乡镇企业简史 

［第一责任人］张毅，张颂颂编著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章讲述了“农民办工业和农村工业化”、“人民公社化时期对社队企业

的整顿”、“乡镇企业在改革大潮中高速前进”、“乡镇企业跨世纪发展战略”等内容。 

［主题词］乡镇企业/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毅 编著 

［知识责任］张颂颂 编著 

  

 

［正题名］孙中山大传 

［副题名］全景再现历史沧桑 真情演绎伟人风采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民国人物大系 

［附注内容］本书含 400 幅珍贵图片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中山出生，少年壮志，大洋求学，香港求学，立志兴中，播种革

命，走向成功，二次革命，逃亡日本，护国战争，联俄联共，决然北上等。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张学良大传 

［副题名］演绎历史关头英雄本色 浓缩百年少帅传奇人生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永滨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民国人物大系 

［附注内容］本书含 400 幅珍贵图片 

［附注内容］本书旨在真实全面地记录张学良将军长达百年的军政生涯、幽禁岁月及其获得

自由赴美探亲定居的生活足迹。 

［知识责任］张永滨 著 

  

 

［正题名］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 

［第一责任人］王炳林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跨世纪青年学者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问题, 其中包括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历史经验

的总结、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中的邓小平理论研究、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史研究



等内容。 

［知识责任］王炳林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曹军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党的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 

［知识责任］曹军 著 

  

 

［正题名］翻译家周作人 

［第一责任人］王友贵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试图从周作人的译作、序跋、评介文字和文艺思想文章梳理、论证他的思

想、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的演变。揭示了作为 20 世纪中国具有强烈叛逆精神的启蒙主义者周

作人与众不同的启蒙方式；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讨论了他的文学态度的演变、对人的觉醒等。 

［知识责任］王友贵 著 

  

 

［正题名］张国焘传 

［第一责任人］姚金果，苏杭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张国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一生从崛起、辉煌，到挫折、堕

落，充满了跌宕起伏、曲折坎坷。他是一个成就与错误并举，光荣与耻辱同存的人。 

［知识责任］姚金果 著 

［知识责任］苏杭 著 

  

 

［正题名］汉代城市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长山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汉代城市的发展概况、汉代城市的分布、汉代的城郭、长安与五都、

汉代城市居民的基本编制、汉代城市中的市场等内容。 

［主题词］城市/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知识责任］周长山 著 

  

 

［正题名］张学良结发夫人于凤至旅美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窦应泰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首次披露了张学良的结发夫人于凤至在美国五十年的

传奇经历，揭示了张学良与蒋介石结拜内情，张学良被长期幽禁的真实起因、于凤至与宋氏

三姐妹的神秘交往等等。 

［知识责任］窦应泰 著 

  

 

［正题名］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岳谦厚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顾维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想与行为、个性品

格与政治心态等核心要件的解释与分析。同时又兼顾了国内政治等方面的现实境遇，便于从

中探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知识责任］岳谦厚 著 

  

 

［正题名］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 

［副题名］清华人文社科学者展望 21 世纪 

［第一责任人］吴倬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方面的部分知名专家、教授，对 21 世纪的中国与

世界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前景作一展望和畅想的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吴倬 主编 

  

 

［正题名］乡镇社会论 

［副题名］农村工业化与新型工资劳动者研究 

［第一责任人］彭恒军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乡镇社会引论、乡镇社会本质论、乡镇社会结构论、乡镇社会

发展论，以及新的区域社会格局：农村社会、乡镇社会和城市社会。 

［主题词］乡镇/农村社会学/研究 

［主题词］农村/工业化/研究 

［知识责任］彭恒军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论 

［第一责任人］林吉玲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妇女运动/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林吉玲 著 

  

 

［正题名］华文后殖民文学 

［副题名］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润华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本土多元化的思考”、“鲁迅与新马后殖民

预言”、“走出殖民地的新马后殖民文学”等 14 篇文章。 

［主题词］中文/殖民主义/文学研究/东南亚/文集 

［主题词］中文/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东南亚/文集 

［主题词］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润华 著 

  

 

［正题名］中国海权报告 

［丛书］古代、近代部分 

［第一责任人］张〓海编著 

［出版者］海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远古时期华夏先民的远涉重洋活动，商周时期诸侯国对海洋的亲和，

明代初期郑和七下西洋的沉重思考，以及近代中国民族海权意识的觉醒等内容。 

［主题词］制海权/历史/中国/古代/青年读物 

［主题词］制海权/历史/中国/近代/青年读物 

［知识责任］张〓海 编著 

  

 

［正题名］林默涵文论集 

［书目卷册］1952-1966 

［第一责任人］林默涵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文艺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林默涵 著 

  

 

［正题名］中国企业发展简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姜恒雄主编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中国企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翔实史料

进行叙述，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其发展规律。 

［主题词］企业/发展史/研究/中国/16 世纪～20 世纪 

［知识责任］姜恒雄 主编 

  

 

［正题名］旧社会 

［书目卷册］2 

［副题名］老画报里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文波主编 

［译者］元符撰稿 

［出版者］羊城晚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图集收入的老照片全部来源于旧中国刊行的著名画报——《良友画报》、《申

报图画周刊》、《东方画报》等。一重画面内容，二重摄影素质、三重历史信息的选材原则，

编成“时事”、“都市”、“乡村”、“民生”等系列，以求凸显旧中国的各个侧面。 

［主题词］现代史/图集 

［知识责任］文波 主编 

［次知识责任］元符 撰稿 

  

 

［正题名］鲁迅佚文全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鲁迅著] 

［译者］刘运峰编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1981 年《鲁迅全集》未曾收录的鲁迅著作，包括杂文、书信、联

语、诗歌、题跋、广告、谈话、讲演、考证文字以及近年来发现的鲁迅翻译著作等。 

［主题词］鲁迅著作/佚文/全集 

［知识责任］鲁迅 著 

［次知识责任］刘运峰 编 

  

 

［正题名］孙中山大传 

［副题名］全景再现历史沧桑 真情演绎伟人风采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中山出生，少年壮志，大洋求学，香港求学，立志兴中，播种革

命，走向成功，二次革命，逃亡日本，护国战争，联俄联共，决然北上等。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张学良大传 

［副题名］演绎历史关头英雄本色 浓缩百年少帅传奇人生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永滨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民国人物大系 

［附注内容］本书含 400 幅珍贵图片 

［附注内容］本书旨在真实全面地记录张学良将军长达百年的军政生涯、幽禁岁月及其获得

自由赴美探亲定居的生活足迹。 

［知识责任］张永滨 著 

  

 

［正题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副题名］历史与现实的实录 

［第一责任人］崔之清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9 章，包括：“中国土地 炎黄子孙：台湾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透视”、

“中央王朝体制下的台湾历史沿革”、“沦丧与光复”等。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崔之清 主编 

  

 

［正题名］往事 

［副题名］晚清明信片透视 

［第一责任人］留伯仙[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的图画明信片的内容及文字介绍，详细地反映了清代的历史情况，列强对

华的瓜分和当时的劳动大众的苦难生活。 

［主题词］明信片/简介/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留伯仙 著 

  

 

［正题名］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 

［副题名］新理学与新心学 

［第一责任人］陈来[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在结构上以“文化观”、“心物论”、“形上学”为骨架，以当代中国文化的

视野和中西哲学的融合前景作为研究和观照的出发点，着力探索现代中国哲学家在发展具有



中国性的现代哲学方面的经验。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来 编著 

  

 

［正题名］中华生育文化导论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潘贵玉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生殖崇拜、历代人口思想、传统婚育观念、传统婚育习俗、新型

生育文化与青少年发展、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等。 

［主题词］生育/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潘贵玉 主编 

  

 

［正题名］三论一谈 

［副题名］何兹全 郭良玉伉俪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何兹全，郭良玉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名家心语丛书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太平洋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事业”、

“孙中山和他的民生主义”、“治学杂谈”、“我的母亲”、“挥不去的旧思想”、“几乎迟到”等

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何兹全 著 

［知识责任］郭良玉 著 

  

 

［正题名］郊叟曝言 

［副题名］周一良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周一良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名家心语丛书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周一良 著 

  

 

［正题名］大漠长空 

［丛书］聂荣臻卷 

［第一责任人］罗来勇，周均伦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将聂荣臻在新中国之后的经历粗略划分为三大阶段：抗美援朝；分管国防

科技及国家科委；粉碎“四人帮”之后重回军委工作；记录了聂荣臻同志的光辉业绩。 

［知识责任］罗来勇 著 

［知识责任］周均伦 著 

  

 

［正题名］清园自述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寻根江陵”、“重返清华园”、“台湾一瞥”、“一九九一年回忆录”、

“哈佛燕京之会”等内容，记述了作者的思想路程。 

［知识责任］王元化 著 

  

 

［正题名］福建近代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林庆元主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福建近代经济史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内容包括：晚清时期的福建经济、

民国时期的福建经济 2 部分。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福建省/近代 

［主题词］地方史/福建省/近代 

［知识责任］林庆元 主编 

  

 

［正题名］基督宗教研究 

［书目卷册］第四辑 

［丛书］“中国当代学人基督宗教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卓新平，许志伟主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辑收录了《宗教的世俗化与世俗化的宗教》、《中世纪基督教道德的蜕化》、

《当代基督教人学观念的重构》、《论莱维纳斯的上帝观》等二十余篇文章。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卓新平 主编 

［知识责任］许志伟 主编 

  

 

［正题名］四海宗盟五十年 

［副题名］钱谦益传 

［第一责任人］裴世俊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中国文人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裴世俊 著 

  

 

［正题名］心通九境 

［副题名］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 

［第一责任人］单波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对唐君毅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既对唐氏哲学的中心观念“心之本

体”作出了通透的阐释，又逐层从道德哲学、文化哲学和宗教哲学等层面进行了梳理。 

［知识责任］单波 著 

  

 

［正题名］郭力同志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记述我国汽车工业战线一位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的回忆文集，包括“回

忆郭力同志”、“怀念郭力”、“青年的良师益友”等 20 余篇文章。 

  

 

［正题名］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 

［第一责任人］戚其章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日本海外扩张的思想渊源、“征韩”计划的逐步实施、发动大规模

侵华战争的前奏、扩充军备与进行大陆作战准备、预谋战争的“陆奥外交”、甲午 战的国

际背景与战争责任等内容。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研究/(1894～1895) 

［知识责任］戚其章 著 

  

 

［正题名］禁忌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万建中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新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大量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许多方面的突破，对禁忌的界定、禁忌

的本质、禁忌的生存状态及演进过程、禁忌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等有了进一步的看法和认

识。 



［主题词］禁忌/民族文化/中国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万建中 著 

  

 

［正题名］服饰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华梅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新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国服饰起源与中国原始文化、中国服饰观念与中国哲学、中国服饰

制度与中国礼制、中国服饰图纹与中国文化符号、中国服饰演化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服

饰风格与中国美术、中国服饰形象与中国文学戏曲等 10 章内容。 

［主题词］服饰/文化/中国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华梅 著 

  

 

［正题名］中华天台宗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封鳌，韦彦铎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法华经》的传入及法华经学的形成，天台宗的源流及其创立，章

安灌顶与初唐天台宗，天台宗的盛大时期，元明清天台宗的沉浮等内容。 

［主题词］天台宗/佛教史 

［知识责任］朱封鳌 著 

［知识责任］韦彦铎 著 

  

 

［正题名］基督教文化学刊 

［书目卷册］第 5 辑·2001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对话、基督教思想家研究、理论与经典读解、基

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等八个专栏，收录了 15 篇文章。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丛刊 

  

 

［正题名］中国古代妇女与法律研究 

［第一责任人］何俊萍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原始社会与女性、阶级社会与妇女、妇女在家族中的地位、妇女在婚



姻中的地位、封建伦理法律关系中的妇女等内容。 

［主题词］妇女地位/中国/古代 

［主题词］妇女/问题/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何俊萍 著 

  

 

［正题名］基督宗教研究 

［书目卷册］第三辑 

［丛书］“基督宗教与 21 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卓新平，许志伟主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辑收录了《21 世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新世纪对中国教会的挑战》、

《从宗教比较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基督宗教的对话与合一》等二十余篇文章。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卓新平 主编 

［知识责任］许志伟 主编 

  

 

［正题名］中央苏区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李国强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共十章，前四章叙述苏区教育的历史发展、方针、任务、政策和规律；后

六章分别介绍苏区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工农业余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儿童教育和师范教

育等主要教育类型。 

［知识责任］李国强 著 

  

 

［正题名］土地革命战争史 

［丛书］1927-1937 

［第一责任人］刘勉玉主编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争史 

［知识责任］刘勉玉 主编 

  

 

［正题名］西风东渐 

［副题名］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于桂芬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日本/近代 

［主题词］文化史/比较研究/中国、西方国家/近代 

［知识责任］于桂芬 著 

  

 

［正题名］湖南少数民族史 

［第一责任人］游俊，李汉林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吉首大学民族研究文库 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绪论、湖南少数民族的来源、史前时期湖南少数民族、土司时期的湖

南少数民族、近代时期的湖南少数民族、湖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湖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

仰等 10 章内容。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历史/湖南省 

［知识责任］游俊 著 

［知识责任］李汉林 著 

  

 

［正题名］面壁斋研书录 

［第一责任人］张志强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读书台笔丛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四个部分：“书边余墨”收录一组读书札记；“书海导航”是一组指点

读书门径的文章；“书史追踪”探讨了文字的排法、书籍装帧等问题；“书界回眸”是对书业

现状的反思。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张志强 著 

  

 

［正题名］姓名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何晓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新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 14 章介绍了中国姓名的构成与运用方式、中国姓氏的源流与现状、姓

名与中国政治、姓名与宗教、姓名与文学艺术以及中国姓名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内容。 

［主题词］姓名/文化/中国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 

［知识责任］何晓明 著 

  

 

［正题名］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苏智良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针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观点、问题性质以及由此而起的长期斗

争，亚洲各国的反应作了详尽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事实俱在，有理有据。 

［主题词］侵略战争/研究/日本/现代 

［主题词］历史课/教材/编制/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苏智良 著 

  

 

［正题名］华北解放战争纪实 

［第一责任人］袁德金，刘振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解放战争历史纪实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华北解放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出击察南绥东，攻取运城、应县，降

伏“卧牛”，新保安之战全歼敌“王牌”第 35 军的故事。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华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袁德金 著 

［知识责任］刘振华 著 

  

 

［正题名］陕西历史人口地理 

［第一责任人］薛平拴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陕西历代的人口规模、人口变动过程及其地域差 、人口迁移，以

及境内人口地区分布等。 

［主题词］历史地理/人口地理/研究/陕西省 

［知识责任］薛平拴 著 

  

 

［正题名］孙中山全传 

［第一责任人］李守鹏等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孙中山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军事活动、日常

生活细节，涉及他的事业、婚姻、家庭、嗜好、性格、交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知识责任］李守鹏 著 

  

 

［正题名］王震传奇 

［副题名］从工人到国家副主席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宋绍明著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的记录了王震从工人到国家副主席所走过的神奇历程，从不同的角度

折射出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

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 

［知识责任］宋绍明 著 

  

 

［正题名］人类史 

［第一责任人］[英]G.埃利奥特·史密斯著 

［译者］李申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人类学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部专著，全书共十五章，对原始人的游荡生活、民族习

俗、人种、文明的起源、君主制、黄金的魅力与神圣的标志、木乃伊与建筑学、埃及和苏美

尔、克里特岛的早期文明等作了阐述。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研究 

［知识责任］史密斯 著 

［次知识责任］李申 译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丛书］理学编 

［丛书］地学卷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 

［出版者］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王烈、徐克勤、侯仁之、张文佑、翁文波、李星学、施雅风、涂光

炽、吴传钧、王鸿祯等四十位中国地学家的传略。 

［主题词］科学家/列传/中国/现代 

［主题词］地球科学/科学家/列传/中国/现代 

［主题词］地理学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正题名］美国对华政策 50 年 

［第一责任人］冈栋俊，陈友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问题的历史缘起，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台政策，

中美和解与台湾问题，中美建交与台湾问题，90 年代的美国台海政策等章内容。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研究/1945～1998 



［知识责任］冈栋俊 著 

［知识责任］陈友 著 

  

 

［正题名］阎锡山家事 

［第一责任人］杨树标，宋振春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对阎锡山的思想、观念、家族、渊源、婚丧嫁娶、乡党戚谊、发迹之道等

进行了全面的叙写；同时考察了他作为传统文化的信徒所颁发的那一套“治家格言”。 

［知识责任］杨树标 著 

［知识责任］宋振春 著 

  

 

［正题名］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 

［副题名］李长傅先生论文选集 

［第一责任人］李长傅著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华侨史专家李长傅先生的论文 40 篇。内

容分为：华侨华人篇、中外交通篇、南洋古国篇、南洋地理篇四部分。 

［主题词］历史地理/东南亚/文集 

［主题词］华侨/历史/东南亚/文集 

［主题词］华人/历史/东南亚/文集 

［知识责任］李长傅 著 

  

 

［正题名］民间老古董 

［丛书］老股票 

［第一责任人］吴少华主编 

［译者］邹肇林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股票的发展简史及历代印制和发行股票等情况，按

照历史时期先后顺序编排，完整地展示中国百年股票发展的历史。 

［主题词］收藏/中国/图集 

［主题词］股票/收藏/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吴少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邹肇林 著 

  

 

［正题名］老饕漫笔 

［副题名］近五十年饮馔摭忆 

［第一责任人］赵珩[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收随笔 45 篇。其中有：闽北光饼；杏花春雨话冶春；饮料琐谈；被 化

了的蒙古烤肉；中山公园的藤萝饼等。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赵珩 著 

  

 

［正题名］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 

［书目卷册］上 

［丛书］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第一责任人］刘亚虎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用数年时间，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搜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

经过深入探讨研究，揭示了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规律，本册为先秦、秦

汉、魏晋南北朝部分。 

［主题词］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亚虎 著 

  

 

［正题名］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 

［书目卷册］中 

［丛书］隋唐十国两宋卷 

［第一责任人］邓敏文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隋唐、五代十国、两宋时代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内容有“南方

各民族的汉文创作”、“宋词寻根”、“传说中的相互借鉴”等。 

［主题词］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邓敏文 著 

  

 

［正题名］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 

［书目卷册］下 

［丛书］元明清卷 

［第一责任人］罗汉田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傣族民间文学与佛经文学的交流”，“四大传说在南方少数民

族地区的变 ”、“地方戏曲对南方少数民族戏曲的影响”等。 

［主题词］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罗汉田 著 

  



 

［正题名］黄侃日记 

［第一责任人］黄侃[著]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黄侃文存 

［知识责任］黄侃 著 

  

 

［正题名］中华生育文化导论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潘贵玉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生殖崇拜、历代人口思想、传统婚育观念、传统婚育习俗、新型

生育文化与青少年发展、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等。 

［主题词］生育/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潘贵玉 主编 

  

 

［正题名］王震传奇 

［副题名］从工人到国家副主席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宋绍明著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的记录了王震从工人到国家副主席所走过的神奇历程，从不同的角度

折射出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

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 

［知识责任］宋绍明 著 

  

 

［正题名］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田真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篇分别介绍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的产生与发展、教规教义、宗教

经典、组织机构以及宗教文化，分析了这三大宗教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 

［主题词］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正题名］智民之师 

［副题名］张元济 

［第一责任人］张人凤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名人照相簿丛书 

［知识责任］张人凤 著 

  

 

［正题名］清代宫廷匾联 

［副题名］沈阳故宫 北京故宫 承德离宫 

［第一责任人］支运亭主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清宫匾大都是皇帝的御笔和知名臣僚们所题；清宫的对联，多以历史典故和皇

帝的思想行为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等内容。本书收录了沈阳故宫、北京故宫、承德离宫收藏

的部分宫廷匾联。 

［主题词］故宫/匾/注释/中国/清代 

［主题词］对联/注释/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支运亭 主编 

  

 

［正题名］公與私 

［副题名］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 

［并列题名］Gong and Si: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Bodies in Modern China 

［译者］eng 

［第一责任人］黄克武，张哲嘉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9] 

［附注内容］本论文集是以民国 87-88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组所举办系

列活动的成果选编而成。全书有中文论文八篇，英文论文两篇。各文作者分别从近世中国公

私观念的常与变、个体与群体的统和与独立、情感、性别与公私等角度切入，企图从一个长

时段的历史视野，来观察近代中国公私领域之嬗变。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论文集 

［知识责任］黄克武 主编 

［知识责任］张哲嘉 主编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丛书 cgrs225h76 

 

［正题名］一個經濟小兵的故事 

［副题名］顧應昌先生訪問紀錄 

［第一责任人］刘素芬 ,庄树华访问 

［译者］向明珠,陈怡如纪录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12 月[2000] 

［知识责任］刘素芬 访问 

［知识责任］庄树华 访问 



［次知识责任］向明珠 纪录 

［次知识责任］陈怡如 纪录 

  

 

［正题名］水竹居主人日記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张丽俊著 

［译者］许雪姬、洪秋芬编纂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史料丛刊 cgrs225h43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11 月[2000] 

［附注内容］本书是丰原下南坑人张丽俊所写日记，日记详细记载了日本时期丰原的民生、

社会种种，时间长达二十八年。本书可阅读到当时商社经营、人迹悲歌、台湾礼俗及张家的

家族历史等第一手资料，是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台湾社会变迁的史料 

［主题词］侵华史/日本/近代/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近代/史料 

［主题词］家族史 

［知识责任］张丽俊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纂 

［次知识责任］洪秋芬 编纂 

  

 

［正题名］水竹居主人日記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张丽俊著 

［译者］许雪姬、洪秋芬编纂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史料丛刊 cgrs225h43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11 月[2000] 

［附注内容］本书是丰原下南坑人张丽俊所写日记，日记详细记载了日本时期丰原的民生、

社会种种，时间长达二十八年。本书可阅读到当时商社经营、人迹悲歌、台湾礼俗及张家的

家族历史等第一手资料，是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台湾社会变迁的史料 

［主题词］侵华史/日本/近代/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近代/史料 

［主题词］家族史 

［知识责任］张丽俊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纂 

［次知识责任］洪秋芬 编纂 

  

 

［正题名］口述歷史 

［副题名］蘇東啟政治案件專輯 

［第一责任人］《口述歷史》编辑委员会 

［译者］吕芳上主任委员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12 月[2000] 

［主题词］政治事件/台湾/现代/史料 

［次知识责任］吕芳上 主任委员 

  

 

［正题名］李承基先生訪問紀錄 

［第一责任人］黎志剛訪問、紀錄 

［译者］陳绛校阅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12 月[2000]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历史丛书 cgrs225h75 

［附注内容］李承基,1916 年生于广东香山县石歧镇，1940 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本书所述

不仅是个人生命史，也见证了北伐战争、一二八之役、八一三战争、八年敌伪统治、抗战胜

利后的国共内战。因其家世背景，更提供了四十年代上海企业史、五十年代香港商业史，以

及澳洲华侨史的珍贵史料。 

［主题词］经济史/华南、华中地区/史料/1960-1957 

［知识责任］黎志刚 访问、纪录 

［次知识责任］陈绛 校阅 

  

 

［正题名］都市計劃前輩人物訪問紀錄 

［第一责任人］呂芳上等訪問 

［译者］謝采秀等紀錄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11 月[2000]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历史丛书 cgrs225h74 

［主题词］城市规划/台北/现代/史料 

［主题词］城市建设/台北/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呂芳上 访问 

［次知识责任］谢采秀 纪录 

  

 

［正题名］延安的陰影 

［第一责任人］陳永發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79 年 6 月[1990]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专刊 cgrs225h60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延安 

［知识责任］陈永发 著 

  

 

［正题名］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文兴等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7 月[2001]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丛刊 cgrs225h2 

［主题词］殖民地/历史/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田健治郎 [著] 

［知识责任］吴文兴 主编 

  

 

［正题名］灌園先生日記 

［书目卷册］(二) 

［丛书］一九二九年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著 

［译者］許雪姬等注解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12 月[2001]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叢刊 1 

［主题词］现代史/台湾/史料/1927-1955 

［知识责任］林献堂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注解 

  

 

［正题名］灌園先生日記 

［书目卷册］(三) 

［丛书］一九三○年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著 

［译者］許雪姬等注解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12 月[2001]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叢刊 1 

［主题词］现代史/台湾/史料/1927-1955 

［知识责任］林献堂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注解 

  

 

［正题名］孫立人言論選集 

［第一责任人］孙立人著 

［译者］朱浤源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11 月[2000]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 cgrs225h44 

［主题词］军事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孙立人 著 

［次知识责任］朱浤源 主编 



  

 

［正题名］藏在箱底的歷史照片 

［副题名］本世紀 珍貴的影像檔案 

［第一责任人］徐宗懋编纂 

［出版者］南天书局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现代/图集 

［知识责任］徐宗懋 编纂 

  

 

［正题名］居正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居正著] 

［译者］陈三井,居蜜合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12 月[2000]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 cgrs225h40 

［知识责任］居正 著 

［次知识责任］陈三井 编 

［次知识责任］居蜜 编 

  

 

［正题名］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詹素娟，潘英海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8 月[2001]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文集 

［主题词］少数民族/平埔族/历史 

［知识责任］詹素娟 主編 

［知识责任］潘英海 主編 

  

 

［正题名］福爾摩莎考察報告 

［并列题名］Rapport Sur Formose 

［第一责任人］Reginald Kann 著 

［译者］郑顺德译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台湾史料丛刊 cgrs225h3 

［主题词］地方史/调查报告/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Kann 著 

［次知识责任］郑顺德 译 

  



 

［正题名］國民政府六年禁煙計劃及其成效 

［副题名］民國二十四年至民國二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赖淑卿编 

［译者］蒋君章，张明凯审定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1986] 

［主题词］社会问题/中国/民国时期 

［知识责任］赖淑卿 编 

［次知识责任］蒋君章 审定 

［次知识责任］张明凯 审定 

  

 

［正题名］陳獨秀 

［副题名］中共創黨人 

［第一责任人］杨碧川著 

［出版者］一桥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一桥传记 cgrs225h13 

［知识责任］杨碧川 著 

  

 

［正题名］臺灣史志論叢 

［第一责任人］黄秀政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2000] 

［丛编题名］台湾研究丛刊 cgrs225h1 

［主题词］地方志/台湾 

［知识责任］黄秀政 著 

  

 

［正题名］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 

［副题名］1948-1953 

［第一责任人］沈志华著 

［出版者］香港亚太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 

［出版日期］2000 

［主题词］对外关系/中国、苏联/1948-1953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苏联 

［知识责任］沈志华 著 

  

 

［正题名］陳伯達遺稿 

［副题名］獄中自述及其他 

［第一责任人］陈伯达著 



［译者］陈晓晨编注 

［出版者］天地图书 

［出版日期］2000 

［知识责任］陈伯达 著 

［次知识责任］陈晓晨 编注 

  

 

［正题名］共產中國五十年 

［副题名］非官方紀錄的歷史真相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金鐘主編 

［出版者］開放雜志社 

［出版日期］1999 

［丛编题名］ 放丛书 

［主题词］政治概况/中国/1949-1999/评论 

［知识责任］金钟 主编 

  

 

［正题名］悲劇英雄班禪喇嘛 

［副题名］傳記與七萬言書 

［第一责任人］降邊嘉措著 

［出版者］ 放杂志社 

［出版日期］1999.2 

［知识责任］降边嘉措 著 

  

 

［正题名］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副题名］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第一责任人］高華著 

［出版者］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丛编题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专刊 cgrs225h6 

［主题词］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延安/1942-1945 

［主题词］整党运动/中国共产党/延安/1942-1945 

［知识责任］高华 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副题名］綱文備覽 

［书目卷册］第一冊 

［丛书］民國前十八年至民國前一年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組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79 年 1 月[1990] 

［主题词］历史/中国/清代末期/大事记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副题名］綱文備覽 

［书目卷册］第二冊 

［丛书］民國元年至民國十年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組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 月[1991] 

［主题词］历史/中国/1911-1921/大事记 

  

 

［正题名］中外關係歷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韓振華著 

［出版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1999 

［丛编题名］韩振华选集之一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韩振华 著 

  

 

［正题名］中俄關係史 

［第一责任人］李齐芳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俄罗斯 

［知识责任］李齐芳 著 

  

 

［正题名］清末巨濤 

［副题名］太平天國運動 

［第一责任人］蘇雙碧著 

［出版者］红蚂蚁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中华文化宝库 政治类 cgrs225h80 

［主题词］太平天国/研究 

［知识责任］苏双碧 著 

  

 

［正题名］清代楊州學術研究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祁龍威，林慶彰主编 

［译者］黄智明编辑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学术思想/中国/1644-1912/论文 

［知识责任］祁龙威 主编 

［知识责任］林庆彰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智明 编辑 

  

 

［正题名］清代楊州學術研究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祁龍威，林慶彰主编 

［译者］黄智明编辑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学术思想/中国/1644-1912/论文 

［知识责任］祁龙威 主编 

［知识责任］林庆彰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智明 编辑 

  

 

［正题名］昭和天皇与戰爭責任 

［第一责任人］吉田裕著 

［译者］陈鹏仁译 

［出版者］水牛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文史丛书 cgrs225h105 

［主题词］近代史/日本/昭和时代 

［知识责任］吉田裕 著 

［次知识责任］陈鹏仁 译 

  

 

［正题名］记者生涯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刘一民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 11 月[1989] 

［丛编题名］传记文学丛刊 cgrs225h115 

［主题词］记者/工作纪实/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刘一民 著 

  

 

［正题名］中國新文學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司马长风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2 月[1991] 

［丛编题名］传记文学丛刊 cgrs225h126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司马长风 著 

  

 

［正题名］中國新文學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司马长风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2 月[1991] 

［丛编题名］传记文学丛刊 cgrs225h126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司马长风 著 

  

 

［正题名］梁任公治学繫年 

［第一责任人］周维亮著 

［出版者］新文丰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 9 月[1999] 

［知识责任］梁启超 周维亮 著 

  

 

［正题名］紅星下的故國 

［第一责任人］何慶華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8 年 12 月[1989] 

［丛编题名］传记文学丛刊 cgrs225h116 

［主题词］旅行游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庆华 著 

  

 

［正题名］沈怡自述 

［第一责任人］沈怡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 6 月[1985] 

［丛编题名］传记文学丛刊 cgrs225h86 

［知识责任］沈怡 著 

  

 

［正题名］彼岸前辈先生合刊 

［第一责任人］阮毅成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11 月[1993] 

［丛编题名］传记文学丛刊 cgrs225h137 

［主题词］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阮毅成 著 

  

 

［正题名］張伯苓與南開 

［第一责任人］王文田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 7 月[1987] 

［丛编题名］ 传记文学丛书 cgrs225h26 

［主题词］教育家/传记 

［知识责任］王文田 著 

  

 

［正题名］堯樂博士回憶錄 

［书目卷册］第一集 

［第一责任人］尧乐博士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 

［出版日期］民国 58 年 12 月[1969] 

［丛编题名］ 传记文学丛书 cgrs225h44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新疆 

［知识责任］尧乐博士 著 

  

 

［正题名］酸甜苦辣的回味 

［第一责任人］张道藩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 6 月[1981] 

［丛编题名］ 传记文学丛书 cgrs225h32 

［主题词］美术家/传记 

［知识责任］张道藩 著 

  

 

［正题名］書緣與人緣 

［第一责任人］唐德刚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2 月[1991] 

［丛编题名］传记文学丛刊 cgrs225h128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现代/纪念文集 

［知识责任］唐德刚 著 

  

 



［正题名］周璇的真實故事 

［第一责任人］屠光启等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 6 月[1987] 

［丛编题名］传记文学丛刊 cgrs225h01 

［知识责任］屠光启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政治思潮 

［第一责任人］谢庆奎编 

［出版者］五南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谢庆奎 编 

  

 

［正题名］蒙古概況與内蒙自治運動 

［第一责任人］方范九著 

［出版者］新文丰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 7 月[1986] 

［主题词］地方史/蒙古 

［主题词］蒙古族/历史/内蒙古 

［知识责任］方范九 著 

  

 

［正题名］往事今談 

［副题名］六十年來中國的災難 

［第一责任人］袁应麟著 

［出版者］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8 月[2000]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31-1989 

［知识责任］袁应麟 著 

  

 

［正题名］臺灣農業的過去與現在 

［第一责任人］邱家文编著 

［出版者］渤海堂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7 年 8 月[1988] 

［主题词］农业经济史/台湾 

［知识责任］邱家文 编著 

  

 

［正题名］公衆與論與北洋外交 



［副题名］以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為中心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应俊豪著 

［出版者］政治大学历史系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7 月[2001] 

［丛编题名］政治大学史学丛书 cgrs225h8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 

［主题词］巴黎和会/研究 

［知识责任］应俊豪 著 

  

 

［正题名］清季東北移民實邊政策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林士铉著 

［出版者］政治大学历史系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8 月[2001] 

［丛编题名］政治大学史学丛书 cgrs225h7 

［主题词］移民/历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林士铉 著 

  

 

［正题名］總體環境與中小企業之發展 

［第一责任人］李宗哲，陈幸美，张顺教合著 

［译者］中华经济研究员经济部主编 

［出版者］渤海堂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8 月[1993]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中小企业之发展 cgrs225h 一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工业企业/发展/历史/台湾 

［知识责任］李宗哲 著 

［知识责任］陈幸美 著 

［知识责任］张顺教 著 

  

 

［正题名］中小企業之財務管理 

［第一责任人］李宗哲，何憲章著 

［译者］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部主编 

［出版者］渤海堂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8 月[1993]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中小企业之发展 cgrs225h 二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工业企业管理/财务管理/台湾 

［知识责任］李宗哲 著 

［知识责任］何宪章 著 

  

 



［正题名］中小企業融資及市場行銷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楊雅惠等著 

［译者］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部主编 

［出版者］渤海堂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8 月[1993]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中小企业之发展 cgrs225h 三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工业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台湾 

［知识责任］杨雅惠 著 

  

 

［正题名］中小企業的困境與因應及其開發工業用地的關聯性 

［第一责任人］鄭欽龍等著 

［译者］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部主编 

［出版者］渤海堂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8 月[1993]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中小企业之发展 cgrs225h 四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郑钦龙 著 

［知识责任］陈一萍 著 

［知识责任］吴惠林 著 

［知识责任］周添城 著 

  

 

［正题名］中小企業的產業結構面、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源 

［第一责任人］劉邦典等著 

［译者］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部主编 

［出版者］渤海堂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8 月[1993]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中小企业之发展 cgrs225h 五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刘邦典 著 

［知识责任］孙盈哲 著 

［知识责任］周佩萱 著 

  

 

［正题名］中小企業紡織、塑膠及其他類產業發展實例研究 

［第一责任人］戴肇洋等著 

［译者］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部主编 

［出版者］渤海堂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8 月[1993]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中小企业之发展 cgrs225h 六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戴肇洋 著 



［知识责任］林唐裕 著 

［知识责任］任克敏 著 

  

 

［正题名］中國灶君神禡 

［第一责任人］薄松年编著 

［出版者］渤海堂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10 月[1993] 

［主题词］风俗习惯/灶神/中国 

［知识责任］薄松年 编著 

  

 

［正题名］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沈志华执行总主编 

［译者］姚海本卷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历史档案/档案资料/汇编/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沈志华 执行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姚海 本卷主编 

  

 

［正题名］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书目卷册］第 2 卷 

［第一责任人］沈志华执行总主编 

［译者］姚海本卷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历史档案/档案资料/汇编/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沈志华 执行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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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十年内战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西安事变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西安事变（1936）/史料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抗日战争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抗日战争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日伪政权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汪伪政府（1938）/史料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全面内战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全面内战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全面内战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政府·政党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政党/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国民政府/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特工组织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情报机构/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特工组织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情报机构/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军事机构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军队组织机构/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军事机构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军队组织机构/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军事派系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军阀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军事派系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主题词］军阀史/史料/中国/民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军政人物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军政人物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经济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经济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文化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化史/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教育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教育史/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社会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社会史/史料/中国 

［主题词］传教事业/史料/中国 

［主题词］华侨/史料/近代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 

  

 

［正题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丛书］目录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史资料/中国/目录 

  

 

［正题名］西北 发史料选辑 

［副题名］1930-1947 

［第一责任人］董兆祥…[等]编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主题词］地区 发/西北地区/1930-1947/史料 

［知识责任］董兆祥 编 

［知识责任］满达人 编 



［知识责任］魏世恩 编 

［知识责任］郭志仪 编 

  

 

［正题名］语美画刊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据天津图书馆独家收藏的刊行于 1936.9.9.-1937.7.21（共 45 期）在天津出

版的小型精美画刊的精装合订本复制。 

［主题词］文化/史料/天津/图集 

［主题词］社会/史料/天津/图集 

［主题词］新闻/史料/天津/图集 

  

 

［正题名］清代军政资料选粹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分馆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兵法/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军政资料选粹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分馆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兵法/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军政资料选粹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分馆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兵法/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军政资料选粹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分馆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兵法/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军政资料选粹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分馆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兵法/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军政资料选粹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分馆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兵法/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军政资料选粹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分馆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兵法/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军政资料选粹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分馆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兵法/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军政资料选粹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分馆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兵法/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代军政资料选粹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国家图书馆分馆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兵法/中国/清代 

  

 

［正题名］稿本淸代人物史料三編/外一種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編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是《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第一编·皇清纪年五表》（一），包括第一编

编辑说明和收录多名人物资料（其中大部分为清代官员，还有少量名流及乡闾族人，包括生

辰、科第、恩遇、著述及卒年等资料）。 

［主题词］人物/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人物/诞辰/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彭寿 编 

  

 

［正题名］稿本淸代人物史料三編/外一種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編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是《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第一编·皇清纪年五表》（二），收录多名人

物资料（其中大部分为清代官员，还有少量名流及乡闾族人，包括生辰、科第、恩遇、著述

及卒年等资料）。 

［主题词］人物/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人物/诞辰/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彭寿 编 

  

 

［正题名］稿本淸代人物史料三編/外一種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編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是《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第一编·皇清纪年五表》（三），收录多名人

物资料（其中大部分为清代官员，还有少量名流及乡闾族人，包括生辰、科第、恩遇、著述

及卒年等资料）。 

［主题词］人物/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人物/诞辰/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彭寿 编 

  

 

［正题名］稿本淸代人物史料三編/外一種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編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人物/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人物/诞辰/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彭寿 编 

  

 

［正题名］稿本淸代人物史料三編/外一種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編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是《稿本清代人物史料·第二编·皇清人物通检》（二），它是一部配合《皇

清纪年五表》使用的带有检索和目录性的书，他按姓氏顺序排列，可按不同栏目的内容进行

查询。 

［主题词］人物/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人物/诞辰/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彭寿 编 

  

 

［正题名］稿本淸代人物史料三編/外一種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編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是《稿本清代人物史料·第二编·皇清人物通检》（三），它是一部配合《皇

清纪年五表》使用的带有检索和目录性的书，他按姓氏顺序排列，可按不同栏目的内容进行

查询。 

［主题词］人物/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人物/诞辰/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彭寿 编 

  

 

［正题名］稿本淸代人物史料三編/外一種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編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是《稿本清代人物史料·第三编·皇清人物考略》（一），包括第三编编辑

说明、第三编总索引。它是一部介绍清代人物的专著，收录的近万人中大多是清代历史上比

较有影响的人物。 

［主题词］人物/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人物/诞辰/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彭寿 编 

  

 

［正题名］稿本淸代人物史料三編/外一種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編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是《稿本清代人物史料·第三编·皇清人物考略》（二），它是一部介绍清

代人物的专著，收录的近万人中大多是清代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人物。 

［主题词］人物/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人物/诞辰/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彭寿 编 

  

 

［正题名］稿本淸代人物史料三編/外一種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編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是《稿本清代人物史料·第三编·皇清人物考略》（三），它是一部介绍清

代人物的专著，收录的近万人中大多是清代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人物。 

［主题词］人物/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人物/诞辰/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彭寿 编 

  

 

［正题名］稿本淸代人物史料三編/外一種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編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是《稿本清代人物史料·第三编·皇清人物考略》（四），它是一部介绍清

代人物的专著，收录的近万人中大多是清代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书后附有外一种《古

今人生日考》。 

［主题词］人物/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人物/诞辰/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朱彭寿 编 

  



 

［正题名］中国老字号 

［书目卷册］壹 

［丛书］目录卷 

［第一责任人］孔令仁，李德征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工商企业/历史/目录/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孔令仁 主编 

［知识责任］李德征 主编 

  

 

［正题名］中国老字号 

［书目卷册］貮 

［丛书］工业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孔令仁，李德征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工业企业/历史/概况/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孔令仁 主编 

［知识责任］李德征 主编 

  

 

［正题名］中国老字号 

［书目卷册］叁 

［丛书］工业卷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孔令仁，李德征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工业企业/历史/概况/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孔令仁 主编 

［知识责任］李德征 主编 

  

 

［正题名］中国老字号 

［书目卷册］肆 

［丛书］工业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孔令仁，李德征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工业企业/历史/概况/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孔令仁 主编 

［知识责任］李德征 主编 

  

 

［正题名］中国老字号 

［书目卷册］伍 

［丛书］商业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孔令仁，李德征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商业经济/历史/概况/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孔令仁 主编 

［知识责任］李德征 主编 

  

 

［正题名］中国老字号 

［书目卷册］陆 

［丛书］商业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孔令仁，李德征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商业经济/历史/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F721 

［知识责任］孔令仁 主编 

［知识责任］李德征 主编 

  

 

［正题名］中国老字号 

［书目卷册］柒 

［丛书］饮食服务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孔令仁，李德征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饮食业/历史/概况/中国 

［主题词］服务业/历史/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孔令仁 主编 

［知识责任］李德征 主编 

  

 

［正题名］中国老字号 

［书目卷册］捌 



［丛书］饮食服务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孔令仁，李德征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饮食业/历史/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服务业/历史/概况/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孔令仁 主编 

［知识责任］李德征 主编 

  

 

［正题名］中国老字号 

［书目卷册］玖 

［丛书］药业卷 

［第一责任人］孔令仁，李德征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制药工业/历史/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药品/经营/历史/概况/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孔令仁 主编 

［知识责任］李德征 主编 

  

 

［正题名］中国老字号 

［书目卷册］拾 

［丛书］文化金融交通卷 

［第一责任人］孔令仁，李德征主编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文化事业/文化机构/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金融机构/历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交通运输业/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孔令仁 主编 

［知识责任］李德征 主编 

  

 

［正题名］北京老宅门 

［第一责任人］王彬，徐秀珊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建筑艺术/门/北京市/摄影集 

［知识责任］王彬 著 

［知识责任］徐秀珊 著 

  



 

［正题名］江西省志 

［丛书］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志 

［第一责任人］《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建筑材料工业/概况/江西省 

  

 

［正题名］飘逝的岁月 

［副题名］中国社会史 

［并列题名］Old Long Days: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第一责任人］曹文柱，赵世瑜，李少兵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天地玄黄 cgrs225f 朱杰人总策划 

［附注内容］本书有重点地勾画从史前到 1949 年以前的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其中又以社

会变迁、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这三个方面为叙述的主要内容。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曹文柱 著 

［知识责任］赵世瑜 著 

［知识责任］李少兵 著 

  

 

［正题名］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 

［副题名］增补本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杨廷福，杨同甫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人物/姓名/中国/清代/索引 

［知识责任］杨廷福 编 

［知识责任］杨同甫 编 

  

 

［正题名］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 

［副题名］增补本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杨廷福，杨同甫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人物/姓名/索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杨廷福 编 

［知识责任］杨同甫 编 



  

 

［正题名］中国思想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第一责任人］葛兆光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葛兆光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 

［丛书］应用新闻学卷 

［第一责任人］戴元光，童兵，金冠军主编 

［译者］单波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在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中国

新闻业的发展背景中呈现了 20 世纪中国新闻观念发展的历史图景。 

［主题词］新闻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戴元光 主编 

［知识责任］童兵 主编 

［知识责任］金冠军 主编 

［次知识责任］单波 著 

  

 

［正题名］莱布尼茨与中国 

［副题名］《中国近事》发表 3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李文潮，[德]H·波塞尔编 

［译者］李文潮等译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文集取自1997年在柏林召 的关于研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97年发表《中

国近事》一书的国际会议。分别对莱布尼茨与在华传教士的关系，莱布尼茨对中国社会和中

西文化交流—如对《易经》和儒家思想的看法，以及《中国近事》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中外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文集 

［知识责任］李文潮 编 

［知识责任］波塞尔 编 

［次知识责任］李文潮 译 

  

 

［正题名］点评毛泽东 

［副题名］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萧延中主编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外学术界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论文集，主要侧重于政治理论的

分析，同时也包括经济、哲学、军事等多种学科。本册为第一卷：在历史的天平上，包括总

目录；第一章：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理论的渊源；第一章：毛泽东的比较研究。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萧延中 主编 

  

 

［正题名］点评毛泽东 

［副题名］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萧延中主编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外学术界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论文集，主要侧重于政治理论的

分析，同时也包括经济、哲学、军事等多种学科。本册为第二卷：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包括第三章：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的宏观透视；第四章：毛泽东政治权威的起源、依据和功

能；第五章：毛泽东个人及社会的心理分析；第六章：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萧延中 主编 

  

 

［正题名］点评毛泽东 

［副题名］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萧延中主编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外学术界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论文集，主要侧重于政治理论的

分析，同时也包括经济、哲学、军事等多种学科。本册为第三卷：思想的永生。包括第七章、

第八章：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综合分析（上、下）。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萧延中 主编 

  

 

［正题名］点评毛泽东 

［副题名］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萧延中主编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外学术界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论文集，主要侧重于政治理论的

分析，同时也包括经济、哲学、军事等多种学科。本册为第四卷：“传说”的传说。包括第

九章：研究的回顾、评价与展望；第十章：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论战；附录：1)本书

部分作者简介；2)毛泽东研究部分英文论著目录索引；3)战后日本毛泽东研究的主要论著目

录索引；4)国外毛泽东研究观点简介；5)Note On the Foreign Sources Used in the Books。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萧延中 主编 

  

 

［正题名］消逝的上海老建筑 

［第一责任人］娄承浩，薛顺生编著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上海老建筑丛书 

［附注内容］历史建筑是上海历史的一部分。本书追忆在上海历史上曾经建造过的、后来由

于各种原因而消失的建筑，同时也收入部分拆除虽存在但已面目全非的建筑及因城市发展需

要拆除的现代建筑。 

［主题词］建筑史/图集/上海市 

［知识责任］娄承浩 编著 

［知识责任］薛顺生 编著 

  

 

［正题名］王世襄 

［副题名］找一片自己的天地 

［第一责任人］李辉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cgrs225h2cgrs225f 李辉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片的形式介绍了王世襄的一生，包括从出生到中学、大学，到受命奔

赴日本，负责领取并运回日本侵占香港后劫往日本的一百多箱善本书，还曾任命为故宫博物

院古物馆科长等。 

［知识责任］李辉 著 

  

 

［正题名］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运熙，顾易生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复旦博学 文学史系列 

［附注内容］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

清代中期、近代七编，说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对于历代比较重要的批评家及其

论著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主题词］文学批评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王运熙 主编 

［知识责任］顾易生 主编 

  

 

［正题名］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运熙，顾易生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复旦博学 文学史系列 

［附注内容］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

清代中期、近代七编，说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对于历代比较重要的批评家及其

论著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主题词］文学批评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王运熙 主编 

［知识责任］顾易生 主编 

  

 

［正题名］创造奇葩 

［副题名］陶行知的弟子们 

［第一责任人］周毅，金成林编著 

［出版者］四川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分 6 篇：“东南大学篇”、“晓庄篇”、“工学团篇”、“育才篇”、“社会大学

篇”和“父子师生篇”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毅 编著 

［知识责任］金成林 编著 

  

 

［正题名］周恩来和邓颖超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正题名］中國古代車輿馬具 

［第一责任人］劉永華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车的起源、先秦时代的独 zhou[车舟]车、秦汉车制革新与双辕

车的类型和用途、隋唐以降的马具与马饰等。 

［主题词］古代交通工具/研究/中国 



［主题词］车马器/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永华 著 

  

 

［正题名］新国学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项楚主编] 

［译者］四川大学中文系《新国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巴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项楚 主编 

  

 

［正题名］文學興國策 

［第一责任人］（日）森有礼编 

［译者］（美）林乐知，任廷旭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近代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由日本森有礼（1847-1889）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与光绪

进士任廷旭合译。1896 年本书曾作为上海广学会编译出版的关于甲午战争的文献资料集《中

东战纪本末》的附录面世。此次标点整理所依据的底本为该书的初印本。 

［附注内容］作者通过多年对欧美诸国的考察，认为富国强兵除了实行改革 放外，必须注

重国民教育。因此，他在使美期间曾向美国政界、学界发函咨询教育强国之道。本书即将复

函加上作者在美国教育部（旧译文学部）抄录的资料编辑而成。本书对日本综合国力的增强

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中译本出版后，对晚清维新思想的酝酿和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也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 

［主题词］教育思想/美国/近代 

［知识责任］森有礼 编 

［次知识责任］林乐知 译 

［次知识责任］Allen 译 

［次知识责任］任廷旭 译 

  

 

［正题名］翼教叢編 

［第一责任人］（清）苏舆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近代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刊行，凡六卷。是湖南守旧派代表人物王

先谦的得意门生苏舆，将当时反对维新的文章、言论汇集而成。主要辑录了朱一新的《答康

有为五书》、安维峻的《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张之洞的《劝学篇》等。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 



［知识责任］苏舆 编 

  

 

［正题名］泰西新史揽要 

［第一责任人］（英）麦肯齐著 

［译者］（英）李提摩太，蔡尔康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近代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十九世纪史》（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89 年伦敦首版。

译文摘要初名《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于 1894 年连载在《万国公报》上。次年又由广学会

出单行全本，共八册，二十四卷。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 19 世纪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对列国沿革、互相争战、

政体演变、科技发明、著名人物、物产人口、风俗习惯等均有涉及。 

［知识责任］麦肯齐 著 

［知识责任］Mackenzie 著 

［次知识责任］李提摩太 译 

［次知识责任］Richard 译 

［次知识责任］蔡尔康 译 

  

 

［正题名］瀛寰誌略 

［第一责任人］（清）徐继畲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近代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是学术著作，叙述全面 、系统。初刻本（即“戊申本”）于 1848 年在福

州问世，因签定《南京条约》，朝野上下忌讳论及西方，流传和影响有限。但日本却很重视，

1861 年即翻刻了此书。洋务运动兴起后，本书的重要性逐渐显现，总理衙门与于 1866 年予

以重印，并作为同文馆教科书。后一直是国人了解世界的重要读物。 

［附注内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19 世纪 40 年代，随着中外商务交往的日益频繁，一些思想比较 放的中国人

不为“天朝大国”的传统观念所囿， 眼看世界，并撰写了一些介绍西方风土人情的著作。 

［主题词］历史地理/世界 

［知识责任］徐继畲 著 

  

 

［正题名］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 

［第一责任人］（美）I.T.赫德兰著 

［译者］吴自选，李欣译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慈禧的早年生活、慈禧和她的宫廷画师、慈禧太后与外国公使夫人、

慈禧身边的女人们、一个晚清贵妇的葬礼等内容。 



［主题词］宫廷/中国/清后期/史料 

［知识责任］赫德兰 著 

［次知识责任］吴自选 译 

［次知识责任］李欣 译 

  

 

［正题名］书目答问补正 

［第一责任人］（清）张之洞撰 

［译者］范希曾补正 

［译者］徐鹏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蓬莱阁丛书 

［附注内容］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目录，范希曾的《补正》丰

富了原有的内容，本书是对《补正》的学习指导。 

［主题词］古籍/图书目录/中国 

［知识责任］张之洞 撰 

［次知识责任］范希曾 补正 

［次知识责任］徐鹏 导读 

  

 

［正题名］汪辟疆说近代诗 

［第一责任人］汪辟疆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近代诗派与地域、近代诗人小传稿、光绪诗坛点将录、光绪以来诗坛

旁记等内容。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汪辟疆 撰 

  

 

［正题名］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第一责任人］牟宗三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牟宗三学术论著集 中国哲学史论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对宋明儒学理学进行了研究，内容包括：象山之“心即理”，象山与朱子

之争辩，王学之分化与发展，《致知议辩》疏解，两峰、师泉与王塘南，刘蕺山的慎独之学。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宋代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牟宗三 著 

  

 



［正题名］萧红全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萧红著 

［出版者］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知识责任］萧红 著 

  

 

［正题名］萧红全集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萧红著 

［出版者］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知识责任］萧红 著 

  

 

［正题名］萧红全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萧红著 

［出版者］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知识责任］萧红 著 

  

 

［正题名］徐梵澄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希腊古典重温”、“谈‘书’”、“略说‘杂文’和《野草》”、“跋旧作

版画”、“梵文研究在欧西”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徐梵澄 著 

  

 

［正题名］中国官制史 

［第一责任人］韦庆远，柏桦编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管制的形成和发展；王权和皇权制度；中枢辅佐机构；

中央政务机构和主要职官；司法和监察机构等。 

［主题词］官制/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韦庆远 著 

［知识责任］柏桦 著 



  

 

［正题名］读书札记三集 

［第一责任人］陈寅恪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陈寅恪集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高僧传初集之部”、“高僧传二集之部”、“高僧传三集之部”、

“高僧传笺证稿本”等。 

［主题词］僧侣/列传/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寅恪 著 

［次知识责任］陈美延 编 

  

 

［正题名］青岛近现代史 

［第一责任人］陆安著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9 章，内容包括：1.德国对青岛的占领与统治，2.日本第一次侵占青

岛，3.北洋军阀的统治，4.国民政府前期的统治，5.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6.国民政府后期的

统治，7.夹缝中的民族工商业，8.近代青岛文化概述，9.辉煌的新青岛等。 

［知识责任］陆安 著 

  

 

［正题名］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郭汝瑰，黄玉章主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和平

津作战；华北作战；华东战局；武汉会战及广州失陷等。 

［主题词］军事史/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民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国民党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郭汝瑰 主编 

［知识责任］黄玉章 主编 

  

 

［正题名］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郭汝瑰，黄玉章主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武汉会战及广州失陷；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的中国抗战；走向 后的胜利等。 

［主题词］军事史/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民国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国民党 

［主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战役战斗/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郭汝瑰 主编 

［知识责任］黄玉章 主编 

  

 

［正题名］鲁艺人 

［副题名］红色艺术家们 

［第一责任人］黄仁柯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描述了艾青、丁玲、贺绿汀、胡风、江丰、冯雪峰、莫朴等从延安“鲁艺”

走来的红色艺术家们的经历。 

［主题词］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仁柯 著 

  

 

［正题名］商文明 

［第一责任人］张光直著 

［译者］张良仁，岳红彬，丁晓雷译 

［译者］陈星灿校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张光直学术作品集 

［附注内容］本书原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安阳之外的

商文明；商与古代世界。 

［主题词］文化史/商代 

［知识责任］张光直 著 

［次知识责任］张良仁 译 

［次知识责任］岳红彬 译 

［次知识责任］丁晓雷 译 

［次知识责任］陈星灿 校 

  

 

［正题名］民族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3 辑（总第 5 辑）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辑收入“唐代前期胡族南下及其分布歌剧”、“元代舶商与海外交通”、“大蒙

古国时期对儒士的政策及其措施”、“从民族历史中吸取精神文明营养”等。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儒家禮治與中國學術 

［副题名］史學與儒、道、釋三教論集 

［第一责任人］郭伟川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周公称王与周初礼治”、“论《史记》的礼治思想”、“汉代礼治的

建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分裂的局面与礼坏的社会”、“论宋代理学之历史本源”等文章。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郭伟川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史 

［第一责任人］谢庆立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试图在“题材”类型意义上梳理出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发展的

线索。通过对不同时期语境的分析，总结这一类型的规律。 

［主题词］通俗文学/小说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言情小说/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谢庆立 著 

  

 

［正题名］曾国藩大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史林，迟云飞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业农世家，艰巨付儿曹；景仰乡贤，跻身士林路；锐意功名，阅经

世文章；天子近臣，日进安民策；生死不 ，文人领山农等 22 卷。 

［知识责任］史林 著 

［知识责任］迟云飞 著 

  

 

［正题名］曾国藩大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史林，迟云飞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业农世家，艰巨付儿曹；景仰乡贤，跻身士林路；锐意功名，阅经

世文章；天子近臣，日进安民策；生死不 ，文人领山农等 22 卷。 

［知识责任］史林 著 



［知识责任］迟云飞 著 

  

 

［正题名］古槐树下的钟声 

［副题名］钱著管窥 

［第一责任人］李洲良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为钱锺书研究，全书共有 7 章，包括：“天降斯人”、“厚积薄发”、

“大吕黄钟”、“于无声处”等。 

［知识责任］李洲良 著 

  

 

［正题名］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四十五辑（总第一四五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正题名］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四十六辑（总第一四六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正题名］英汉军语辞典 

［第一责任人］王启明编著 

［译者］郑道根审校 

［出版者］军事谊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辞典共收录英汉军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科技、外交、贸易、照相、测绘等方

面的词汇和词组 26000 余条。 

［主题词］军事科学/英语/汉语/词典 

［知识责任］王启明 编著 

［次知识责任］郑道根 审校 

  

 

［正题名］一个家族的时空域 

［副题名］对瞿氏宗族的个例分析 

［第一责任人］瞿州莲著 

［出版者］贵州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五溪文化丛书 cgrs225f 罗康隆主编 

［主题词］土家族/家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瞿州莲 著 

  

 

［正题名］金庸 

［副题名］中国历史大势 

［第一责任人］［金庸著］ 

［译者］江堤、杨晖编选 

［出版者］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丛编题名］岳麓书院千年论坛丛书 cgrs225f 朱汉民主编 

［附注内容］金庸是著名的报人、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他封笔数十年之后，转而撰写中

国通史，并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发表题为《中国历史大势》的电视演讲，且回答了现场、电

视及网络观众的提问。本书对这次演讲内容进行了编辑。 

［主题词］侠义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金庸 著 

［次知识责任］江堤 编选 

［次知识责任］杨晖 编选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多边条约集 

［书目卷册］第七集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中外关系/多边条约/1993-1998/汇编 

［主题词］条约/外交/中国/1993-1998/汇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思潮兴衰论 

［第一责任人］尹继佐，周山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学术思想/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尹继佐 主编 

［知识责任］周山 主编 

  

 

［正题名］马达汉（芬兰） 

［第一责任人］王家骥著 

［出版者］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系列丛书 cgrs225f 马大正主编 

［附注内容］马达汉原名 Carl Gustaf Mannerheim。曾于 20 世纪初负间谍使命，以俄属芬兰

贵族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以法国科考队成员的名义，只身从中亚进入我国新疆，后到达甘



肃、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北京等地，历时两年多，行程 14000 公里。他的西域之行

给世人留下大量的旅行日记、考察报告、人文图片和古代文物等有价值的科考资料。 

［知识责任］王家骥 著 

  

 

［正题名］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陈独秀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魏建功序，自序，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

母说，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宋韵表及考释等。 

［主题词］汉语/音韵学/文集 

［知识责任］陈独秀 著 

  

 

［正题名］宋代刑法史 

［第一责任人］周密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研究《宋刑统》的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兼论宋代的其他刑事法规；

同时还介绍了与宋同时期的辽、金和西夏的刑法制度等。 

［主题词］刑法/法制史/中国/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周密 著 

  

 

［正题名］元代西藏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意）伯戴克著 

［译者］张云译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cgrs225f 余太山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罗马东方丛书”第 65 种 1990 年第一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元朝-萨迦合作关系的建立、制度结构、元朝-萨迦统治的稳定

时期、萨迦政权哀落与崩溃等内容。 

［主题词］地方史/西藏/研究/元代 

［知识责任］伯戴克 著 

［知识责任］Petech 著 

［次知识责任］张云 译 

  

 

［正题名］晚清纪事 

［副题名］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手记 

［书目卷册］1886-1904 

［并列题名］Le Mandrin Blanc 



［副题名］Souvenirs d'un consul en Extreme-Orient 

［第一责任人］（法）奥古斯特·弗朗索瓦（方苏雅）著 

［译者］罗顺江，胡宗容译 

［出版者］云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西方学者云南探险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奥古斯特·弗朗索瓦（方苏雅）于 1886～1904 年就任法国驻广西龙

州及云南昆明总领事，在此之前又在法国当时的殖民地越南东京（河内）等地任外交官员，

对当时的中国晚清社会有一定的了解。作者在此书中描述了他在上述几地的一些所见所闻以

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主题词］社会/史料/中国/西南地区/1886-1904 

［知识责任］弗朗索瓦 著 

［知识责任］Francois 著 

［次知识责任］罗顺江 译 

［次知识责任］胡宗荣 译 

  

 

［正题名］天文西学东渐集 

［第一责任人］江晓原，钮卫星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天文学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江晓原 著 

［知识责任］钮卫星 著 

  

 

［正题名］回忆父亲陈毅 

［副题名］纪念陈毅同志百年诞辰 

［第一责任人］陈昊苏…[等]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文字平白无华、质朴感人，通过诸多事件，体现着陈毅同志对家事国事天

下事的赤诚肝胆，也直接反映着他为人父为人夫的情感脉络。 

［知识责任］陈昊苏 著 

［知识责任］陈丹淮 著 

［知识责任］陈小鲁 著 

［知识责任］陈珊珊 著 

  

 

［正题名］问思集 

［第一责任人］钱伯城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所首杂著为作者 1996 年至 2000 年间的作品，包括“都市旧闻”、“韶山行”、



“汉城采风”、“也谈韩文疑点”、“翻译家郑超麟”等。 

［主题词］散文/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钱伯城 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林 

［第一责任人］林伟功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林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林伟功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郑 

［第一责任人］王大良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郑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大良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萧 

［第一责任人］杨师群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萧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杨师群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陈 

［第一责任人］杜婉言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陈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杜婉言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张 

［第一责任人］张海瀛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张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张海瀛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史 

［第一责任人］史美珩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史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史美珩 编著 

  



 

［正题名］丘逢甲集 

［第一责任人］[（清）丘逢甲著] 

［译者］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 

［出版者］岳麓书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两部分，上编收诗，下编收文，汇录了迄今已发现的丘逢甲的全部诗文

作品，包括丘氏少年时代习作六十八首，台湾竹枝词四十首等。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丘逢甲 著 

  

 

［正题名］民国初期民法的近代化 

［副题名］以固有法与继受法的整合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张生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民国初期民法近代化的社会动力与制约因素，民法近代化的退与进，

大理院对固有民法与继爱民法的初步整合，固有民法与继爱民法初步整合的制度形态等内

容。 

［主题词］民法/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生 著 

  

 

［正题名］北京名人故居 

［第一责任人］冯小川主编 

［译者］《北京名人故居》编委会编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华名人故居系列丛书 

［主题词］历史人物/故居/简介/北京市 

［知识责任］冯小川 主编 

  

 

［正题名］英汉军事缩略语词典 

［并列题名］Abbreviations of Military Terminology, English-Chinese 

［第一责任人］李思哲编著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词典收集了军事方面的缩略语约 27000 余条，内容涉及作战样式、武器装备、

军事术语及相关技术和机构组织等。 

［主题词］军事科学/缩略语/英语/汉语/词典 

［知识责任］李思哲 编著 

  



 

［正题名］20 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 

［副题名］萨特与阿隆 

［第一责任人］（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著 

［译者］陈伟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知识分子译丛 cgrs225f 周宪，许钧主编 

［附注内容］萨特（Sartre, Jean-Paul）与阿隆（Aron, Raymond）是 20 世纪法国的两位著名

知识分子，两人曾是形影不离的“小朋友”，但在 20 世纪的复杂历史中，他们渐渐分道扬镳，

走向对立甚至敌对，并在历史舞台上各领风骚。本书作者是法国里尔第三大学的一位潜心研

究法国知识分子及其政治生活的资深学者，他注重挖掘历史片断而不多加评价和褒贬，因而

读者定能从清晰的历史脉络中读懂他们两人之间一波三折的故事。 

［主题词］哲学家/人物研究/法国/现代 

［知识责任］西里奈利 著 

［知识责任］Sirinelli 著 

［次知识责任］陈伟 译 

  

 

［正题名］百年沧桑 

［副题名］王芸生与《大公报》 

［第一责任人］王芝琛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学灯文丛 cgrs225f 丁东，扬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有关大公报的讨论文章 40 篇，并根据其内容分为“评论篇”、“人

物篇”、“事件篇”、“花絮篇”四部分。 

［知识责任］王芝琛 著 

  

 

［正题名］蒋介石研究 

［副题名］解读蒋介石的政治理念 

［第一责任人］庹平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大致按蒋介石言论的类别，主要从伦理观、民众观、民族观和政治观四个

方面对蒋介石的言论进行了研究。 

［知识责任］庹平 著 

  

 

［正题名］皇帝与流氓 

［副题名］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痼疾 

［第一责任人］刘鹤守，尉天纵，樊百华编 

［出版者］太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文化热点争鸣书系 cgrs225f 田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从“何谓国富民强”、“信口 河二月河”、“一根辫子有多长”、“皇帝制度

的历史”等文章中，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幕。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鹤守 编 

［知识责任］尉天纵 编 

［知识责任］樊百华 编 

  

 

［正题名］文明的呼唤 

［副题名］蔡元培文选 

［第一责任人］[蔡元培著] 

［译者］聂振斌选注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蔡元培的 50 多篇文章，集中全面地反映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科学

民主思想、美学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 

［知识责任］蔡元培 著 

［次知识责任］聂振斌 选注 

  

 

［正题名］大清公使曾纪泽 

［第一责任人］辛越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曾纪泽/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辛越 著 

  

 

［正题名］伪府群奸 

［副题名］汪精卫幕府 

［第一责任人］钱进，韩文宁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近代名人幕府丛书 

［知识责任］钱进 著 

［知识责任］韩文宁 著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 

  

 

［正题名］橘瑞超（日本） 

［第一责任人］乔玉著 

［出版者］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系列丛书 cgrs225f 马大正主编 

［附注内容］橘瑞超是 20 世纪初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世法主大谷光瑞的由僧侣

组成的西域探险队成员，曾于 1908、1910 年两次到我国的新疆等地，打着研究佛教源流的

旗号，对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行了肆意的掠夺。橘瑞超的行踪在近代西域探险史中有着令

人瞩目的位置。本书通过“法主的雄心”、“后来居上”、“九死一生”、“大漠无语”四章内容

介绍了日本探险家橘瑞超的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乔玉 著 

  

 

［正题名］斯文·赫定（瑞典） 

［第一责任人］李军，邓淼著 

［出版者］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系列丛书 cgrs225f 马大正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探险家的人生初年”、“亚细亚的召唤”、“第一次新疆、西藏探险”、

“第二次新疆、西藏的探险”、“重返世界屋脊”、“西北科学科学考查团”等篇章介绍了瑞典

探险家斯文·赫定的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李军 著 

［知识责任］邓淼 著 

  

 

［正题名］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 

［第一责任人］张大明编著 

［出版者］四川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新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象征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历程、唯美

主义在中国的枝枝叶叶、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中国等。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文学/思潮/西方国家/影响/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大明 编著 

  

 

［正题名］夏丐尊传 

［第一责任人］夏弘宁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夏弘宁 著 

  

 

［正题名］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魏华龄，左超英主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文化史/桂林市/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抗日战争（1937-1945）/桂林市/文集 

［知识责任］魏华龄 主编 

［知识责任］左超英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礼仪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志刚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礼制沿革和历代礼典概况、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礼与

中国文明演化的若干特点等内容。 

［主题词］礼仪/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志刚 著 

  

 

［正题名］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思潮 

［第一责任人］栗洪武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以 1840 年至 1949 年这段历史为背景、运用教育史学与文化史学的研究原

理和方法，记述了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从中揭示了中国近代每一次教育思潮的兴

起与西学东渐的必然联系；同时还阐述了在中国近代历史社会大变革中伴随着思想、文化的

启蒙而兴起的教育思潮。 

［主题词］教育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栗洪武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名誉主编 

［丛书］近代文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裴效维本卷主编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20 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曲折历程，近代文学史的断代与



分期研究，近代文学思潮研究，近代词研究，近代戏曲研究等。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季羡林 名誉主编 

［知识责任］裴效维 本卷主编 

  

 

［正题名］皇朝典故纪闻 

［第一责任人］向斯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中国皇宫精品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展示了历朝皇宫中发生过的娱乐生活、生平故事、典故趣闻；许多典

故、成语，都能在本书中找到出处。 

［主题词］宫廷/中国/古代/旧闻（史料） 

［知识责任］向斯 著 

  

 

［正题名］白俄中国大逃亡纪实 

［第一责任人］王俊彦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十月革命”的红色恐怖使 250 万白俄洪水般冲出苏俄逃往世界各地。其中百

万白俄从我国新疆、东北溃散南北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方面对我国都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书即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 

［主题词］俄国人/难民/中国/1917-1945 

［主题词］侨民问题/俄罗斯/1917-1945 

［知识责任］王俊彦 著 

  

 

［正题名］宋美龄大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佟静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民国人物大系 

［附注内容］宋美龄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曾经有几十年影响的风云人物，时至今日，尽管年过

104 岁高龄的宋美龄已是个褪了色的“政治人物”，但是有关她的私人交往、长寿、养生等

方方面面，依然是海峡两岸许多人士关注的话题。本书作者尽可能把宋美龄的一生呈现在读

者面前。 

［知识责任］佟静 著 

  

 

［正题名］宋美龄大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佟静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民国人物大系 

［附注内容］宋美龄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曾经有几十年影响的风云人物，时至今日，尽管年过

104 岁高龄的宋美龄已是个褪了色的“政治人物”，但是有关她的私人交往、长寿、养生等

方方面面，依然是海峡两岸许多人士关注的话题。本书作者尽可能把宋美龄的一生呈现在读

者面前。 

［知识责任］佟静 著 

  

 

［正题名］冰心全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卓如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真实地描述冰心以及她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反映冰心的思想、感情、

品格。重点放在她的充满创造性的漫长的创作历程中，表现了她生命中真、善、美的光彩。 

［知识责任］卓如 著 

  

 

［正题名］冰心全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卓如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真实地描述冰心以及她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反映冰心的思想、感情、

品格。重点放在她的充满创造性的漫长的创作历程中，表现了她生命中真、善、美的光彩。 

［知识责任］卓如 著 

  

 

［正题名］新民时代 

［副题名］梁启超文选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译者］侯宜杰选注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梁启超著作的精华部分，每篇文章均有题解和注释，并对梁启超的政

治思想及其发展，对他多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探讨。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次知识责任］侯宜杰 选注 

  

 



［正题名］东亚文化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张立文主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东亚哲学与 21 世纪，和合学专论，东亚学人，中国文化研究，韩国文

化研究等专栏，收录了论 21 世纪东亚文化发展的基础性理念，儒学的宗教化与现代化等文

章。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东亚/文集 

［主题词］东方哲学/研究/东亚/文集 

［知识责任］张立文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 

［第一责任人］姚红主编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逐条作了释解，这样既便于各界人士详尽

知悉著作权法的全部内容，又便于他们有选择、有重点地掌握和运用有关条文。 

［主题词］著作权法/法律解释/中国/教材 

［知识责任］姚红 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学恂主编 

［丛书］近代分卷 

［第一责任人］田正平分卷主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卷研究与论述了近代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全书

以论统史，寓论于史，逻辑严密，分析适度，观点鲜明，论述简洁，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近

代教育发展演变的基本特点与发展水平。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学恂 主编 

［知识责任］田正平 分卷主编 

  

 

［正题名］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并全面系统整理了自顺治初年至光绪年间与台湾有关的各类档案，对

其中的一部分满文档案进行了翻译。这对于研究清史、台湾史以及当时的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并全面系统整理了自顺治初年至光绪年间与台湾有关的各类档案，对

其中的一部分满文档案进行了翻译。这对于研究清史、台湾史以及当时的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并全面系统整理了自顺治初年至光绪年间与台湾有关的各类档案，对

其中的一部分满文档案进行了翻译。这对于研究清史、台湾史以及当时的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并全面系统整理了自顺治初年至光绪年间与台湾有关的各类档案，对

其中的一部分满文档案进行了翻译。这对于研究清史、台湾史以及当时的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并全面系统整理了自顺治初年至光绪年间与台湾有关的各类档案，对

其中的一部分满文档案进行了翻译。这对于研究清史、台湾史以及当时的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并全面系统整理了自顺治初年至光绪年间与台湾有关的各类档案，对

其中的一部分满文档案进行了翻译。这对于研究清史、台湾史以及当时的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并全面系统整理了自顺治初年至光绪年间与台湾有关的各类档案，对

其中的一部分满文档案进行了翻译。这对于研究清史、台湾史以及当时的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并全面系统整理了自顺治初年至光绪年间与台湾有关的各类档案，对

其中的一部分满文档案进行了翻译。这对于研究清史、台湾史以及当时的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并全面系统整理了自顺治初年至光绪年间与台湾有关的各类档案，对

其中的一部分满文档案进行了翻译。这对于研究清史、台湾史以及当时的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并全面系统整理了自顺治初年至光绪年间与台湾有关的各类档案，对

其中的一部分满文档案进行了翻译。这对于研究清史、台湾史以及当时的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1 

［丛书］顺治三年～顺治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2 

［丛书］顺治十三年～康熙元年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3 

［丛书］康熙二年～康熙二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4 



［丛书］康熙二十二年～雍正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5 

［丛书］乾隆元年～乾隆四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6 

［丛书］乾隆四十九年～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7 

［丛书］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四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十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8 

［丛书］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9 

［丛书］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三日～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10 

［丛书］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三日～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11 

［丛书］嘉庆元年～道光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12 

［丛书］道光十三年～同治五年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台湾史料辑 

［书目卷册］13 

［丛书］同治六年～光绪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7 

［知识责任］北京市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 编 

  

 



［正题名］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 

［书目卷册］1 

［丛书］顺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第一责任人］黎青主编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行会/组织/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黎青 主编 

  

 

［正题名］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 

［书目卷册］2 

［丛书］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第一责任人］黎青主编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行会/组织/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黎青 主编 

  

 

［正题名］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 

［书目卷册］3 

［丛书］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四日～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一责任人］黎青主编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行会/组织/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黎青 主编 

  

 

［正题名］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 

［书目卷册］4 

［丛书］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 

［第一责任人］黎青主编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行会/组织/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黎青 主编 

  

 

［正题名］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 

［书目卷册］5 

［丛书］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初六日～嘉庆二年六月十六日 

［第一责任人］黎青主编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行会/组织/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黎青 主编 

  

 

［正题名］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 

［书目卷册］6 

［丛书］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嘉庆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一责任人］黎青主编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行会/组织/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黎青 主编 

  

 

［正题名］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 

［书目卷册］7 

［丛书］嘉庆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嘉庆十五年正月十二日 

［第一责任人］黎青主编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行会/组织/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黎青 主编 

  

 

［正题名］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 

［书目卷册］8 

［丛书］嘉庆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一责任人］黎青主编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行会/组织/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黎青 主编 

  

 

［正题名］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 

［书目卷册］9 

［丛书］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一责任人］黎青主编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行会/组织/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黎青 主编 



  

 

［正题名］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 

［书目卷册］10 

［丛书］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宣统三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黎青主编 

［出版者］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行会/组织/档案/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黎青 主编 

  

 

［正题名］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商业经济/对外贸易/档案/史料/广东/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对外贸易/档案/史料/香港/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对外贸易/档案/史料/澳门/清代 

［主题词］对外贸易/历史/档案/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广东/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香港/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澳门/清代 

［主题词］对外贸易/历史/档案/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广东/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香港/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澳门/清代 

［主题词］对外贸易/历史/档案/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广东/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香港/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澳门/清代 

［主题词］对外贸易/历史/档案/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广东/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香港/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澳门/清代 

［主题词］对外贸易/历史/档案/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广东/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香港/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澳门/清代 

［主题词］对外贸易/历史/档案/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广东/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香港/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澳门/清代 

［主题词］对外贸易/历史/档案/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广东/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香港/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澳门/清代 

［主题词］对外贸易/历史/档案/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广东/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香港/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澳门/清代 

［主题词］对外贸易/历史/档案/中国/清代 

  

 

［正题名］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广东/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香港/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档案/史料/澳门/清代 

［主题词］对外贸易/历史/档案/中国/清代 

  

 

［正题名］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地方志/比较研究/文集 

  

 

［正题名］天津文化通览 

［第一责任人］郭凤岐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集 



［丛书］天后宫写真 

［第一责任人］董季群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知识责任］董季群 著 

  

 

［正题名］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岐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天津市地方志丛书 

［附注内容］我国近代艺术的先驱李叔同皈依佛门后，释号弘一，精研律学，为重兴南山宗

第十一代祖师。大师是天津的乡贤，历来受到沽上各界的崇敬。本书图文并茂地展现大师的

一生，所搜集的照片和叙述的史实，有海峡两岸和国外新发现的，或是 近期的研究成果，

弥足珍贵。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丛书］旧志点校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郭凤岐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南 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地方志/天津 

［知识责任］来新夏 主编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丛书］旧志点校卷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郭凤岐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南 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地方志/天津 

［知识责任］来新夏 主编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丛书］旧志点校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郭凤岐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南 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地方志/天津 

［知识责任］来新夏 主编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岐总主编 

［丛书］照片志 

［书目卷册］1949-1999 

［第一责任人］郭凤岐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附注内容］本志是反映天津历史与现状的大型图志，包括：关怀篇、解放篇、起步篇、发

展篇、改革篇、区县篇、星光篇、风光篇八篇。 

［主题词］地方志/天津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歧总主编 

［丛书］城乡建设志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乔虹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城市规划”、“工程地质勘察与城市测绘”、“市政工程”、“公

用事业”、“城市园林”、“重点工程”、“市容管理”等。 

［主题词］城市建设/概况/天津市 

［主题词］农业经济/基本建设/概况/天津市 

［知识责任］郭凤歧 总主编 

［知识责任］乔虹 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歧总主编 



［丛书］城乡建设志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乔虹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城市规划”、“工程地质勘察与城市测绘”、“市政工程”、“公

用事业”、“城市园林”、“重点工程”、“市容管理”等。 

［主题词］城乡建设/概况/天津市 

［主题词］农业经济/基本建设/概况/天津市 

［知识责任］郭凤歧 总主编 

［知识责任］乔虹 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岐总主编 

［丛书］科学技术志 

［第一责任人］李树夫本卷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附注内容］《天津通志》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天津的历史和现状，本卷为科学技术志，分科

技队伍与科技机构、科技管理与软科学研究等篇，记述了上限始于 1404 年(明永乐二年)天

津设卫，下限于 1995 年的天津科技事业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情况。 

［主题词］科学技术/概况/天津市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知识责任］李树夫 本卷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岐总主编 

［丛书］港口志 

［第一责任人］杨德英本卷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1 

［附注内容］《天津通志》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天津的历史和现状，本卷为港口志，分港区的

变迁、港口建设、设施与设备等篇，记述了上限始于 1404 年（明永乐二年）天津设卫，下

限于 1990 年的天津港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 

［主题词］港口/交通运输史/天津市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知识责任］杨德英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编著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岐总主编 

［丛书］档案志 

［第一责任人］孙志廉本卷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天津通志》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天津的历史和现状，本卷为档案志，分机构、

档案资源、档案馆业务管理等篇，记述了上限始于 1404 年(明永乐二年)天津设卫，下限于

1990 年的天津档案工作发展的历程。 

［主题词］档案工作/概况/天津市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知识责任］孙志廉 本卷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岐总主编 

［丛书］政协民主党派志 

［第一责任人］杨德英，刘俊臣本卷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天津通志》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天津的历史和现状，本卷为政协民主党派志，

分政协卷、民主党派卷两大部分，记述了上限始于 1404 年(明永乐二年)天津设卫，下限于

1990 年的天津市政协和民主党派走过的历程。 

［主题词］民主党派/简介/天津市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知识责任］杨德英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刘俊臣 本卷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歧总主编 

［丛书］财税志 

［第一责任人］吕延年本卷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4 篇，包括：“财政体制 机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

管理”。 

［主题词］地方财政/经济史/天津市 

［主题词］地方税收/经济史/天津市 

［知识责任］郭凤歧 总主编 



［知识责任］吕延年 本卷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岐总主编 

［丛书］基础教育志 

［第一责任人］李福生卷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天津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教育与校办产业、经费与基建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主题词］基础教育/教育工作/概况/天津市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知识责任］李福生 卷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岐总主编 

［丛书］人事志 

［第一责任人］刘俊臣，张镜本卷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天津通志》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天津的历史和现状，本卷为人事志，分明清官

吏制度和民国时期公务员制度、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天津人事等篇，记述了上限始于 1404 年

（明永乐二年）天津设卫，下限于 1990 年的天津人事管理工作发展的历程。 

［主题词］人事管理/概况/天津市 

［知识责任］郭凤岐 主编 

［知识责任］刘俊臣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张镜 本卷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歧总主编 

［丛书］民政志 

［第一责任人］王涛等本卷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16 章，包括：管理机构、行政区划、基层政权、接收安置、慈善救

济、福利设施、灾害救济、农村扶贫等。 

［主题词］民政工作/天津市 

［知识责任］郭凤歧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涛 本卷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歧总主编 

［丛书］军事志 

［第一责任人］张巨文本卷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军事/概况/天津 

［知识责任］郭凤歧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巨文 本卷主编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岐总主编 

［丛书］外贸志 

［第一责任人］张月光本卷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对外贸易/概况/天津市 

［知识责任］郭凤岐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月光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书目卷册］1901-2000 

［书目卷册］第一册 

［书目卷册］第一至四卷 

［副题名］1901-1920 

［第一责任人］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中国线装书局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委会编著 编著 

  

 

［正题名］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书目卷册］1901-2000 

［书目卷册］第二册 

［书目卷册］第五至八卷 

［副题名］1921-1940 

［第一责任人］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中国线装书局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委会编著 编著 

  

 

［正题名］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书目卷册］1901-2000 

［书目卷册］第三册 

［书目卷册］第九至十二卷 

［副题名］1941-1960 

［第一责任人］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中国线装书局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委会编著 编著 

  

 

［正题名］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书目卷册］1901-2000 

［书目卷册］第四册 

［书目卷册］第十三至十六卷 

［副题名］1961-1980 

［第一责任人］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中国线装书局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委会编著 编著 

  

 

［正题名］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书目卷册］1901-2000 

［书目卷册］第五册 

［书目卷册］第十七至二十卷 

［副题名］1981-2000 

［第一责任人］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委会编著 

［出版者］中国线装书局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委会编著 编著 

  

 

［正题名］青海省志 

［副题名］四十八 

［丛书］政事志·省政府 

［第一责任人］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国家机构/概况/青海省 

［主题词］政区沿革/概况/青海省 

［知识责任］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正题名］青海省志 

［书目卷册］三 

［丛书］建制沿革志 

［第一责任人］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知识责任］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正题名］青海省志 

［书目卷册］二十 

［丛书］经济贸易志 

［第一责任人］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商业经济/概况/青海省 

  

 

［正题名］青海省志 

［书目卷册］六十 

［丛书］劳动改造志 

［第一责任人］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劳动改造/概况/青海省 

  

 

［正题名］青海省志 

［丛书］检察志 

［第一责任人］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检察机关/司法/概况/青海省 

  

 

［正题名］青海省志 

［丛书］文化艺术志 

［书目卷册］六十八 

［丛书］文化艺术志 



［第一责任人］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青海省文化艺术志，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戏剧、

曲艺、杂技、魔术、电影、群众文化、图书馆、展览馆与博物馆艺术教育、文化行政管理、

历代修志等内容。 

［主题词］文化事业/概况/青海省 

  

 

［正题名］青海省志 

［书目卷册］五十九 

［丛书］司法行政志 

［第一责任人］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主题词］司法/行政/概况/青海省 

  

 

［正题名］杭州市志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丛书］[文献篇] 

［第一责任人］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2 

 

［正题名］大连市志 

［丛书］中共地方组织志 

［第一责任人］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正题名］任县志 

［第一责任人］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地方志/河北/任县/前 201-2000 

  

 

［正题名］四川省志 

［丛书］党派团体志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志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级组织，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四川省组织，职

工、农民、青年、妇女四川省级群众团体，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四川省级组织。 

［主题词］民主党派/概况/四川 

  

 

［正题名］四川省志 

［丛书］党派团体志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志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级组织，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四川省组织，职

工、农民、青年、妇女四川省级群众团体，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四川省级组织。 

［主题词］民主党派/概况/四川 

  

 

［正题名］四川省志 

［丛书］出版志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出版、印刷、发行、管理四篇，各篇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全面地介绍了四川省出版领域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主题词］出版工作/概况/四川省 

  

 

［正题名］四川省志 

［丛书］出版志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出版、印刷、发行、管理四篇，各篇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全面地介绍了四川省出版领域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主题词］出版工作/概况/四川省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海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地方志/海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海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地方志/海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海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地方志/海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海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地方志/海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海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地方志/海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海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地方志/海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北京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海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地方志/海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北京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北京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北京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北京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北京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北京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地方志/北京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2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3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4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5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6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7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8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9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0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2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4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3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5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6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7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8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9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地方志/浙江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浙江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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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地方志/湖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0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地方志/湖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地方志/湖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地方志/湖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2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地方志/湖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3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地方志/湖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4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地方志/湖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5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地方志/湖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6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地方志/湖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7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地方志/湖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1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2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3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4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5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6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7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8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9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0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1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2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3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4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5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6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7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8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9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0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1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2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3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4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5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6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7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出版者］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8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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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地方志/福建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福建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9 

［第一责任人］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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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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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西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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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地方志/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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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陆南泉…[等]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18 世纪初的彼得大帝改革及俄国的“封建帝国主义”；19

世纪：俄国农奴制度 始瓦解与社会转型的起步等。 

［知识责任］陆南泉 主编 

［知识责任］姜长斌 主编 

［知识责任］徐葵 主编 

［知识责任］李静杰 主编 

  

 



［正题名］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 

［第一责任人］吴仁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明清江南科名与著姓望族，明清江南城镇与社会经济、明清江

南著名的商人和商帮，明清江南社会风尚、社会生活和风俗民情。 

［主题词］家族/华东地区/明清时代/史料 

［主题词］贵族/历史人物/影响/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吴仁安 著 

  

 

［正题名］旷代才女顾太清 

［第一责任人］张菊玲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著名女词人顾太清，原姓西林觉罗氏，名春，字梅仙。为贝勒亦绘侧室时，报

宗人府为“顾”姓，字子春，号太清。本书详尽的描述了其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

光绪五朝生活与创作的经历。 

［知识责任］张菊玲 著 

  

 

［正题名］宗白华评传 

［第一责任人］王德胜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根据大量翔实生动的资料，通过许多精细入微的分析，用优美的文笔

评价了学术界前辈、诗人哲学家、美学家、著名学者宗白华的一生。 

［知识责任］王德胜 著 

  

 

［正题名］园史钩沉 

［副题名］管窥历史疑踪 

［第一责任人］刘若晏著 

［出版者］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颐和园文化长廊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严格考证了颐和园 250 年的历史的变迁，对清漪园的命名缘由、铜镜

之谜、佛像的多少等重要史实进行了说明。 

［主题词］颐和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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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伟人相册的盲点 

［副题名］孙中山留影辨证 



［第一责任人］王耿雄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按照时间顺序精选出各种照片，展现了传主孙中山伟大的一生，并对传主

各帧留影的原始出处、在各种出版物中流传的情形作了相当详尽的阐述，对于这些照片的背

景、内容作了令人信服的考释。 

［知识责任］王耿雄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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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题名］宗周哲学之精神与儒家文化之未来 

［第一责任人］（美）杜维明，东方朔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是杜维明阐述明末刘宗周思想的访谈录，访谈以哲学问题为线索，讨论刘

宗周的人学宇宙观、《人谱》体现的道德观和《圣学宗要》展示的哲学谱系学，以及儒家批

判精神在现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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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林京编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故宫知识丛书 

［知识责任］林京 编著 

  

 

［正题名］清代宫廷刻书 

［第一责任人］翁连溪编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故宫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清宫武英殿刻书处的设立、清宫武英殿刻书沿革、历代典籍的保护

利用和传播等内容。 

［主题词］宫廷/清刻本/中国/图集 

［知识责任］翁连溪 编著 

  

 

［正题名］清代宫廷演戏 

［第一责任人］赵杨编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故宫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清代宫廷演戏所用的剧本，宫廷演戏的演员，戏台的种类，宫廷演

戏戏衣的材料、样式等内容。 

［主题词］宫廷/古代戏曲/戏剧史/中国/清代/图集 

［知识责任］赵杨 编著 

  

 

［正题名］杜月笙全传 

［副题名］黑帮教主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司马烈人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三大流氓全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上海黑帮首领杜月笙闯荡上海、冒险抢救黄金荣、结交三教九流、

笼络各界、成为“中国第一帮主”的经历。 

［知识责任］司马烈人 著 

  

 

［正题名］杜月笙全传 

［副题名］黑帮教主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司马烈人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三大流氓全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上海黑帮首领杜月笙闯荡上海、冒险抢救黄金荣、结交三教九流、

笼络各界、成为“中国第一帮主”的经历。 

［知识责任］司马烈人 著 

  

 

［正题名］黄土地上走来的外交家 

［副题名］符浩 

［第一责任人］郝瑞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知识责任］郝瑞 著 

  

 

［正题名］柯灵传 

［第一责任人］姚芳藻编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详尽地记述了柯灵先生光辉曲折的一生，读者能呼吸到百年风雨，感受到



百年沧桑，尤其能看到那一代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荣辱浮沉、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人

生道路。 

［知识责任］姚芳藻 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卢 

［第一责任人］卢美松编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卢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卢美松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罗 

［第一责任人］罗文华编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罗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罗文华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谢 

［第一责任人］任崇岳…[等] 编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谢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任崇岳 编著 

  

 



［正题名］大同梦幻 

［副题名］康有为文选 

［第一责任人］[康有为著] 

［译者］姜义华，张荣华选注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康有为不同时期的 22 篇代表作，文后均有题解、注释，并对康有为

的思想和历史作用予以深入中肯的分析评价。 

［知识责任］康有为 著 

［次知识责任］姜义华 选注 

［次知识责任］张荣华 选注 

  

 

［正题名］写实与浪漫 

［副题名］ 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 

［第一责任人］俞兆平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三联评论 

［附注内容］本书对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思潮流派研究，提出应越出原有的定势，从“现

代性”的角度（“五四”时期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与“民主需求”）楔入。这样才会得出

一些新的结论，有望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境。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俞兆平 著 

  

 

［正题名］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徐晓天…[等]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介绍中苏关系史的专著，翔实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 42 年间中苏两

国两党高层往来的历史，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1949-1991 

［知识责任］徐晓天 著 

［知识责任］李春隆 著 

［知识责任］徐振泽 著 

  

 

［正题名］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徐晓天…[等]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介绍中苏关系史的专著，翔实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 42 年间中苏两

国两党高层往来的历史，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1949-1991 

［知识责任］徐晓天 著 

［知识责任］李春隆 著 

［知识责任］徐振泽 著 

  

 

［正题名］知识论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金岳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11 

［丛编题名］商务印书馆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7 章，内容包括：知识论底出发方式；本书出发方式底理由；收容

与应付底工具；认识；思想；摹状与规律；接受总则；度量；事实等。 

［主题词］哲学理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金岳霖 著 

  

 

［正题名］知识论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金岳霖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3.11 

［丛编题名］商务印书馆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7 章，内容包括：知识论底出发方式；本书出发方式底理由；收容

与应付底工具；认识；思想；摹状与规律；接受总则；度量；事实等。 

［主题词］哲学理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金岳霖 著 

  

 

［正题名］学术责任 

［第一责任人］（美）唐纳德·肯尼迪 

［译者］阎凤桥等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常青藤译丛 

［主题词］高等教育/作用/研究 

［知识责任］肯尼迪 著 

［知识责任］Kennedy 著 

［次知识责任］阎风桥 译 

  



 

［正题名］读周作人 

［第一责任人］钱理群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学人随笔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对周作人文学作品的评论，并附周作人作品，包括“包容物我的人

文理想与文学天地——读《苍蝇》”、“凡人的现实之‘苦’与生命体验中超越之‘喜’——

读《苦雨》”等 29 篇。 

［知识责任］钱理群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 

［第一责任人］王翔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变化，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

业的危机，中国手工业的不同命运，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等内容。 

［主题词］手工业/工业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翔 著 

  

 

［正题名］庚子狂潮 

［第一责任人］王之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用文学手法记载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西太后领着皇上逃难、李鸿章签订

《辛丑条约》、义和团遭镇压等往事。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中国/1900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之 著 

  

 

［正题名］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 

［第一责任人］薛振东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附注内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的情况，包括“八一三”前后、抗日烽火燃

遍上海郊县、坚持反“扫荡”和南渡浙东、坚持反“清乡”和夺取抗战胜利、日寇投降等五

章内容。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武装斗争/上海市/史料 

［知识责任］薛振东 编著 



  

 

［正题名］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第一责任人］邬正洪，傅绍昌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附注内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上海地下党领导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上海人

民在人力上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上海人民在财力、物力上支援新四军；保盟上海

分会对新四军的支援等七章。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上海市/史料 

［知识责任］邬正洪 编著 

［知识责任］傅绍昌 编著 

  

 

［正题名］虎啸血野 

［副题名］华东野战军征战录 

［第一责任人］侗枫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5-1949） 

［知识责任］侗枫 著 

  

 

［正题名］上海抗日战争史通论 

［第一责任人］唐培吉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附注内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上海抗日战争前夕的社会历史状况、上海抗日战争的特点、发展阶段

及其规律；上海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上海抗日战争中若干问题的探讨等内容。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历史/上海市 

［知识责任］唐培吉 著 

  

 

［正题名］中华科学文明史 

［并列题名］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英）李约瑟原著 

［译者］（英）柯林·罗南（C.A. Ronan）改编 

［译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 

［译者］江晓原策划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简编本，篇幅

仅为李氏巨著的十几分之一，全书分 5 卷，本卷共 16 章，包括：中国的语言、中国和欧洲

之间的科学传播、中国科学的基本观点等。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约瑟 著 

［知识责任］Needham 著 

［知识责任］Needham 原著 

［次知识责任］罗南 改编 

［次知识责任］Ronan 改编 

［次知识责任］江晓原 策划 

  

 

［正题名］民族史学概论 

［第一责任人］陈育宁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中华民族史学的理论问题及理论体系的建立进行探讨，涉及民族凝

聚力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主题词］民族历史/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育宁 著 

  

 

［正题名］上海当代新闻史 

［第一责任人］马光仁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以上海整个新闻事业为考察视野，对各个时期的重要报刊、广播电视、通

讯社、新闻教育、队伍建设、新闻人物、新闻法则、重要事件、学术思想、对外交流以及近

几年兴起的新闻网络等作了详尽的评述。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上海市/现代 

［知识责任］马光仁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1910-1953 年 

［第一责任人］侯杨方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卷收集 1910 年至 1953 年期间大量的中国人口数据，并根据其来源及人口普

查、登记和调查的制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判别。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1910-1953 

［知识责任］葛剑雄 主编 

［知识责任］侯杨方 著 

  

 

［正题名］中国新闻图史 

［第一责任人］丁淦林主编 

［译者］黄瑚，周伟明副主编 

［出版者］南方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古代的新闻迹象、民族报业的 始、文人论政的潮流、新

闻时代的到来、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两种新闻体制的成长等。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丁淦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黄瑚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伟明 副主编 

  

 

［正题名］海外华人研究论集 

［第一责任人］郝时远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华人/概况/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郝时远 主编 

  

 

［正题名］韩国研究论丛 

［书目卷册］第六辑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支援刊行 

［附注内容］本辑收录了 32 篇国内外研究韩国问题的学术论文。论文从朝鲜半岛的现状、

韩国的独立运动、基督教与近代中韩人的思想观念、中韩交往等四个方面，对韩国的经济、

历史、宗教、文学等进行了探讨。 

  

 

［正题名］聂宝璋集 

［第一责任人］[聂宝璋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聂宝璋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二辑 

［副题名］1895-1927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聂宝璋，朱荫贵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cgrs225h 第 8 种 cgrs225f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编 

［附注内容］第二辑共三编，分为上下二册。本书为上册 ：第一编：外国在华轮运业；第

二编：轮船招商局。 

［主题词］内河运输/交通运输史/中国/1895-1927/史料 

［知识责任］聂宝璋 编 

［知识责任］朱荫贵 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二辑 

［副题名］1895-1927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聂宝璋，朱荫贵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cgrs225h 第 8 种 cgrs225f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编 

［附注内容］第二辑共三编，分为上下二册。本书为下册 ：第三编：民族资本轮运业。 

［主题词］内河运输/交通运输史/中国/1895-1927/史料 

［知识责任］聂宝璋 编 

［知识责任］朱荫贵 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画册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正题名］錢玄同日记 

［书目卷册］1 

［副题名］1905.12-1907.12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錢玄同日记 

［书目卷册］2 

［副题名］1908.1 -1910.3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錢玄同日记 

［书目卷册］3 

［副题名］1912.9 -1917.10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錢玄同日记 

［书目卷册］4 

［副题名］1918.1 -1922.8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錢玄同日记 

［书目卷册］5 

［副题名］1922.9 -1923.12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錢玄同日记 

［书目卷册］6 

［副题名］1924.1 -1926.10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錢玄同日记 

［书目卷册］7 

［副题名］1927.1 -1930.12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錢玄同日记 

［书目卷册］8 

［副题名］1931.1 -1932.12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錢玄同日记 

［书目卷册］9 

［副题名］1933.1 -1934.12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錢玄同日记 

［书目卷册］10 

［副题名］1935.1 -1936.3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錢玄同日记 

［书目卷册］11 



［副题名］1936.4 -1937.10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錢玄同日记 

［书目卷册］12 

［副题名］1937.11 -1939.1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鲁迅博物馆藏近现代名家手札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共三册，收入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的书信手稿。取

自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钱玄同遗书、许寿棠遗书，共收 19 家 118 通书信。具有珍贵的史

料价值和书法鉴赏价值。 

［主题词］名人/书信集/中国/近代/手稿 

［主题词］名人/书信集/中国/现代/手稿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手稿/中国 

［主题词］书法/名人/书信集/中国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鲁迅博物馆藏近现代名家手札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共三册，收入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的书信手稿。取

自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钱玄同遗书、许寿棠遗书，共收 19 家 118 通书信。具有珍贵的史

料价值和书法鉴赏价值。 

［主题词］名人/书信集/中国/近代/手稿 

［主题词］名人/书信集/中国/现代/手稿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手稿/中国 

［主题词］书法/名人/书信集/中国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鲁迅博物馆藏近现代名家手札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共三册，收入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的书信手稿。取

自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钱玄同遗书、许寿棠遗书，共收 19 家 118 通书信。具有珍贵的史

料价值和书法鉴赏价值。 

［主题词］名人/书信集/中国/近代/手稿 

［主题词］名人/书信集/中国/现代/手稿 

［主题词］书信集/名人/手稿/中国 

［主题词］书法/名人/书信集/中国 

［知识责任］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鸦片战争至大革命时期工人阶级队伍和劳动生活状况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刘明逵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中国工人阶级的早期斗争和组织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刘明逵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五四运动前后的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刘明逵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 

［第一责任人］田刚，刘明逵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田刚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刘明逵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国共合作形成后工人运动的恢复和高涨 

［第一责任人］高爱娣…[等]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高爱娣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冯巍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卢权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禢倩红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梁文郁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北伐战争中的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曾成贵…[等]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曾成贵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卢权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禢倩红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梁文郁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七册 

［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人阶级队伍和劳动生活状况 

［第一责任人］刘星星，席新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刘星星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席新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八册 

［丛书］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晶芳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晶芳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九册 

［丛书］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晶芳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刘晶芳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册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曹延平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曹延平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一册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唐玉良，张继兰，曹延平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张继兰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曹延平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二册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王玉平，刘明逵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王玉平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刘明逵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三册 

［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章祖蓉…[等]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章祖蓉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程璇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席新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陈家新 本册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书目卷册］第十四册 

［丛书］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 

［第一责任人］周本正，朱珠，花实本册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工人阶级/概况/中国/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明逵 主编 

［知识责任］唐玉良 主编 

［知识责任］周本正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朱珠 本册编著 

［知识责任］花实 本册编著 

  

 

［正题名］解读周恩来 

［第一责任人］刘济生著 

［出版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知识责任］刘济生 著 

  

 

［正题名］王蒙自述 

［副题名］我的人生哲学 

［第一责任人］王蒙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知识责任］王蒙 著 

  

 

［正题名］音乐移动群星 

［副题名］霍金传 

［并列题名］Music to Move the Star:A Life with Stephen 

［第一责任人］（英）简·霍金著 

［译者］赵伯英…[等]译 

［出版者］当代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是当今世界上 杰出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前妻写的传记。讲述了成

功背后的故事。有奋斗的艰辛、成功的辉煌，也有作为残疾名人妻子的苦恼与困惑，以及对

人性、社会、科学和宗教的思索。 

［知识责任］霍金 著 

［次知识责任］赵伯英 译 

［次知识责任］汪晓丹 译 

［次知识责任］桂翔 译 

［次知识责任］兰天山 译 

［次知识责任］赵荣祥 译 

  

 

［正题名］社会转型 



［副题名］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的探索 

［副题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及学士学位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杨善华，王思斌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现代社会学文库 

［主题词］社会学/论文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善华 主编 

［知识责任］王思斌 主编 

  

 

［正题名］现代性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赵汀阳主编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赵汀阳 主编 

  

 

［正题名］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副题名］齐美尔社会学文选 

［第一责任人］（德）齐美尔著 

［译者］林荣远编译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雅典娜思想译丛 

［主题词］社会学/文集/德国 

［知识责任］齐美尔 著 

［知识责任］Simmel 著 

［次知识责任］林荣远 编译 

  

 

［正题名］社会学的应用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戎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应用社会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马戎 著 

  

 

［正题名］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 

［副题名］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1986）文集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5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副题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本书 

［第一责任人］庞朴，刘泽华主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6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主题词］书评/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庞朴 主编 

［知识责任］刘泽华 主编 

  

 

［正题名］南京战 

［副题名］寻找被封闭的记忆 

［副题名］侵华日军原士兵 102 人的证言 

［第一责任人］（日）松冈环编著 

［译者］新内如，全美英，李建云译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史料/抗日战争（1937-1945） 

［知识责任］松冈环 编著 

［次知识责任］新内如 译 

［次知识责任］全美英 译 

［次知识责任］李建云 译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 

［副题名］日本虚构派批判 

［第一责任人］程兆奇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研究/抗日战争（1937-1945） 

［知识责任］程兆奇 著 

  

 

［正题名］当代广西人民武装 

［第一责任人］《当代广西》丛书编委会，《当代广西人民武装》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当代广西丛书 

［主题词］军事/概况/广西/现代 



  

 

［正题名］科学救国之梦 

［副题名］任鸿隽文存 

［第一责任人］任鸿隽著 

［译者］樊洪业，张久春选编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八面风文丛 3 

［主题词］社会科学/科学方法论/文集 

［主题词］自然科学/科学方法论/文集 

［知识责任］任鸿隽 著 

［次知识责任］樊洪业 选编 

［次知识责任］张久春 选编 

  

 

［正题名］广西军事人物 

［第一责任人］谭 先主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广西 

［知识责任］谭 先 主编 

  

 

［正题名］广西通志 

［丛书］军事志 

［第一责任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 

［主题词］军事/概况/广西 

  

 

［正题名］中国地质学会 80 周年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田凤山主编 

［出版者］地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地质学/发展/中国 

［知识责任］田凤山 主编 

  

 

［正题名］中国地质学会 80 周年记事 

［第一责任人］王弭力主编 

［出版者］地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地质学/发展/中国/年表 

［知识责任］王弭力 主编 

  

 

［正题名］日本科学史 

［第一责任人］（日）杉本勋编 

［译者］郑彭年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体系日本史丛书 cgrs225h19 科学史 

［附注内容］根据山川出版社 1978 年第 1 版第 6 次印刷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论述了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关于日本近代科技的发展论述尤详，

大特色是把科技史纳入一般历史之中，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中探索科技发展的原因。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日本 

［知识责任］杉本勋 编 

［次知识责任］郑彭年 译 

  

 

［正题名］越南通史 

［第一责任人］郭振铎，张笑梅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论述越南原始社会（略述）和封建社会（详述）这两个社会形态，上

起远古时代下至 19 世纪末越南丧国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止，将两千余年的越南历史系统而翔

实地加以阐述。 

［知识责任］郭振铎 主编 

［知识责任］张笑梅 主编 

  

 

［正题名］欧洲 18 世纪“中国热” 

［并列题名］The Chinese vogue in Europ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许明龙著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 18 世纪欧洲发生的“中国热”盛况，评析传教士在中学西传中的作

用，探讨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的影响等。 

［主题词］文化交流/历史/中国/欧洲/18 世纪 

［知识责任］许明龙 著 

  

 

［正题名］古道西风 

［副题名］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 

［第一责任人］林梅村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主题词］文化交流/历史/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林梅村 著 

  

 

［正题名］改革和革命 

［副题名］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 

［第一责任人］刘祖熙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历

史，揭示了俄国赶超型工业化的特点，1905 年革命、1917 年革命的必然性。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俄国/1861-1917 

［知识责任］刘祖熙 著 

  

 

［正题名］中华学 

［第一责任人］萧君和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华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揭示中华学内部结构出发，对中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得

出了许多关于中华及其构成的新观点，以科学理性精神对中华民族进行系统的、深层次的分

析和研究。 

［主题词］中华民族/研究 

［知识责任］萧君和 著 

  

 

［正题名］道家文化研究 

［书目卷册］第十八辑 

［第一责任人］陈鼓应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辑收录了《新发现简帛佚籍对学术史的影响》、《<文子>学术探微》、《<文子

>六论》、《关于马王堆黄帝四经的版本和讨论》等 20 篇文章。 

［主题词］道家/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陈鼓应 主编 

  

 

［正题名］义序的宗族研究 

［第一责任人］林耀华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中国经验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人类学学者以参与与观察法研究中国汉族的家族、宗族而写成第一

部人类学专著。作者对福建省义序乡这个典型的宗族制度发育非常充分的村落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汉族/氏族/研究/福建省/义序乡 

［知识责任］林耀华 著 

  

 

［正题名］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论 

［第一责任人］唐大潮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丛编题名］宗教学博士文库 cgrs225f 黄心川，陈红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包括：明清之际的道教衰落；明清之际的道教“三和一”思想的表现、

特点和明清之际的道教“三和一”思想的成因等三部分内容。 

［主题词］道教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道教史 

［知识责任］唐大潮 著 

  

 

［正题名］乾嘉考据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漆永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cgrs225f 胡绳，汝信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考据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漆永祥 著 

  

 

［正题名］科学与玄学 

［第一责任人］罗志希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商务印书馆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著者的目的基于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玄学？科学和玄学的

关系怎样？以独立的思想综合西洋思想界研究的所得，用剥蕉抽茧式的讨论法，去说明科学

与玄学本身的性质、其所研究的问题、所用的方法、所具的特长、所受的限制等方面。使读

者把 近代科学与玄学的地位和关系认清楚。 

［主题词］科学哲学/研究 

［主题词］玄学/研究 

［知识责任］罗志希 著 

  

 



［正题名］中国伦理学史 

［第一责任人］蔡元培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商务印书馆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伦理学与修身书之别、伦理学史与伦理学根本观念之别、我国之伦

理学、我国伦理学说之沿革、我国之伦理学史问题。并分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

明理学时代，收录了孔子、子思、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董仲舒、韩愈、王阳明

等名家小传及学说。 

［主题词］伦理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蔡元培 著 

  

 

［正题名］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7 

［丛编题名］商务印书馆文库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经籍/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史学要论 

［第一责任人］李守常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eng 

［附注内容］本书收《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

的任务》等 8 篇文章。 

［主题词］史学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李守常 著 

  

 

［正题名］清史编年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丛书］光绪朝 

［书目卷册］下 

［丛书］ 宣统朝 

［第一责任人］迟云飞编写 

［译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全书以突出各朝具有深刻影响的大事为主，同时兼顾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



事件。全书以清朝年号纪元，按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清朝的民族关系、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清朝统治者之活动，对外关系等等事件。本书为第十二卷光绪朝(1896-1908 年)宣统朝

(1909-1911 年)。 

［主题词］清代/编年史 

［知识责任］迟云飞 编写 

  

 

［正题名］清史编年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乾隆朝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郭成康编写 

［译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全书以突出各朝具有深刻影响的大事为主，同时兼顾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

事件。全书以清朝年号纪元，按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清朝的民族关系、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清朝统治者之活动，对外关系等等事件。本书为第六卷乾隆朝（1766-1795 年）。 

［主题词］清代/编年史 

［知识责任］郭成康 编写 

  

 

［正题名］弯弓贺兰 

［副题名］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纪实 

［第一责任人］章涌编著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拥抱新中国丛书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役战斗 

［知识责任］章涌 编著 

  

 

［正题名］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三十七辑（总第一三七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正题名］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三十八辑（总第一三八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正题名］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三十九辑（总第一三九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正题名］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四十辑（总第一四○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2 

 

［正题名］潘光旦文集 

［书目卷册］第八卷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穆，潘乃和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穆 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编 

  

 

［正题名］潘光旦文集 

［书目卷册］第九卷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穆，潘乃和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穆 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编 

  

 

［正题名］潘光旦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卷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穆，潘乃和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穆 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编 

  



 

［正题名］潘光旦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穆，潘乃和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穆 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编 

  

 

［正题名］潘光旦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穆，潘乃和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穆 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编 

  

 

［正题名］潘光旦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三卷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穆，潘乃和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穆 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编 

  

 

［正题名］潘光旦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四卷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穆，潘乃和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穆 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戏曲 

［第一责任人］张庚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4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主题词］戏剧事业/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庚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何兰阶，鲁明健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上下册，论述了当代中国审判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含：新中国法院工作的

发展历程、审判刑事案件惩罚犯罪分子、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等 5 编。 

［主题词］审判机关/工作/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兰阶 主编 

［知识责任］鲁明健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何兰阶，鲁明健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2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上下册，论述了当代中国审判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含：新中国法院工作的

发展历程、审判刑事案件惩罚犯罪分子、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等 5 编。 

［主题词］审判机关/工作/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兰阶 主编 

［知识责任］鲁明健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 

［第一责任人］张彬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新中国电力工业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经验。全书分为:电力发

展与成就、电力建设与生产、电业管理等 4 编。 

［主题词］电力工业/概况/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彬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青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云峰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青海 

［知识责任］陈云峰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青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云峰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2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青海 

［知识责任］陈云峰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工商税收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金鑫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主题词］工商税收/概况/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金鑫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工商税收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金鑫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主题词］工商税收/概况/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金鑫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周克玉，于永波，徐才厚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国防军事卷 cgrs225f 于永波，

徐才厚主编 

［主题词］军队政治工作/概况/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克玉 主编 

［知识责任］于永波 主编 

［知识责任］徐才厚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周克玉，于永波，徐才厚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6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国防军事卷 cgrs225f 于永波，

徐才厚主编 

［主题词］军队政治工作/概况/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克玉 主编 

［知识责任］于永波 主编 

［知识责任］徐才厚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谢光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国防军事卷 cgrs225f 于永波

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上、下两册共 4 编：发展历程、战略核武器和航天技术、常规武器装备、

发展国防科技的重要基础。 

［主题词］国防建设/概况/中国/现代 



［主题词］科学技术/军事/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谢光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谢光主编 

［译者］《当代中国》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国防军事卷 cgrs225f 于永波

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上、下两册共 4 编：发展历程、战略核武器和航天技术、常规武器装备、

发展国防科技的重要基础。 

［主题词］国防建设/概况/中国/现代 

［主题词］科学技术/军事/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谢光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杜润生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一九九三年底四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

领导农业合作事业的历史。为了了解农业合作社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也回顾了土地革命战

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共十七年，农村革命根据地 展农业互助合作以支援革命

战争的历史。 

［主题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当代 

［主题词］农业合作组织/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杜润生 主编 

  

 

［正题名］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杜润生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一九九三年底四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

领导农业合作事业的历史。为了了解农业合作社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也回顾了土地革命战

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共十七年，农村革命根据地 展农业互助合作以支援革命

战争的历史。 



［主题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当代 

［主题词］农业合作组织/研究/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杜润生 主编 

  

 

［正题名］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与比较 

［第一责任人］香港法律教育信托基金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书是 1999 年在香港召 的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比较研讨会的论文集。

内容以比较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法律为主，分别探讨了两地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司法协助、

刑法、商法、合同法、公司法、证券、婚姻法、知识产权法及不动产等内容。 

［主题词］法律/制度/对比研究/中国 

［主题词］法律/制度/研究/香港特别行政区 

  

 

［正题名］集雨窖文丛 

［副题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 20 周年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为纪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 20 周年而编的一部文集，共收论文 69

篇，凡 66 万余字，分学科建设、先秦时期、秦汉至明清时期、近现代时期、专题研讨五部

分。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人口通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路遇，腾泽之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人口/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路遇 著 

［知识责任］滕泽之 著 

  

 

［正题名］中国人口通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路遇，腾泽之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人口/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路遇 著 



［知识责任］滕泽之 著 

  

 

［正题名］沈阳旧影 

［并列题名］Old Photos of Shenyang 

［副题名］[中英文本] 

［第一责任人］许芳主编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中国名城百年 

［附注内容］沈阳城到 2000 年 9 月已有 2300 年的历史，特别是 1949 年以前的百年中，饱

受了俄国、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和践踏；虽然看似繁荣，但实质上是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

这在沈阳旧城的外表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知识责任］许芳 主编 

  

 

［正题名］田藏契約文書粹編 

［书目卷册］一 

［并列题名］Traditional Chinese Contracts and Related Documents From the Tian Collection 

［第一责任人］田濤，（美）宋格文，鄭秦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 950 件契约文书，系由著名藏书家田涛先生 5 千余件藏品中捡选而出。

它包括了自明代永乐朝起至 1969 年，各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各类型契约文书，既有房地产

买卖、借贷、典当，也有婚姻、继承等契约文书，还有各级政府发布的公文告示，以及各种

证照票据等。为了解明清以来广泛的民事活动，及研究传统的民事法律规范，提供了第一手

直观的资料。 

［主题词］合同/汇编/中国/1408～1911 

［主题词］文书/汇编/中国/1408～1911 

［知识责任］田涛 主编 

［知识责任］宋格文 主编 

［知识责任］Scogin 主编 

［知识责任］郑秦 主编 

  

 

［正题名］田藏契約文書粹編 

［书目卷册］二 

［并列题名］Traditional Chinese Contracts and Related Documents From the Tian Collection 

［第一责任人］田濤，（美）宋格文，鄭秦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 950 件契约文书，系由著名藏书家田涛先生 5 千余件藏品中捡选而出。

它包括了自明代永乐朝起至 1969 年，各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各类型契约文书，既有房地产

买卖、借贷、典当，也有婚姻、继承等契约文书，还有各级政府发布的公文告示，以及各种



证照票据等。为了解明清以来广泛的民事活动，及研究传统的民事法律规范，提供了第一手

直观的资料。 

［主题词］合同/汇编/中国/1912- 1969 

［主题词］文书/汇编/中国/1912- 1969 

［知识责任］田涛 主编 

［知识责任］宋格文 主编 

［知识责任］Scogin 主编 

［知识责任］郑秦 主编 

  

 

［正题名］田藏契約文書粹編 

［书目卷册］三 

［并列题名］Traditional Chinese Contracts and Related Documents From the Tian Collection 

［第一责任人］田濤，（美）宋格文，鄭秦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 950 件契约文书，系由著名藏书家田涛先生 5 千余件藏品中捡选而出。

它包括了自明代永乐六年至 1969 年，各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各类型契约文书，既有房地产买

卖、借贷、典当，也有婚姻、继承等契约文书，还有各级政府发布的公文告示，以及各种证

照票据等。为了解明清以来广泛的民事活动，及研究传统的民事法律规范，提供了第一手直

观的资料。 

［主题词］合同/汇编/中国/1408-1969 

［主题词］文书/汇编/中国/1408-1969 

［知识责任］田涛 主编 

［知识责任］宋格文 主编 

［知识责任］Scogin 主编 

［知识责任］郑秦 主编 

  

 

［正题名］历史上的 365 天 

［第一责任人］柳慰祖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将古今中外历史事件、人物、纪念日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时间顺序排列，

内容侧重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和国情知识，兼顾古代史、世界史。 

［主题词］世界史/大事记/普及读物 

［知识责任］柳慰祖 编 

  

 

［正题名］孙中山传奇 

［第一责任人］范方镇，韩建国编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知识责任］范方镇 编著 



［知识责任］韩建国 编著 

  

 

［正题名］东北三省革命文化史 

［副题名］1919.5.4---1949.10.1 

［第一责任人］张连俊，关大欣，王淑岩编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东北地区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史/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张连俊 编著 

［知识责任］关大欣 编著 

［知识责任］王淑岩 编著 

  

 

［正题名］中国性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石方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7 

［主题词］性/文化史/中国 

［主题词］性问题/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石方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吴申元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吴申元 主编 

  

 

［正题名］清华的校长们 

［第一责任人］黄延复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选择了清华大学历史上的 有代表性的校长，以及无校长名义，但有校长

地位的领导人，略作访述和评介，包括“游美学务处”时期的周自齐、范源廉，清华学堂—

—清华学校时期的颜惠庆、唐国安、周诒春、王文显、曹云祥等。 

［知识责任］黄延复 著 

  

 

［正题名］武士与将军 

［副题名］日本 



［副题名］公元 1000-1700 

［第一责任人］（美）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 

［译者］李靖译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生活在遥远的年代丛书 cgrs225f 刘传喜，刘慈慰主编 

［主题词］中世纪史/日本/普及读物 

［次知识责任］李靖 译 

  

 

［正题名］自由的历险 

［副题名］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张育仁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21 世纪新闻传播知行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将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及实践的产生与发展，直至走向悲剧结局的历史，

置放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义思潮和中国百年来现代化进程的探险背景之下进行细致的描

述和独到的阐释。 

［主题词］自由主义/新闻事业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自由主义/新闻事业史/中国/现代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 

［知识责任］张育仁 著 

  

 

［正题名］雷锋全集 

［副题名］新世纪珍藏版 

［第一责任人］雷锋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雷锋在 1956 年至 1962 年期间内的日记、书眉笔记、诗歌、小说、

散文、文章、讲话、书信、赠言共 325 篇，记载了他的人生轨迹。 

［知识责任］雷锋 著 

  

 

［正题名］北大的校长们 

［第一责任人］李振东著 

［出版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历届北大校长的生平事迹，包括孙家鼐、张百熙、张亨嘉、严复、

章士钊、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汤用彤等。 

［主题词］校长/高等学校/传记 

［知识责任］李振东 著 



  

 

［正题名］福建近代产业史 

［第一责任人］罗肇前著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七章，内容包括：导论、产生时期（1840-1894）；初步发展时期

（1895--1911）；渐次展 时期（1912-1926）；鼎盛时期（1927-1937）；由沿海向山区转移的

艰苦卓绝时期；举步维艰的复苏时期（1945-1949）。 

［主题词］工业史/福建省/近代 

［知识责任］罗肇前 著 

  

 

［正题名］盛世才家族血案真相 

［第一责任人］窦应泰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知识责任］窦应泰 著 

  

 

［正题名］国民政府 1927～1949 年的国内公债研究 

［第一责任人］潘国琪著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实证分析法、计量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以近代中国的国内公债为研

究对象，着重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战前十年、战时八年和战后四年的公债发行、

筹募、用途、整理及偿还，从公债发行的政治经济背景、发行的详细经过、债额的诸项考证、

公债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等方面对近代中国历届政府发行的公债进行了深入地研

究。 

［主题词］公债/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潘国琪 著 

  

 

［正题名］20 世纪百年学案 

［丛书］历史学卷 

［第一责任人］黄敏兰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学术/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黄敏兰 著 

  

 



［正题名］文革文物 

［第一责任人］沈泓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中国民间收藏智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毛泽东像章收藏投资，文革邮票的收藏投资，文革陶瓷的收藏投资，

文革票证的收藏投资等十章内容。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文物/收藏 

［知识责任］沈泓 著 

  

 

［正题名］战争 

［副题名］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 

［副题名］《朝日新闻》读者来信汇编 

［第一责任人］（美）法兰克·吉伯尼著 

［译者］尚蔚，史禾译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1986-1987 年间日本《朝日新闻》报社组稿“我在战争中的经历”系列，从读

者 4000 封来信中发表 1100 封，后以《战争：血泪交织的证词》为名的两卷本书籍出版。本

书编著者又将其浓缩为一卷，收其中 300 封，译为英文，分类作了介绍，1995 年在美国出

版。现据英文版译为中文，并参校日文原书作了修正。本书以令人震惊的真实轰动日本，畅

销英美。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日本 

［主题词］日本/侵华/史料 

［主题词］日本人/回忆录/汇编 

［知识责任］吉伯尼 编著 

［知识责任］Gibney 编著 

［次知识责任］尚蔚 译 

［次知识责任］史禾 译 

  

 

［正题名］关向应传 

［第一责任人］穆欣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关向应，原名关治祥（又作关致祥）。本书分：“走上革命道路”、“中共六大前

后”等 13 章记述了关向应同志从出生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知识责任］穆欣 著 

  

 

［正题名］民国社会群像 

［第一责任人］《〈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纵横》精品丛书 

［主题词］社会生活/概况/中国/民国 

  

 

［正题名］朴学与清代社会 

［第一责任人］黄爱平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 

［主题词］考据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黄爱平 著 

  

 

［正题名］暨南史学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纪宗安，汤 建主编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史学论文 23 篇，主要有《党项源流新证》、《元朝科举诏令文书考》

等，内容涉及东南亚史、华侨史、唐史、宋史、元史、明清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基督教史

等。 

［主题词］史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纪宗安 主编 

［知识责任］汤 建 主编 

  

 

［正题名］1934 

［副题名］沉寂之年 

［第一责任人］李继锋主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图片 20 世纪中国编年丛书 cgrs225f 李继锋主编 

［附注内容］书后有“本年要录”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 1934 年中国的政局、战事、外交、经济、文化、秘闻、民风、名

人行踪等史料。 

［主题词］编年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现代史/历史事件/中国/1934 

［知识责任］李继锋 主编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一责任人］卢嘉锡总主编 

［丛书］通史卷 



［第一责任人］杜石然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卷力求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历程，论述科学技术各

学科及分支的发展历程和突出成就、杰出人物的同时，论述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思想、

文化以及中外交流的关系。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卢嘉锡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杜石然 主编 

  

 

［正题名］钱塘旧梦 

［第一责任人］陈洁行著 

［出版者］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钱塘旧梦》让人们从古老的街坊里 、西子湖畔、运河水滨、钱塘江上，看

到蕴藏着其中的历史文化面貌。尤其是书中介绍的“名街、名巷、老地方”九十处，每一处

都叙说了生动有趣的典故沿革。让众多到杭州来观光的旅游者能够认识杭州、了解杭州。 

［主题词］城市史/杭州市/史料 

［知识责任］陈洁行 著 

  

 

［正题名］章太炎书信集 

［第一责任人］马勇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知识责任］马勇 著 

  

 

［正题名］1935 

［副题名］危机再现 

［第一责任人］李继锋主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图片 20 世纪中国编年丛书 cgrs225f 李继锋主编 

［附注内容］书后有“本年要录”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 1935 年中国的政局、战事、外交、经济、文化、秘闻、民风、名

人行踪等史料。 

［主题词］编年史/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现代史/历史事件/中国/1935 

［知识责任］李继锋 主编 

  

 

［正题名］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张铠著 

［出版者］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丛编题名］中外关系史丛书 

［附注内容］西班牙国际合作署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诸多关于西班牙历史的关键性资料和相关插图，本书是对从公元 1

世纪至 20 世纪中西两国长达两千年内容丰富、令人难忘的交往史的回顾与总结。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西班牙 

［知识责任］张铠 著 

  

 

［正题名］中国古旧书报刊收藏交流指南 

［第一责任人］种福元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图书/收藏/中国/指南 

［主题词］报刊/收藏/中国/指南 

［知识责任］种福元 主编 

  

 

［正题名］中美社会文化比较 

［第一责任人］曲洪志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中美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与早期美国的形成、

美国崛起的原因分析、中美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等，对中美社会文化作了比较。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美国 

［主题词］东西文化/历史/研究/中国/美国 

［知识责任］曲洪志 著 

  

 

［正题名］钟叔河序跋 

［第一责任人］[钟叔河著] 

［出版者］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书人文丛·序跋小系 cgrs225f 王稼句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走向世界丛书》总序、《过去的学校》编者序、《走向世界》后记、

《传统蒙学丛书》序等。 

［主题词］序跋/汇编/中国/当代 

［主题词］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钟叔河 著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一责任人］卢嘉锡总主编 

［丛书］天文学卷 

［第一责任人］陈美东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卷以断代史形式叙述了我国天文学发展状况，从天文观测、天文仪器、历法、

星图星表及天文学家等层面进行阐述。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主题词］天文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卢嘉锡 总主编 

［知识责任］陈美东 著 

  

 

［正题名］新中国电影史话 

［并列题名］CHINESE FILM SINCE 1949 

［第一责任人］韩炜，陈晓云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现代传播丛书 cgrs225f 王文科主编 

［主题词］电影事业/历史/中国/1949- 

［知识责任］韩炜 著 

［知识责任］陈晓云 著 

  

 

［正题名］中国企业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编 

［丛书］现代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韩岫岚本卷主编 

［出版者］企业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78 年底我国企业发展、变革的历程。叙述

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建立、成长和私营企业、个体企业改造、萎缩的过程，叙述了企业

发展的宏观背景、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经营模式、企业结构等问题。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中国/1949-1978 

［知识责任］韩岫岚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企业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编 

［丛书］现代卷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张用刚本卷主编 



［出版者］企业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78 年底我国企业发展、变革的历程。叙述

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建立、成长和私营企业、个体企业改造、萎缩的过程，叙述了企业

发展的宏观背景、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经营模式、企业结构等问题。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中国/1949-1978 

［知识责任］张用刚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企业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编 

［丛书］现代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用刚本卷主编 

［出版者］企业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78 年底我国企业发展、变革的历程。叙述

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建立、成长和私营企业、个体企业改造、萎缩的过程，叙述了企业

发展的宏观背景、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经营模式、企业结构等问题。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中国/1949-1978 

［知识责任］张用刚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纪程 

［第一责任人］李隆庚著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中学/中国史课/教材/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李隆庚 著 

  

 

［正题名］广府华侨华人史 

［第一责任人］龚伯洪编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广东区域华侨华人史丛书 

［主题词］华侨/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龚伯洪 编著 

  

 

［正题名］黎昔非与《独立评论》 

［第一责任人］黎虎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揭示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独立评论》后面深藏

70 年的历史内幕，展现了该刊负责人黎昔非非同寻常的人生和伟大人格。并为研究《独立

评论》及其主编胡适提供了新资料。 

［知识责任］黎虎 主编 

  

 

［正题名］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 

［副题名］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 

［并列题名］The Native Exploration to the Women's Studies and Women's History 

［副题名］Gender Perspective and View of Inter-discipline 

［第一责任人］杜芳琴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在认识共性与差 中发展亚洲妇女学》、《等级中的合和：西周礼

制与性别制度》、《妇女的身体和健康：一个反思我们文化的新视角》等二十余篇文章。 

［主题词］妇女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妇女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杜芳琴 著 

  

 

［正题名］清代文献迈古录 

［第一责任人］（清）赵祖铭著 

［译者］贾玮，张建国校点 

［出版者］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附注内容］作者从清朝建国的典章制度，到末年西欧文明的冲击，以其当时之目光展现清

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地理、天文和人文风貌，作者还表现出对新学派的认识及对

西方文明的重视。可谓学习、研究清史的文献史料手册。 

［主题词］典章制度/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赵祖铭 著 

［次知识责任］贾玮 校点 

［次知识责任］张建国 校点 

  

 

［正题名］中国历代国家机构和行政区划 

［第一责任人］孟昭华，王涵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主题词］国家机构/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区/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孟昭华 编著 

［知识责任］王涵 编著 



  

 

［正题名］宋氏三姐妹 

［副题名］一个家族和一段历史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丛书·20 世纪著名女性传记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我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 5 种单册合订 

［主题词］政治家/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孙中山 著 

［知识责任］陈云 著 

［知识责任］蒋梦麟 著 

［知识责任］孟秋江 著 

［知识责任］沈尹默 著 

  

 

［正题名］亲历一九五七 

［第一责任人］徐铸成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 6 种单册合订 

［主题词］政治运动/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铸成 著 

［知识责任］唐文权 著 

［知识责任］于光远 著 

［知识责任］李逊 著 

［知识责任］秦晓鹰 著 

［知识责任］范硕 著 

  

 

［正题名］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第一责任人］蔡元培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 6 种单册合订 

［主题词］政治家/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蔡元培 著 

［知识责任］毛泽东 著 

［知识责任］张佐良 著 

［知识责任］朱德 著 

［知识责任］陈独秀 著 

  

 

［正题名］“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 

［副题名］1966-1976 

［第一责任人］程晋宽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明日教育文库 cgrs225f 叶澜，黄克剑总主编 

［主题词］教育改革/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程晋宽 著 

  

 

［正题名］旧京《醒世画报》 

［副题名］晚清市井百态 

［第一责任人］杨炳延策划主编 

［译者］（清）张风纲编 

［译者］（清）李菊侪，（清）胡竹溪绘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 

［丛编题名］品味北京丛书 旧京遗珍画卷 

［附注内容］本书所载之清末出版的《北京醒世画报》乃是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珍本。它以

生动传神的图画、大众口语化的文字和嬉笑怒骂的风格，记述了清末京城的市井新闻和官场

百态。 

［知识责任］杨炳延 策划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风纲 编 

［次知识责任］李菊侪 绘 

［次知识责任］胡竹溪 绘 

  

 

［正题名］投笔从戎 

［副题名］曾生的战斗生涯 

［第一责任人］谭元亨，戴胜德著 

［出版者］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丛编题名］客家研究文丛 cgrs225h 第二辑 

［知识责任］谭元亨 著 



［知识责任］戴胜德 著 

  

 

［正题名］破与立的文化激流 

［副题名］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 

［第一责任人］张艳国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附注内容］本书提出了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与评孔批孔文化运动的概念，并以它为论题进

行研究，探讨了评孔思潮的展 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之良性互动关系。 

［主题词］五四运动（1919）/思潮/研究/中国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艳国 著 

  

 

［正题名］关向应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大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综述分卷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清代/1583-1911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朱诚如 著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太祖朝分卷 

［第一责任人］阎崇年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清代（1616-1643）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阎崇年 主编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太宗朝分卷 

［第一责任人］阎崇年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清代（1616-1643）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阎崇年 主编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顺治朝分卷 

［第一责任人］李治亭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清代（1644-1735） 

［主题词］中国/清前期/1644-1661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李治亭 主编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康熙朝分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思治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清代（1644-1735） 

［主题词］中国/清前期/1662-1722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王思治 主编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康熙朝分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思治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清代（1644-1735） 

［主题词］中国/清前期/1662-1722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王思治 主编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雍正朝分卷 

［第一责任人］冯尔康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清代（1644-1735） 

［主题词］中国/清前期/1723-1735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冯尔康 主编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乾隆朝分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周远廉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清代（1736-1840） 

［主题词］中国/清前期/1736-1795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周远廉 主编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乾隆朝分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周远廉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清代（1736-1840） 

［主题词］中国/清前期/1736-1795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周远廉 主编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嘉庆朝分卷 



［第一责任人］张玉芬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清代（1736-1840） 

［主题词］中国/清前期/1796-1820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张玉芬 主编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道光朝分卷 

［第一责任人］喻大华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清代（1736-1840） 

［主题词］中国/清前期/1821-1850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喻大华 主编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咸丰同治朝分卷 

［第一责任人］马东玉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中国/近代史/1851-1874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马东玉 主编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光绪宣统朝分卷 

［第一责任人］余同元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中国/近代史/1875-1911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余同元 主编 

  



 

［正题名］清朝通史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主编 

［丛书］大事记分卷 

［第一责任人］孟宪刚主编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清代（1583-1911） 

［知识责任］朱诚如 主编 

［知识责任］孟宪刚 主编 

  

 

［正题名］东北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治亭主编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中国边疆通史丛书 Series of a Complete history of Chiha borderscgrs225f 马大正

总主编 eng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 

［主题词］东北地区/地方史 

［知识责任］李治亭 主编 

  

 

［正题名］西南通史 

［第一责任人］方铁主编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中国边疆通史丛书 Series of a Complete history of Chiha borderscgrs225f 马大正

总主编 eng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 

［主题词］西南地区/地方史 

［知识责任］方铁 主编 

  

 

［正题名］北疆通史 

［第一责任人］赵云田主编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中国边疆通史丛书 Series of a Complete history of Chiha borderscgrs225f 马大正

总主编 eng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 

［主题词］北疆地区/地方史 

［知识责任］赵云田 主编 

  



 

［正题名］广州历史地图精粹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档案局（馆），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编著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广州市各地方保存的有关广州市的部分历史地

图。上自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下迄 1949 年，共收 97 幅。包括世界、全国、广东省、

广州市、各县的历史地图，并于图后附绘制方法和原图尺寸，书后附历史建置和政区沿革。 

［主题词］历史地图/广州市/1685-1949 

  

 

［正题名］与世纪同行 

［副题名］育才中学百年档案资料编研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静安区档案局，上海市育才中学联合编纂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载了百年来育才的办学情况，内容包括育才中学的演变，育才的管

理体制与规章制度，育才的文化课教学，育才的非文化课教育等。 

  

 

［正题名］与世纪同行 

［副题名］育才中学百年档案资料编研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静安区档案局，上海市育才中学联合编纂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载了百年来育才的办学情况，内容包括育才中学的演变，育才的管

理体制与规章制度，育才的文化课教学，育才的非文化课教育等。 

  

 

［正题名］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副题名］2000 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学科建设”、“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疆域与政区”、

“历史社会与文化”等栏目，共收入论文 40 余篇。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日关系三十年 

［副题名］1972-2002 

［第一责任人］徐之先主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阐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两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关系；总

结了 30 年来发展两国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展望了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1972-2002 

［知识责任］徐之先 主编 

  

 

［正题名］天津大学（北洋大学）校史简编 

［第一责任人］李义丹主编 

［出版者］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天津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大学，其前身为北洋大学，百余年的光辉

历程，使天津大学桃李满天下，英才遍中华，本书简要介绍了该校的校史。 

［知识责任］李义丹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墨学研究史 

［第一责任人］郑杰文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20 世纪人文学术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将 20 世纪的墨学研究，以 1919、1949、1976 年为界分为四个时期，分期

论述了各时期的《墨子》整理、墨家社会学说研究与评价、墨学史研究与考证、墨辩逻辑与

墨家科技研究、墨家军事学说研究等。 

［主题词］墨家/理论/研究/20 世纪 

［知识责任］郑杰文 著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二○○一·三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辑内容包括：民国初年京师地方检察厅及其所属机构变动情况史料，双桥无

线电台建造史料（一），北洋时期北京市内街巷道路等级及路幅名称（续完），1934 年审讯

燕子李三史料等。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之路 

［副题名］追寻父亲的足迹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邵华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沿着毛泽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记述了毛泽东作为领袖的伟大一生，

作为父亲的平实的一生。表达了作者对父亲的深厚感情。 

［知识责任］邵华 著 

  

 

［正题名］毛泽东之路 

［副题名］追寻父亲的足迹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邵华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沿着毛泽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记述了毛泽东作为领袖的伟大一生，

作为父亲的平实的一生。表达了作者对父亲的深厚感情。 

［知识责任］邵华 著 

  

 

［正题名］历史在这里闪光 

［副题名］抗战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责任人］文天行著 

［出版者］四川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将中国抗战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内容包括：“生当为

人杰，死亦为鬼雄”；“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去掉无形锁，清除劣根性”；“殷殷沸腾

血，拳拳火热心”等。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1937-1945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文化/文学/研究 

［知识责任］文天行 著 

  

 

［正题名］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成有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勾勒出了近现代中国居士佛学发展的大致轮廓，并以此为基点探讨了居士

佛学的困境、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主题词］居士/佛教/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居士/佛教/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成有 著 

  

 



［正题名］近现代以佛摄儒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远杰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近现代佛教各宗派的代表人物以佛摄儒思想进行了归纳提炼，探讨了近

现代以佛摄儒的主流特色，比较了现代以佛摄儒对古代思想的继承与拓新，并对近现代以佛

摄儒运动对现代新儒家及中土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反思。 

［主题词］佛教/关系/儒家/近代 

［主题词］佛教/关系/儒家/现代 

［知识责任］李远杰 著 

  

 

［正题名］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盛璋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历史/论文集 

［知识责任］黄盛璋 著 

  

 

［正题名］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 

［并列题名］Feminist Theory 

［第一责任人］（美）约瑟芬·多诺万著 

［译者］赵育春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现代思想译丛 cgrs225f 吴源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据英文版 2000 年第 3 版翻译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19 世纪的文化女权主义、女权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存在主义、20 世纪文化女权主义的道德蓝图等。 

［主题词］妇女运动/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多诺万 著 

［知识责任］Donovan 著 

［次知识责任］赵育春 译 

  

 

［正题名］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马允伦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温州文献丛书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史料/汇编/温州市 

［知识责任］马允伦 编 



  

 

［正题名］中国治安史 

［第一责任人］陈鸿彝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力求从国家机器和社会管理的总体上作宏观把握，对历史治安思想、治安

法理与治安体制、治安方略、治安措施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介绍了近代治安制度、治安机构、

治安立法及治安管理业务，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民主政权下的人民治安也作了初步介

绍。 

［主题词］治安管理/历史/中国/高等教育/教材 

［知识责任］陈鸿彝 主编 

  

 

［正题名］引鉴·沟通·创造 

［副题名］20 世纪前半期中外电影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宜文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中国影视美学丛书 cgrs225f 黄绘林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对国际背景下的中国电影，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占有，好莱坞电影文

化在中国，世界电影美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及特征等问

题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电影美学/对比研究/中国/外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王宜文 著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2002.1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中国 

［副题名］传统与变迁 

［并列题名］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第一责任人］〔美〕费正清 

［译者］张沛等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费正清文集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概况，古代中国：文明的诞生，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

代，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论

述。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 

［主题词］史评/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费正清 著 

［知识责任］Fairbank 著 

［次知识责任］张沛 译 

  

 

［正题名］溪州土司八百年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永顺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 

［译者］彭建秋编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湖南永顺县，古为溪州，本书对于溪州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作了

较全面、系统的叙述，弘扬了民族精神，传承了民族文化。 

［主题词］土家族/土司制度/研究/湖南省/永顺县/古代 

［次知识责任］彭剑秋 编著 

  

 

［正题名］李宗仁和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王朝柱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 cgrs225h 第三卷 

［知识责任］王朝柱 著 

  

 

［正题名］冯玉祥和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王朝柱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 cgrs225h 第三卷 

［知识责任］王朝柱 著 

  

 

［正题名］张学良和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王朝柱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 cgrs225h 第一卷 

［知识责任］王朝柱 著 



  

 

［正题名］宋美龄和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王朝柱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 cgrs225h 第一卷 

［知识责任］王朝柱 著 

  

 

［正题名］龙云 卢汉和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王朝柱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 cgrs225h 第二卷 

［知识责任］王朝柱 著 

  

 

［正题名］剑拔天下惊 

［副题名］张学良全传 

［第一责任人］铁岩编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纪实手法，反映了张学良的百年风雨历程，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英俊风

流的少帅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的起伏和艰难跋涉。 

［知识责任］铁岩 编著 

  

 

［正题名］清末民初火花与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李少鹏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包含“火花的收藏价值”、“从火花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民俗文化、

数字文化、农耕文化、服饰文化、宗教文化、市民文化、教育文化、买办文化”等。 

［主题词］火花/中国/近代 

［主题词］火花/文化/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少鹏 著 

［知识责任］黄德良 著 

  

 

［正题名］铁笔金针 

［副题名］林纾文选 

［第一责任人］许桂亭选注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梅花诗境记”、“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山都与某侍御书”、“原习”、

“冷红生传”、“湖心泛月记”等近 70 篇散文。 

［知识责任］林纾 著 

［次知识责任］许桂亭 选注 

  

 

［正题名］红军长征追踪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罗 富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日记，也是一部历史。作者严格按照红军长征的原时间原地点，在

这条举世闻名的道路上，用汗水甚至生命做支撑，写下了 300 多篇来自长征路上的日记。本

册为 1984 年 10 月 15 日至 1985 年 4 月 6 日的日记。 

［主题词］日记/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罗 富 著 

  

 

［正题名］红军长征追踪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罗 富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日记，也是一部历史。作者严格按照红军长征的原时间原地点，在

这条举世闻名的道路上，用汗水甚至生命做支撑，写下了 300 多篇来自长征路上的日记。本

册为 1985 年 4 月 7 日至 1985 年 10 月 19 日的日记。 

［主题词］日记/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知识责任］罗 富 著 

  

 

［正题名］梅兰芳全传 

［第一责任人］李伶伶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一代京剧大师努力勤奋的成长经历、孜孜以求的艺术之路、慷慨拒

敌的民族气节、与人为善的道德品质以及真挚细腻的情感生活，同时对其内心世界进行了探

究。 

［知识责任］李伶伶 著 

  

 



［正题名］顾准自述 

［第一责任人］顾准著 

［译者］陈敏之，顾南九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顾准文存 

［附注内容］顾准（1915-1974）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杰出的会计学家、经济学家、思

想家。本书是顾准写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史交代”材料和其他关于自己身世和思想

的检讨文字。 

［知识责任］顾准 著 

［次知识责任］陈敏之 编 

［次知识责任］顾南九 编 

  

 

［正题名］顾准笔记 

［第一责任人］顾准著 

［译者］陈敏之，顾南九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顾准文存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般”、“中国古代逻辑与语言”、“人生哲学及

政治哲学”、“价值与价格”、“王夫之的经济主张”等近 400 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顾准 著 

［次知识责任］陈敏之 编 

［次知识责任］顾南九 编 

  

 

［正题名］临机随感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学人随笔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生活篇、求索篇、自然篇、人文篇，收录随笔《未来学什么》、《面向

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何处东方》、《文化的劣化》等 70 余篇。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群己观变革探析 

［第一责任人］刘晓虹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cgrs225h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从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伦理学、社会政治哲学等层面探析了群己观的变革

过程，揭示了中国近代群己观变革的成就、缺失及其历史影响。 

［主题词］个体/关系/群体/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晓虹 著 

  

 

［正题名］新世纪的思想地图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人文视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的学术文化思想评论集，分四个部分：“思想随笔”、“人物评论”、

“都市观察”和“学术文化批评”。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许纪霖 著 

  

 

［正题名］唐代土地买卖研究 

［第一责任人］赵云旗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唐代以前中国土地买卖的 端和发展、唐代均田制下的土地买

卖、唐代土地买卖的政策的发展变化等。 

［主题词］土地/交易/农业史/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赵云旗 著 

  

 

［正题名］客家形成发展史纲 

［第一责任人］谢重光著 

［出版者］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客家研究文丛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客家基本住地及其自然和社会状况、客家先民的基本构成、客

家人的对外拓殖、客家文化典型事象溯源与探索等。 

［主题词］客家/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谢重光 著 

  

 

［正题名］无奈的追寻 

［副题名］清代文人心理透视 

［第一责任人］韩进廉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学术为根基，以人物为中心，以展示文人的心态世界和情感经历为主旨，

将文学、历史、思想、文化溶于一体，以期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清代文人心理的新视角。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韩进廉 著 

  

 

［正题名］夏商周文明新探 

［第一责任人］江林昌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华文明史上具有“轴心”意义的夏商周三代研究为切入点，就夏商周

三代的起源与走向、夏商周时期的宇宙观与文明之关系、“图书”文献之流变、学术文化之

承传等问题作出了探索。 

［主题词］夏文化（考古）/研究 

［主题词］商周考古/研究 

［知识责任］江林昌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 

［丛书］学术 

［第一责任人］苑利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二十世纪 30 位文人撰写的 30 篇文章，包括：“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

民间文艺学”、“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 端”、“对二三十年代福建民俗学运动的回顾”等。 

［主题词］民俗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民间文学/文学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苑利 主编 

  

 

［正题名］林徽因 

［第一责任人］张清平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清平 著 

  

 

［正题名］帷幄辞章 

［副题名］曾国藩文选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朱东安选注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曾国藩不同时期不同文体共 93 篇文章，基本上从不同方面反映了

他各个历史时期的言行，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思想与功罪。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朱东安 选注 

  

 

［正题名］清代翰林院制度 

［第一责任人］邸永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文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8 章，内容包括：清代翰林院之起源，清代翰林院之建置与职掌，遴

选翰林官之途径，清代之翰林与皇权，清代之翰林与思想文化等。 

［主题词］文官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邸永君 著 

  

 

［正题名］吴仁彰文集 

［副题名］二十世纪苏联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吴仁彰文集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吴仁彰的苏联公布改革经济体制的新决议，苏联经济发展情况及其

前景等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的论文，详细系统地记述和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产生、演变、改

革、直至成败的原因，并探讨了其兴衰成败的原因、根源和历史经验教训。 

［主题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苏联 

［知识责任］吴仁彰 著 

  

 

［正题名］血缘与地缘之间 

［副题名］中国历史上的联宗和联宗组织 

［第一责任人］钱杭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文库 史丛 5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联宗与行辈字号，联宗世系学，同姓联宗的

根据、过程与类型、 姓联宗的根据、过程与类型等内容。 

［主题词］宗族/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宗族/组织/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钱杭 著 

  

 



［正题名］蒋经国传 

［第一责任人］（美）陶涵（Jay Taylor）著 

［译者］林添贵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美国各方面人士对蒋氏家族历史功过、台湾政局演变过程以及国共

两党关系、海峡两岸关系所持的观点，从外国研究学者的角度评价了蒋经国的生平事略和思

想观念。 

［知识责任］陶涵 著 

［知识责任］Taylor 著 

［次知识责任］林添贵 译 

  

 

［正题名］从基督徒到红色“御医” 

［副题名］傅连暲传奇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闽籍将军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细致地描述了傅连暲将军从一个基督教徒成长为一个救国爱民的爱国主义

者，成为我党我军医疗卫生事业创始人之一的独特经历。 

［知识责任］王盛泽 著 

［知识责任］钟兆云 著 

  

 

［正题名］现代新儒家传 

［第一责任人］李山，张重岗，王来宁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选取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七位

新儒家进行描写，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哲学家/列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山 著 

［知识责任］张重岗 著 

［知识责任］王来宁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王处辉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南 大学法政学院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七章，探讨了中国近代企业组织的连续性因素分析、近代企业制度供

给与股份制企业的发展、以及近代企业组织结构与劳动组织个案研究等内容。 

［主题词］企业/组织结构/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处辉 著 

  

 

［正题名］严复书评 

［第一责任人］伍杰编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严复对《天演论》、《原富》、《名学》、《社会通诠》、《群学肄言》、

《名学浅说》等书进行的系统评论。 

［知识责任］伍杰 编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 

［书目卷册］第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丁日初主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辑是“孙中山与社会变革”学术研讨回专辑，同时还收录了有关近代经济史、

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丁日初 主编 

  

 

［正题名］旧上海租界史话 

［第一责任人］薛理勇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租界/历史/上海市 

［知识责任］薛理勇 著 

  

 

［正题名］外滩的历史和建筑 

［第一责任人］薛理勇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建筑史/史料/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薛理勇 著 

  

 

［正题名］中国哲学史大纲（外一种）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cgrs225f 李学勤主编 



［附注内容］《中国哲学史大纲》系胡适先生有关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顾准日记 

［第一责任人］顾准著 

［译者］陈敏之，顾南九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顾准文存 

［知识责任］顾准 著 

［次知识责任］陈敏之 编 

［次知识责任］顾南九 编 

  

 

［正题名］清宫洋画家 

［第一责任人］（法）伯德莱著 

［译者］耿昇译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西方发现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图文并茂，共分 12 章，介绍了入华耶稣会士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

蒋友仁以及遣使会士德理格、奥古斯定会士安泰等画家，特别是在康乾皇帝宫中充任御画家

者的作品。 

［主题词］画家/生平事迹/世界/近代 

［主题词］耶稣会/传教士/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伯德莱 著 

［知识责任］Beurdeley 著 

［次知识责任］耿昇 译 

  

 

［正题名］不懈的精神追求 

［第一责任人］徐友渔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人文视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个人文集，包括个人思想历程、语言与哲学、思想文化论争、历史

反思、文化与社会评论、书评六个部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徐友渔 著 

  

 

［正题名］思无涯，行有制 



［第一责任人］秦晖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人文视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历史背景中的沉思”、“良心与常识”、“阅读千年”三个部分，体现了

作者对社会与文化的各个层面的关注。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秦晖 著 

  

 

［正题名］倾斜的金字塔 

［第一责任人］杨东平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人文视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总策划人杨东平先生对中国教育、生态和

城市文化的“实话实说”。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杨东平 著 

  

 

［正题名］王稼祥年谱 

［副题名］一九○六——一九七四 

［第一责任人］徐则浩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知识责任］徐则浩 编著 

  

 

［正题名］经商与办学 

［副题名］近代商人教育研究 

［第一责任人］阎广芬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博士文库 近代教育与社会变迁丛书 cgrs225f

田正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近代商人的崛起，近代商人捐助教育的动因，近代商人的教育理念，

近代商人的办学活动，近代商人的办学特点等内容。 

［主题词］商人/社会办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阎广芬 著 

  

 

［正题名］政府与社会 

［副题名］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 



［第一责任人］商丽洁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博士文库 近代教育与社会变迁丛书 cgrs225f

田正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考察近代中国教育财政制度的变迁，通过梳理近代教育财政发展的进程、

特点和原因，以把握中国教育财政近代化的走向。 

［主题词］教育经费/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商丽浩 著 

  

 

［正题名］借鉴与 融合 

［副题名］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谢长法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研究所博士文库 近代教育与社会变迁丛书 cgrs225f 田

正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探讨留美学生在抗日战争前的教育活动，客观评价了留美学生对近代

中国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研究/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谢长法 著 

  

 

［正题名］承传与创新 

［副题名］近代华侨教育研究 

［第一责任人］别必亮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博士文库 近代教育与社会变迁丛书 cgrs225f

田正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近代华侨教育的历史沿革，近代华侨教育的政策措施，近代华侨学

校的课程、教材与教法，近代华侨教育的组织与管理，近代华侨教育家思想研究等内容。 

［主题词］华侨教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别必亮 著 

  

 

［正题名］督抚与士绅 

［副题名］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正伟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博士文库 近代教育与社会变迁丛书 cgrs225f

田正平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江苏传统教育概论，江苏教育近代化的起步(1861～

1897)，江苏教育近代化的 展（1898-1911），江苏教育近代化的推进(1912～1927)，个案研

究：江苏省教育会等。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江苏省/近代 

［知识责任］刘正伟 著 

  

 

［正题名］朋友·客人·同事 

［副题名］晚清幕府制度研究 

［并列题名］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副题名］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第一责任人］（美）福尔索姆著 

［译者］刘悦斌，刘兰芝译 

［译者］刘存宽校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cgrs225f 王庆成，虞和平主编 

［附注内容］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和洛杉矶分社 1968 年版翻译 

［附注内容］本书简要回顾了中国幕府制度的形成、演变过程，较详细地论述了清前期幕府

的构成、职能以及清朝廷对幕府的政策，说明了中国近代社会巨变导致晚清新式幕府制度崛

起的特点。 

［主题词］幕府/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福尔索姆 著 

［次知识责任］刘悦斌 译 

［次知识责任］刘兰芝 译 

［次知识责任］刘存宽 校 

  

 

［正题名］同治中兴 

［副题名］中国保守主义的 后抵抗 

［丛书］1862-1874 

［并列题名］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副题名］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962-1874) 

［第一责任人］（美）芮玛丽著 

［译者］房德邻[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cgrs225f 王庆成，虞和平主编 

［附注内容］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2 年修订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详尽叙述了晚清政府的中央及地方官员为“同治中兴”、挽救腐败清王朝

的种种努力和实行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各个方面。

并且阐释了“中兴”所依据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了中兴“几乎成功”的内在机制和 终失

败的原因。 

［知识责任］芮玛丽 著 



［次知识责任］房德邻 译 

  

 

［正题名］千古文心 

［副题名］王国维文选 

［第一责任人］[王国维著] 

［译者］姜东赋，刘顺利选注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思想者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均为王国维学术著作的精华。包括“哲学辨惑”、“叔本华与尼采”、

“《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论教育之宗旨”等，每篇文章均有题解并加以注

释。 

［知识责任］王国维 著 

［次知识责任］姜东赋 选注 

［次知识责任］刘顺利 选注 

  

 

［正题名］顾准文稿 

［第一责任人］顾准著 

［译者］陈敏之，顾南九编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顾准文存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及价值规律的问题”、“粮价问题初探”、

“漫谈民主”、“论孔子”、“老子的‘道’及其他”、“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等 30 余

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顾准 著 

［次知识责任］陈敏之 编 

［次知识责任］顾南九 编 

  

 

［正题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第一责任人］资中筠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在水之湄”系列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资中筠 著 

  

 

［正题名］沈祖棻全集 

［书目卷册］1 



［丛书］涉江诗词集 

［第一责任人］沈祖棻著 

［译者］程千帆笺 

［译者］张春晓编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沈祖棻 著 

［次知识责任］程千帆 笺 

［次知识责任］张春晓 编 

  

 

［正题名］沈祖棻全集 

［书目卷册］2 

［丛书］微波辞（外二种） 

［第一责任人］沈祖棻著 

［译者］张春晓编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沈祖棻 著 

［次知识责任］张春晓 编 

  

 

［正题名］沈祖棻全集 

［书目卷册］3 

［丛书］唐人七绝诗浅释 

［第一责任人］沈祖棻著 

［译者］张春晓编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沈祖棻 著 

［次知识责任］张春晓 编 

  

 

［正题名］沈祖棻全集 

［书目卷册］4 

［丛书］唐宋诗赏析·诵诗偶记 

［第一责任人］沈祖棻著 

［译者］张春晓编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主题词］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沈祖棻 著 

［次知识责任］张春晓 编 

  

 

［正题名］新华成语词典 

［第一责任人］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汉语/成语词典 

  

 

［正题名］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康化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词学中兴与明代词学思想、西陵词人群及其词学思想的源流变迁、广

陵词人群与明清之际词学思想的嬗变等内容。 

［主题词］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李康化 著 

  

 

［正题名］新国学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项楚主编 

［译者］四川大学中文系《新国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巴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集刊登载了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论文，研究对象包括历史、哲学、语言、文

学、艺术、宗教、民俗、考古和其他学科。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项楚 主编 

  

 

［正题名］新国学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项楚主编 

［译者］四川大学中文系《新国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巴蜀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刊得到四川大学“二一一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汉语史与中国古典文献学项目

资助 

［附注内容］本集刊登载了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论文，研究对象包括历史、哲学、语言、文

学、艺术、宗教、民俗、考古和其他学科。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项楚 主编 

  

 

［正题名］冯至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昨日之歌 北游及其他 

［第一责任人］冯至著 

［译者］本卷编者刘福春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三部诗集及部分集外诗歌。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冯至 著 

［次知识责任］刘福春 本卷编者 

  

 

［正题名］冯至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西郊集 十年诗抄 

［第一责任人］冯至著 

［译者］本卷编者刘福春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西郊集》、《十年诗抄》、《冯至诗选》三部诗集以及《冯至诗文选集》、

《冯至选集》第一卷、《立斜阳集》、《文坛边缘随笔》的诗歌部分和部分集外诗歌。 

［主题词］诗歌/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冯至 著 

［次知识责任］刘福春 本卷编者 

  

 

［正题名］冯至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山水 伍子胥 

［第一责任人］冯至著 

［译者］本卷编者张恬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散文集《山水》、《东欧杂记》、二三十年代以散文为主的集外文章、

小说《伍子胥》和 20 年代以来所写的未曾编集的历史故事与儿童故事，以及 50 年初期所写

的一篇报告文学《张明山和反围盘》。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冯至 著 

［次知识责任］张恬 本卷者编 

  



 

［正题名］冯至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冯至选集 立斜阳集 

［第一责任人］冯至著 

［译者］本卷编者张恬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冯至选集》(其中部分文章曾收入《冯至诗文选集》)、《立斜阳集》

所收录的随笔、散文、杂论等。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冯至 著 

［次知识责任］张恬 本卷编者 

  

 

［正题名］冯至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文坛边缘随笔 

［第一责任人］冯至著 

［译者］本卷编者张恬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文坛边缘随笔》所收录的文章部分(散文、文艺杂论、访谈录)和 40

年代以来未入集的随笔、散文、杂论。 

［主题词］冯至/全集/中国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冯至 著 

［次知识责任］张恬 本卷编者 

  

 

［正题名］冯至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杜甫传 诗与遗产 

［第一责任人］冯至著 

［译者］本卷编者吴坤定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杜甫传》、《诗与遗产》两部学术著作，其中《诗与遗产》收录自

1953-1962 年写的文艺论著。 

［主题词］文学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冯至 著 

［次知识责任］吴坤定 本卷编者 

  

 



［正题名］冯至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德国文学简史 

［第一责任人］冯至著 

［译者］本卷编者范大灿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作者的学术论著《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和《德

国文学简史》到 1848 年。 

［主题词］文学史/德国 

［知识责任］冯至 著 

［次知识责任］范大灿 本卷编者 

  

 

［正题名］冯至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论歌德 冯至学术论著自学集 

［第一责任人］冯至著 

［译者］本卷编者范大灿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作者的学术论著《论歌德》、《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和未入集的学术

论文。 

［主题词］文学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冯至 著 

［次知识责任］范大灿 卷编 

  

 

［正题名］冯至全集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海涅诗选 集外译诗 

［第一责任人］冯至著 

［译者］本卷编者韩耀成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附注内容］本卷所收译诗包括德国、奥地利等国诗人歌德、荷尔德林、海涅、尼采、格奥

尔格、里尔克、布莱希特的诗作以及其他译诗二首，以诗人生卒年代先后顺序排列，其他译

诗排在末尾。 

［主题词］诗歌/外国/选集 

［知识责任］冯至 著 

［次知识责任］韩耀成 本卷编者 

  

 

［正题名］冯至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第一责任人］冯至著 

［译者］本卷编者韩耀成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冯至与夫人合译的德国作家歌德的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

代》。 

［主题词］长篇小说/德国/近代 

［知识责任］冯至 著 

［次知识责任］韩耀成 本卷编者 

  

 

［正题名］冯至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丛书］审美教育书简 哈尔次山游记 

［第一责任人］冯至著 

［译者］本卷编者范大灿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审美教育书简》、《哈尔次山游记》、《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歌德年谱》和《远方的歌声》五部译著，及集外译文《亚瑟王厅堂》等六篇单篇翻译。 

［知识责任］冯至 著 

［次知识责任］范大灿 本卷编者 

  

 

［正题名］冯至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丛书］书信 自传 年谱 

［第一责任人］冯至著 

［译者］本卷编者冯姚平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 1924 至 1933 年致杨晦的信、1931 至 1947 年致鲍尔的信、1965

至 1992 年致其他友人的信及 1970 至 1992 年的家信共 469 封；及作者的自传、遗嘱和年谱。 

［知识责任］冯至 著 

［次知识责任］冯姚平 本卷编者 

  

 

［正题名］文史 

［书目卷册］总第五十六辑 

［书目卷册］2001 年第 3 期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钱币大辞典 

［第一责任人］《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货币/中国/词典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货币/词典 

  

 

［正题名］中美长期对话 

［副题名］1986-2001 

［并列题名］China-united States Sustained Dialogue 

［第一责任人］（美）陶美心，赵梅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中美关系/研究/1986-2001 

［知识责任］陶美心 主编 

［知识责任］赵梅 主编 

  

 

［正题名］江苏省志 

［丛书］广播电视志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广播电视方面的工作。 

［主题词］广播事业/文化史/江苏省 

［主题词］电视事业/文化史/江苏省 

  

 

［正题名］江苏省志 

［丛书］畜牧志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畜牧业资源、养猪、养禽、养牛、养羊、养兔、养特种经济动物、

饲料生产与加工利用、中兽医、兽药与器材等内容。 

［主题词］畜牧业/概况/江苏省 

  

 

［正题名］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 



［并列题名］Selected Archives of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按档案形成的时间顺序编排，包括皇帝谕旨、臣工奏疏、各衙门往来文牍、

大学堂规章与告示、财务帐目、电报信函等。比较系统真实地记录了北大初创时期的艰难历

程，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 

  

 

［正题名］全国总书目 

［副题名］1999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1999 

  

 

［正题名］全国总书目 

［副题名］1999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1999 

  

 

［正题名］云南史料丛刊 

［书目卷册］第十卷 

［第一责任人］方国瑜主编 

［译者］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为云南史料，第十卷包括猛乌乌得记、滇南界务陈牍、南界陈牍补遗、清

季外交史料有关云南事迹摘抄等。 

［知识责任］方国瑜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文德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木芹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郑志惠 纂录校订 

  

 

［正题名］云南史料丛刊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方国瑜主编 



［译者］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为云南史料第七卷，内容包括云南左卫中千户所管军印概说、马哈只墓碑、

清史稿有关云南事迹摘抄等内容。 

［知识责任］方国瑜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文德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木芹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郑志惠 纂录校订 

  

 

［正题名］云南史料丛刊 

［书目卷册］第九卷 

［第一责任人］方国瑜主编 

［译者］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为云南史料，第九卷包括压盐致变、周云祥起义事辑、滇事述闻、滇西回

乱细略、咸同变乱经历记等内容。 

［知识责任］方国瑜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文德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木芹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郑志惠 纂录校订 

  

 

［正题名］云南史料丛刊 

［书目卷册］第八卷 

［第一责任人］方国瑜主编 

［译者］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彩云百咏、清会典有关云南事迹摘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滇南十义

疏、庭闻录、雍正西南夷改流记等内容。 

［知识责任］方国瑜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文德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木芹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郑志惠 纂录校订 

  

 

［正题名］云南史料丛刊 

［书目卷册］第十三卷 

［第一责任人］方国瑜主编 

［译者］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为云南史料，第十三卷包括滇系事略、滇南志略、滇南山水纲目、武定凤

氏本末、有关云南清代文物概说等内容。 

［知识责任］方国瑜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文德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木芹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郑志惠 纂录校订 

  

 

［正题名］云南史料丛刊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第一责任人］方国瑜主编 

［译者］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为云南史料，第十一卷包括滇考、滇云历年传·云南事略、滇小记、滇中

琐记、滇海虞衡志、南中杂说等内容。 

［知识责任］方国瑜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文德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木芹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郑志惠 纂录校订 

  

 

［正题名］云南史料丛刊 

［书目卷册］第十二卷 

［第一责任人］方国瑜主编 

［译者］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滇南闻见录、云南风土记、滇南杂记、顺宁杂著、维西见闻记、滇游

续笔、藏行纪程、滇行日录、云南铜志等。 

［知识责任］方国瑜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文德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木芹 纂录校订 

［次知识责任］郑志惠 纂录校订 

  

 

［正题名］福建省志 

［丛书］地震志 

［第一责任人］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重点记述 1970 年以来防震事业发展变化过程，力求揭示福建省地震活动

的特点及地震孕育、发展规律，对历次地震、震灾情况只作简要追溯。 



［主题词］地震/地方志/福建省 

  

 

［正题名］程思远画册 

［并列题名］Album of Cheng Siyuan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统战部，新华通讯社，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以大量的照片资料，回顾了中国政坛的传奇人物——程

思远的人生历程。 

  

 

［正题名］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 

［并列题名］Dr Sun Yat-Sen and the Nanjing Provisional Government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办公厅编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大量极具史料价值的历史照片，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孙中山与南京临

时政府的业绩，其中包括南京光复，共和奠基，孙文就职民国建立等。 

［主题词］南京临时政府/史料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49-1952 

［第一责任人］吴承明，董志凯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的主要内容是 1949 年到 1952 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创建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举措、基础设施

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劳动就业、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等。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949-1952 

［知识责任］吴承明 主编 

［知识责任］董志凯 主编 

  

 

［正题名］曾国藩与两江总督署 

［第一责任人］刘刚著文 

［出版者］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先后四处总督署，贤哲和堂属，雪夜闭门读藏书，不动心说，一等毅

勇侯，下关洋务，告诫儿妇诸女，慈父虔心送瘟神等内容。 

［知识责任］刘刚 著文 

［次知识责任］杨小民 绘画 



  

 

［正题名］华夏审美风尚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俯仰生息 

［第一责任人］许明主编 

［译者］王悦勤，户晓辉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部落生活”、“衣饰之美”等十一章，研讨了我国史前及夏、商两代

的审美情趣及时代风尚。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上古 

［知识责任］许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悦勤 著 

［次知识责任］户晓辉 著 

  

 

［正题名］华夏审美风尚史 

［书目卷册］序卷 

［丛书］腾龙起凤 

［第一责任人］许明主编 

［译者］许明，苏志宏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卷分上下两篇，上篇为理论篇，分“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发展

论”四个部分；下篇是在理论说明的基础上对华夏审美风尚史进行了总体概括。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许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许明 著 

［次知识责任］苏志宏 著 

  

 

［正题名］华夏审美风尚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郁郁乎文 

［第一责任人］许明主编 

［译者］彭亚非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礼文之美”、“官能享乐之风”、“自然至上”等十章，研讨了我国周

秦时代的审美情趣及时代风尚。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周代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秦代 

［知识责任］许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彭亚非 著 

  

 

［正题名］华夏审美风尚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大风起兮 

［第一责任人］许明主编 

［译者］王旭晓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河南省出版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大汉伟业”、“庄严威风的礼仪制度”等十章，研讨了我国两汉时代

的审美情趣及时代风尚。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知识责任］许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旭晓 著 

  

 

［正题名］华夏审美风尚史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六朝清音 

［第一责任人］许明主编 

［译者］盛源，袁济喜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名理学与六朝审美精神”、“人间情爱的吟咏”等十七章，研讨了我

国六朝时代的审美情趣及时代风尚。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六朝时代 

［知识责任］许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盛源 著 

［次知识责任］袁济喜 著 

  

 

［正题名］华夏审美风尚史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盛事丰韵 

［第一责任人］许明主编 

［译者］杜道明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青春盛世”、“中道沧桑”、“晚景余韵”等五章，研讨了我国隋唐五

代时期的审美情趣及时代风尚。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五代 



［知识责任］许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杜道明 著 

  

 

［正题名］华夏审美风尚史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徜徉两端 

［第一责任人］许明主编 

［译者］韩经太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宋代城市新结构与社会新风尚”、“从古雅到荒古的词世界”等十一

章，研讨了我国两宋时期的审美情趣及时代风尚。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许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韩经太 著 

  

 

［正题名］华夏审美风尚史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勾栏人生 

［第一责任人］许明主编 

［译者］刘祯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共十一章，从蒙古民族性格、杂剧、散曲、建筑宗教等方面研讨了我国元

代的审美情趣及时代风尚。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许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祯 著 

  

 

［正题名］华夏审美风尚史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残阳如血 

［第一责任人］许明主编 

［译者］罗筠筠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多元发展的审美趣味与文化”、“走向成熟的中国古典美学”等六章，

再现了明朝人的审美情趣及时代风尚。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许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罗筠筠 著 



  

 

［正题名］华夏审美风尚史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俗的滥觞 

［第一责任人］许明主编 

［译者］樊美钧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共八章，从生活、服饰、娱乐、戏曲、小说、陶瓷、家具、风尚等方面研

讨了我国清代的审美风尚史。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许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樊美钧 著 

  

 

［正题名］华夏审美风尚史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凤凰涅槃 

［第一责任人］许明主编 

［译者］蒋广学，张中秋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山雨欲来”、“风雨交加”、“民国余絮”等七章，研讨了我国近代社

会的审美情趣及时代风尚。 

［主题词］美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许明 主编 

［次知识责任］蒋广学 著 

［次知识责任］张中秋 著 

  

 

［正题名］山西通史 

［书目卷册］卷壹 

［丛书］先秦卷 

［第一责任人］刘泽民主编 

［译者］侯毅等著 

［译者］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卷客观描述了先秦时期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历史

的发展，并运用史论相结合的方法，给予必要的评析。 

［知识责任］刘泽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侯毅 著 

  



 

［正题名］山西通史 

［书目卷册］卷贰 

［丛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第一责任人］刘泽民等主编 

［译者］谢鸿喜等著 

［译者］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卷客观描述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

科技等历史的发展，并运用史论相结合的方法，给予必要的评析。 

［知识责任］刘泽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鸿喜 著 

  

 

［正题名］山西通史 

［书目卷册］卷叁 

［丛书］隋唐五代卷 

［第一责任人］刘泽民等主编 

［译者］王灵善，王振芳等著 

［译者］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卷客观描述了隋唐五代时期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

历史的发展，并运用史论相结合的方法，给予必要的评析。 

［知识责任］刘泽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灵善 著 

［次知识责任］王振芳 著 

  

 

［正题名］山西通史 

［书目卷册］卷肆 

［丛书］宋辽金元卷 

［第一责任人］刘泽民等主编 

［译者］楚刃等著 

［译者］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卷客观描述了宋辽金元时期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

历史的发展，并运用史论相结合的方法，给予必要的评析。 

［知识责任］刘泽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楚刃 著 

  

 



［正题名］山西通史 

［书目卷册］卷伍 

［丛书］明清卷 

［第一责任人］刘泽民等主编 

［译者］高春平，李三谋等著 

［译者］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卷客观描述了明清时期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历史

的发展，并运用史论相结合的方法，给予必要的评析。 

［知识责任］刘泽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春平 著 

［次知识责任］李三谋 著 

  

 

［正题名］山西通史 

［书目卷册］卷陆 

［丛书］近代卷 

［第一责任人］刘泽民等主编 

［译者］孙丽萍，张捷夫等著 

［译者］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卷客观描述了近代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历史的发

展，并运用史论相结合的方法，给予必要的评析。 

［知识责任］刘泽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孙丽萍 著 

［次知识责任］张捷夫 著 

  

 

［正题名］山西通史 

［书目卷册］卷柒 

［丛书］辛亥革命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卷 

［第一责任人］刘泽民等主编 

［译者］雒春普，景占魁等著 

［译者］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卷客观描述了辛亥革命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教育、科技等历史的发展，并运用史论相结合的方法，给予必要的评析。 

［知识责任］刘泽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雒春普 著 

［次知识责任］景占魁 著 

  



 

［正题名］山西通史 

［书目卷册］卷捌 

［丛书］抗日战争卷 

［第一责任人］刘泽民等主编 

［译者］刘晓丽等著 

［译者］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卷客观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

历史的发展，并运用史论相结合的方法，给予必要的评析。 

［知识责任］刘泽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晓丽 著 

  

 

［正题名］山西通史 

［书目卷册］卷玖 

［丛书］解放战争卷 

［第一责任人］刘泽民等主编 

［译者］景占魁等著 

［译者］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卷客观描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

历史的发展，并运用史论相结合的方法，给予必要的评析。 

［知识责任］刘泽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景占魁 著 

  

 

［正题名］山西通史 

［书目卷册］卷拾 

［丛书］当代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刘泽民等主编 

［译者］苗长青等著 

［译者］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卷客观描述了当代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历史的发

展，并运用史论相结合的方法，给予必要的评析。 

［知识责任］刘泽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苗长青 著 

  

 



［正题名］山西通史 

［书目卷册］卷拾 

［丛书］当代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刘泽民等主编 

［译者］苗长青等著 

［译者］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卷客观描述了当代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历史的发

展，并运用史论相结合的方法，给予必要的评析。 

［知识责任］刘泽民 主编 

［次知识责任］苗长青 著 

  

 

［正题名］北大往事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橡子，谷行主编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从 50 年代至 90 年代，展示了北大的一幅幅撼人心魄的画卷，既有对

伟大事件的目击，也有对一己之私的挖掘；既有对精神世界的穷根究底，也有对儿女之情的

沉吟回味。 

［知识责任］橡子 主编 

［知识责任］谷行 主编 

  

 

［正题名］中国游侠史 

［第一责任人］汪涌豪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中国古代游侠的性质特征、活动方式、历史背景、衰落原因等内容。 

［主题词］侠客/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汪涌豪 编著 

  

 

［正题名］历史哲学教程 

［第一责任人］剪伯赞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反映，中国社会形

势发展问题等内容。 

［主题词］历史哲学/教材/中国 



［知识责任］剪伯赞著 

  

 

［正题名］长水粹编 

［第一责任人］谭其骧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论著 20 多篇,内容有某些历史地名的考证、对几种地理史籍的校补、

评校、关于古代若干少数民族的论述和考证等。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谭其骧 著 

  

 

［正题名］晚思集 

［副题名］张岱年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张岱年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名家心语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文 46 篇。其中有：我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的新时代；论中国哲学

发展的前景；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与改造等。 

［主题词］哲学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张岱年 著 

  

 

［正题名］禁苑黄昏 

［副题名］一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西太后 

［第一责任人］〔美〕凯瑟琳·卡尔著 

［译者］晏方译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根据自己的亲眼目睹，介绍了慈禧的外貌、特点，光绪皇帝，摄政王

府，宫中的太监和宫廷女官，慈禧的文学趣味与才能等内容。 

［知识责任］卡尔 著 

［次知识责任］晏方 译 

  

 

［正题名］国际关系史 

［丛书］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卷系统地阐明了 1917-1945 年期间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和特点，国家政治舞



台上各种力量的消长、分化和重新组合，剖析了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和重大国际事件。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现代/高等教育/教材 

［知识责任］方连庆 主编 

［知识责任］王炳元 主编 

［知识责任］刘金质 主编 

  

 

［正题名］宗教学通论新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吕大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社科学术文库 

［主题词］宗教学/研究 

［知识责任］吕大吉 著 

  

 

［正题名］宗教学通论新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吕大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丛编题名］社科学术文库 

［主题词］宗教学/研究 

［知识责任］吕大吉 著 

  

 

［正题名］细说邓小平 

［第一责任人］李君如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细说 20 世纪中国伟人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一是选择重大的、影响深远的事件，二是选择鲜为人知、能体现邓小平思

想情操的详细片断。目的是通过这些事例，反映邓小平的卓越贡献、精神风貌、人格魅力和

思想作风。 

［知识责任］李君如 主编 

  

 

［正题名］细说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李君如主编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细说 20 世纪中国伟人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有：峥嵘少年、心潮逐浪高、人生的飞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



创胜利之路、逆境中的情怀等。 

［知识责任］李君如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 

［第一责任人］章 沅，马敏，朱英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社会转型中的晚清督抚群体、社会转型中的近代绅商、近代乡

绅与宗族社会、近代商与学的互动及其影响等。 

［主题词］绅士/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商人/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知识责任］马敏 主编 

［知识责任］朱英 主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 

［副题名］沂蒙军民 反“扫荡”斗争纪实 

［第一责任人］中共山东省临沂市委党史委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正题名］中国文化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柳诒徵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古文化史”、“中古文化史”和“近世文化史”三编，系统地介绍了

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柳诒徵 撰 

［次知识责任］蔡尚思 导读 

  

 

［正题名］中国文化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柳诒徵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古文化史”、“中古文化史”和“近世文化史”三编，系统地介绍了

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柳诒徵 撰 

［次知识责任］蔡尚思 导读 

  

 

［正题名］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第一责任人］陆学艺，龚维斌，陈光金著 

［出版者］经济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阶层/社会结构/变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陆学艺 著 

  

 

［正题名］见过希特勒与救过犹太人的伪满外交官 

［第一责任人］王替夫口述 

［译者］杨明生执笔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王替夫先生生于清朝末年，1934-1944 伪满洲国驻德国外交官亲历欧战全过程

的唯一在世的中国人。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二战的丰富的资料。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知识责任］王替夫 口述 

［次知识责任］杨明生 执笔 

  

 

［正题名］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附外一种） 

［第一责任人］唐长孺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收《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魏晋杂

胡考》、《拓拔族的汉化过程》等文章。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唐长孺 著 

  

 

［正题名］中国史探研 

［第一责任人］齐思和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包括：西周地理考、周代锡命礼考、战国制度考、商鞅变法考、五行

说之起源、四大发明的西传和对欧洲的影响等内容。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齐思和 著 

  

 

［正题名］梅兰芳 

［第一责任人］成喻言，刘占文编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文化人影记丛书 

［附注内容］梅兰芳先生是我国戏曲艺术大师，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生中创造了多种

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并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大家风范的艺术流派——梅派。本书收选了

梅兰芳大师在各个时期演出的一些剧目的影像，并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同时列入部分梅兰

芳先生主要活动和有关人物的事迹。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成喻言 编著 

［知识责任］刘占文 编著 

  

 

［正题名］陈学昭 

［第一责任人］陈亚男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文化人影记丛书 

［附注内容］陈学昭青少年时代受到茅盾、周建人、瞿秋白、鲁迅等文坛长者和革命前辈的

影响，决定了她日后的为人和作品。在六十八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及译

著，包括《工作着是美丽的》、《忆巴黎》、《如水年华》等。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陈亚男 著 

  

 

［正题名］茅盾 

［第一责任人］陈小曼编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文化人影记丛书 

［附注内容］茅盾是“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文学运动的伟大先驱者和 拓者之一，是中国革

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创作了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

的艰苦历程，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陈小曼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第一责任人］王汎森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台湾学术丛书 cgrs225f 陈平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传统思想与学术内部的危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建立一

个学术社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志业与命运”三部分内容。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评论/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汎森 著 

  

 

［正题名］郑振铎 

［第一责任人］郑尔康编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文化人影记丛书 

［附注内容］郑振铎生活的年代，是个动荡和战乱频仍的年代。在所有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

他不算是 先进的，但始终是个真诚的爱国者，是坚强的战士。本书记述了他辉煌壮烈的一

生。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郑尔康 编著 

  

 

［正题名］台湾出版史 

［第一责任人］辛广伟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辛广伟（1963-），生于辽宁抚顺，回族，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编著有《宋人

情词赏观》等。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光复前的台湾出版”、“光复至 50 年代的图书出版业”“解严

至 90 年代的报纸出版业”等。 

［主题词］出版工作/历史/台湾省 

［知识责任］辛广伟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史 365 

［第一责任人］成晓军，黎仁凯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本书历史的再现了鸦片战争以来 100 余年间给人们留下难以消逝印象的历史人

物和历史事件。 

［知识责任］成晓军 著 

［知识责任］黎仁凯 著 

  

 



［正题名］中国风俗通史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徐吉军主编 

［丛书］隋唐五代卷 

［第一责任人］吴玉贵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饮食风俗、穿着风俗、居住与建筑风俗、

生育与养老保健风俗、丧葬风俗等。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隋唐时代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知识责任］陈高华 主编 

［知识责任］徐吉军 主编 

［次知识责任］吴玉贵 著 

  

 

［正题名］辽宁锡伯族史话 

［第一责任人］安振泰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辽宁少数民族史话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来自大兴安岭的古老民族，八旗劲旅报国忠，古往今来话姓氏，

历史文化的传承，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学，多元崇拜的民族宗教，锡伯族英杰录等。 

［主题词］锡伯族/民族历史/辽宁省 

［知识责任］安振泰 编 

  

 

［正题名］掬水集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的文章有：小说家的小说史论、艺术感觉与史学趣味、学问中的“情

爱”、民间的记忆、文史的北京、三联的学术使命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著 

  

 

［正题名］中国当代文学批判 

［副题名］穿越个性写作 

［第一责任人］吴炫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否定学实验文本 二 

［附注内容］国家教委“九五”社科规划项目之一 

［附注内容］本书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作品，从哲学、社会学、历史传统、中西方比较



等方面，作了令人信服的剖析；对中国当代一些著名作家的创作及其作品，作了较有理论深

度的分析及寻根探源。 

［主题词］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吴炫 著 

  

 

［正题名］晚年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 

［并列题名］The Change in Late Marx's Historical View 

［第一责任人］尹树广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黑龙江大学博士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五章，主要包括：晚年马克思历史观变革的时代背景、晚年马克思历

史观变革的理论准备等内容。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尹树广 著 

［知识责任］尹树广 著 

  

 

［正题名］太平军在宁绍台 

［副题名］太平天国时期的宁波、绍兴、和台州 

［第一责任人］章士晋著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1851-1864 

［知识责任］章士晋 著 

  

 

［正题名］东方文学交流史 

［第一责任人］孟昭毅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总主编季羡林 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篇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探讨了中国和周边东方国家之间在文学方面相互影响和接受的作用过

程。 

［主题词］文学史/东方国家 

［知识责任］孟昭毅 著 

  

 

［正题名］中国流民史 

［丛书］古代卷 

［第一责任人］江立华，孙洪涛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附注内容］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6 章，其中包括：“潮起潮落：古代流民潮回眸”、“生存与期望：古

代流民的发生机制”等。 

［主题词］人口迁移/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江立华 著 

［知识责任］孙洪涛 著 

  

 

［正题名］辽宁朝鲜族史话 

［第一责任人］禹忠烈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辽宁少数民族史话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朝鲜族悠久的历史源流和传统文化，介绍了革命斗争中在辽宁这片

热土上涌现出的朝鲜族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介绍了我省朝鲜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出来

的聪明才智。 

［主题词］朝鲜族/民族历史/辽宁省 

［知识责任］禹钟烈 著 

  

 

［正题名］清代广东朴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绪柏著 

［出版者］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广东朴学代表了广东文化的成就，而此时的朴学当以东塾学派 为引人注目，

本书把握着对东塾学派从其产生的条件、主导人物、群体的形成、学术成果、与士绅及商业

巨子关系、盛衰的演变等作了叙述。 

［主题词］考据学/研究/广东省/清代 

［知识责任］李绪柏 著 

  

 

［正题名］蒙藏关系史大系 

［丛书］宗教卷 

［第一责任人］陈庆英，丁守璞主编 

［译者］乌力吉巴雅尔著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两篇，上篇为佛教源头及其北传，包括佛陀、佛经、佛僧三章；下篇为

蒙藏佛教及其关系，包括藏传佛教、蒙古佛教、蒙藏佛教关系三章。 

［主题词］蒙古族/民族关系/藏族/历史/中国 

［主题词］蒙古族/宗教史/研究/内蒙古自治区 

［主题词］藏族/宗教史/研究/西藏自治区 

［知识责任］陈庆英 主编 

［知识责任］丁守璞 主编 



［次知识责任］乌力吉巴雅尔 著 

  

 

［正题名］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一责任人］金春明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书评/历史/中国/1949 

［知识责任］金春明 主编 

  

 

［正题名］詹天佑评传 

［并列题名］A Critical Biography of Zhan Tianyou 

［第一责任人］经盛鸿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cgrs225f 匡亚明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生动地介绍了詹天佑曲折而光辉的一生，并第一次从思想史的角度，

对詹天佑的爱国思想、科技与管理思想、教育与人才思想、政治与伦理思想等，进行了整理、

论述与分析。 

［知识责任］经盛鸿 著 

  

 

［正题名］周扬集 

［第一责任人］周扬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周扬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典型

与个性》、《文学与生活漫谈》、《新的人民的文艺》等 24 篇。 

［主题词］文艺理论/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周扬 著 

  

 

［正题名］东亚文明撞击 

［副题名］日本文化的历史与特征 

［第一责任人］高增杰著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文明边缘上的飞跃”、“文化的向心运动”、“民族文化的兴起”、

“日本近代文化转型的意义”等。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高增杰 著 



  

 

［正题名］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现实 

［并列题名］Socialism 

［副题名］History, Theory and Reality 

［第一责任人］靳辉明主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21 世纪社会主义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革命；十月革命后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 

［主题词］社会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靳辉明 主编 

  

 

［正题名］陈立夫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陈立夫，陈秀惠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访谈内容涉及“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中国文化：一项更适合人类进行

的选择”、“全球化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再出发”、“读书心得”等话题。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陈立夫 著 

［知识责任］陈秀惠 著 

  

 

［正题名］毛泽东思想概论 

［第一责任人］郭萌主编 

［出版者］河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 辟、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郭萌 主编 

  

 

［正题名］昭通彝族史探 

［第一责任人］陈本明主笔 

［译者］永祥编著 

［出版者］云南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昭通彝族的族源、迁徙、历史演变以及昭通彝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同时反映了昭通彝族历史在中国彝族史中占有的重要历



史地位。 

［主题词］彝族/民族历史/研究/昭通地区 

［知识责任］陈本明 主笔 

［次知识责任］傅永祥 编著 

  

 

［正题名］收藏与投资（2001-2002 年版） 

［书目卷册］6 

［丛书］中国粮票目录 

［第一责任人］许光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国省、市、地区的粮票版别、版式、面额、图谱等，并对各版粮

票标明了市场参考价格。 

［主题词］粮票/收藏/中国/图录 

［主题词］粮票/价格/中国/图录 

［知识责任］许光 主编 

  

 

［正题名］广东历史人物辞典 

［第一责任人］管林主编 

［译者］邓光礼，熊福林副主编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词典以广东（以 1990 年辖区为准）地方历史人物为内容，分为古代、近代

两部分，所录广东籍历史人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

艺术、华侨等各界人士。 

［主题词］历史人物/广东省/词典 

［知识责任］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邓光礼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熊福林 副主编 

  

 

［正题名］宋庆龄画册 

［第一责任人］宋庆龄基金会，新华出版社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画册搜集、补充了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参与国务和外交

活动以及她与共和国伟人交往的珍贵图片。共收入照片、墨迹 230 余幅。 

  

 

［正题名］自由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英）阿克顿著 

［译者］王天成，林猛，罗会钧译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沉钟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阐明自由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过程、自由在多个领域的表现，以

及自由得以生长的土壤——社会条件。并以欧洲为例，阐述了宗教在自由的产生、发展、维

系过程中的作用。 

［主题词］自由/思想史/欧洲 

［知识责任］阿克顿 著 

［次知识责任］王天成 译 

［次知识责任］林猛 译 

［次知识责任］罗会钧 译 

  

 

［正题名］苏北近代工业史 

［第一责任人］姜新著 

［出版者］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以工业发展过程为主要内容，分为“晚清篇”、“民国上篇”、“民国下篇”

和“综合篇”四个部分，前三部分按时间顺序勾画苏北工业的发展过程和时代背景，第四部

分着重讨论工业以外的因素对工业的影响，分析了江苏教育水平、交通条件、政府支持等对

工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苏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姜新 著 

  

 

［正题名］现代性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丁三青著 

［出版者］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近代的现代性进行研究，包括晚清上层社会结构变化的现代性解读、

现代性与近代中国革命、孙中山与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等内容。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丁三青 著 

  

 

［正题名］思想的阐释 

［第一责任人］（英）拉斯基著 

［译者］张振成，王亦兵译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沉钟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了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历程，作者对马基雅维利、洛克、伏尔泰

等人的思想成就、地理上的发现、清教徒运动等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和事件作了特别的论述，

着重揭示自由主义与经济日益扩张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给科学和哲学文化



方面带来的变化。 

［主题词］自由主义/思想史/欧洲 

［知识责任］拉斯基 著 

［次知识责任］张振成 译 

［次知识责任］王亦兵 译 

  

 

［正题名］施善与教化 

［副题名］明清的慈善组织 

［第一责任人］梁其姿著 

［出版者］图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台湾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明末以前的慈善——观念与制度变化；慈善组织的制度化

（1655-1724）；慈善机构的“官僚化”（1724-1796）；嘉庆以来慈善组织与小社区的发展等。 

［主题词］慈善事业/组织机构/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梁其姿 著 

  

 

［正题名］萧乾 

［第一责任人］文洁若编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文化人影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萧乾的人生轨迹和学术成就，所收集的照片都按时序排列，每幅配

以简短文字，对照片的背景略作说明。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文洁若 编著 

  

 

［正题名］丁玲 

［第一责任人］蒋祖林，李灵源编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文化人影记丛书 

［附注内容］丁玲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在六十年的文学生涯中，

创作了许多思想深刻，为人民喜爱的作品。本书共有六十帧照片，可大致地反映出丁玲参加

革命斗争及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活动的光辉历程。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蒋祖林 编著 

［知识责任］李灵源 编著 

  

 



［正题名］闻一多 

［第一责任人］陈文编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文化人影记丛书 

［附注内容］人们称颂闻一多先生是“诗人、学者、战士”，他在文化、学术领域中孜孜探

索了一生，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英勇奋斗了一生。本书集文字与历史图片于一册，简明扼要、

形象鲜明地显示闻一多壮美的一生。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摄影集 

［知识责任］陈文 编著 

  

 

［正题名］游的精神文化史论 

［第一责任人］龚鹏程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台湾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九章，内容包括：居与游互动的社会；旅游者的心理；迁移者的性别；

游观中的自然；游历者的记录；诗的超越性与社会性等。 

［主题词］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龚鹏程 著 

  

 

［正题名］竹影集 

［副题名］任继愈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任继俞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名家心语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任继愈自选文章约 80 篇。其中有：初小老师曹景黄；高小老师夏育轩；

初中时期的老师；北平大学附属高中；松公府旧北大图书馆杂忆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任继愈 著 

  

 

［正题名］多边文化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学术纪要 

［并列题名］Studies of Multiculture 

［丛书］Annals of Insti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eijing Universty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编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两种危险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日本明治维新



运动与上海”、“阐释学与比较文学”、“悲剧冲突显现形式与存在的可能性”等 30 余篇文章。 

［主题词］比较文学/文集 

［主题词］比较文化/文集 

  

 

［正题名］元代进士研究 

［第一责任人］桂栖鹏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和缜密的考证为基础，论述了元代进士的仕宦状况、

政治素质与明政权的关系及其文化活动、分析了该群体在元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主题词］进士/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桂栖鹏 著 

  

 

［正题名］中国风俗通史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徐吉军主编 

［丛书］夏商卷 

［第一责任人］宋镇豪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卷通过对夏商历史背景下社会风俗事象的透视，读者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生

活风尚和人们的日常观念形态，以及统治阶级精心整合的社会行为规程。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夏代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商代 

［知识责任］陈高华 主编 

［知识责任］徐吉军 主编 

［次知识责任］宋镇豪 著 

  

 

［正题名］现实主义的限制 

［副题名］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 

［并列题名］The Limits of Realism 

［副题名］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第一责任人］（美）安敏成著 

［译者］姜涛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cgrs225f 刘东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从现实主义引入中国时的复杂矛盾入手，首先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检讨

了现实主义在中国被使用的情况，然后，以鲁迅、茅盾等作家的作品为样本，进行深入的文

本阐释， 后，本书还探讨了在一种新的集体主义话语面前，现实主义的终结。 

［主题词］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Anderson 著 

［次知识责任］姜涛 译 

  

 

［正题名］军国之女 

［副题名］日本女性与“大东亚战争” 

［第一责任人］李建军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从一个新的视角“日本女性与战争”来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永难湔洗的战争

罪责。在军阀“圣战”谎言的蛊惑下，一部分日本女性为虎作伥，充当军国主义的帮凶，而

更多的人则成为不义战争无谓的牺牲品。 

［主题词］女性/研究/日本/1931-1945/史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研究/日本/1931-1945/史料 

［知识责任］李建军 著 

  

 

［正题名］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 

［第一责任人］王金林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总主编季羡林 日本文化篇 

［附注内容］本书从历史的和政治思想的角度来探究天皇制，旨在通过深入的研究，透视天

皇制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及其所起的正面和负面的作用，揭示战后日本发展的 深层的本

源。 

［主题词］天皇制度/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王金林 著 

  

 

［正题名］箫剑诗魂 

［副题名］柳亚子评传 

［第一责任人］周广秀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较为全面、详尽地介绍了柳亚子的生平、革命功绩和文学、学术成就，并

做了尽可能审慎公证的评价，在展示其生活、思想历程及其革命文学贡献的基础上，突出其

刚正坦白的品格，深刻揭示其成为一代历史名人的社会背景和心路历程。 

［知识责任］周广秀 著 

  

 

［正题名］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副题名］第 4 版增补本 

［并列题名］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副题名］Extended fourth edition 



［第一责任人］（英）霍恩比著 

［译者］李北达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者］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英语/汉语/双解词典 

［知识责任］霍恩比 著 

［知识责任］Hornby 著 

［次知识责任］李北达 译 

  

 

［正题名］中国档案管理史 

［第一责任人］杨毅著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档案管理/文化史/中国 

［知识责任］杨毅 著 

  

 

［正题名］喜庆堂会 

［副题名］旧京寿庆礼俗 

［第一责任人］常人春，张卫东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兔儿爷老北京史地民俗丛书 cgrs225f 常人春，高巍主编 

［主题词］诞辰/风俗习惯史/北京 

［知识责任］常人春 著 

［知识责任］张卫东 著 

［知识责任］常人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高巍 丛书主编 

  

 

［正题名］墙上春秋 

［副题名］大字报的兴衰 

［第一责任人］罗平汉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大字报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曾经盛行一时，对国家的政治生

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字报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命运。本书回顾了大字报由盛而衰的过

程。 

［主题词］政治事件/中国/现代/史料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现代/史料 

［知识责任］罗平汉 著 

  



 

［正题名］蒋介石幕僚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跃进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杨跃进 著 

  

 

［正题名］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杨昭全，何彤梅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总主编季羡林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篇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中国与朝鲜·韩国自古代至现代的关系史。涉及两国间的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往与交流。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杨昭全 著 

［知识责任］何彤梅 著 

  

 

［正题名］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杨昭全，何彤梅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总主编季羡林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篇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中国与朝鲜·韩国自古代至现代的关系史。涉及两国间的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往与交流。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杨昭全 著 

［知识责任］何彤梅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南 大学历史学院编 

［并列题名］Modern China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中国农民和近代革命》、《地富成份划分考》、《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

思想评析》等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诸方面问题的学术论文 35 篇。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 

  



 

［正题名］范长江新闻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范长江著 

［译者］沈谱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上卷收集了作者在抗战之前写的主要作品，其中包括他的早期作品及成名

作. 

［主题词］新闻/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范长江 著 

［次知识责任］沈谱 编 

  

 

［正题名］范长江新闻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范长江著 

［译者］沈谱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下卷包括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全国解放后所撰写的新闻通讯、述评和

有关新闻工作的一些论述。 

［主题词］新闻/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范长江 著 

［次知识责任］沈谱 编 

  

 

［正题名］战将陶勇 

［第一责任人］蒋二明，江舒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南京军区副司令陶勇的生平事迹，其中包括：“瞒天过海”、“黄桥

虎将”、“金角银边”等。 

［知识责任］蒋二明 著 

［知识责任］江舒 著 

  

 

［正题名］蒋光慈传 

［第一责任人］马德俊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12 章，其中包括：“到莫斯科去”、“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年”、“ 后

的岁月”等。。 

［知识责任］马德俊 著 



  

 

［正题名］弘一大师传 

［副题名］空寂中的永恒 

［第一责任人］杜苕著 

［出版者］北岳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弘一大师和一位日本女子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写了他坎坷的生活道路与

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情怀。 

［知识责任］杜苕 著 

  

 

［正题名］红书简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杂志社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革命领袖、革命先辈、 国将帅和革命英烈书信近 600 封，每封信

后，配附部分书信手迹影印件，以及对该书信进行介绍、说明的背景性文字。 

［主题词］领袖/书信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革命烈士/书信集/中国/现代 

  

 

［正题名］红书简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杂志社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革命领袖、革命先辈、 国将帅和革命英烈书信近 600 封，每封信

后，配附部分书信手迹影印件，以及对该书信进行介绍、说明的背景性文字。 

［主题词］领袖/书信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革命烈士/书信集/中国/现代 

  

 

［正题名］红书简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杂志社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革命领袖、革命先辈、 国将帅和革命英烈书信近 600 封，每封信

后，配附部分书信手迹影印件，以及对该书信进行介绍、说明的背景性文字。 

［主题词］领袖/书信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革命烈士/书信集/中国/现代 



  

 

［正题名］红书简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杂志社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革命领袖、革命先辈、 国将帅和革命英烈书信近 600 封，每封信

后，配附部分书信手迹影印件，以及对该书信进行介绍、说明的背景性文字。 

［主题词］领袖/书信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革命烈士/书信集/中国/现代 

  

 

［正题名］红书简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杂志社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革命领袖、革命先辈、 国将帅和革命英烈书信近 600 封，每封信

后，配附部分书信手迹影印件，以及对该书信进行介绍、说明的背景性文字。 

［主题词］领袖/书信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革命烈士/书信集/中国/现代 

  

 

［正题名］青岛市志 

［丛书］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志扼要记述断限内青岛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社会生活

等方面的大事、要事。 

  

 

［正题名］清末浙江与日本 

［第一责任人］吕顺长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深见东州中日文化研究出版资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以浙江籍留日学生问题、对日教育考察、浙江籍华侨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

作用等为主题，对清末浙江以日本为媒介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说

明。 

［主题词］中日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浙江省/清后期 

［知识责任］吕顺长 著 



  

 

［正题名］汪康年 

［副题名］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 

［第一责任人］廖梅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 

［附注内容］汪康年是晚清的自改革论者、报人和社会活动家，与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

等人的交往很深，参加了不少重大历史事件。本书对其进行了研究。 

［知识责任］廖梅 著 

  

 

［正题名］辉煌、曲折与启示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 

［并列题名］A Review of 20th-Century Ming-Dynasty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第一责任人］南炳文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明史研究的新阶段，唯物史观的指引和“文革”的破坏，新时期的

大繁荣和大发展，丰富的经验教训、深刻的启示。 

［主题词］史评/中国/明代/文集 

［知识责任］南炳文 著 

  

 

［正题名］亚洲汉文学 

［第一责任人］王晓平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篇 cgrs225f 主编季羡林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书缘与学缘，歌诗之桥，迎接儒风西来，梵钟远响，神鬼艺术世

界，传四海之奇，走向宋明文学的踏歌，辞赋述略等。 

［主题词］汉语/文学史/研究/亚洲 

［知识责任］王晓平 著 

  

 

［正题名］民国热点人物追踪 

［第一责任人］夏继诚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林森、蔡元培、张学良、杨虎城、傅作

义等 90 个历史人物的有关资料。 

［主题词］历史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夏继诚 著 



  

 

［正题名］巍峨丰碑 

［副题名］抗美援朝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刘清敏主编 

［出版者］大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了大连人民经历过的那段历史，并且收集了 57 位在连的志愿军老战

士的抗美援朝回忆录，他们的回忆本身就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刘清敏 主编 

  

 

［正题名］焚膏补拙 

［副题名］历史学家茅家琦 

［第一责任人］崔之清，董国强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当代江苏学人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历史学家茅家琦先生 50 多年的学术生涯及主要的学术观点，并收

录了部分回忆、论述他的文章，其中包括茅先生指导我写论文、师门问学杂记等。 

［知识责任］崔之清 编 

［知识责任］董国强 编 

  

 

［正题名］词学的辉煌 

［副题名］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 

［第一责任人］钟振振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当代江苏学人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圭翁杂忆、从唐圭璋先生学词记、怀念圭璋先生、历代词学研

究述略、论词之作法、评人间词话等。 

［知识责任］钟振振 编 

  

 

［正题名］ 拓与集成 

［副题名］社会学家孙本文 

［第一责任人］孙世光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当代江苏学人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记述社会学一代宗师孙本文先生的一生和学术成就概况的文章，追



忆、纪念他的文章，其中包括孙本文先生评传，孙本文老师的风范，孙本文先生与中国社会

学等。 

［知识责任］孙世光 编 

  

 

［正题名］东南亚历史舞台上的华人与华侨 

［第一责任人］钱平桃，陈显泗主编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世界华人文化丛书 cgrs225f 金戈，赵淑慧主编 

［主题词］华侨/历史/东南亚 

［知识责任］钱平桃 主编 

［知识责任］陈显泗 主编 

  

 

［正题名］加拿大华侨华人史 

［第一责任人］黄昆章，吴金平著 

［出版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世界华侨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四编：自由移民时期的华侨、缴纳人头税时期的华侨、禁止入境时期

的华侨、政策逐渐放宽时期的华侨华人，记录了中国人移居加拿大的历史以及当前各方面的

状况。 

［主题词］华侨/历史/加拿大 

［主题词］华人/历史/加拿大 

［知识责任］黄昆章 著 

［知识责任］吴金平 著 

  

 

［正题名］对历史的宏观思考 

［第一责任人］丁伟志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交叉科学新视野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历史学中的宏观研究，宏观视野中历史进程的基本属性，对中国思

想史宏观考察的若干尝试，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宏观考察的若干尝试等方面的问题。 

［主题词］史学/研究 

［知识责任］丁伟志 著 

  

 

［正题名］我的父亲张恨水 

［第一责任人］张伍著 

［出版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我的父亲母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回顾了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一生的经历，介绍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

《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名作的创作过程。 

［知识责任］张伍 著 

  

 

［正题名］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邓少琴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西南地区/文集 

［主题词］地理/研究/西南地区/文集 

［知识责任］邓少琴 著 

  

 

［正题名］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邓少琴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西南地区/文集 

［主题词］地理/研究/西南地区/文集 

［知识责任］邓少琴 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新释 

［第一责任人］何山，肖水编著 

［出版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法律法规释义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著作权的引论、著作权法概述、作品、著作权的内容、作者和

著作权人、著作权的归属、著作权合同等。 

［主题词］著作权法/法律解释/中国 

［知识责任］何山 编著 

［知识责任］肖水 编著 

  

 

［正题名］新四军征战纪实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常敬竹，董保存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抗日战争卷 



［附注内容］这是记述新四军筹备、初创及前期征战斗争等历史事件的长篇纪实文学。真实

地再现了 1938 年初春红军走出山林后，在全民抗战的主张下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共同

抗日并不断成长的历程。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常敬竹 著 

［知识责任］董保存 著 

  

 

［正题名］新四军征战纪实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顾保孜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抗日战争卷 

［附注内容］该书以强烈的历史氛围，展示了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风云激荡，此起彼伏的恢

弘战斗场面。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一代革命将领血肉丰满的个性和他们的精神历程。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顾保孜 著 

  

 

［正题名］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芳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6 章，包括：“乾隆时期北京所流行之戏曲剧种与声腔”、“乾隆时期

北京之剧团组织与剧场活动”、“乾隆时期北京之戏曲演员及其表演艺术”等。 

［主题词］戏剧史/研究/北京市/清前期 

［知识责任］陈芳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中国 

［副题名］1990-1999 年辛亥革命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45 篇论文，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研究综论、同盟会、清末新政与预

备立宪、民初政局、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人物研究等方面。 

［主题词］辛亥革命/文集/中国/1901-1911 

  

 

［正题名］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 

［第一责任人］谢正光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讨论清初若干传记汇编与诗文总别集之史料价值，以及明清易代之际

士人之出处行藏与群从交游。所涉人物包括孙承泽、顾炎武、俞汝言、朱彝尊、钱曾等。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前期 

［主题词］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作家/人物研究/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谢正光 著 

  

 

［正题名］黄兴评传 

［并列题名］A Critical Biography of Huang Xing 

［第一责任人］萧致治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Critical Biography Series of Chinese thinkers 192cgrs225f

主编匡亚明 eng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黄兴抱着赤诚的爱国思想奋起革命救亡，参加反清运动，维护共和

的坎坷人生，并对他的爱国思想、道德品质以及他在军事、政法等领域的杰出贡献，作了扼

要的评价。 

［知识责任］萧致治 著 

  

 

［正题名］精神的雕像 

［副题名］西南联大纪实 

［第一责任人］李洪涛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 1937 年，中华民族再次遭受外来强敌的入侵，半壁河山沦陷时，

中国学子们的故事，包括“中国没有 后一课”、“警报声中的西南联大”等 16 章内容。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洪涛 著 

  

 

［正题名］中国风俗通史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徐吉军主编 

［副题名］魏晋南北朝卷 

［第一责任人］张承宗，魏向东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卷介绍了魏晋南北朝风俗的历史，内容涉及：饮食、服饰、居住与建筑、行

旅交通、婚姻、丧葬、生产、信仰、岁时节日等。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陈高华 主编 

［知识责任］徐吉军 主编 



［知识责任］张承宗 著 

［知识责任］魏向东 著 

  

 

［正题名］中国风俗通史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徐吉军主编 

［副题名］宋代卷 

［第一责任人］徐吉军[…等]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卷按内容和形式，将其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寿诞、

交际、经济生产、娱乐等大项，力求探讨宋代的风俗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陈高华 主编 

［知识责任］徐吉军 主编 

［知识责任］方建新 著 

［知识责任］方健 著 

［知识责任］吕凤棠 著 

  

 

［正题名］中国风俗通史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徐吉军主编 

［副题名］辽金西夏卷 

［第一责任人］宋德金，史金波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卷介绍了辽、金、西夏时代的风俗历史，内容涉及：饮食、穿着、居住与建

筑、行旅交通、婚姻、丧葬、生产、信仰、节日等。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知识责任］陈高华 主编 

［知识责任］徐吉军 主编 

［知识责任］宋德金 著 

［知识责任］史金波 著 

  

 

［正题名］无字 

［书目卷册］第一部 

［第一责任人］张洁著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洁 著 

  



 

［正题名］无字 

［书目卷册］第二部 

［第一责任人］张洁著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洁 著 

  

 

［正题名］无字 

［书目卷册］第三部 

［第一责任人］张洁著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洁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史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王志平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小学、史学、文献学、诸子学、科

学的发展历史。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三国时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平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史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王志平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小学、史学、文献学、诸子学、科

学的发展历史。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三国时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平 著 

  

 

［正题名］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 

［第一责任人］李吉奎著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211 工程”建设经费及广东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图书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撰者研究孙中山的文章 24 篇。其中包括：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与

政局；欧战期间的孙中山；孙中山与日本基督教等。 

［知识责任］李吉奎 著 

  

 

［正题名］王稼祥 

［副题名］家世·情感·品格 

［第一责任人］沈葵著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党史人物生活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家世”、“婚姻”、“波折”、“品格”四篇，内容有：家乡，家世，不

幸的婚姻悲剧，幸福的革命伴侣，恶浪，个性，品德等。 

［知识责任］沈葵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史学 

［第一责任人］顾颉刚撰 

［译者］王晴佳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蓬莱阁丛书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顾颉刚 撰 

［次知识责任］王晴佳 导读 

  

 

［正题名］中華文史論叢 

［书目卷册］总第六十七辑 



［书目卷册］2001 年第 3 辑 

［并列题名］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第一责任人］李国章，赵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赵景深印象 

［第一责任人］李平，胡忌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亲友和弟子的回忆；第二部分是先生的日

记和书信等。 

［知识责任］李平 编 

［知识责任］胡忌 编 

  

 

［正题名］中层理论 

［副题名］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念群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鹅湖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正统观念”的源起及其反思，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

中国思想史问题意识的演变，“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历史如何重新书写等

内容。 

［知识责任］杨念群 著 

  

 

［正题名］革命中的中国 

［副题名］延安道路 

［并列题名］China in Revolution 

［副题名］The Yenan Way Revisited 

［第一责任人］（美）马克·赛尔登著（Mark Selden） 

［译者］魏晓明，冯崇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喜玛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第一次对战时根据地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后来对从 1920 年代起的整个抗

战和内战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 

［知识责任］赛尔登 著 



［知识责任］Selden 著 

［次知识责任］魏晓明 译 

［次知识责任］冯崇义 译 

  

 

［正题名］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副题名］1966-1976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范硕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叶剑英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而其在“文革”十年中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

团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和纪实的手法，客观翔实地记述了这场斗争的

始末，展现出一代元戎的文韬武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知识责任］范硕 著 

  

 

［正题名］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副题名］1966-1976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范硕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叶剑英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而其在“文革”十年中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

团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和纪实的手法，客观翔实地记述了这场斗争的

始末，展现出一代元戎的文韬武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知识责任］范硕 著 

  

 

［正题名］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 

［副题名］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案例研究 

［第一责任人］方金英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华人问题”的形成及其发展史，华人社会的变迁史，中国政府对

华侨华人政策演变史，殖民政权及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政府对华侨华人政策演变史，以及国

际形势的变化四个核心问题。 

［主题词］华人/历史/研究/东南亚 

［知识责任］方金英 著 

  

 

［正题名］张闻天 

［副题名］乡情·亲情·友情 

［第一责任人］张义渔，陈伟忠，黄红蓝著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党史人物生活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乡情、婚姻和友情三篇组成，内容有浦东人民的儿子、吃苦耐劳的双

亲、苦涩的婚姻、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等。 

［知识责任］张义渔 著 

［知识责任］陈伟忠 著 

［知识责任］黄红蓝 著 

  

 

［正题名］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人物传记/党史/北京 

  

 

［正题名］人文研究与探索 

［第一责任人］孙逊主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中国文论的原点和元结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性和发展性”、

“论萨特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的联系”、“电影美学：步入新世纪的困惑”等 21 篇文章。 

［主题词］人文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孙逊 主编 

  

 

［正题名］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 

［第一责任人］周兴樑著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211 工程”建设经费及广东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图书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孙中山与他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孙中山与他领导的国民革命斗争上

下两篇。内容包括：孙中山庚子惠州起义的性质和特点；兴中会在同盟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

广东籍同盟会员的暗杀活动等。 

［知识责任］周兴樑 著 

  

 

［正题名］日本研究论集 

［书目卷册］2001 

［书目卷册］总第 6 集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资本主义经济缘何能快速增长”、“日本反垄断制度定型思想背景

研究”、“日本对外经济关系的现状与调整”、“日本与远东共和国”、“日本深层文化五题”等

文章。 

  

 

［正题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陈国新，杜玉银主编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殖民地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论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等内容。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发展史 

［知识责任］陈国新 主编 

［知识责任］杜玉银 主编 

  

 

［正题名］清代弘阳教研究 

［第一责任人］宋军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文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民间宗教理论探讨、弘阳教源流、弘阳教创教教首、乾隆弘阳教

教案及分析、起义及其影响等。 

［主题词］宗教/教派/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宋军 著 

  

 

［正题名］世界沧桑 150 年 

［副题名］《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发生的主要变化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世界史/近代史 

［主题词］世界史/现代史 

  

 

［正题名］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 

［第一责任人］林家有著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丛编题名］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211 工程”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孙中山的爱国革命思想、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政治、孙中山与近代中

国人物、近代中国人物的思想与价值观、近代中国的觉醒与民众运动 5 编。 

［知识责任］林家有 著 

  

 

［正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 

［副题名］1897-2001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丁亚平主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百年来一些重要的电影理论家、批评家和重要的电影作者在中国电影

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所发表的文章。 

［主题词］电影理论/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丁亚平 主编 

  

 

［正题名］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 

［副题名］1897-2001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丁亚平主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百年来一些重要的电影理论家、批评家和重要的电影作者在中国电影

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所发表的文章。 

［主题词］电影理论/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丁亚平 主编 

  

 

［正题名］我的父亲朱德 

［第一责任人］朱敏著 

［译者］顾保孜执笔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父辈丛书 图文版 

［附注内容］本书分“黄土圣地”、“天堂地狱”、“平凡伟大”三篇，以女儿的视角记录了父

亲朱德的戎马生涯。 

［知识责任］朱敏 著 

［次知识责任］顾保孜 执笔 

  

 

［正题名］从“门户 放”到世界贸易组织 

［副题名］20 世纪美国全球扩张战略的历史轨迹 

［并列题名］From“Open Door”to “WTO” 



［副题名］Analysis on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Strategy in the 20TH Century 

［第一责任人］金卫星著 

［出版者］苏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从美国 19 世纪末期推行的“门户 放”政策，发展到当今的体现

了门户 放政策的“机会均等”原则的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 20 世

纪美国扩张战略的经济内涵。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研究/20 世纪 

［知识责任］金卫星 著 

  

 

［正题名］中国户籍法律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新华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围绕我国户籍立法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侧重对出生登记、姓名管理、户口

迁移、流动人口、居民身份证、户口调查，以及港澳台地区人口管理、户籍法律制度进行了

研究。 

［主题词］户籍/管理/法规/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新华 主编 

  

 

［正题名］新人文地理学 

［第一责任人］赫维人，潘玉君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云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地理学与新人文地理学概述、人地关系的理论核心、地理位置

选择论、地理空间移动论、空间划分论、地理空间组织论等。 

［主题词］人文地理学/研究 

［知识责任］赫维人 著 

［知识责任］潘玉君 著 

  

 

［正题名］周恩来研究论稿 

［第一责任人］陈答才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从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经济建设思想与探索、外交风范与军事谋略、国

情思想及其他 4 个方面对周恩来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 

［知识责任］陈答才 著 

  

 



［正题名］张光年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张光年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张光年文集》收集了 1934 年至 2001 年的所有作品。本卷诗歌专卷。 

［知识责任］张光年 著 

  

 

［正题名］张光年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张光年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张光年文集》收集了 1934 年至 2001 年的所有作品。本卷戏剧专卷。 

［知识责任］张光年 著 

  

 

［正题名］张光年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张光年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张光年文集》收集了 1934 年至 2001 年的所有作品。本卷文艺评论专卷。 

［知识责任］张光年 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副题名］1949-1966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焦润明[…等]编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 1949 年至 1999 年间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编年体学术

著作。主要侧重于阐述这个时间段内社会文化的演变、变迁过程。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1949～1966 

［知识责任］焦润明 编著 

［知识责任］张春艳 编著 

［知识责任］王家会 编著 

［知识责任］张晨怡 编著 

［知识责任］李相珍 编著 

［知识责任］陈笑迎 编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副题名］1966-1981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焦润明[…等]编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 1966 年至 1981 年间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编年体学术

著作。主要侧重于阐述这个时间段内社会文化的演变、变迁过程。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1966～1981 

［知识责任］焦润明 编著 

［知识责任］张春艳 编著 

［知识责任］王家会 编著 

［知识责任］张晨怡 编著 

［知识责任］李相珍 编著 

［知识责任］陈笑迎 编著 

  

 

［正题名］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副题名］1982-1999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焦润明[…等]编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 1982 年至 1999 年间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编年体学术

著作。主要侧重于阐述这个时间段内社会文化的演变、变迁过程。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1982～1999 

［知识责任］焦润明 编著 

［知识责任］张春艳 编著 

［知识责任］王家会 编著 

［知识责任］张晨怡 编著 

［知识责任］李相珍 编著 

［知识责任］陈笑迎 编著 

  

 

［正题名］明清生活掠影 

［并列题名］A Glimpse of Lif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第一责任人］王凯旋，李洪权编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木鱼石书屋 生活掠影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文章描述了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它不仅包括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

也包括明清时期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生活等等。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明清时代/史料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明清时代/史料 



［知识责任］王凯旋 编著 

［知识责任］李洪权 编著 

  

 

［正题名］张光年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张光年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张光年文集》收集了 1934 年至 2001 年的所有作品。本卷散文专卷。 

［知识责任］张光年 著 

  

 

［正题名］张光年文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张光年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张光年文集》收集了 1934 年至 2001 年的所有作品。本卷古典文学研究专卷。 

［知识责任］张光年 著 

  

 

［正题名］民国生活掠影 

［并列题名］A Glimpse of Lif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赵英兰编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33 篇文章，内容涉及社会组织与结构问题、社会风尚与习俗问题、

城市与乡村各阶层问题、文化生活问题等等。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民国/史料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民国/史料 

［知识责任］赵英兰 编著 

  

 

［正题名］报王黄世仲 

［第一责任人］申友良编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黄世仲，清末民初报人、宣传活动家、民主革命小说家于一身的同盟会会员。

本书探讨了他不屈不挠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及为中国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事业的兴起和发展所做的大量而有实效的工作。 

［知识责任］申友良 编著 

  

 



［正题名］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人物传记/党史/北京 

  

 

［正题名］东方研究 

［副题名］2000 年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编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戈拉性格的矛盾性及其形成的原因”、“汉藏语言理论研究的方向和

目标”、“成吉思汗与道教”、“东亚金融危机的理性思考”、“苏加诺的蕃查希拉与孙中山的三

民主义之比较”等论文。 

［主题词］通史/亚洲/2000/文集 

［知识责任］张玉安 主编 

  

 

［正题名］胡乔木谈新闻出版 

［第一责任人］[胡乔木著] 

［译者］《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乔木文丛 

［主题词］新闻工作/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出版工作/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胡乔木 

  

 

［正题名］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祝铭山，孙琬钟主编 

［出版者］人民法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董必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法学家。本书是为纪念其诞

辰 115 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收录了“我国法制的先驱和奠基人”、“董必武关于法制的思想”、

“董必武法律观论纲”、“论董必武对中国法学事业的奠基与 拓”等文章。 

［知识责任］祝铭山 主编 

［知识责任］孙琬钟 主编 

  

 

［正题名］透视美国 

［副题名］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 



［第一责任人］胡国成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涵盖了我国学者对美国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教育等多

种领域的研究成果及主要观点，而且介绍了多数领域中的研究机构和人员状况。 

［知识责任］胡国成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京剧史 

［书目卷册］下卷 

［书目卷册］第一分册 

［第一责任人］马少波主编 

［译者］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京剧/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少波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京剧史 

［书目卷册］下卷 

［书目卷册］第二分册 

［第一责任人］马少波主编 

［译者］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主题词］京剧/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少波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衣食住行 

［第一责任人］许嘉璐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大家小书 

［附注内容］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古代诗文中常见的古人的服装和佩饰、饮食和器皿、

宫室和起居、车马与交通进行了介绍。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古代 

  

 

［正题名］近代山西社会研究 

［副题名］走向田野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行龙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的方法，对近代以来山西人口、水资源及水案、

灾荒、集市、民教冲突、祁太秧歌等分专题进行了研究，反映了近代山西的社会风貌和历史

变迁。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研究/山西省/近代 

［知识责任］行龙 主编 

  

 

［正题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 

［副题名］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 

［第一责任人］汪敬虞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环境，中

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机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面评估等内容。 

［主题词］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汪敬虞 著 

  

 

［正题名］中国当代文学 50 年 

［第一责任人］王万森，吴义勤，房福贤主编 

［出版者］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了 1949 至 1999 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概貌。内容包括解放区文学传

统的新发展，革命历史斗争小说，农村现实生活的写照，前期港台文学，新时期现实主义诗

歌的复归与深化，新时期话剧文学等。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王万森 主编 

［知识责任］吴义勤 主编 

［知识责任］房福贤 主编 

  

 

［正题名］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 

［第一责任人］王子舟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图书馆之观念、图书馆学基本要义、图书分类学之贡献、杜定友图书

馆学之特征等内容。 

［主题词］图书馆学/研究 

［知识责任］王子舟 著 

  

 

［正题名］北大往事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橡子，谷行主编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我的北大圈子》、《梦幻燕园》、《找不着北大》、《我在北大的禅事》、

《北大啊北大》、《与生命相约》等四十余篇文章。 

［知识责任］橡子 主编 

［知识责任］谷行 主编 

  

 

［正题名］西安记忆 

［第一责任人］胡武功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胡武功 著 

  

 

［正题名］于是之 

［第一责任人］于是之著 

［出版者］同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北京名人丛书 

［知识责任］于是之 著 

  

 

［正题名］鲁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杨朝明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 cgrs225f 陈光林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鲁文化的形成、生长、兴盛、衰变等为线索，全面深入地研究了鲁文化

的形态及其特质。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山东省/古代 

［知识责任］杨朝明 著 

  

 

［正题名］八十梦寻 

［第一责任人］黄宗江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名人真话集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作者的《读林昭》、《尚小云的“热流”》、《敦煌的供养人》、《南方

家书》、《我的坦白书》等四十余篇文章。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黄宗江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 

［第一责任人］王学典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学者文存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变迁进行专题探讨的批评性专著，研究百年史

学进程中的大关节和大转折构成此书的重点。其中，对近 50 年间若干主要史学趋向的研究

见功力。 

［主题词］史学/评论/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王学典 著 

  

 

［正题名］我陪胡风坐牢 

［第一责任人］梅志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家庭档案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回忆胡风的文章有：“重逢”、“判刑前后”、“家人团聚”、“茫茫前程”、

“暴风雨”、“大病一场”、“参加揭发”、“在劳改医院”等。 

［知识责任］梅志 著 

  

 

［正题名］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 

［第一责任人］曲晓范著 

［出版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附注内容］东北师范大学图书出版基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以近代东北城市为研究对象，详细展示了区域城市的建筑空间规划模式、

市民社会结构、工商经济活动、文化教育变迁、市政建设与管理等；并分层剖析和诠释了区

域城市化兴起的原因、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城市近代化的演进线索、城市半殖民地化和殖民

地化的危害和结果。 

［主题词］城市史/研究/东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曲晓范 著 

  

 

［正题名］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并列题名］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第一责任人］（美）弗里曼等著 

［译者］陶鹤山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喜玛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考察了 1935 年至 1960 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研究了华北平原的社会状

况，重点放在一些家庭、村民和当地干部是如何置身于带来生存机遇的、新产生的社会主义

之中的。 

［主题词］农村/社会变迁/研究/华北地区/1935～1960 

［知识责任］弗里曼 著 

［知识责任］Friedman 著 

［次知识责任］陶鹤山 译 

  

 

［正题名］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副题名］庆贺陈锡祺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陈胜粦主编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 

［知识责任］陈胜粦 主编 

  

 

［正题名］中国财政法制史 

［第一责任人］傅光明著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财政管理/法制史/中国 

［知识责任］傅光明 著 

  

 

［正题名］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 

［并列题名］Studies on the Ethnical & Social History of South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日）冈田宏二著 

［译者］赵令志，李德龙译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外国学者中国民族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宋代华南地区非汉民族的各种情况、瑶族族源问题、宋代广南西路的

边防体制、宋代广南西路的财政、五代之楚王国、唐末五代宋初的民族问题等。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历史/华南地区 

［主题词］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史/华南地区 

［知识责任］冈田宏二 著 

［次知识责任］赵令志 译 

［次知识责任］李德龙 译 

  

 



［正题名］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副题名］鲁迅 

［第一责任人］王富仁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猫头鹰学术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探讨了“鲁迅与中国文化”、“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两方面的问题，

作者试图从鲁迅的思想去解读历史，看待他人。 

［主题词］鲁迅小说/文学研究 

［知识责任］王富仁 著 

  

 

［正题名］左联五烈士传略 

［第一责任人］张小红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作家/评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小红 著 

  

 

［正题名］苏联演变与社会主义改革 

［第一责任人］陈新明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社会制度/演变/研究/苏联 

［知识责任］陈新明 著 

  

 

［正题名］老沈阳 

［副题名］盛京流云 

［第一责任人］马秋芬著文 

［译者］朱成梁主编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OLD CILY eng 

［附注内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沈阳市档案馆供稿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沈阳城的沧桑旧事，内容包括永远的四方城、乱

世悲情、阅尽峥嵘气象、繁花绰约处、市井逍遥五部分。 

［主题词］城市史/沈阳市/史料 

［知识责任］马秋芬 著文 

［次知识责任］朱成梁 主编 

  

 

［正题名］河北解放战争史 



［第一责任人］张伟良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分五个部分：保卫抗战胜利，做好应付内战的准备；内战爆发，河北军民

反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战略进攻初期的辉煌成就；为加强和巩固河北解放区而斗争；河

北全境解放，迎接全国胜利。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争史/河北省 

［知识责任］张伟良 主编 

  

 

［正题名］胡乔木谈语言文字 

［第一责任人］[胡乔木著] 

［译者］《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乔木文丛 

［主题词］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汉字/文字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胡乔木 著 

  

 

［正题名］胡乔木谈文学艺术 

［第一责任人］[胡乔木著] 

［译者］《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乔木文丛 

［主题词］文艺理论/研究 

［主题词］文艺评论/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胡乔木 著 

  

 

［正题名］基督教文化学刊 

［书目卷册］第 6 辑·2001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辑包括：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对话、基督教思想家研究、基督教与社会伦理

问题研究、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等八个专栏，收录了 20 多篇文章。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丛刊 

  

 

［正题名］天津通志 

［第一责任人］郭凤岐总主编 



［丛书］出版志 

［第一责任人］孙五川本卷主编 

［译者］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综合运用，以志为主，全面和

系统地反映了天津出版业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 

［主题词］出版工作/概况/天津市 

［知识责任］郭凤岐总 主编 

［知识责任］孙五川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 

［丛书］汉魏两晋卷 

［第一责任人］姜生，汤伟侠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卷作者从多学科角度，介绍了汉魏两晋时期，道教在化学、医学、养生学、

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建筑等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令人赞叹的辉煌成就。 

［主题词］道教/自然科学史/中国/两汉时代 

［主题词］道教/自然科学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姜生 主编 

［知识责任］汤伟侠 主编 

  

 

［正题名］古城掠影 

［副题名］民国时期镇江城市建设 

［第一责任人］镇江市城建档案管理处，镇江市城建档案馆编 

［出版者］古吴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城市建设/镇江市/民国/摄影集 

  

 

［正题名］北京老城门 

［并列题名］The Old City Gates of Beijingg 

［并列题名］北京古ぃ城菛 

［副题名］中英日文对照 

［第一责任人］傅公钺编著 

［出版者］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从各个角度、各个时期、不同的内涵收集了北京老城门的建筑照片，反映

了当时的历史情况、生活场面以及风俗民情等。 

［主题词］古建筑/简介/北京市/图集 

［知识责任］傅公钺 编著 



  

 

［正题名］我的求学之路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季羡林先生写的回忆自己求学生活的文章，包括《我的童年》、《师

生之间》、《水木清华》、《我和外国文学》、《胡也频先生》等。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正题名］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 

［第一责任人］欧阳琛，方志远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史/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欧阳琛 著 

［知识责任］方志远 著 

  

 

［正题名］戴震评传 

［第一责任人］李 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Critical Biography Series of Chinese Thinkerscgrs225f 匡亚

明主编 166 eng 

［附注内容］英文题名:A critical biography of Daizhen 

［知识责任］李  著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第一责任人］丛书主编薛启亮 

［丛书］中国农工民主党卷 

［第一责任人］张磊本卷主编 

［译者］罗平汉，高青云副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间势力的兴起和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抗日战争时期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斗争；全面 创工作新局面的新时期；中国农工民主党主要

领导人物简介；中国农工民主党大事记等。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薛启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磊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罗平汉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青云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第一责任人］丛书主编薛启亮 

［丛书］中国民主建国会卷 

［第一责任人］杨荣华分卷主编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历史；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领导人物简介；中

国民主建国会大事记等。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薛启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杨荣华 分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第一责任人］丛书主编薛启亮 

［丛书］九三学社卷 

［第一责任人］李瑗本卷主编 

［第一责任人］FLi Yuan Ben Juan Zhu Bian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的九三学社历史；九三学社主要领导人物简介；大事记等。九三

学社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薛启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李瑗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第一责任人］丛书主编薛启亮 

［丛书］中国民主促进会卷 

［第一责任人］柳蕴琪本卷作者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后的早期斗争；

全面 创民进工作新局面；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领导人物简介；中国民主促进会大事记等。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薛启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柳蕴琪 本卷作者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第一责任人］丛书主编薛启亮 

［丛书］中国民主同盟卷 

［第一责任人］本卷主编张小曼，周昭坎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参加筹建新中

国；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进入改革 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物简介；

中国民主同盟大事记等。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薛启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小曼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周昭坎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第一责任人］ 丛书主编薛启亮主编 

［丛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卷 

［第一责任人］本卷主编王中山，牛玉峰 

［译者］副主编刘曼抒，李志国，赵世臣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与反动势力决裂；民联民促的成立与反内

战反独裁的斗争；民革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物简介；中国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大事记等。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薛启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王中山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曼抒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志国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赵世臣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第一责任人］丛书主编薛启亮 

［丛书］中国致公党卷 

［第一责任人］本卷主编彭湘福 

［译者］副主编王增祺、致轩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致公党的建立；中国致公党的重组及其历史方向的根本转

变；积极投身思想改造，支援祖国各项建设；中国致公党主要领导人物简介；中国致公党大

事记等。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薛启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彭湘福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王增祺 副主编 

［知识责任］致轩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第一责任人］丛书主编薛启亮 

［丛书］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卷 

［第一责任人］本卷作者仝祥顺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台盟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参加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奋斗；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要领导人物简

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大事记等。 

［主题词］民主党派/党史/中国 

［知识责任］薛启亮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仝祥顺 本卷作者 

  

 

［正题名］中国思想史与思想家评传 

［第一责任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将收录的文集分为“思想源流研究”、“研究方法与评传编著”、“学术传记

评论”三篇。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文集 

［主题词］思想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徐雁 主编 

［知识责任］童强 主编 

  

 

［正题名］宋代财经监督研究 

［第一责任人］方宝璋著 

［出版者］中国审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共四章，即：影响宋代财经监督的两大因素、宋代主要财经监督机构、宋

代主要财经监督制度、宋代财经监督评析。 

［主题词］财政监督/研究/中国/两宋时代 

［知识责任］方宝璋 著 

  

 

［正题名］清代中枢决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白新良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皇太极时期满洲政权

的中枢决策；顺治时期清朝政府的中枢决策等。 

［主题词］国家行政机关/决策/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白新良 著 

  

 

［正题名］邓小平理论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卫炜，刘客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知识责任］卫炜 主编 

［知识责任］刘客 主编 

  

 

［正题名］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 

［第一责任人］南炳文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学者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评论明代的宗教政策、明代佛教、道教以及秘密宗教各派别的发展演

变情形、教义及经典编刊状况，分析了佛道两教以及秘密宗教对明代社会生活、经济、风俗、

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主题词］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国/明代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 

［副题名］1929-1999 

［第一责任人］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比较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贵州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光辉奋斗历程。 

［知识责任］吴廷述 主编 

  

 

［正题名］邃谷文录 

［副题名］来新夏自选文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邃谷文录 

［副题名］来新夏自选文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现代台湾与传统伦理文化 

［第一责任人］李世家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现代台湾伦理文化的一般，现代台湾社会条件下的伦理文

化，重道德实践的伦理文化，赋予传统伦理新内容的伦理文化等。 

［主题词］伦理学/研究/台湾省 

［知识责任］李世家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名著大词典 

［丛书］近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刘凌，吴士余主编 

［出版者］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 1912 年至 1949 年的名著提要，涉及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

学、法学、语言学、艺术学、教育学、军事学等人文科学各学科，以及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

部分自然科学著作。 

［主题词］社会科学/著作/内容提要/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科学/著作/内容提要/中国/现代 

［主题词］自然科学/著作/内容提要/中国/近代 

［主题词］自然科学/著作/内容提要/中国/现代 

［主题词］内容提要/著作/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凌 主编 

［知识责任］吴士余 主编 

  

 

［正题名］我的父亲沈醉 

［第一责任人］沈美娟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由女儿尽书传奇父亲离奇的多面人生：一个充满激情的热血青年？一个诡

谲莫测的军统特务？一个毫无人性的冷面杀手？一个满怀柔情的丈夫与父亲？读完此书，读



者可以自己评判。 

［知识责任］沈美娟 著 

  

 

［正题名］忠诚 

［副题名］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 

［第一责任人］贺明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战俘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贺明 著 

  

 

［正题名］民主革命时期的云南学生运动 

［第一责任人］杨立德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民主革命时期云南学生运动，分为民主革命思想的增长、五四运动

对云南学生的影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云南学生运动等十章。 

［主题词］学生运动/云南省/历史/近代 

［主题词］学生运动/云南省/历史/近代 

［知识责任］杨立德 著 

  

 

［正题名］中国发式习俗史 

［第一责任人］岑大利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书香阁 说文话史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中国发式的习俗史，从发式的变化上反映了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和

民族差 。 

［主题词］理发/风俗习惯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岑大利 著 

  

 

［正题名］云南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蔡寿福主编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附注内容］周玉良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从元谋人至海门口文化时期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个时

期的教育发展进程。 

［主题词］教育史/云南省 



［知识责任］蔡寿福 主编 

  

 

［正题名］战后日本财政和财政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童适平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日本研究丛书 

［主题词］财政/研究/日本/1945- 

［主题词］财政政策/研究/日本/1945- 

［知识责任］童适平 主编 

  

 

［正题名］普尔热瓦尔斯基 

［第一责任人］杜根成，丘陵著 

［出版者］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系列丛书 cgrs225f 马大正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从淘气包到军人探险家”、“乌苏里地区的考察”、“去神秘的罗布泊”、

“到黄河源头去考察”、“魂断热海”等篇章介绍了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杜根成 著 

［知识责任］丘陵 著 

  

 

［正题名］“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 

［副题名］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第一责任人］（美）史景迁著 

［译者］朱庆葆等译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远东海外中国学研究 史景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洪秀全和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作者集中探究洪秀全的内心世

界，并尽力去理解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这么多年里对他的国家产生了如此惊人的作用。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清代 

［知识责任］史景迁 著 

［知识责任］Spence 著 

［次知识责任］朱庆葆 译 

  

 

［正题名］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 

［第一责任人］徐复观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由《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两部分专著组



成，对有关经学的发展问题进行了阐述。 

［主题词］经学/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正题名］骄傲的女神 

［副题名］林徽因 

［第一责任人］丁言昭编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丁言昭 编著 

  

 

［正题名］历史·理解·意义 

［副题名］历史诠释学 

［第一责任人］韩震，孟鸣歧著 

［出版者］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 cgrs225f 洪汉鼎主编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 

［知识责任］韩震 著 

［知识责任］孟鸣歧 著 

  

 

［正题名］昆明旧照 

［副题名］热血昆明 

［第一责任人］龙东林主编 

［译者］戈叔亚著文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昆明市/地方史/图集 

［知识责任］龙东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戈叔亚 著文 

  

 

［正题名］永不磨灭的风景 

［副题名］香格里拉 

［副题名］百年前一个法国探险家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弗朗索瓦·巴达让著] 

［第一责任人］郭素芹著译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神秘悠远的巴东；茨菇、阿墩子寻源；摩梭地区辑录；阿

德酋·戈布看“老外”；“香格里拉”札记等。 



［主题词］游记/迪庆藏族自治州/近代 

［知识责任］巴达让 著 

［次知识责任］郭素芹 著译 

  

 

［正题名］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副题名］1901-1911 

［第一责任人］李孝悌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台湾学术丛书 cgrs225f 陈平原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导论；白话报刊与宣传品；阅报社；宣讲、讲报与

演说；戏曲；结论。 

［主题词］平民/民主运动/中国/1901～1911 

［知识责任］李孝悌 著 

  

 

［正题名］中国百年报业掌故 

［第一责任人］刘小清，刘晓滇编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全书记述中国报业的轶文趣事，人物故事及秘闻要案等。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20 世纪/史料 

［知识责任］刘小清 编著 

［知识责任］刘晓滇 编著 

  

 

［正题名］中国风俗通史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徐吉军主编 

［丛书］秦汉卷 

［第一责任人］彭卫，杨振红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卷按其内容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卫生保健、交际、

经济生产、宗教信仰等大项，力求全面反映秦汉时代的风俗特点。 

［主题词］风俗习惯史/中国/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陈高华 主编 

［知识责任］徐吉军 主编 

［知识责任］彭卫 著 

  

 

［正题名］杨万里评传 

［第一责任人］张瑞君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Critical Biography Series of Chinese Thinkerscgrs225f 匡亚

明主编 95 eng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了杨万里人生的全部历程，又将其置于南宋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

评价其思想和创作的独特地位及影响。 

［知识责任］张瑞君 著 

  

 

［正题名］新中国文学五十年 

［第一责任人］张炯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丛编题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丛书 1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张炯 主编 

  

 

［正题名］吕骥评传 

［第一责任人］李业道著 

［出版者］人民音乐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个时间段记述了吕骥先生的成长过程及他的艺术生涯。 

［知识责任］李业道 著 

  

 

［正题名］礼·法·社会 

［副题名］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张仁善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学者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用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方法，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清代礼法在清朝前期、

中期和末期与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心态等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时期礼法的社会功能，

分析了礼法的演变对传统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影响。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仁善 著 

  

 

［正题名］东西交流论谭 

［第一责任人］黄时鉴主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3 

［主题词］东西文化/对比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黄时鉴 主编 



  

 

［正题名］瞿秋白写作艺术论 

［第一责任人］程民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21 世纪写作学文库 理论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试图从文章学、写作学的角度对瞿秋白的文章及写作特色进行了系统的分

析研究，以期再现领袖的写作风范，为现代写作学总结积累经验。 

［知识责任］程民 著 

  

 

［正题名］新中国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苏星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1949～1997 

［知识责任］苏星 著 

  

 

［正题名］管窥集 

［副题名］明清史散论 

［第一责任人］朱诚如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与民族融合问题研究》、《皇太极处理满汉民族

关系的政策》、《清代前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迟缓原因探索》、《关于清史研究中的若干

问题》等史评文章。 

［知识责任］朱诚如 著 

  

 

［正题名］汉语称谓大词典 

［第一责任人］吉常宏主编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阅读古代文献、整理古籍、日常写作和社会交往有关的称谓词语，

不论正名、 名、代称、喻称、单称、合称、贱称、谦称、尊称，一律收列，约三万余条。 

［主题词］称谓/俗语/词典/中国 

［主题词］汉语/称谓/词典/中国 

［知识责任］吉常宏 主编 

  

 

［正题名］中国山西民间票帖 



［第一责任人］王雪农，刘建民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中国钱币丛书 cgrs225h 甲种本 6cgrs225f 戴志强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从票帖的产生、发展、繁荣到消亡，用钱币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验证了

货币史的发展轨迹。 

［主题词］纸币/货币史/山西省/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王雪农 著 

［知识责任］刘建民 著 

  

 

［正题名］文史 

［书目卷册］总第五十八辑 

［书目卷册］2002 年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3 

［主题词］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正题名］西“服”东渐 

［副题名］20 世纪中外服饰交流史 

［第一责任人］张竞琼著 

［出版者］安徽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服饰/东西文化/文化交流 

［知识责任］张竞琼 著 

  

 

［正题名］钱鍾書集 

［丛书］谈艺录 

［副题名］補訂重排本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钱鍾書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古典诗歌/文学理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钱鍾書 著 

  

 

［正题名］钱鍾書集 

［丛书］谈艺录 

［副题名］補訂重排本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钱鍾書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古典诗歌/文学理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钱鍾書 著 

  

 

［正题名］钱鍾書集 

［丛书］管锥编 

［副题名］補訂重排本 

［书目卷册］一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钱鍾書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经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钱鍾書 著 

  

 

［正题名］钱锺書集 

［丛书］管锥编 

［副题名］補訂重排本 

［书目卷册］一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钱锺書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经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钱鍾書 著 

  

 

［正题名］钱锺書集 

［丛书］管锥编 

［副题名］補訂重排本 

［书目卷册］二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钱锺書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经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钱鍾書 著 

  

 



［正题名］钱鍾書集 

［丛书］管锥编 

［副题名］補訂重排本 

［书目卷册］二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钱鍾書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经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钱鍾書 著 

  

 

［正题名］钱鍾書集 

［丛书］管锥编 

［副题名］補訂重排本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钱鍾書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经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钱鍾書 著 

  

 

［正题名］钱鍾書集 

［丛书］管锥编 

［副题名］補訂重排本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钱鍾書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经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钱鍾書 著 

  

 

［正题名］钱鍾書集 

［丛书］宋诗选注 

［第一责任人］钱鍾書选注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古体诗/注释/中国/宋代 

［知识责任］钱鍾書 选注 

  

 

［正题名］钱鍾書集 



［丛书］七 集 

［第一责任人］钱鍾書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钱鍾書 选注 

  

 

［正题名］钱鍾書集 

［丛书］围城 

［丛书］人·兽·鬼 

［第一责任人］钱鍾書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主题词］讽刺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钱鍾書 著 

  

 

［正题名］钱鍾書集 

［丛书］冩在人生边上 

［丛书］冩在人生边上的边上 

［丛书］石语 

［第一责任人］钱鍾書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钱鍾書 著 

［知识责任］钱锺書 选注 

  

 

［正题名］钱鍾書集 

［丛书］槐聚诗存 

［第一责任人］钱鍾書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钱鍾書 选注 

  

 

［正题名］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副题名］中共六任领袖的新视角 

［第一责任人］冯建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2 

［知识责任］冯建辉 著 

  

 

［正题名］走出个人崇拜 

［第一责任人］冯建辉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从反对个人崇拜到提倡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与林彪的角色之谜，怎

样看待领袖的私人生活，毛泽东四换接班人的历史困惑，一个被打倒的人却是 好的继承者

等方面的问题。 

［主题词］个人迷信/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冯建辉 著 

  

 

［正题名］陈独秀在江津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7 

 

［正题名］欧远方文选 

［第一责任人］欧远方著 

［出版者］语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知识责任］欧远方 著 

  

 

［正题名］欧远方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语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正题名］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 

［第一责任人］窦应泰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知识责任］窦应泰 著 

  

 

［正题名］张学良世纪传奇 

［副题名］口述实录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访录者（美）唐德刚，著述者（美）王书君 



［出版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知识责任］唐德刚 访录者 

［知识责任］王书君 著述者 

  

 

［正题名］张学良世纪传奇 

［副题名］口述实录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访录者（美）唐德刚，著述者（美）王书君 

［出版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知识责任］唐德刚 访录者 

［知识责任］王书君 著述者 

  

 

［正题名］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第一责任人］章含之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文汇原创丛书 cgrs225f 肖关鸿主编 

［知识责任］章含之 著 

  

 

［正题名］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赵嘉文，马戎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28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五编，内容包括：学科建设、文化与艺术、宗教文化、家庭与妇女、

民族与发展。 

［主题词］民族社会学/文集 

［主题词］文化人类学/文集 

［主题词］社会变迁/文集 

［知识责任］赵嘉文 主编 

［知识责任］马戎 主编 

  

 

［正题名］金耀基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金耀基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学人文丛 

［主题词］社会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现代化建设/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金耀基 著 

  

 

［正题名］王赓五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王赓五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学人文丛 

［主题词］华侨/历史/文集 

［知识责任］王赓五 著 

  

 

［正题名］中国民族学史 

［书目卷册］上卷 

［副题名］1903-1949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书目卷册］Part Ⅰ 

［第一责任人］王建民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主题词］民族学/历史/中国/1903-1949 

［主题词］历史民族学/中国 

［知识责任］王建民 著 

  

 

［正题名］中国民族学史 

［书目卷册］下卷 

［副题名］1950-1997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Ethnology in China 

［书目卷册］Part Ⅱ 

［第一责任人］王建民等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民族学/历史/中国/1950-1997 

［主题词］历史民族学/中国 

［知识责任］王建民 著 

  

 

［正题名］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并列题名］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第一责任人］（英）马凌诺斯基著 

［译者］梁永佳，李绍明译 

［译者］高丙中校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描述了一种特别的交换制度——库拉。它牵扯了一系列独特的风俗信

仰、巫术神话、经济生活和技术知识，浸透了土著人的理想、荣誉和智慧。 

［主题词］土著人/文化人类学/巴布亚新几内亚 

［知识责任］马凌诺斯基 著 

［知识责任］Malinowski 著 

［次知识责任］梁永佳 译 

［次知识责任］李绍明 译 

［次知识责任］高丙中 校 

  

 

［正题名］中国历史学年鉴 

［副题名］1999 

［第一责任人］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史学/中国/1999/年鉴 

  

 

［正题名］说话的文化 

［副题名］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 

［第一责任人］董晓苹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文史知识文库 

［主题词］民俗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董晓苹 著 

  

 

［正题名］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 

［副题名］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 

［第一责任人］潘光，王健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该书对一个半世纪以来上海犹太人的历史及其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关系作了全方

位的探讨和评价，具有教高的学术价值。 

［主题词］犹太人/研究/上海市/20 世纪 

［主题词］犹太人/民族历史 

［知识责任］潘光 著 

［知识责任］王健 著 



  

 

［正题名］涡流 

［副题名］20 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 

［第一责任人］程人乾等著 

［出版者］西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丛编题名］我们走过 20 世纪 

［附注内容］封面题:我们走过二十世纪丛书 

［主题词］民族主义/研究/世界/20 世纪 

［知识责任］程人乾 著 

  

 

［正题名］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 

［副题名］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 

［第一责任人］李长莉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社会史丛书 

［主题词］社会生活/研究/上海市/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伦理/研究/上海市/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长莉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一家人 

［副题名］从韶山到中南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赵志超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准确地反映了伟人毛泽东的生平，特别是他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

和感情世界，并囊括了他的所有亲属，包括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远房亲属乃至普通乡邻。 

［知识责任］赵志超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一家人 

［副题名］从韶山到中南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赵志超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准确地反映了伟人毛泽东的生平，特别是他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

和感情世界，并囊括了他的所有亲属，包括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远房亲属乃至普通乡邻。 

［知识责任］赵志超 著 



  

 

［正题名］铁血春秋 

［副题名］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与将帅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顾娜编著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与毛泽东主席共同奋斗的一些领导人和高级将领的生平事迹，其中

包括不为人知的军事高参——周恩来，毛泽东请回来的总参谋长——邓小平，“横刀立马”

大将军——彭德怀等。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顾娜 编著 

  

 

［正题名］铁血春秋 

［副题名］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与将帅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顾娜编著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与毛泽东主席共同奋斗的一些领导人和高级将领的生平事迹，其中

包括不为人知的从不象厄运低头——王树声，政治旋涡中代的总长—杨成武，临危受命平“内

乱”李德生等。 

［主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顾娜 编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 

［书目卷册］No.1（2000·南京）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学会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社会学/中国/2000/学术会议/文集 

  

 

［正题名］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 

［书目卷册］No.2（2001·济南）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学会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社会学/中国/2001/学术会议/文集 

  

 



［正题名］从传统到近代 

［副题名］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马学强编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文库 史丛 10 

［附注内容］书后附录：第 388-447 页 

［主题词］土地所有制/城镇/研究/华东地区/明代 

［主题词］土地所有制/城镇/研究/华东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马学强 编著 

  

 

［正题名］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 

［并列题名］The Emerging of Ciuil Society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Gouernance in Reform China 

［第一责任人］俞可平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中国民主治理案例研究丛书 

［主题词］社会团体/研究/中国/汉文/英文 

［知识责任］俞可平 著 

  

 

［正题名］外国法制史 

［第一责任人］何勤华，李秀清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博学·法学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楔形文字法；印度法；古希腊法；罗马法；日耳曼法；教

会法；伊斯兰法；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等。 

［主题词］法制史/世界/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何勤华 主编 

［知识责任］李秀清 主编 

  

 

［正题名］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 

［副题名］周作人的文艺思想 

［并列题名］A Chinese Look at Literature 

［副题名］The Literature Values of Chou Tso-jen in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 

［第一责任人］（英）卜利德著 

［译者］陈广宏译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对周作人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内容包括：“新旧

理论”、“个人主义”、“‘平淡’与‘自然’”、“其次的价值标准”等。 



［知识责任］卜立德 著 

［知识责任］Pollard 著 

［次知识责任］陈广宏 译 

  

 

［正题名］西方精神史 

［副题名］时代精神的历史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的互动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陈刚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从时代精神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互动的角度切入，把握西方历史发展各时

期的主线与脉络，进而对历史与文化进行全新的理解和深刻的把握。 

［主题词］精神（哲学）/哲学史/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陈刚 著 

  

 

［正题名］西方精神史 

［副题名］时代精神的历史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的互动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陈刚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书从时代精神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互动的角度切入，把握西方历史发展各时

期的主线与脉络，进而对历史与文化进行全新的理解和深刻的把握。 

［主题词］精神(哲学)/哲学史/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陈刚 著 

  

 

［正题名］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 

［并列题名］Anetrmological Glossary of Selected Modern Chinese Words 

［第一责任人］《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词典收录了近现代汉语中出现的一些新词，共收 5275 条，内容为部分固定

词组和自由词组。 

［主题词］汉语/新词语/词源/近代/词典 

［主题词］汉语/新词语/词源/现代/词典 

  

 

［正题名］海上剪影 

［第一责任人］郑祖安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回眸上海”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由 47 篇文章组成，着重描绘老上海的浓郁都市风貌。大部分选题均为以

前的上海史著没有触及或深入过的。 

［知识责任］郑祖安 著 

  

 

［正题名］上海民用航空志 

［第一责任人］民航华东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 

［主题词］民用航空/交通运输业/经济史/上海 

  

 

［正题名］南京民国建筑 

［第一责任人］卢海鸣，杨新华主编 

［译者］濮小南副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名人/故居/南京/民国/图集 

［主题词］建筑艺术/南京/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卢海鸣 主编 

［知识责任］杨新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濮小南 副主编 

  

 

［正题名］南京明清建筑 

［第一责任人］杨新华，卢海鸣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主题词］名人/故居/南京/明清时代/图集 

［主题词］建筑艺术/南京/明清时代/图集 

［知识责任］杨新华 主编 

［知识责任］卢海鸣 主编 

  

 

［正题名］淮海路百年写真 

［并列题名］Huaihailu A Centennial Celebration its History in Words and Pictures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卢湾区档案局（馆），上海市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商业史/上海市/画册 

  

 



［正题名］辛亥革命大写真 

［书目卷册］上卷 

［并列题名］A Faithful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voluion of 1911 

［第一责任人］章 沅主编 

［译者］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 

［出版者］湖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辛亥革命/革命史/中国/画册/1901-1911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正题名］辛亥革命大写真 

［书目卷册］下卷 

［并列题名］A Faithful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voluion of 1911 

［第一责任人］章 沅主编 

［译者］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 

［出版者］湖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主题词］辛亥革命/革命史/中国/画册/1901-1911 

［知识责任］章 沅主编 主编 

  

 

［正题名］陈伯钧日记·文选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陈伯钧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陈伯钧 著 

  

 

［正题名］陈伯钧日记·文选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陈伯钧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陈伯钧 著 

  

 

［正题名］陈伯钧日记·文选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陈伯钧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陈伯钧 著 



  

 

［正题名］支那问题真解 

［第一责任人］孙逸仙先生著 

［出版者］公民俱乐部出版 

［出版日期］[民国 21 年收到] 

［知识责任］孙逸仙 著 

  

 

［正题名］全国各重要市县工资指数 

［书目卷册］民国三十二年一月〔1943.1〕 

［第一责任人］社会部统计处编 

［出版者］社会部统计处 

［出版日期］[194?] 

［主题词］工资指数/中国/1943.1 

  

 

［正题名］全国各重要市县工资指数 

［第一责任人］社会部统计处编 

［书目卷册］民国三十二年二月〔1943.2〕 

［出版者］社会部统计处 

［出版日期］[194?] 

［主题词］工资指数/中国/1943.2 

  

 

［正题名］全国各重要市县工资指数 

［第一责任人］社会部统计处编 

［书目卷册］民国三十二年三月〔1943.3〕 

［出版者］社会部统计处 

［出版日期］[194?] 

［主题词］工资指数/中国/1943.2 

  

 

［正题名］全国各重要市县工资指数 

［第一责任人］社会部统计处编 

［书目卷册］民国三十二年四月〔1943.4〕 

［出版者］社会部统计处 

［出版日期］[194?] 

［主题词］工资指数/中国/1943.4 

  

 

［正题名］全国各重要市县工资指数 

［第一责任人］社会部统计处编 

［书目卷册］民国三十二年五月〔1943.5〕 



［出版者］社会部统计处 

［出版日期］[194?] 

［主题词］工资指数/中国/1943.5 

  

 

［正题名］全国各重要市县工资指数 

［第一责任人］社会部统计处编 

［书目卷册］民国三十二年六月〔1943.6〕 

［出版者］社会部统计处 

［出版日期］[194?] 

［主题词］工资指数/中国/1943.6 

  

 

［正题名］全国各重要市县工资指数 

［第一责任人］社会部统计处编 

［书目卷册］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出版者］中信印务局 

［出版日期］民国三十五年四月[1946.4] 

［主题词］工资指数/中国/1945 

  

 

［正题名］先父李燮和的生平 

［第一责任人］李兴潇，李兴藻著 

［出版日期］2001.10 

［知识责任］李兴潇 著 

［知识责任］李兴藻 著 

  

 

［正题名］ 天辟地大事变 

［副题名］为中国共产党诞生 80 周年作 

［第一责任人］曹仲彬著 

［出版者］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章，主要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特别是以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展 的，并结合介绍了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争论情况。 

［知识责任］曹仲彬 著 

  

 

［正题名］荆楚骄子 

［副题名］爱国爱乡的计佑铭博士专辑 

［第一责任人］武汉市蔡甸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正题名］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进程 

［第一责任人］王杰主编 

［译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编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中国/论文集 

［知识责任］王杰 主编 

  

 

［正题名］揭 淇澳历史之谜 

［副题名］1833 年淇澳居民反侵略斗争研究文集 

［第一责任人］杨水生，刘蜀永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抗英斗争/清代 

［主题词］历史事件/珠海市/1833/文集 

［知识责任］杨水生 主编 

［知识责任］刘蜀永 主编 

  

 

［正题名］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恩庭主编 

［译者］刘善群执行主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客家/民族历史/宁化县/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张恩庭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善群 执行主编 

  

 

［正题名］廖家两代人 

［第一责任人］蒙光励著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真实地反映了廖家两代人的事迹。廖仲恺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为了

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战不息，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他的子女秉承了父亲的遗志，与母亲一

起献身于人民的事业。 

［知识责任］蒙光励 著 

  

 

［正题名］魏源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瑚著 

［出版者］朝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魏源》一书叙述了魏源的生平事迹及其进步思想，本书是作者近年来从事魏

源研究的部分作品。 

［知识责任］李瑚 著 

  

 

［正题名］曾国藩传 

［第一责任人］朱东安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介绍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重点记述其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捻军起义和处理天津教案、发起洋务运动的过程，分析了曾国藩的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

发展、演变及对后世的影响。 

［知识责任］朱东安 著 

  

 

［正题名］梅兰芳·梅巧玲·梅葆玖 

［第一责任人］李仲明，谭秀英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cgrs225f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系李仲明先生赠阅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物为载体，家族为场景，通过梅兰芳家族三代主要成员梅巧玲、梅兰

芳、梅葆玖等的人生道路全方位反映梅兰芳家族的兴盛衰落。 

［知识责任］李仲明 著 

［知识责任］谭秀英 著 

  

 

［正题名］袁世凯·袁克文·袁家骝 

［第一责任人］侯宜杰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cgrs225f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此二册书由作者赠阅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物为载体，家族为场景，通过袁世凯家族三代主要成员袁世凯、袁克

文、袁家骝等的人生道路全方位反映袁世凯家族的兴盛衰落。 

［知识责任］侯宜杰 著 

  

 

［正题名］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瑾，胡玫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 

［出版日期］2002.6 



［知识责任］王瑾 编 

［知识责任］胡玫 编 

  

 

［正题名］第二条战线的功臣袁永熙 

［第一责任人］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一代英雄人物袁永熙”、“第二条战线的功臣”、“坚持正义 坚持原

则”、“永不停息的共产主义战士”等纪念文章。 

  

 

［正题名］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 

［第一责任人］霍维洮著 

［出版者］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研究了西北回族社会发展与组织化运动、西北回族社会组织的双重性

及其矛盾、反清斗争及其影响、西北回族全面反清等问题。 

［主题词］回族/社会组织管理/研究/西北地区/近代 

［主题词］回族/社会发展史/研究/西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霍维洮 著 

  

 

［正题名］广东洪兵起义史料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正题名］广东洪兵起义史料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0 

 

［正题名］民族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1 辑（总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办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历史/研究/文集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史 



［书目卷册］上编 

［丛书］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金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史 

［书目卷册］下编 

［丛书］新中国成立初期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金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史 

［丛书］文献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史》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金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正题名］周文龙著作集锦 

［第一责任人］[周文龙著] 

［译者］《周文龙著作集锦》编辑组编 

［出版者］石油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知识责任］周文龙 著 

  

 

［正题名］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 

［副题名］选编本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群英谱》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英雄模范事迹/江苏/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群英谱》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 

［副题名］选编本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群英谱》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英雄模范事迹/江苏/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群英谱》编辑委员会 编 

  

 

［正题名］撩动缪斯之魂 

［副题名］钱鍾书的文学世界 

［第一责任人］李洪岩，辛广伟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丛编题名］钱鍾书研究丛书 cgrs225f 李洪岩，辛广伟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李洪岩先生赠阅 

［知识责任］李洪岩 著 

［知识责任］辛广伟 著 

  

 

［正题名］在澹定中寻觅 

［副题名］钱鍾书的人间晤对 

［第一责任人］李廷华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钱鍾书研究丛书 cgrs225f 李洪岩，辛广伟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李洪岩先生赠阅 

［知识责任］李廷华 著 

  

 

［正题名］读钱识小 

［第一责任人］徐达，宋秀丽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钱鍾书研究丛书 cgrs225f 李洪岩，辛广伟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李洪岩先生赠阅 

［知识责任］徐达 著 

［知识责任］宋秀丽 著 

  

 

［正题名］东方睿智学人 

［副题名］钱鍾书的独特个性与魅力 

［第一责任人］王卫平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钱鍾书研究丛书 cgrs225f 李洪岩，辛广伟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李洪岩先生赠阅 

［知识责任］王卫平 著 

  

 



［正题名］槐阴下的幻境 

［副题名］论《围城》的叙事与虚构 

［第一责任人］张明亮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丛编题名］钱鍾书研究丛书 cgrs225f 李洪岩，辛广伟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李洪岩先生赠阅 

［知识责任］张明亮 著 

  

 

［正题名］真精神 旧途径 

［副题名］钱鍾书的人文思想 

［第一责任人］胡河清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 

［丛编题名］钱鍾书研究丛书 cgrs225f 李洪岩，辛广伟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李洪岩先生赠阅 

［知识责任］胡河清 著 

  

 

［正题名］诗兴智慧 

［副题名］钱鍾书作品风格论 

［第一责任人］田建民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丛编题名］钱鍾书研究丛书 cgrs225f 李洪岩，辛广伟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李洪岩先生赠阅 

［知识责任］田建民 著 

  

 

［正题名］《管锥编》与杜甫新解 

［第一责任人］（德）莫芝宜佳著 

［译者］马树德译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丛编题名］钱鍾书研究丛书 cgrs225f 李洪岩，辛广伟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李洪岩先生赠阅 

［附注内容］根据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欧洲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译出 

［知识责任］莫芝宜佳 著 

［次知识责任］马树德 译 

  

 

［正题名］《围城》面面观 

［第一责任人］周锦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钱鍾书研究丛书 cgrs225f 李洪岩，辛广伟编 

［附注内容］本书由李洪岩先生赠阅 

［知识责任］周锦 著 

  

 

［正题名］坐断西北战未休 

［副题名］西北军战史实录 

［第一责任人］张传华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北京政变”、“退避西北”、“晋察鏖战”、“中原大战”、“东山再起”、

“长城抗战”、“抗战初期”、“血战汉水”等 15 章内容。 

［知识责任］张传华 著 

  

 

［正题名］香港近代经济史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张晓辉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 cgrs225h 第 4 辑 

［附注内容］广东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香港近代经济史，包括 埠前后的香港、转口贸易地位的形成、社

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战乱、沉沦与重振共四编。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香港特别行政区/1840～1949 

［知识责任］张晓辉 著 

  

 

［正题名］国共关系中的传奇人物 

［第一责任人］郭广迪，白素玉，王丽荣主编 

［译者］何景春，刘秋阳，范仲康副主编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 cgrs225f 王功安，毛磊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力图通过对国共关系传奇人物的描述，展示百年国共关系的风云变幻，揭

示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复兴这个历史主体。 

［主题词］国共合作/历史人物/生平事迹/现代 

［知识责任］郭广迪 主编 

［知识责任］白素玉 主编 

［知识责任］王丽荣 主编 

［次知识责任］何景春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秋阳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范仲康 副主编 

  

 

［正题名］日本与国共及海峡两岸关系 

［第一责任人］毛传清，殷昌友著 

［出版者］武汉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 cgrs225f 王功安，毛磊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章，主要包括：“日本与国共两党的产生”、“日本与中国大革命前

后的国共关系”、“中日建交以来日本与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等内容。 

［主题词］中日关系/台湾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毛传清 著 

［知识责任］殷昌友 著 

  

 

［正题名］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 

［第一责任人］王继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论湘军兴起的社会土壤”、“论湘军集团”、“论湘军收复新疆的历史

贡献”、“论湘军与晚清中国社会”、“论湘军与晚清湖南社会”、“论清代湖南手工业和商业行

会”、“论护国战争时期的湘西战场”等内容。 

［知识责任］王继平 著 

  

 

［正题名］胡乔木集 

［第一责任人］[胡乔木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Selected Works of the Scholars in the Chinese eng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人道主义的 化问题”、

“党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汉字简化和改革的问题”、“诗歌中的平仄问题”等文

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胡乔木 著 

  

 

［正题名］吴大英集 

［第一责任人］[吴大英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Selected Works of the Scholars in the Chinese eng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作者 40 多年来，在法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的岗位上辛勤耕耘，发

表的大量研究成果。 

［主题词］法学/文集 

［知识责任］吴大英 著 

  

 

［正题名］中美关系 100 年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仲掌生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中华美国学丛书 

［附注内容］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马克思主义·时代·中美关系纵横谈，中美关系：半个世纪的启示，

“门户 放”与“特殊利益”等内容。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20 世纪 

［知识责任］陶文钊 编 

［知识责任］仲掌生 编 

  

 

［正题名］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庞天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天人合一思想、民本思想、历史循环思想、封建正统思想自先秦至

秦汉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王充、班固等思想家、史学家的

历史哲学思想；考察了民本思想、历史循环思想、封建正统思想与史学发展的关系。 

［主题词］历史哲学/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知识责任］庞天佑 著 

  

 

［正题名］中国军校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袁伟，张卓主编 

［出版者］国防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宋元明清时期的武学武举制度，晚清时期的军事学堂，抗日战争时

期的军事学校，建国初期走向正规化的军队院校，改革 放不断深化过程中的院校教育等内

容。 

［主题词］军事院校/校史/中国 

［知识责任］袁伟 主编 

［知识责任］张卓 主编 

  

 



［正题名］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子今，白建钢，彭卫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子今 编 

［知识责任］白建钢 编 

［知识责任］彭卫 编 

  

 

［正题名］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7 

［知识责任］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正题名］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知识责任］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正题名］不思量自难忘 

［副题名］胡适给韦莲司的信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周质平编译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集胡适致韦莲司函电、明信片 175 件， 早的一件是 1914 年 11 月 2

日， 后一件是 1961 年 4 月 23 日。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周质平 编译 

  

 

［正题名］年轮 

［副题名］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 

［第一责任人］陈青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文学史/研究/上海市/现代 



［知识责任］陈青生 著 

  

 

［正题名］论学谈诗二十年 

［副题名］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 

［第一责任人］[胡适，杨联陞著] 

［译者］胡适纪念馆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胡适杨联升往来的书札 205 封。 

［知识责任］胡适 著 

［知识责任］杨联陞 著 

  

 

［正题名］天风甘雨 

［副题名］中国基督教领袖丁光训 

［第一责任人］刘华俊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当代江苏学人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cgrs225f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

编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中国基督教领袖丁光训的生平，介绍了他的宗教理论和神学思想，

并收录了丁光训的部分作品。 

［知识责任］刘华俊 编 

  

 

［正题名］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 

［第一责任人］孙敦恒编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北京高等教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创办旨意趣、筹建经过、艰辛历程、教学概况、科研硕果、师

生情谊、继往 来、撰述随感等。 

［知识责任］孙敦恒 编著 

  

 

［正题名］张澜评传 

［第一责任人］余科杰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正题名］义和团平原起义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副题名］平原文史资料特辑 

［第一责任人］杨文平，李德征主编 



［译者］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山东省历史学会，政协山东省平原县委员会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0.9 

［附注内容］平原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之一，1899 年 10 月爆发的平原起义在义和团运动史上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书收入了纪念义和团平原起义 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代表各种学术

观点的论文 18 篇和 6 篇文献资料、调查资料评述。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山东省/史料 

［知识责任］杨文平 主编 

［知识责任］李德征 主编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马 

［第一责任人］马玉隆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马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马玉隆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蔡 

［第一责任人］刘翔南…[等]编著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蔡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刘翔南 编著 

  

 

［正题名］左宗棠传论 

［第一责任人］沈传经，刘泱泱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知识责任］沈传经 著 

［知识责任］刘泱泱 著 



  

 

［正题名］宋美龄大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于泽俊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宋美龄真实的故事，重塑一代美人的传奇人生，包括与蒋介石的爱情

故事、“中国空军之母”、退出政权中心，神秘隐居等。 

［知识责任］何虎生 编著 

［知识责任］于泽俊 编著 

  

 

［正题名］宋美龄大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于泽俊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宋美龄真实的故事，重塑一代美人的传奇人生，包括与蒋介石的爱情

故事、“中国空军之母”、退出政权中心，神秘隐居等。 

［知识责任］何虎生 编著 

［知识责任］于泽俊 编著 

  

 

［正题名］校邠盧抗議 

［第一责任人］冯桂芬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近代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书名简体《校邠庐抗议》 

［主题词］洋务运动/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冯桂芬 著 

  

 

［正题名］格格韫欢 

［第一责任人］凌冰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爱新觉罗·韫欢这个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妹，王府中的金枝玉叶，

在动荡的战乱时期，隐姓埋名历尽艰辛终于成为新中国的人民教师的全过程。 

［知识责任］凌冰 著 

  

 



［正题名］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机器及其反映 

［并列题名］The Use And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18th Century in West Europe 

［第一责任人］严建强著 

［出版者］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学术史丛书 cgrs225f 范景中主编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西方国家/清代 

［知识责任］严建强著 著 

  

 

［正题名］五四以来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 

［第一责任人］丁孝智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人文社科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五四以来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分两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的商业经济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商业经济思想。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思想史/中国/1919～1992 

［知识责任］丁孝智 著 

  

 

［正题名］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张耀祠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走进中南海”、“毛泽东在‘滴水洞’的前后行踪”、“毛泽东组织警

卫战士搞农村调查工作”、“毛泽东生活拾趣”等八章进行回忆。 

［知识责任］张耀祠 著 

  

 

［正题名］“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张湛彬，刘杰辉，张国华主编 

［出版者］中国商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毛泽东等人发动的一场“大跃进”运动，它对

中国经济的破坏之大，影响之深，永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对后来者具

有借鉴的作用。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史料/1959-1961 

［知识责任］张湛彬 主编 

［知识责任］刘杰辉 主编 

［知识责任］张国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 



［副题名］当事人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编辑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援越抗法斗争中的韦国清同

志”、“参加援越军事顾问团纪行”等。 

［主题词］军事援助/抗法战争(越南)/中国/1950～1956/史料 

［主题词］回忆录/军人/中国/1950～1956/史料 

  

 

［正题名］民族主义 

［第一责任人］（英）凯杜里著 

［并列题名］Nationalism 

［译者］张明明译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民族是而且必

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显然不是繁荣的保证书，或者是可信任的好

政府的保证书等。 

［主题词］民族主义/研究 

［知识责任］凯杜里 著 

［次知识责任］张明明 译 

  

 

［正题名］中苏关系始末 

［并列题名］History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第一责任人］孙其明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1949-1991 

［知识责任］孙其明 著 

  

 

［正题名］福州老铺 

［第一责任人］潘群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福州民俗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百货综合店，食品店，菜馆、酒家，风味小吃店，药店、医院，书

店、文化商店，温泉澡堂，照相馆、理发店等。 

［主题词］商业企业/简介/福州市 

［知识责任］潘群 主编 

  



 

［正题名］马林传 

［并列题名］Henk Sneevliet 

［第一责任人］李玉贞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活跃于欧亚舞台的知名的国际活动家荷兰人斯内夫利特（Henk 

Sneevliet，中国人习惯叫他“马林”）的一生，涉及他在中国、印尼的政治活动，他的婚姻

等各方面。 

［知识责任］李玉贞 著 

  

 

［正题名］苦乐无边谈人生 

［第一责任人］于蓝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回忆了自己在党的培养下，从一个幼稚无知的孩子，一个迂腐不聪的

党员，到党的文艺战士的不同寻常的成长过程。 

［知识责任］于蓝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80 年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 80 年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文化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党组织、

万众一心齐抗日、十年建设的主要成就、重构上海经济中心等。 

  

 

［正题名］辛亥革命目击记 

［副题名］《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 

［第一责任人］（英）埃德温·丁格尔著 

［译者］刘丰祥…[等]译 

［译者］陈红民校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幼狮世纪风云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旨在概括地介绍 1911 年 10 月发生在中国武昌、汉口和汉阳那段人所共知

的革命历史。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丁格尔 著 

［知识责任］Dingle 著 

［次知识责任］刘丰祥 译 



［次知识责任］邱从强 译 

［次知识责任］杨绍滨 译 

［次知识责任］陈书梅 译 

［次知识责任］陈红民 校 

  

 

［正题名］牟宗三传 

［第一责任人］李山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李山 著 

  

 

［正题名］华侨领袖陈嘉庚 

［第一责任人］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陈嘉庚研究 之一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华侨爱国的典范”、“陈嘉庚光辉的一生”、“中华英杰华侨领

袖陈嘉庚”、“陈嘉庚和毛泽东”、“陈嘉庚和周恩来”等。 

  

 

［正题名］回忆陈嘉庚文选 

［第一责任人］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陈嘉庚研究 之二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我所认识的陈嘉庚”、“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教育的关系”、

“当之无愧的华侨旗帜”、“陈嘉庚的精神力量”等。 

  

 

［正题名］科教兴国的先行者陈嘉庚 

［第一责任人］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陈嘉庚研究 之三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陈嘉庚——科教兴国的先行者”、“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

基础与人才资源”、“陈嘉庚在新加坡兴学的光辉业绩”等。 

  

 

［正题名］民主堡垒 革命摇篮 

［副题名］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 

［第一责任人］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陈嘉庚研究 之四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致集美学校诸生书——兴学动机”、“筹办厦门大学演词”、“陈

嘉庚的光辉楷模照人间”等。 

  

 

［正题名］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 

［第一责任人］陈国庆著 

［译者］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陈嘉庚研究 之五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10 章，包括：“家庭背景与童年”、“实业巨子”、“兴学育才 爱国爱

乡”、“拯救祖国的民族救亡运动”、“回国慰问”等。 

［知识责任］陈国庆 著 

  

 

［正题名］胡适日记全编 

［书目卷册］1 

［丛书］1910-1914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胡适的全部日记资料，本册收 1910 年～1914 年的日记，包括：“藏

晖室日记”、“留学日记”、“卷 1～卷 8”。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适日记全编 

［书目卷册］2 

［丛书］1915-1917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胡适的全部日记资料，本册收 1915 年～1917 年的日记，包括：卷

8～卷 17。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适日记全编 



［书目卷册］3 

［丛书］1919-1922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胡适的全部日记资料，本册收录了 1919 年～1922 年的日记。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适日记全编 

［书目卷册］4 

［丛书］1923-1927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胡适的全部日记资料，本册收录了 1923 年～1927 年的日记。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适日记全编 

［书目卷册］5 

［丛书］1928-1930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胡适的全部日记资料，本册收录了 1928 年～1930 年的日记。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适日记全编 

［书目卷册］6 

［丛书］1931-1937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胡适的全部日记资料，本册收录了 1931 年～1937 年的日记。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适日记全编 

［书目卷册］7 

［丛书］1938-1949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胡适的全部日记资料，本册收录了 1938 年～1949 年的日记。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适日记全编 

［书目卷册］8 

［丛书］1950-1962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胡适的全部日记资料，本册收录了 1950 年～1962 年的日记。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上海老建筑 

［第一责任人］薛顺生，娄承浩编著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上海老建筑丛书 

［附注内容］历史建筑是上海历史的一部分。上海目前保存较好且有一定文物价值的古老住

宅，主要分布在市区老城厢、松江、嘉定、浦东新区等地，其高度的历史文化索源和众多的

能工巧将，形成了自己的建筑风格和高超的空间构图艺术，是江南水乡老建筑重要的构思源

泉。 

［主题词］古建筑/上海市/图集 

［知识责任］薛顺生 编著 

［知识责任］娄承浩 编著 

  

 

［正题名］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第一责任人］葛兆光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讲到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还从家族和仪式讲起，说到儒家和古代中国政

治学说的形成，介绍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方法、技术和影响， 后还特别介绍了古代中国

的两个信仰世界。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古代/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葛兆光 著 

  

 

［正题名］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 

［第一责任人］（法）魏丕信監修 

［译者］田涛主编 

［译者］岑詠芳，王家茜助編 

［出版者］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善本/圖書目録/中国 

［主题词］圖書目録/法国 

［知识责任］魏丕信 監修 

［次知识责任］田涛 主编 

［次知识责任］岑詠芳 助編 

［次知识责任］王家茜 助編 

  

 

［正题名］燕京学报 

［书目卷册］新十一期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周一良 

［译者］燕京研究院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1.11/期刊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知识责任］周一良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族人口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田雪原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分为民族人口综合数据和各民族分性别人口在各个市、县的分布两部分。 

［主题词］少数民族/人口普查/统计资料/中国 

［主题词］少数民族/人口构成/概况/中国 

［主题词］人口构成/统计资料/少数民族/中国 

［主题词］民族调查/民族分布/人口/统计资料/中国 

［知识责任］田雪原 主编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2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3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4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5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6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7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8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9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0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2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3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4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安徽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安徽府縣志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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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2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4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3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5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6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7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9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8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0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2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3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4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5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6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7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8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79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0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2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3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4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5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湖南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86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主题词］地方志/湖南 

  

 

［正题名］熊十力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译者］箫萐父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包括：“心书”、“唯识学概论（1923 年）”、“因明大疏删注”、“唯识

学概论（1926 年）”、““唯识论”、“尊闻录”。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次知识责任］箫萐父 主编 

  

 

［正题名］熊十力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译者］箫萐父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包括：“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辑略”、

“佛家名相通释”、“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历史纲要”。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次知识责任］箫萐父 主编 

  

 

［正题名］熊十力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译者］箫萐父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次知识责任］箫萐父 主编 

  

 

［正题名］熊十力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译者］箫萐父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包括：“十力语要”、“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附设哲学研究部特辑”、“读智论钞”。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次知识责任］箫萐父 主编 

  

 

［正题名］熊十力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译者］箫萐父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包括：“十力语要初读”、“韩非子评论”、“摧惑显宗记”、“与友人论

张江陵”和“论六经”。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次知识责任］箫萐父 主编 

  

 

［正题名］熊十力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译者］箫萐父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包括：“新唯识论（删定本）”、“原儒”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次知识责任］箫萐父 主编 

  

 

［正题名］熊十力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译者］箫萐父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包括：“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存斋随笔”。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次知识责任］箫萐父 主编 

  

 

［正题名］熊十力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卷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译者］箫萐父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包括：“作者生前已发表过的论文书札”、“作者生前未发表过的书札

文稿”。附录包括：熊十力年表和熊十力编著编年目录。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次知识责任］箫萐父 主编 

  

 

［正题名］熊十力全集 

［书目卷册］附卷 

［书目卷册］上 

［丛书］熊十力哲學評論集粹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译者］箫萐父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附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儒佛之争或唯识华严之争”；第二部分为“哲

学定位”；第三部分为“人格评价”。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次知识责任］箫萐父 主编 

  

 

［正题名］熊十力全集 

［书目卷册］附卷 



［书目卷册］下 

［丛书］熊十力哲學評論集粹 

［第一责任人］[熊十力著] 

［译者］箫萐父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附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儒佛之争或唯识华严之争”；第二部分为“哲

学定位”；第三部分为“人格评价”。 

［知识责任］熊十力 著 

［次知识责任］箫萐父 主编 

  

 

［正题名］梅兰芳全集 

［书目卷册］壹 

［丛书］舞台生活四十年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著] 

［译者］梅绍武，屠珍等编撰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卷是梅兰芳写下的回忆录，总结了他四十年的舞台生活，记录了他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热爱艺术而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文艺事业所走过的光辉道路。 

［主题词］京剧/唱腔/文集 

［知识责任］梅兰芳 著 

［次知识责任］梅绍武 编撰 

［次知识责任］屠珍 编撰 

  

 

［正题名］梅兰芳全集 

［书目卷册］贰 

［丛书］梅兰芳演出剧本选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著] 

［译者］梅绍武，屠珍等编撰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宇宙锋》、《贵妃醉酒》、《奇双会》、《黛玉葬花》、《天女散花》、《霸

王别姬》、《生死恨》、《西施》、《抗金兵》等 13 部剧本。 

［主题词］京剧/剧本/选集 

［知识责任］梅兰芳 著 

［次知识责任］梅绍武 编撰 

［次知识责任］屠珍 编撰 

  

 

［正题名］梅兰芳全集 

［书目卷册］叁 



［丛书］梅兰芳戏剧散论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著] 

［译者］梅绍武，屠珍等编撰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登台杂感》、《我理想中的新中国》、《谈杜丽娘》、《与西安戏曲界谈

艺》、《怎样保护嗓子》、《矿井中的温暖》、《中苏友谊万年青》等戏剧散论。 

［主题词］京剧/艺术理论 

［知识责任］梅兰芳 著 

［次知识责任］梅绍武 编撰 

［次知识责任］屠珍 编撰 

  

 

［正题名］梅兰芳全集 

［书目卷册］肆 

［丛书］东游记 

［丛书］我的电影生活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著] 

［译者］梅绍武，屠珍等编撰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梅兰芳《东游记》和《我的电影生活》两部作品。《东游记》是访日

所写。《我的电影生活》是作者对电影生活的回忆和感想，记述了历次拍摄戏曲片过程的经

验与得失。 

［知识责任］梅兰芳 著 

［次知识责任］梅绍武 编撰 

［次知识责任］屠珍 编撰 

  

 

［正题名］梅兰芳全集 

［书目卷册］伍 

［丛书］梅兰芳四十三个剧目唱腔片断集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著] 

［译者］梅葆琛，林映霞等编撰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三娘教子》、《六月雪》、《二堂舍子》、《女起解》、《春秋配》、《天

女散花》、《黛玉葬花》、《霸王别姬》等 43 个剧目唱腔片段。 

［主题词］京剧/唱腔/选集 

［知识责任］梅兰芳 著 

［次知识责任］梅葆琛 编撰 

［次知识责任］林映霞 编撰 

  

 



［正题名］梅兰芳全集 

［书目卷册］陆 

［丛书］梅兰芳流派剧目荟萃 

［丛书］梅兰芳十出代表剧目曲谱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著] 

［译者］梅葆琛，林映霞等编撰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霸王别姬》、《苏三起解》、《凤还巢》梅兰芳流派剧目及《宇宙风》、

《贵妃醉酒》、《黛玉葬花》、《霸王别姬》、《抗金兵》等 10 出代表剧目曲谱。 

［主题词］京剧/剧本/选集 

［主题词］京剧/唱腔/选集 

［知识责任］梅兰芳 著 

［次知识责任］梅葆琛 编撰 

［次知识责任］林映霞 编撰 

  

 

［正题名］梅兰芳全集 

［书目卷册］柒 

［丛书］梅兰芳《穆桂英挂帅》曲谱演出本 

［丛书］梅兰芳《生死恨》曲谱演出本 

［丛书］梅兰芳唱腔选集音响整理本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著] 

［译者］梅葆琛，林映霞等编撰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梅兰芳《穆桂英挂帅》曲谱演出本、梅兰芳《生死恨》曲谱演出本和

梅兰芳唱腔选集音响整理本。 

［主题词］京剧/剧本/选集 

［主题词］京剧/唱腔/选集 

［知识责任］梅兰芳 著 

［次知识责任］梅葆琛 编撰 

［次知识责任］林映霞 编撰 

  

 

［正题名］梅兰芳全集 

［书目卷册］捌 

［丛书］梅兰芳歌曲谱（影印）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著] 

［译者］梅葆琛，林映霞等编撰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附注内容］本卷为梅兰芳歌曲谱，有《天女散花》、《霸王别姬》、《千金一笑》、《金山寺》、

《木兰从军》、《上元夫人》等。 



［主题词］京剧/唱腔/选集 

［主题词］昆剧/唱腔/选集 

［知识责任］梅兰芳 著 

［次知识责任］梅葆琛 编撰 

［次知识责任］林映霞 编撰 

  

 

［正题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书目卷册］1 

［丛书］政治 

［并列题名］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文史资料/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书目卷册］2 

［丛书］政治军事 

［并列题名］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文史资料/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书目卷册］3 

［丛书］抗战史料 

［并列题名］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文史资料/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书目卷册］4 

［丛书］经济金融 

［并列题名］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文史资料/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书目卷册］5 

［丛书］经济金融 

［并列题名］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文史资料/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书目卷册］6 

［丛书］工业商业 

［并列题名］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文史资料/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书目卷册］7 

［丛书］工业商业 

［并列题名］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文史资料/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书目卷册］9 

［丛书］教科文卫 

［并列题名］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文史资料/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书目卷册］10 

［丛书］教科文卫 

［并列题名］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文史资料/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书目卷册］11 

［丛书］社会法制 

［并列题名］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文史资料/上海市 

  

 

［正题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书目卷册］12 

［丛书］社会法制 

［并列题名］Shanghai Wenshi Ziliao Cungao Huibian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文史资料/上海市 

  

 

［正题名］正在消失的物品 

［第一责任人］鲁稚文 

［译者］陈强图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古古时代图文系列 历史的细节 

［主题词］消费资料/图集/中国 

［知识责任］鲁稚 文 

［次知识责任］陈强 图 

  

 

［正题名］正在消失的职业 

［第一责任人］蒋蓝文 

［译者］顾斯嘉图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古古时代图文系列 历史的细节 

［主题词］职业/图集/中国 

［知识责任］蒋蓝 文 

［次知识责任］顾斯嘉 图 

  

 

［正题名］正在消失的艺术 

［第一责任人］古岩文 

［译者］陈强图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古古时代图文系列 历史的细节 

［主题词］艺术/图集 

［知识责任］古岩 文 

［次知识责任］陈强 图 

  

 

［正题名］两万汉字中日韩越美俄读音释义字典 

［第一责任人］邓应烈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对照词典/汉语/日语/朝鲜语/越语/英语/俄语 

［知识责任］邓应烈 主编 

  

 

［正题名］历代名人生卒年表 历代名人生卒年表補 

［第一责任人］梁廷燦，陶容，于士雄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名人/生卒年表/中国 

［知识责任］梁廷燦 编 

［知识责任］陶容 编 

［知识责任］于士雄 编 

  

 

［正题名］田汉 

［副题名］狂飙中落叶翻飞 

［第一责任人］李辉著 

［出版者］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cgrs225f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李辉 著 

  



 

［正题名］萧乾 

［副题名］漂泊者在路上 

［第一责任人］李辉著 

［出版者］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cgrs225f 李辉主编 

［知识责任］李辉 著 

  

 

［正题名］红尘冷眼 

［副题名］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 

［第一责任人］宋云彬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桂林日记》、《昆明日记》、《北游日记》、《北京日记》、《杭州日记》、

《甲午日记》、《乙未日记》、《日记》、《昨非庵日记》、《深柳读书堂日记》，真实记录了 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涉及到 300 余位现代名人，反映了社会变革时

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知识责任］宋云彬 著 

  

 

［正题名］现代中国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温故可以知新：清季民初的‘历史眼光’”、“独自远行——鲁迅接

受史的一种描述（1936～1949）”、“‘封锁’下的都市女性：沦陷时期上海女作家论”等论文。 

［主题词］史评/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史评/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平原 主编 

  

 

［正题名］明清湘鄂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第一责任人］方志远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人口流动/研究/中南地区/明清时代 

［主题词］商品经济/研究/中南地区/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方志远 著 

  

 



［正题名］胡乔木书信集 

［第一责任人］[胡乔木著] 

［译者］《胡乔木》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乔木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胡乔木写的各种书信 435 封，这些书信，生动具体地展现了胡乔

木革命的人生轨迹和巨大贡献。 

［知识责任］胡乔木 著 

  

 

［正题名］世纪老人的话 

［第一责任人］林祥主编 

［丛书］任继愈卷 

［第一责任人］采访人陈明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知识责任］林祥 主编 

［知识责任］陈明 采访 

  

 

［正题名］清代的御宝 

［第一责任人］郭福祥编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故宫知识丛书 

［主题词］古印/中国/清代 

［主题词］国家机构/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郭福祥 编著 

  

 

［正题名］董辅礽 

［第一责任人］叶辅靖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 China's Leading Economists eng 

［知识责任］叶辅靖 著 

  

 

［正题名］厉以宁 

［第一责任人］陆昊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 China's Leading Economists eng 



［知识责任］陆昊 著 

  

 

［正题名］隋唐帝国与东亚 

［第一责任人］（日）堀敏一著 

［译者］韩昇编 

［译者］韩昇，刘建英译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World Classics on Eur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eng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东亚/隋唐时代 

［知识责任］堀敏一 著 

［次知识责任］韩昇 编译 

［次知识责任］刘建英 译 

  

 

［正题名］杜月笙 

［副题名］上海滩枭雄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耕地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耕地 著 

  

 

［正题名］杜月笙 

［副题名］上海滩枭雄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耕地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耕地 著 

  

 

［正题名］杜月笙 

［副题名］上海滩枭雄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耕地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耕地 著 



  

 

［正题名］俄罗斯社会与文化 

［并列题名］Рус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кульра 

［第一责任人］王英佳编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西方社会与文化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社会和文化两个方面将俄罗斯国家及其民族文化特色介绍给读者。内容

涉及历史、政治、经济、艺术、教育等方面。 

［知识责任］王英佳 编著 

  

 

［正题名］古今人生日考 

［第一责任人］朱彭壽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上古至清末 4200 余人的生辰资料，依次按月、日编排，并在姓氏

之上均标明官阶职业，在生辰之前皆注明出处，是治学者知人论世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主题词］名人/生卒年表/中国 

［知识责任］朱彭壽 编 

  

 

［正题名］文化研究 

［并列题名］Cultural Studies 

［书目卷册］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丛编题名］先锋学术论丛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公民式人文科学”、“书写妇女，书写身体：批评理论中妇女的声音”、

“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一个文化生产事件的分析”、“民间文化视野

中的文化批评”等论文。 

［主题词］文化/研究/世界/丛刊 

［知识责任］陶东风 主编 

［知识责任］金元浦 主编 

［知识责任］高丙中 主编 

  

 

［正题名］“无为而治”的国府元首 

［丛书］林森传 

［第一责任人］刘晓宁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林森是民国政坛上一位重要而复杂的神秘人物，本书记述了他复杂的一生，并

对其思想性格及内心世界进行分析。 

［知识责任］刘晓宁 著 

  

 

［正题名］法国汉学 

［书目卷册］第六辑 

［丛书］科学史专号 

［第一责任人］《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法国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宗教及艺术品方面的 新成果，

以及法国研究机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 新动态等。 

［主题词］汉学/研究/法国/文集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文集 

  

 

［正题名］粤港澳文化关系 

［第一责任人］许锡挥，李萍主编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粤港澳关系研究丛书 cgrs225f 李翀，许锡挥主编 

［附注内容］广东省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课题 

［主题词］文化/关系/研究/粤、港、澳 

［知识责任］许锡挥 主编 

［知识责任］李萍 主编 

  

 

［正题名］静如文存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论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关于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和革命

实践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等文章。 

［知识责任］张静如 著 

  

 

［正题名］静如文存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张静如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党史学科建设断想”、“1984 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关于毛泽



东思想发展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再论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形成的特点”等文章。 

［知识责任］张静如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第一责任人］侯外庐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亚细亚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古代政治的变迁、中国古代的变法运动等。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史评/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侯外庐 著 

  

 

［正题名］清代西部 发 

［第一责任人］成崇德主编 

［出版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新疆篇、西藏篇、蒙古篇、滇桂篇四部分，讲述清代时期中国西部

发。内容包括：清朝统一新疆与 发方针的制定，移民热潮与天山北路的土地 垦。 

［主题词］地区 发/西北地区/清代 

［主题词］地区 发/西南地区/清代 

［知识责任］成崇德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 封历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 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以翔实的资料，生动地再现了 封从五四运动有党的活动到夺取政权的

30 年间党领导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英勇战斗的光辉历史。 

  

 

［正题名］中国药业史 

［第一责任人］唐延猷著 

［出版者］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论述了中国药业的特色地位、形成发展、商品来源、对外贸易、经营

技巧、行会组织、庙会药市、假药防止等 11 个方面的内容。 

［主题词］制药工业/工业史/中国 



［主题词］药品/商业史/中国 

［知识责任］唐廷猷 著 

  

 

［正题名］发现中国 

［第一责任人］（法）雅克·布罗斯著 

［译者］耿昇译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西方发现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国，香料贸易，北京大主教，中国的幻影，在北京的耶

稣会士，鸦片战争，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的一种新形象，考古学家和诗人等。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外关系/文化史 

［知识责任］布罗斯 著 

［知识责任］Brosse 著 

［次知识责任］耿昇 译 

  

 

［正题名］美国史通论 

［第一责任人］何顺果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四篇内容：“奠基立国时期”、“区域对峙时期”、“美国的现代化”、“向

后工业迈进”。 

［知识责任］何顺果 著 

  

 

［正题名］吴敬琏 

［第一责任人］柳红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 China's leading economists eng 

［知识责任］柳红 著 

  

 

［正题名］中西政治文化论丛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马德普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有“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

线索”、“全球伦理与 21 世纪儒学的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等 26

篇论文。 

［主题词］政治/文化/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知识责任］马德普 主编 

  

 

［正题名］天津红十字会九十年 

［第一责任人］赵辉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大量文字和照片资料，比较系统、全面、如实地再现了天津市红十字

会自 1911 年创建以来各个时期的历史真实面貌。 

［知识责任］赵辉 主编 

  

 

［正题名］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 

［副题名］以直隶省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孙雪梅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南 日本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清末东游热的兴起；直隶省官民的东游与“东游日记”；

东游所见之日本教育；东游所见之日本实业等。 

［知识责任］孙雪梅 著 

  

 

［正题名］荣耀与苦难 

［副题名］20 世纪文明的历史见证 

［第一责任人］梁维平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明进程的历史回顾，震撼世界的精彩时刻，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

千姿百态的历史万象，激荡百年的历史启迪四部分内容。 

［主题词］世界史/大事记/20 世纪 

［知识责任］梁维平 著 

  

 

［正题名］烈士与纪念馆研究 

［书目卷册］第五辑 

［第一责任人］华龙烈士纪念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分“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龙华 24 烈士殉难 70 周年学术

研讨会专栏”、“龙华论坛”、“他山之玉”、“高新科技”等栏目。 

［主题词］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文集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文集 



  

 

［正题名］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 

［副题名］1927-1937 

［第一责任人］吴景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与国民政府，国民党与上海金融业的早期

关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金融业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 初中介等。 

［知识责任］吴景平 主编 

  

 

［正题名］宋元明清儒學年表 

［第一责任人］（日）今關壽〓编撰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以年代（首列中国帝王纪年，次附西历、日本年号）为经，以宋明理学重

要学者的诞生、著作刻印及重大活动为纬，构建了四朝八百七十余年的理学发展框架。 

［主题词］儒家/中国/古代/年表 

［知识责任］今關壽〓 编撰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 

［第一责任人］行龙，李文海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 cgrs225f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 

［附注内容］本书打破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框架，以民族觉醒为主线，对 1840 年至 1949

年的侵略与反侵略、革命与改良、民主与科学及教育等十个主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 

［知识责任］行龙 著 

［知识责任］李文海 著 

  

 

［正题名］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集刊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廖名春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是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学术成果的一个专辑，收有著名学者李学勤、

何兆武、葛兆光等人的 20 篇高质量论作。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廖名春 主编 

  

 



［正题名］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 

［并列题名］The Symposium of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of CASS 

［书目卷册］第 1 集 

［第一责任人］武寅主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身份等级

制”、“民族主义因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战争起源”等 15 篇研究文章。 

［主题词］历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武寅 主编 

  

 

［正题名］文化研究 

［并列题名］Cultural Studies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先锋学术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什么是视觉文化？图像转向；视觉文化研究；景象的社会；读图，

身体，意识形态；图像意识的现象学等文章。 

［主题词］文化/研究/世界/丛刊 

［知识责任］陶东风 主编 

［知识责任］金元浦 主编 

［知识责任］高丙中 主编 

  

 

［正题名］文化研究 

［并列题名］Cultural Studies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丛编题名］先锋学术论丛 

［附注内容］《文化研究》的宗旨是介绍西方的文化研究(包括理论家、理论观点以及流派等)

与推进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并重。本辑主要介绍了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詹姆逊的文化哲学、

对文化研究中的记忆问题、视觉文化与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 

［主题词］文化/研究/世界/丛刊 

［知识责任］陶东风 主编 

［知识责任］金元浦 主编 

［知识责任］高丙中 主编 

  

 

［正题名］广东革命报刊史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叶文益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中共广东地方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 1919～1949 年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共青团广东地方组织、各民主党

派、群众团体等所进行的报刊活动等。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广东省/1919～1949 

［主题词］革命/报刊/文化史/广东省/1919～1949 

［知识责任］叶文益 著 

  

 

［正题名］唐山市路北区革命史 

［副题名］1876-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唐山市路北区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与资产阶级革命；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中共唐山地方组织的建立与路北区第一次工运高潮等。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扬州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共产党扬州组织成长、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是党领导扬州人民

为推翻旧制度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真实记录。 

  

 

［正题名］“大跃进”运动 

［丛书］福建卷 

［第一责任人］林强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力求实事求是的反映福建省“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进程。 

［主题词］政治运动/中国/史料 

［主题词］政治运动/福建省/史料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80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献档案”、“回忆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地方党史”、

“小资料”、“信息窗”七个栏目。 

  

 

［正题名］殷海光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政论篇 

［第一责任人］张斌峰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港台海外鄂籍学人文丛 

［附注内容］本文集选收殷海光有关政论的文章 160 余篇，包括《五四与今日》、《中国现代

政治思潮》、《自由主义底蕴涵》等。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殷海光 著 

［次知识责任］张斌峰 编 

  

 

［正题名］殷海光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哲学篇 

［第一责任人］[殷海光著] 

［译者］张斌峰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港台海外鄂籍学人文丛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录殷海光有关哲学方面的文章 16 篇，包括《科学经验论底特性及其

批评》、《实证论导引》、《因果底解析》等。 

［主题词］哲学思想/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殷海光 著 

［次知识责任］张斌峰 编 

  

 

［正题名］殷海光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文化篇 

［第一责任人］[殷海光著] 

［译者］张斌峰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港台海外鄂籍学人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有关殷海光文化理论的文章《什么是文化》、《文化的重要概念》、《近

代中国文化的基线》、《保守的趋向及其批评》等九篇。 

［主题词］文化理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殷海光 著 

［次知识责任］张斌峰 编 

  

 

［正题名］殷海光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书信与随笔篇 

［第一责任人］[殷海光著] 

［译者］张斌峰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港台海外鄂籍学人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殷海光书信 30 余封，随笔 21 篇，包括致本国友人、致外国友人、致

学生及后辈、致卢鸿材、西行漫记等。 

［知识责任］殷海光 著 

［次知识责任］张斌峰 编 

  

 

［正题名］世纪老人的话 

［第一责任人］林祥主编 

［丛书］贾兰坡卷 

［第一责任人］采访人李鸣生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知识责任］林祥 主编 

［知识责任］李鸣生 采访人 

  

 

［正题名］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倪延年著 

［出版者］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和萌芽，秦汉时期报刊的发展，魏晋隋唐时期

的报刊，五代及宋朝的报刊，元代及明朝的报刊等。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倪延年 著 

  

 

［正题名］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 

［副题名］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 



［第一责任人］刘纯，王扬宗编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论文集分在李约瑟之前，李约瑟与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求解等部分，收

录了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国与现代科学等 31 篇文章。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钝 编 

［知识责任］王扬宗 编 

  

 

［正题名］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王勇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辑收 15 篇文章，分 4 辑，内容涉及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史料介绍、

研究札记、译文、书评、学术动态介绍等。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王勇 主编 

  

 

［正题名］张学良 后的影像 

［第一责任人］杨克林著 

［出版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张学良·纽约”、“我们·抗战”、“张学良·夏威夷”三个专题，通过

一幅幅新旧对比照片，记录了张学良不平凡的一生。 

［知识责任］杨克林 著 

  

 

［正题名］先秦诸子系年 

［副题名］外一种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cgrs225f 李学勤主编 

［附注内容］该书收入钱穆先生两种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前者系对

先秦诸子系年的研究成果；后者用编年体裁记载刘向歆父子生平事迹。 

［主题词］哲学家/年谱/中国/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古史辨自序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顾颉刚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cgrs225f 李学勤主编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选集 

［知识责任］顾颉刚 著 

  

 

［正题名］古史辨自序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顾颉刚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cgrs225f 李学勤主编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选集 

［知识责任］顾颉刚 著 

  

 

［正题名］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第一责任人］向达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cgrs225f 李学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书收入向达先生二十三篇论文，系向达先生在唐代中外文化关系史、西南

少数民族史、敦煌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唐代/选集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历史/中国/西南地区/选集 

［主题词］敦煌学/文集 

［知识责任］向达著 

  

 

［正题名］穹庐集 

［第一责任人］韩儒林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系韩儒林先生晚年亲自编定的中国史学术论文集。收有《成吉思汗十三翼

考》、《蒙古的名称》、《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女真译名考》等。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元代 

［主题词］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韩儒林 著 

  

 



［正题名］安阳 

［第一责任人］李济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系河南的文物考古报告，是一本向国外宣扬介绍现代中国考古学产生和发

展状况的入门指导，作者以亲身经历对安阳十五次发掘这项浩大工程的历史背景和经过作了

详尽叙述。 

［主题词］文物/发掘报告/河南/安阳市 

［知识责任］李济 著 

  

 

［正题名］顾维钧·顾溶·顾菊珍 

［第一责任人］沈潜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cgrs225f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物为载体，家族为场景，通过袁世凯家族三代主要成员顾溶、顾维钧、

顾菊珍等的人生道路全方位反映顾维钧家族的兴盛衰落。 

［知识责任］沈潜 著 

  

 

［正题名］梁思成 

［第一责任人］林洙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科学巨匠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一生经历，包括他的生活经历、学术

道路和思想发展脉络。 

［知识责任］林洙 著 

  

 

［正题名］民族宗教论集 

［第一责任人］白寿彝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cgrs225f 李学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系白寿彝先生研究民族、宗教方面的论文集。 

［主题词］民族历史/回族/文集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白寿彝 著 

  

 

［正题名］晚明与晚清 



［副题名］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 

［并列题名］The Late Ming and the Late Qing 

［副题名］Historical Dynamic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s 

［第一责任人］陈平原，王德成，商伟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集中讨论“晚明”与“晚清”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大转折时期主要的文学

思想和代表著作与当时的关系及所产生的影响，目的是挑战传统的研究格局，既跨越“古代”、

“近代”、“现代”的时段划分，又打通“文学”、“史学”、“文化”的边界。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陈平原 编 

［知识责任］王德成 编 

［知识责任］商伟 编 

  

 

［正题名］观堂集林 

［副题名］外二种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国维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观堂集林，包括艺林八卷，史林十四卷， 林二卷；观堂别集四卷；

观堂外集上、中、下三部分。系王国维关于古代史料、古器物及文字学、音韵学等重要论文

等。 

［主题词］史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国维 著 

［次知识责任］彭林 整理 

  

 

［正题名］观堂集林 

［副题名］外二种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国维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观堂集林，包括艺林八卷,史林十四卷， 林二卷；观堂别集四卷；

观堂外集上、中、下三部分。系王国维关于古代史料、古器物及文字学、音韵学等重要论文

等。 

［主题词］史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国维 著 

［次知识责任］彭林 整理 



  

 

［正题名］盛宣怀·盛康·盛毓度 

［第一责任人］宋路霞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cgrs225f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物为载体，家族为场景，通过盛宣怀家族三代主要成员盛康、盛宣怀、

盛毓度等的人生道路全方位反映盛宣怀家族的兴盛衰落。 

［知识责任］宋路霞 著 

  

 

［正题名］庞薰琹·庞均·庞壔 

［第一责任人］孙萍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cgrs225f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物为载体，家族为场景，通过庞熏琹家族三代主要成员庞熏琹、庞均、

庞壔等的人生道路全方位反映庞熏琹家族的兴盛衰落。 

［知识责任］孙萍 著 

  

 

［正题名］张学良·张作霖·张闾琳 

［第一责任人］李翠莲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cgrs225f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物为载体，家族为场景，通过张学良家族三代主要成员张作霖、张学

良、张闾琳等的人生道路全方位反映张学良家族的兴盛衰落。 

［知识责任］孙萍 著 

  

 

［正题名］皇叔载涛 

［第一责任人］郑怀义，张建设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知识责任］郑怀义 著 

［知识责任］张建设 著 

  

 

［正题名］斯坦因（英国） 

［第一责任人］巫新华著 

［出版者］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系列丛书 cgrs225f 马大正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人生初年”、“初露锋芒”、“卷土重来”、“再回西域”四篇内容介绍

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巫新华 著 

  

 

［正题名］世纪老人的话 

［第一责任人］林祥主编 

［副题名］张岱年卷 

［第一责任人］采访人吴琼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知识责任］林祥 主编 

［知识责任］吴琼 采访人 

  

 

［正题名］中国近代教育立法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露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近代教育立法轨迹；教育立法主体分解；教育立法权限辨

析；教育立法程序展示；教育立法运作机制透视：个案考察等。 

［主题词］教育法令规程/立法/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露 著 

  

 

［正题名］冲突的台湾 

［第一责任人］安兴本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从思潮入手，将台湾文学与文化绾结，于历史的脉动中梳理与把握文

史心史的起伏跌宕，客观公正地予以述析与论辩。 

［主题词］文学思潮/研究/台湾省/近代 

［主题词］文学思潮/研究/台湾省/现代 

［知识责任］安兴本 著 

  

 

［正题名］陆费逵与中华书局 

［第一责任人］俞筱尧，刘彦捷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陆费逵先生（1866～1941），字伯鸿，祖籍浙江桐乡，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和

教育家，本书收录了许多纪念他的文章，其中包括怀念雄才大略的出版家陆费逵先生，回顾

五十年等篇章。 



［知识责任］俞筱尧 编 

［知识责任］刘彦捷 编 

  

 

［正题名］文化的主流和支流 

［第一责任人］郭太风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郭太风 著 

  

 

［正题名］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 

［副题名］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 

［第一责任人］《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户川芳郎先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日本中国学界极为著名的学者，他在中国古典

思想文化和文献学等领域中留下了一系列的业绩。本书共收集了纪念户川芳郎先生七十华诞

及有关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论文 13 篇。 

［主题词］中日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文集 

  

 

［正题名］誓不臣倭 

［副题名］台湾人民抗日史 

［第一责任人］张承钧编著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台海史丛 

［主题词］抗斗争日/台湾省 

［知识责任］张承钧 编著 

  

 

［正题名］山东省志 

［书目卷册］65 

［丛书］社会科学志 

［第一责任人］陈建坤主编 

［译者］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社会科学/科学研究事业/概况/山东省 

［知识责任］陈建坤 主编 

  

 



［正题名］近看许世友 

［副题名］一九六七——一九八五 

［第一责任人］李文卿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以现实叠印历史的笔法，较为集中的再现了许世友上将 1967 年任南京军

区司令员时至 1985 年去世前的一些主要经历。 

［知识责任］李文卿 著 

  

 

［正题名］晚清生活掠影 

［第一责任人］焦润明，苏晓轩编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木鱼石书屋 生活掠影 

［主题词］社会生活/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焦润明 编著 

［知识责任］苏晓轩 编著 

  

 

［正题名］中共中央党校名师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刘海藩，朱满良主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知识责任］刘海藩 主编 

［知识责任］朱满良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第一代 

［丛书］主要领导人卷 

［第一责任人］文辉抗，叶健君主编 

［译者］王龙彪…[等]撰稿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新中国第一代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新中国第一代·主要领导人卷》收录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

弼时、邓小平、陈云七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文辉抗 主编 

［知识责任］叶健君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龙彪 撰稿 

［次知识责任］张海蒲 撰稿 

［次知识责任］叶健君 撰稿 



［次知识责任］程波 撰稿 

［次知识责任］唐娅辉 撰稿 

  

 

［正题名］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公司/企业管理制度/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玉 著 

  

 

［正题名］胡乔木诗词集 

［第一责任人］[胡乔木著] 

［译者］《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乔木文丛 

［主题词］诗词/中国/当代/作品集 

［知识责任］胡乔木 著 

  

 

［正题名］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 

［第一责任人］蔡毅编译 

［译者］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文史知识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从文学、史学、哲学、儒教、道教、禅宗、文字、典籍、书法、美术、音

乐、园林、医学、历史、科技、民俗等方面，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传播历史。 

［主题词］传统文化/中国/影响/日本 

［知识责任］蔡毅 编译 

  

 

［正题名］四川省档案馆指南 

［第一责任人］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档案馆/简介/四川省 

  

 

［正题名］清华园感旧录 

［第一责任人］鲲西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鲲西 著 

  

 

［正题名］中国禅学思想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日）忽滑谷快天撰 

［译者］朱谦之译 

［译者］杨曾文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禅宗/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忽滑谷快天 撰 

［次知识责任］朱谦之 译 

［次知识责任］杨曾文 导读 

  

 

［正题名］中国禅学思想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日）忽滑谷快天撰 

［译者］朱谦之译 

［译者］杨曾文导读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禅宗/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忽滑谷快天 撰 

［次知识责任］朱谦之 译 

［次知识责任］杨曾文 导读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吴景平，陈雁主编 

［译者］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cgrs225h2 

［主题词］经济/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社会/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吴景平 主编 

［知识责任］陈雁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京剧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马少波主编 

［译者］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京剧/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少波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京剧史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马少波主编 

［译者］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京剧/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少波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京剧史 

［书目卷册］下卷 

［书目卷册］第一分册 

［第一责任人］马少波主编 

［译者］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京剧/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少波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京剧史 

［书目卷册］下卷 

［书目卷册］第二分册 

［第一责任人］马少波主编 

［译者］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主题词］京剧/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马少波 主编 

  

 

［正题名］清代前期海防 

［副题名］思想与制度 

［第一责任人］王宏斌著 



［出版者］社科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当时人们的海洋观念，海防地理认识水平，禁海思想的渊源及其流

变；就海防政策而言，研究了清政府的海防对象与任务，移民政策等；就重大事件来说，研

究了郑成功、施琅收复和统一台湾等问题。 

［主题词］海防/研究/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王宏斌 著 

  

 

［正题名］神秘之光 

［副题名］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俄）顾彼德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以旅行作舟，以哲思作桨的游记，回忆了作者在上海、杭州、江苏、

西安等地的旅居生活；同时作者用十分朴素的笔触回忆了他和道士以及不同阶层的中国人的

交往。 

［主题词］游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顾彼得 著 

［次知识责任］和晓丹 译 

  

 

［正题名］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 

［并列题名］Chinese Society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第一责任人］何雪松著 

［出版者］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社会工作与管理丛书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透过社会学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从而深刻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与

趋势。作者以专题形式分析了人口、教育、健康、性、家庭、贫困、失业、犯罪、腐败和环

境等社会现象。 

［主题词］社会分析/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雪松 著 

  

 

［正题名］俄国史新论 

［副题名］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 

［第一责任人］曹维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俄罗斯/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曹维安 著 

  

 

［正题名］李侃史论选集 

［第一责任人］李侃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侃 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彭 

［第一责任人］吴建华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彭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吴建华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钱 

［第一责任人］罗仲辉，袁立泽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钱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罗仲辉 编著 

［知识责任］袁立泽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丛书］袁 

［第一责任人］袁立泽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袁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知识责任］袁立泽 编著 

  

 

［正题名］史魂 

［副题名］上海十大史学家 

［第一责任人］姜义华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吕思勉、李平心、李亚农、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陈旭麓、程

应鏐、谭其骧、魏建猷这十大史学家。 

［主题词］史学家/列传/上海市/现代 

［知识责任］姜义华 主编 

  

 

［正题名］古代北京城市管理 

［第一责任人］尹钧科…[等]著 

［出版者］同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在以下六个方面是如何

管理的。1、城市规划；2、市政建设；3、户籍、人口和民政管理；4、工商税务管理；5、

社会治安管理；6、教育文化管理。 

［主题词］城市管理/研究/北京/古代 

［知识责任］尹钧科 著 

［知识责任］罗保平 著 

［知识责任］韩光辉 著 

［知识责任］毛希圣 著 

［知识责任］富丽 著 

  

 

［正题名］走向光明的历程 

［副题名］国民党起义将领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邢福有，谭文革，郭伟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物为线索，较详尽地记述了 1925 至 1949 年期间，国民党军的部分高

级将领在起义中的独特作用，系统地介绍了他们从军、从政及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

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 

［知识责任］邢福有 著 

［知识责任］谭文革 著 



［知识责任］郭伟 著 

  

 

［正题名］走向光明的历程 

［副题名］国民党起义将领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邢福有，谭文革，郭伟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以人物为线索，较详尽地记述了 1925 至 1949 年期间，国民党军的部分高

级将领在起义中的独特作用，系统地介绍了他们从军、从政及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

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 

［知识责任］邢福有 著 

［知识责任］谭文革 著 

［知识责任］郭伟 著 

  

 

［正题名］师承·补课·治学 

［第一责任人］费孝通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三联精选 cgrs225h 第五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留英记”、“ 风气，育人才”、“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体质人类学”、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补课札记”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费孝通 著 

  

 

［正题名］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黎仁凯主编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七部分内容，即：陈连登等人回忆义和团，易州庚子拾零，直隶各地

调查资料选，献县有关教案与义和团运动资料，廊坊义和团调查记录等。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河北省/史料 

［知识责任］黎仁凯 主编 

  

 

［正题名］重写学术史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收文约 100 篇。其中有：西周史三书小议；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

记陈保之先生函诗；记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版《天文图志》等。 



［主题词］史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李学勤 著 

  

 

［正题名］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 

［副题名］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 

［第一责任人］徐浩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导论；环境、人口和耕地的比较；粮食生产的比较；农村

工副业与城乡市场的比较；农民非生产性支出与消费的比较等。 

［主题词］农业经济/对比研究/中国/英国/史料 

［主题词］农民/问题/对比研究/中国/英国/史料 

［知识责任］徐浩 著 

  

 

［正题名］儒学近代之境 

［副题名］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昭君著 

［出版者］社科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知识责任］张昭军 著 

  

 

［正题名］邓拓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历史卷 

［第一责任人］[邓拓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三家村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两个部分：“中国救荒史”和“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收入邓拓先

生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文章。 

［主题词］史评/中国 

［知识责任］邓拓 著 

  

 

［正题名］邓拓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政论卷 



［第一责任人］[邓拓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三家村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邓拓先生的文章《迅速 展春耕运动》、《彻底克服太平观念》、《巩固

晋察冀地方政权的民主基础》等。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邓拓 著 

  

 

［正题名］邓拓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杂文卷 

［第一责任人］[邓拓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三家村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三个部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邓拓作品、杂文集外集。收入“生

命的三分之一”、“不怕天”、“北京劳动群众 早的游行”等文章。 

［主题词］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邓拓 著 

  

 

［正题名］邓拓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诗词散文卷 

［第一责任人］[邓拓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三家村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邓拓先生的诗文作品“咏蜂”、“别家”、“书城”、“锦热路北的血战”、

“聂荣臻将军在晋察冀”、“古城夜市”等。 

［主题词］诗词/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邓拓 著 

  

 

［正题名］邓拓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工作卷 

［第一责任人］邓拓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三家村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邓拓先生的文章：“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晋察冀边区战时

经济建设问题”、“论边区的文化运动”、“论党报与党的工作”等。 

［知识责任］邓拓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 

［书目卷册］第三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总编李新 

［译者］周天度等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册内容包括：“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华北军民抗战的

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国民党统治的加强、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华北事变和国民

政府的对策、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西安事变等共十一章。 

［知识责任］李新 总编 

［次知识责任］周天度 著 

［次知识责任］郑则民 著 

［次知识责任］齐福霖 著 

［次知识责任］李义彬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史 

［书目卷册］第三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总编李新 

［译者］周天度等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册内容包括：“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华北军民抗战的

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国民党统治的加强、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华北事变和国民

政府的对策、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西安事变等共十一章。 

［知识责任］李新 总编 

［次知识责任］周天度 著 

［次知识责任］郑则民 著 

［次知识责任］齐福霖 著 

［次知识责任］李义彬 著 

  

 

［正题名］“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 



［第一责任人］哈迎飞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三联文博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极大地拓展了佛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领域，对前人谈佛教影响时

涉及较少的作家和语焉不详的作家，如鲁迅、周作人、瞿秋白、郁达夫等作家所受到的佛教

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影响，从本体论的角度作了详尽的发掘和出色的归纳分析，在较深的

层次上把握住了现代作家与佛教的精神关联。 

［主题词］新文学（五四）/关系/佛教/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哈迎飞 著 

  

 

［正题名］走向近代化 

［副题名］清代嘉道咸时期中国社会走向 

［第一责任人］杨杭军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丛编题名］学人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嘉道咸时期的时代背景，清嘉道咸时期的政治状况，统治机制

和制度的紊乱，社会问题诸方面的探讨，农民战争与嘉道咸社会等。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杨杭军 著 

  

 

［正题名］在北大听讲座 

［书目卷册］第六辑 

［丛书］思想的境界 

［第一责任人］文池主编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这些

文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文池 主编 

  

 

［正题名］历史本体论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本书作为《己卯五说》的补充，内容包括“实用理性与吃饭哲学”、“巫史传统与

两种道德”、“心理本体与乐感文化”等。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狂欢与日常 

［副题名］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第一责任人］赵世瑜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从中华帝国晚期时代的民间庙会这一生活空间向外延伸，探索明清社会转

型时期的民众生活与大众文化。 

［主题词］庙会/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赵世瑜 著 

  

 

［正题名］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第一责任人］傅斯年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cgrs225f 李学勤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系傅斯年先生研究古代各民族历史及中国各朝历史的著作，有重要学术价

值。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傅斯年 著 

  

 

［正题名］百年激荡 

［副题名］20 世纪广东实录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00-1949 

［第一责任人］叶曙明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卷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 1900 至 1949 年间有关广东的历史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叶曙明 著 

  

 

［正题名］百年激荡 

［副题名］20 世纪广东实录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1949-1965 

［第一责任人］叶曙明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卷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 1949 至 1965 年间有关广东的历史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叶曙明 著 

  

 

［正题名］百年激荡 

［副题名］20 世纪广东实录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1965-1999 

［第一责任人］叶曙明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 

［附注内容］本卷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 1965 至 1999 年间有关广东省的历史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叶曙明 著 

  

 

［正题名］中華文史論叢 

［书目卷册］总第六十八辑 

［书目卷册］2001 年第 4 期 

［并列题名］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第一责任人］李国章，赵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林村的故事 

［副题名］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 

［第一责任人］黄树民著 

［译者］素兰，纳日碧力戈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中国经验 

［主题词］村史/研究/厦门市/1949- 

［知识责任］黄树民 著 

［次知识责任］素兰 译 

［次知识责任］纳日碧力戈 译 

  

 

［正题名］沙飞传 

［副题名］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 



［第一责任人］蔡子谔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蔡子谔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国民党著名将领 

［第一责任人］孙琴安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毛泽东与 27 为国民党著名将领接触和交往的故事。在这些国民党

将领中，既有曾经风云一时的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张学良等上层人物，也有

后来起义、投诚的高级将领。 

［知识责任］孙琴安 著 

  

 

［正题名］海上才子 

［副题名］邵洵美传 

［第一责任人］林淇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知识责任］林淇 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书目卷册］顾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译者］周国荣，周言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顾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国荣 编著 

［次知识责任］周言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书目卷册］苏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译者］张新斌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苏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新斌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书目卷册］裴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 

［译者］周松征，裴海安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裴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松征 编著 

［次知识责任］裴海安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书目卷册］韩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译者］庄辉明，唐燮君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韩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次知识责任］庄辉明 编著 

［次知识责任］唐燮君 编著 

  

 

［正题名］中华姓氏谱 

［书目卷册］程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译者］程有为编著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程姓的起源与

发展、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主题词］姓氏/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次知识责任］程有为 编著 

  

 

［正题名］陕西近现代名人录 

［书目卷册］第 4 集 

［第一责任人］梁星亮，李敬谦主编 

［译者］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人名录/陕西/近代 

［主题词］人名录/陕西/现代 

［知识责任］梁星亮 主编 

［知识责任］李敬谦 主编 

  

 

［正题名］中央苏区史 

［第一责任人］余伯流，凌步机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央苏区的根基，中央苏区的 创，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中

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苏区的发展巩固，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中央苏区

的 终丧失等。 

［知识责任］余伯流 著 

［知识责任］凌步机 著 

  

 

［正题名］传统与现代性的殊相 

［副题名］人类学视阈下的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杨文炯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历史/研究/西北地区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西北地区 

［知识责任］杨文炯 著 

  

 

［正题名］爨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范建华等著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民族文化文库 文化史论丛书 

［附注内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



中心、美国福特基金、中国云南省社科院、中国云南省社科联合会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七章，主要从爨氏家族的兴起讲起，讲述了爨区民族、爨区政治、爨

区经济、爨区文化直至爨氏的衰亡等内容。 

［主题词］彝族/民族文化/文化史/曲靖地区 

［知识责任］范建华 著 

［知识责任］鲁刚 著 

［知识责任］李安民 著 

［知识责任］田世清 著 

［知识责任］杨新旗 著 

  

 

［正题名］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 

［第一责任人］（日）仓石武四郎著 

［译者］荣新江，朱玉麒辑注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述学斋日记”和“留学回忆录”两个部分，记述了日本著名的中国

学家仓石武四郎的中国留学经历。 

［知识责任］仓石武四郎 著 

［次知识责任］荣新江 辑注 

［次知识责任］朱玉麒 辑注 

  

 

［正题名］战后日本大学史 

［第一责任人］胡建华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高等学校 

［主题词］高等学校/校史/日本/1945- 

［知识责任］胡建华 著 

  

 

［正题名］近观张我军 

［第一责任人］张光正编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部分：张我军亲朋好友对他的回忆与悼念；各种版本张我军文集的序

文和编者话；海内外关于张我军的学术研讨和评论。 

［知识责任］张光正 编 

  

 

［正题名］品位与职位 

［副题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阎步克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中华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项目“中国古代官

僚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综合研究”成果之一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对周代的爵命，秦汉二十等军功爵和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

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直到唐代的文武散阶进行了细密考察。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知识责任］阎步克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 

［第一责任人］陈登才，董京泉主编 

［译者］谢志强，张荣臣副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陈登才 主编 

［知识责任］董京泉 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志强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荣臣 副主编 

  

 

［正题名］上海百年文化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上海百年文化的整体脉络 

［第一责任人］《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第一卷“上海百年文化的整体脉络”为纵向依史阐述。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上海市/1901～2000 

  

 

［正题名］上海百年文化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上 

［丛书］上海百年文化的门类演进 

［第一责任人］《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第二卷“上海百年文化的门类演进”（上、中、下）为横向分类展 。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上海市/1901～2000 

  

 



［正题名］上海百年文化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中 

［丛书］上海百年文化的门类演进 

［第一责任人］《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第二卷“上海百年文化的门类演进”（上、中、下）为横向分类展 。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上海市/1901～2000 

  

 

［正题名］上海百年文化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下 

［丛书］上海百年文化的门类演进 

［第一责任人］《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第二卷“上海百年文化的门类演进”（上、中、下）为横向分类展 。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上海市/1901～2000 

  

 

［正题名］上海百年文化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上海百年文化的理论思考 

［第一责任人］《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第三卷“上海百年文化的理论思考”为以论带史，全息性地反映纵横相兼、

史论结合的上海文化史。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上海市/1901～2000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夢溪主编 

［丛书］陈寅恪卷 

［第一责任人］[陈寅恪著] 

［译者］编校刘夢溪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陈寅恪先生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论再生缘”、“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陈寅恪 著 

  

 

［正题名］中华书局大事纪要 

［副题名］1912—1954 

［丛书］私营时期 

［第一责任人］钱炳寰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中华书局自 1912 年～1954 年的各种重要会议纪录，以及中华书局公

发布的启事、声明、重要新闻、出版书刊的宣传广告等。 

［知识责任］钱炳寰 编 

  

 

［正题名］中国的保尔 

［副题名］吴运铎传 

［第一责任人］赵长安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以“苦难童年”、“暗无天日”、“煤矿生活”、“抗战 始”、“转战江北”、

“研制枪榴弹”、“难忘的大连”、“重回工作岗位”等篇章介绍了吴运铎的一生。 

［知识责任］赵长安 著 

  

 

［正题名］清华校园文学论稿 

［副题名］1911-1949 

［第一责任人］张玲霞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三部分，上篇对清华校园的文学社团、文学专刊、文艺论争分别进行

论述；中编以文学体裁为依据，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方面入手，对具体的作品进行

分析；下篇选取了 18 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对他们在校期间的创作进行具体的阐述。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1911～1949 

［知识责任］张玲霞 著 

  

 

［正题名］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孙女孙穂芳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知识责任］孙穂芳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团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古俊贤主编 

［译者］中国社团研究会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主题词］社会团体/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古俊贤 主编 

  

 

［正题名］中国客家民居与文化 

［副题名］2000 客家民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陆元鼎主编 

［出版者］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是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建筑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考古学、美学

等多学科角度对中国客家民系民居建筑及其文化进行较为深入、全面研究的论文集。 

［主题词］客家/民居/民族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陆元鼎 主编 

  

 

［正题名］欧亚学刊 

［书目卷册］第三辑 

［第一责任人］余太山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阿尔泰山和天山的大石冢》、《唐代“黄坑”辨》、《元代火州之战

年代辨正》、《敦煌汉文景教写本研究述评》等 14 篇文章。 

［主题词］历史/文化/研究/亚洲/丛刊 

［主题词］历史/文化/研究/欧洲/丛刊 

［主题词］东方学/丛刊 

［知识责任］余太山 主编 

  

 

［正题名］侵华日军的自白 

［副题名］来自“一.二八”、“八一三”凇沪战争 

［第一责任人］廖大伟，陈金龙主编 

［译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的图片绝大多数来自日本，有的是公 出版物中的插图，有的是非公 出

版的图册，还有的是一些明信片。这些图片记录了日军侵华的史实。 

［主题词］一·二八事变（1932）/史料/中国 

［主题词］八·一三事变（1937）/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廖大伟 主编 

［知识责任］陈金龙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史事钩沉 

［副题名］海外访史录 

［第一责任人］杨天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近史探幽系列 

［知识责任］杨天石 著 

  

 

［正题名］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 

［第一责任人］张海鹏，步平主编 

［译者］荣维木，苏智良副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近代以来日本教科书编写的历史发展过程，

说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从战前 始，经历战争时代到战后的沿革，特别是近年来新编历史教

科书出笼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第二部分对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中歪曲篡改历史事实的问题进

行揭露和批判。 

［主题词］侵略战争/研究/日本/现代 

［主题词］历史课/教材/编制/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张海鹏 主编 

［知识责任］步平 主编 

［次知识责任］荣维木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苏智良 副主编 

  

 

［正题名］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副题名］外二种 

［第一责任人］陈寅恪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名著 

［附注内容］本书深入分析了隋唐的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各种纷繁复杂

的制度的渊源。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隋唐时代 

［知识责任］陈寅恪 著 

  

 

［正题名］近现代书斋室名趣录 

［第一责任人］周金冠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主题词］书房/中国/名录 

［主题词］名人/简介/中国 

［知识责任］周金冠 著 

  

 

［正题名］斯大林与社会主义 

［副题名］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剖析 

［第一责任人］卢之超，王正泉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知识责任］卢之超 著 

［知识责任］王正泉 著 

  

 

［正题名］中国与中亚 

［第一责任人］薛君度，邢广程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国际政治论坛 

［主题词］中外关系/研究/中亚 

［知识责任］薛君度 主编 

［知识责任］邢广程 主编 

  

 

［正题名］东亚近代化历程中的杰出人物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中日学术研讨会 

［附注内容］本书对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下，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

生的急骤变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各领域的杰出人物，采取了何种对策，如何进行自身的变

革并加以实现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主题词］名人/人物研究/东亚/近代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喜玛拉雅学术文库 港台学人系列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国际汉学漫步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汉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正题名］国际汉学漫步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李学勤主编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汉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学勤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钱基博卷 

［第一责任人］[钱基博著] 

［译者］傅道彬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钱基博 著 

［次知识责任］傅道彬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方东美卷 

［第一责任人］[方东美著] 

［译者］黄克剑，王涛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6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方东美 著 

［次知识责任］黄克剑 编校 

［次知识责任］王涛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赵元任卷 

［第一责任人］[赵元任著] 

［译者］胡明扬，王启龙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赵元任 著 

［次知识责任］胡明扬 编校 

［次知识责任］王启龙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马一浮卷 

［第一责任人］[马一著] 

［译者］马镜泉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马一浮 主编 

［知识责任］马一浮 著 

［次知识责任］马镜泉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张君劢卷 

［第一责任人］[张君劢著] 

［译者］黄克剑，王涛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主题词］哲学/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次知识责任］黄克剑 编校 

［次知识责任］王涛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唐君毅卷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译者］黄克剑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主题词］哲学理论/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次知识责任］黄克剑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太虚卷 

［第一责任人］[太虚著] 

［译者］楼宇烈，周学农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主题词］佛教/研究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太虚 著 

［次知识责任］楼宇烈 编校 

［次知识责任］周学农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胡适卷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陈平原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次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陈平原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董作宾卷 

［第一责任人］[董作宾著] 

［译者］裘锡圭，胡振宇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董作宾 著 

［次知识责任］裘锡圭 编校 

［次知识责任］胡振宇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萧公权卷 

［第一责任人］[萧公权著] 

［译者］汪荣祖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萧公权 著 

［次知识责任］汪荣祖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余嘉锡 杨树达卷 

［第一责任人］[余嘉锡 ，杨树达著] 

［译者］李学勤，刘国忠，王志平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0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余嘉锡 著 

［知识责任］杨树达 著 

［次知识责任］李学勤 编校 

［次知识责任］刘国忠 编校 

［次知识责任］王志平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廖平 蒙文通卷 



［第一责任人］[廖平，蒙文通著] 

［译者］蒙默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主题词］经学/研究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廖平 著 

［知识责任］蒙文通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洪业 杨联陞卷 

［第一责任人］[洪业 杨联陞著] 

［译者］王钟翰，姚念兹，达力扎布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6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洪业 著 

［知识责任］杨联陞 著 

［次知识责任］王钟翰 编校 

［次知识责任］姚念兹 编校 

［次知识责任］达力扎布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黄侃 刘师培卷 

［第一责任人］[黄侃，刘师培著] 

［译者］吴方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8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黄侃 著 

［知识责任］刘师培 著 

［次知识责任］吴方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钱賓四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钱賓四著] 

［译者］郭齐勇，汪学群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钱賓四 著 

［次知识责任］郭齐勇 编校 

［次知识责任］汪学群 编校 

  

 

［正题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第一责任人］刘梦溪主编 

［丛书］钱賓四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钱賓四著] 

［译者］郭齐勇，汪学群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3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多卷书 

［知识责任］刘梦溪 主编 

［知识责任］钱賓四 著 

［次知识责任］郭齐勇 编校 

［次知识责任］汪学群 编校 

  

 

［正题名］吴梅全集 

［丛书］作品卷 

［第一责任人］[吴梅著] 

［译者］王卫民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霜崖诗录》、《霜崖词录》、《霜崖曲录》、《霜崖读画录》、《霜崖三

剧》（附：《霜崖三剧歌谱》）以及散见于各出版物上的其他全部戏曲作品。 

［主题词］诗歌/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吴梅 著 

［次知识责任］王卫民 校注 

  

 

［正题名］吴梅全集 

［丛书］理论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梅著] 

［译者］王卫民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吴梅先生是近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对戏曲、散曲、诗词等都有很深的功力。

本卷所辑的《顾曲麈谈》、《曲学通论》（又名《词馀讲义》）、《中国袭取概论》等，都是他在

这方面的成果。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戏剧/艺术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梅 著 

［次知识责任］王卫民 校注 

  

 

［正题名］吴梅全集 

［丛书］理论卷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吴梅著] 

［译者］王卫民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吴梅先生是近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对戏曲、散曲、诗词等都有很深的功力。

本卷所辑的《顾曲麈谈》、《曲学通论》（又名《词馀讲义》）、《中国袭取概论》等，都是他在

这方面的成果。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戏剧/艺术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梅 著 

［次知识责任］王卫民 校注 

  

 

［正题名］吴梅全集 

［丛书］理论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梅著] 

［译者］王卫民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吴梅先生是近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对戏曲、散曲、诗词等都有很深的功力。

本卷所辑的《顾曲麈谈》、《曲学通论》（又名《词馀讲义》）、《中国袭取概论》等，都是他在

这方面的成果。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戏剧/艺术理论/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梅 著 

［次知识责任］王卫民 校注 



  

 

［正题名］吴梅全集 

［丛书］南北词简谱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梅著] 

［译者］王卫民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曲谱是记录曲牌体式和唱法的工具书。它是伴随着戏曲创作和演唱的繁荣而产

生的一门学问。本书的《南北词简谱》，是偏重研究曲牌格律的曲谱。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曲词/中国/古代/选集 

［知识责任］吴梅 著 

［次知识责任］王卫民 编校 

  

 

［正题名］吴梅全集 

［丛书］南北词简谱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梅著] 

［译者］王卫民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曲谱是记录曲牌体式和唱法的工具书。它是伴随着戏曲创作和演唱的繁荣而产

生的一门学问。本书的《南北词简谱》，是偏重研究曲牌格律的曲谱。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曲词/中国/古代/选集 

［知识责任］吴梅 著 

［次知识责任］王卫民 编校 

  

 

［正题名］吴梅全集 

［丛书］日记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吴梅著] 

［译者］王卫民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以《瞿安日记》十六卷为主，此外还收录了《百嘉堂遗嘱》和《吴梅

年谱》第二次修订稿。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日记/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吴梅 著 



［次知识责任］王卫民 编校 

  

 

［正题名］吴梅全集 

［丛书］日记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吴梅著] 

［译者］王卫民编校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卷主要以《瞿安日记》十六卷为主，此外还收录了《百嘉堂遗嘱》和《吴梅

年谱》第二次修订稿。 

［主题词］文学/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日记/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吴梅 著 

［次知识责任］王卫民 编校 

  

 

［正题名］范文澜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群经概论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河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范文澜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正史考略 

［丛书］诸子略义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河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范文澜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文心雕龙讲疏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河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范文澜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文心雕龙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河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范文澜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文心雕龙注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河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范文澜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水经注写景文钞 

［丛书］大丈夫 

［丛书］游击战术 

［丛书］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河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范文澜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中国通史简编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河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范文澜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卷 

［丛书］中国通史简编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河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范文澜全集 

［书目卷册］第九卷 

［丛书］中国近代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河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范文澜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卷 

［丛书］文集 

［第一责任人］范文澜著 

［出版者］河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史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范文澜 著 

  

 

［正题名］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 

［书目卷册］1 

［书目卷册］第一卷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历史档案/图片/中国/民国（1912-1948） 

  

 

［正题名］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 

［书目卷册］2 

［书目卷册］第一卷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历史档案/图片/中国/民国（1912-1948） 

  

 

［正题名］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 

［书目卷册］3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历史档案/图片/中国/民国（1912-1948） 

  

 

［正题名］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 

［书目卷册］4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历史档案/图片/中国/民国（1912-1948） 

  

 

［正题名］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 

［书目卷册］5 

［书目卷册］第二卷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历史档案/图片/中国/民国（1912-1948） 

  



 

［正题名］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 

［书目卷册］6 

［书目卷册］第三卷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历史档案/图片/中国/民国（1912-1948） 

  

 

［正题名］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 

［书目卷册］7 

［书目卷册］第三卷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历史档案/图片/中国/民国（1912-1948） 

  

 

［正题名］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 

［书目卷册］8 

［书目卷册］第三卷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历史档案/图片/中国/民国（1912-1948） 

  

 

［正题名］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 

［书目卷册］9 

［书目卷册］第四卷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历史档案/图片/中国/民国（1912-1948） 

  

 

［正题名］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 

［书目卷册］10 

［书目卷册］第四卷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历史档案/图片/中国/民国（1912-1948）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十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十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十三）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十四）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十五）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十六）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十七）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十八）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十九）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二十）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二十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二十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二十三）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二十四）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 高国防会议会议录 

［书目卷册］（二十五）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正题名］故纸堆 

［书目卷册］甲 

［丛书］杂项·社会总类 

［第一责任人］《故纸堆》编委会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故纸堆文库 

［主题词］文物/收藏/中国/明代/现代 

  

 

［正题名］故纸堆 

［书目卷册］乙 

［丛书］杂项·社会总类 

［第一责任人］《故纸堆》编委会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故纸堆文库 

［主题词］文物/收藏/中国/明代/现代 

  



 

［正题名］故纸堆 

［书目卷册］丙 

［丛书］专项·民俗文化 

［第一责任人］《故纸堆》编委会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故纸堆文库 

［主题词］文物/收藏/中国/明代/现代 

  

 

［正题名］故纸堆 

［书目卷册］丁 

［丛书］专项·司法 

［第一责任人］《故纸堆》编委会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故纸堆文库 

［主题词］文物/收藏/中国/明代/现代 

  

 

［正题名］故纸堆 

［书目卷册］戊 

［丛书］专项·地契 

［第一责任人］《故纸堆》编委会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故纸堆文库 

［主题词］文物/收藏/中国/明代/现代 

  

 

［正题名］故纸堆 

［书目卷册］己 

［丛书］专项·钱钞 

［第一责任人］《故纸堆》编委会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故纸堆文库 

［主题词］文物/收藏/中国/明代/现代 

  

 

［正题名］故纸堆 

［书目卷册］庚 

［丛书］专项·股票 



［第一责任人］《故纸堆》编委会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故纸堆文库 

［主题词］文物/收藏/中国/明代/现代 

  

 

［正题名］故纸堆 

［书目卷册］辛 

［丛书］专项·发票 

［第一责任人］《故纸堆》编委会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故纸堆文库 

［主题词］文物/收藏/中国/明代/现代 

  

 

［正题名］故纸堆 

［书目卷册］壬 

［丛书］专项·广告商号 

［第一责任人］《故纸堆》编委会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故纸堆文库 

［主题词］文物/收藏/中国/明代/现代 

  

 

［正题名］故纸堆 

［书目卷册］癸 

［丛书］专项·广告商号 

［第一责任人］《故纸堆》编委会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故纸堆文库 

［主题词］文物/收藏/中国/明代/现代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九）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十）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十一）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十二）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十三）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十四）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十五）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十六）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十七）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十八）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十九）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二十）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二十一）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二十二）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二十三）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二十四）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二十五）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二十六）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二十七）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二十八）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二十九）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三十）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三十一）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三十二）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伪满洲国史料 

［书目卷册］（三十三） 

［第一责任人］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原书藏吉林省图书馆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19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29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1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32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49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6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8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59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5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6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8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中國地方志集成 

［丛书］江蘇府縣志輯 

［书目卷册］67 

［第一责任人］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编辑] 

［出版者］江蘇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6 

［主题词］地方志/江苏 

  

 

［正题名］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續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殷夢霞，賈貴榮主編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续编分上、下两册，上册内容有：（重编）使琉球录；中山纪略；琉球实录

等。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琉球/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殷夢霞 主編 

［知识责任］賈貴榮 主編 

  

 

［正题名］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續編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殷夢霞，賈貴榮主編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续编分上、下两册，下册内容有：中山世谱；琉球往来；琉球诗录；古琉球

吟。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琉球/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殷夢霞 主編 

［知识责任］賈貴榮 主編 

  

 

［正题名］疑年錄集成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賈貴榮，殷夢霞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历史人物/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賈貴榮 辑 

［知识责任］殷夢霞 辑 

  



 

［正题名］疑年錄集成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賈貴榮，殷夢霞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历史人物/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賈貴榮 辑 

［知识责任］殷夢霞 辑 

  

 

［正题名］疑年錄集成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賈貴榮，殷夢霞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历史人物/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賈貴榮 辑 

［知识责任］殷夢霞 辑 

  

 

［正题名］疑年錄集成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賈貴榮，殷夢霞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历史人物/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賈貴榮 辑 

［知识责任］殷夢霞 辑 

  

 

［正题名］疑年錄集成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賈貴榮，殷夢霞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历史人物/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賈貴榮 辑 

［知识责任］殷夢霞 辑 

  

 

［正题名］疑年錄集成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賈貴榮，殷夢霞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历史人物/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賈貴榮 辑 

［知识责任］殷夢霞 辑 

  

 

［正题名］疑年錄集成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賈貴榮，殷夢霞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历史人物/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賈貴榮 辑 

［知识责任］殷夢霞 辑 

  

 

［正题名］疑年錄集成 

［书目卷册］八 

［第一责任人］賈貴榮，殷夢霞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历史人物/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賈貴榮 辑 

［知识责任］殷夢霞 辑 

  

 

［正题名］疑年錄集成 

［书目卷册］九 

［丛书］索引 

［第一责任人］賈貴榮，殷夢霞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历史人物/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賈貴榮 辑 

［知识责任］殷夢霞 辑 

  

 

［正题名］以史为鉴·世代友好 

［副题名］中日民间交往五十年 

［副题名］1952～2002 

［第一责任人］王成家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摄影画册以生动、鲜明的内容记录了战后 50 年（1952～2002）中日民间友

好交往的历史。 

［主题词］中日关系/友好往来/1952～2002/摄影集 

［知识责任］王成家 主编 

  

 

［正题名］中共上海党史大典 

［第一责任人］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编纂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正题名］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十卷 

［并列题名］Studies in sinology 

［第一责任人］袁行霈主编 

［译者］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包括“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祅教东传长安及其在陕西的

遗痕”、“元朝诏敕制度研究”、“伍子胥故事丛考”等文章。 

［主题词］国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行霈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 

［并列题名］Chinese Art education Encyclopaedia 

［第一责任人］潘耀昌编著 

［出版者］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中国艺术教育大系 美术卷 cgrs225f 赵沨主编 

［附注内容］高等艺术教育“九五”部级教材 

［附注内容］本书讨论了近现代推动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涉及到近现代思想

家、美术教育家对美术教育的见解和思考，各个时期的主要教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以及新

时期美术教育的改革。 

［主题词］美术/教育史/中国/近代/高等学校/教材 

［主题词］美术/教育史/中国/现代/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潘耀昌 编著 

［次知识责任］赵沨 主编 

  

 

［正题名］清史论丛 

［书目卷册］2002 年号 

［第一责任人］张捷夫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商品

生产和墟市之发展”、“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特点研究”、“清代教门的神秘语言文化研究”等文

章。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丛刊 

［知识责任］张捷夫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年表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以年表的形式记录了 200 万年前～1912 年的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历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战国、汉代、唐、宋、元、明、清至现代。 

  

 

［正题名］古籍整理出版的宏伟工程 

［副题名］《续修四库全书》 

［第一责任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续修四库全书/图书目录/中国 

  

 

［正题名］天国春秋 

［副题名］太平天国历史图录 

［第一责任人］魏正瑾，易家胜主编 

［译者］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上篇介绍了太平天国的历史进程，下篇介绍了太平天国的军事、经济、艺

术、对外关系和影响，附有太平天国大事记。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魏正瑾 主编 

［知识责任］易家胜 主编 

  

 

［正题名］中国教会文献目录 

［副题名］上海市档案馆珍藏资料 

［第一责任人］马长林、吴小新主编 

［译者］上海市档案馆，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合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宗教/组织/专题目录/中国/1836-1963 

［知识责任］马长林 主编 

［知识责任］吴小新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书目卷册］2001 年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27 篇论文，分别从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的角

度探讨了近代中国历史各方面的现象。 

  

 

［正题名］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书灿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注重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纵横比较，从早期的社会形

态问题、国家结构的基本概念，以及从国家结构角度对先秦国家阶段的划分三个角度对中国

早期国家结构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国家结构/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周书灿 著 

  

 

［正题名］沪渎旧影 

［第一责任人］张伟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回眸上海” 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由五十五篇文章组成，涉及老上海的电影、文化、出版等各个层面，文字

清新，充溢着老上海馥郁的海派文化气息，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往昔的摩登岁月，每篇文章都

配有相关图片，具有史料价值。 

［主题词］文化史/史料/上海市 

［知识责任］张伟 著 

  

 

［正题名］中朝关系史 

［副题名］明清时期 

［第一责任人］白新良主编 

［译者］王薇，杨效雷，吴振清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知识责任］白新良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薇 著 

［次知识责任］杨效雷 著 

［次知识责任］吴振清 著 

  

 

［正题名］中国礼制史 

［丛书］元明清卷 

［第一责任人］陈戍国著 

［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百科史苑 

［附注内容］本书的宗旨是勾勒中国元明清时期礼俗礼制的大体轮廓，从礼俗礼制角度透视

元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并且解决礼制史、古礼文献与相关学科的某些长期聚讼

的疑难问题。 

［主题词］礼仪/历史/中国/元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陈戍国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货币钞币图录 

［第一责任人］熊建秋编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货币丛书 

［主题词］货币/图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熊建秋 编著 

  

 

［正题名］台湾历史文化渊源 

［第一责任人］姚同发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以多学科视野、大文化格局，阐述台湾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厘清台湾历

史与中国历史、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主从、源流关系，从而达成为台湾历史文化定位的目

的。本书是连接两岸同胞，反对“文化台独 ”，促进祖国统一的利器。 

［主题词］文化史/台湾省/史料 

［知识责任］姚同发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明信片 

［副题名］[中英文本] 

［副题名］[图集] 

［并列题名］Greetings From China Historical Postcards 

［第一责任人］（德）弗鲁克（Hans-Rudiger Fluck），朱建华编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从众多的以中国为主题，自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这段时期在国内外

发行的明信片中，精选出内容和主题都十分典型的一小部分，组成这本收藏画册。 

［主题词］明信片/中国/图集/近代 

［知识责任］弗鲁克 编 

［知识责任］Hans-Rudiger 编 

［知识责任］朱建华 编 

  

 

［正题名］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 

［副题名］新发现的 16～20 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振忠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文库 史丛 9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力图透过村落文书、家族文书、宗教科仪及相关的文书，商业文书、

教育科举文书等所展示的基层社会之不同侧面，着重于徽州社会文化史特别是民众日常生活

的研究。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安徽省/16～20 世纪 

［知识责任］王振忠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纪实 

［第一责任人］高建中编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扼要地回顾了中国各民主党派成立的历史背景，详尽地记叙了各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从海外、从香港、从

敌占区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云集到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召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 的过程。 

［知识责任］高建中 编著 

  

 

［正题名］满族经济与文化 

［第一责任人］傅波，迟安臻，边佐卿主编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满族/民族经济/学术会议/文集 

［主题词］满族/民族文化/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傅波 主编 

［知识责任］迟安臻 主编 

［知识责任］边佐卿 主编 



  

 

［正题名］陈济棠 

［第一责任人］肖自力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岭南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堪称上乘的陈济棠全传。作者将陈氏一生事迹娓娓道来，并且一切

从史料出发，细心考断史实，审慎臧否人物，恰如其分地还原了传主的本来面目。 

［知识责任］肖自力 著 

  

 

［正题名］台前幕后 

［副题名］1949～1989 年的国共关系 

［第一责任人］马振犊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49～1989 年的国共关系，包括“国民党兵败退孤岛 解放军部署

攻台湾”、“蒋介石痛定思痛 解放军炮轰金门”、“蒋介石反攻梦破灭 两岸仍怀一致共识”等

篇章。 

［知识责任］马振犊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革命斗争史 

［第一责任人］徐文生编著 

［出版者］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民主党派/革命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文生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文库 史丛 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民权思想的产生，早期改良派的民权思想，戊

戌维新时期民权思想的发展，辛亥革命时期民主思想的成熟，以及“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

转变等内容。 

［主题词］民主/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熊月之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哲夫，江荣海，吴丕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 20 世纪启幕布前后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

的中国新思潮，十月革命后的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出现的各种思想，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斗争等内容。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陈哲夫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陈哲夫，江荣海，吴丕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 20 世纪启幕布前后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

的中国新思潮，十月革命后的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出现的各种思想，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斗争等内容。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陈哲夫 著 

  

 

［正题名］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 

［丛书］历史学卷 

［第一责任人］朱庆葆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收文约 50 篇。其中有：汉唐宋起居注考；《宋太宗实录》校证；杜威论中

国思想；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评提倡新文化者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自然科学/文集 

［主题词］史学/文集 

［知识责任］朱庆葆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 

［丛书］1921-1949 

［第一责任人］鲁林，陈德金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陈德金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 

［丛书］1949-1978 

［第一责任人］鲁林，陈德金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陈德金 主编 

  

 

［正题名］红色记忆 

［副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 

［丛书］1978-2001 

［第一责任人］鲁林，陈德金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鲁林 主编 

［知识责任］陈德金 主编 

  

 

［正题名］中国治国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张国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夏商西周时期的治国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国思想，秦汉时期的

治国思想，明清时期的治国思想等内容。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国 著 

  

 

［正题名］基督教学术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徐以骅，张庆熊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基督教/研究 

［知识责任］徐以骅 主编 

［知识责任］张庆熊 主编 

  

 

［正题名］我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 

［第一责任人］程帆主编 



［出版者］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听大师讲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三部分，内容包括黄仁宇小传、我听黄人宇讲中国历史、附录（黄仁

宇现象、黄仁宇学术著作概况）。 

［主题词］史评/中国 

［知识责任］程帆 主编 

  

 

［正题名］解体与重构 

［副题名］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 

［第一责任人］盛邦和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东方学者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要说明的是中国现代文化如何与社会变动的重大话语发生联系，互动回应、

更新再造，作者对儒学进行了论述，并将注意的目光投向现代史学的变迁，诠释了中国史学

与儒学在文化建设中相互连带与激励的机制。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盛邦和 著 

  

 

［正题名］西方的历史观念 

［副题名］从古希腊到现代 

［第一责任人］王晴佳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王晴佳 著 

  

 

［正题名］北京的牌楼 

［第一责任人］韩昌凯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介绍了傲然屹立在北京城的牌楼，它们像颗颗明珠点 在京城各地。

它们凝聚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同时也体现了建筑者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 

［主题词］名胜古迹/古建筑/北京市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 

［知识责任］韩昌凯 著 

  

 

［正题名］从帝制走向共和 



［副题名］辛亥前后史事发微 

［第一责任人］杨天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近史探幽系列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杨天石 著 

  

 

［正题名］钱三强年谱 

［第一责任人］葛能全编著 

［出版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知识责任］葛能全 编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文献学 

［第一责任人］周一平编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把党史文献学分成：理论问题、文献搜集、文献整理、文献编纂四部

分来进行研究，涉及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中共党史文献和中共党史文献学等多方面的内容。 

［知识责任］周一平 编著 

  

 

［正题名］中华传统政治与行政 

［第一责任人］奇秀著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皇朝国家权力归属；皇朝行政机构设置；皇朝常科考试录用；古代

官员道德规范；贞观民本思想集成五部分。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行政管理/历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奇秀 著 

  

 

［正题名］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 

［第一责任人］（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著 

［译者］杨豫，舒小昀，李霄翔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社会与历史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4年平装英文版The Mind and Method the HIstorian

译出 



［主题词］历史/研究方法 

［知识责任］拉迪里 著 

［次知识责任］杨豫 译 

［次知识责任］舒小昀 译 

［次知识责任］李霄翔 译 

  

 

［正题名］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周俊旗主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全书以天津工商业、城市设施、交通、邮电、新闻报刊、衣食住行、文化生活

与社会风情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为主干，系统地研究了民国时期天津的社会生活。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研究/天津市/民国 

［知识责任］周俊旗 主编 

  

 

［正题名］近代天津商会 

［第一责任人］宋美云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利用大量的原始档案，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其特有的视角，对近

代天津商会产生与衰亡的全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 

［主题词］商会/商业史/天津市/近代 

［知识责任］宋美云 著 

  

 

［正题名］城市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21 辑（特刊） 

［丛书］20 世纪华北城市近代化 

［第一责任人］万新平，渡边惇主编 

［译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研究会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对外贸易与近代

天津市场》、《清代京外城管理制度》等三十余篇文章。 

［主题词］城市史/研究/文集 

［主题词］城市史/研究/华北地区/20 世纪/文集 

［知识责任］万新平 主编 

［知识责任］渡边惇 主编 

  

 

［正题名］荣德生文集 

［第一责任人］(荣德生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樂農史料選編 

［知识责任］荣德生 著 

  

 

［正题名］图书馆管理工作 

［第一责任人］潘寅生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图书馆管理基本理论、图书馆管理体系、图书馆组织机构、图书

馆规章制度、图书馆管理方式方法、图书馆人事管理、图书馆业务管理、图书馆行政管理等

10 章。 

［主题词］图书馆管理/职业教育/教材 

［知识责任］潘寅生 主编 

  

 

［正题名］豫皖苏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第一责任人］王流海，张从亮主编 

［出版者］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以豫皖苏革命根据地波澜壮阔的斗争史为背景，忠实记载了根据地货币产

生、发展、消亡的历程，介绍了根据地货币的发行种类、印制特征和流通规律。 

［主题词］农村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河南省 

［主题词］农村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安徽省 

［主题词］农村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江苏省 

［知识责任］王流海 主编 

［知识责任］张从亮 主编 

  

 

［正题名］中国宪政史 

［并列题名］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History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徐祥民等著 

［出版者］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徐祥民 著 

  

 

［正题名］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 

［第一责任人］冯贤亮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学术创新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环境变动及其社会控制两方面的共同考察，以一种全新视角，对明清

时期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控制的变迁，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论述。 

［知识责任］冯贤亮 著 

  

 

［正题名］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许庆朴，张福记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全书分为 6 部分，共 13 章，全面地阐述晚清以来 160 多年中国社会诸领域的

曲折演变过程。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师范大学/教材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师范大学/教材 

［知识责任］许庆朴 主编 

［知识责任］张福记 主编 

  

 

［正题名］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许庆朴，张福记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全书分为 6 部分，共 13 章，全面地阐述晚清以来 160 多年中国社会诸领域的

曲折演变过程。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师范大学/教材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师范大学/教材 

［知识责任］许庆朴 主编 

［知识责任］张福记 主编 

  

 

［正题名］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 

［第一责任人］赵春晨，雷雨田，何大进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基督教/关系/文化/广东省/近代 

［主题词］基督教史/广东省/近代 

［知识责任］赵春晨 著 

［知识责任］雷雨田 著 

［知识责任］何大进 著 

  

 

［正题名］在中国发现历史 

［副题名］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第一责任人］（美）柯文著 

［译者］林同奇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世界汉学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与趋势，着重讨论了

近代中国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 

［主题词］汉学/研究/美国 

［知识责任］柯文 著 

［次知识责任］林同奇 译 

  

 

［正题名］激活与生长 

［副题名］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 

［第一责任人］樊卫国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学术创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上海市/1870-1941 

［知识责任］樊卫国 著 

  

 

［正题名］从传统中求变 

［副题名］晚清思想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汪荣祖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人文中国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个部分：晚清变法思想研究、康有为研究、康章合论，内容涉及晚清

变法思想的性质和演变以及康有为和章太炎的人物研究。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汪荣祖 著 

  

 

［正题名］冯玉祥自传 

［书目卷册］3 

［丛书］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冯玉祥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知识责任］冯玉祥 著 



  

 

［正题名］慰安妇 

［第一责任人］（澳）乔治·希克斯（George Hicks）著 

［译者］滕建群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大量的原始资料，以相对客观的立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军“慰

安妇”问题进行了研究，介绍了日本军事慰安制度的建立过程，亚洲及其他各国妇女在日军

铁蹄下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经历，分析了战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所采取的暧

昧态度，为批判和谴责日本右翼分子对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侵略战争的全面否定提供

了有力的佐证。 

［主题词］军国主义/性犯罪/研究/日本/史料/1937-1945 

［知识责任］希克斯 著 

［知识责任］Hicks 著 

［次知识责任］滕建群 译 

  

 

［正题名］当代中美贸易 

［副题名］1972-2001 

［第一责任人］胡涵钧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cgrs225f 汪熙主编 

［附注内容］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主题词］对外贸易/中美关系/经济史/1972-2001 

［知识责任］胡涵钧 著 

［知识责任］汪熙 主编 

  

 

［正题名］中国经学史十讲 

［第一责任人］朱维铮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名家专题精讲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简说中世纪中国经学史——过程、特征与文献、中国经学与中国

文化、从文化传统看中国经学、中国经学的近代形成等。 

［主题词］经学/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朱维铮 著 

  

 

［正题名］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 

［丛书］科学卷 

［第一责任人］王文章、侯样祥总主编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科学事业史/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王文章 总主编 

［知识责任］侯样祥 总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 

［丛书］人文卷 

［第一责任人］王文章、侯样祥总主编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科学/关系/人文/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文章 总主编 

［知识责任］侯样祥 总主编 

  

 

［正题名］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 

［丛书］科学人文关系卷 

［第一责任人］王文章、侯样祥总主编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科学/关系/科学人文/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文章 总主编 

［知识责任］侯样祥 总主编 

  

 

［正题名］青海省志 

［书目卷册］二 

［丛书］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志以大事记为经，所载内容是青海历史上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自然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以表明青海历史发展的脉络。 

  

 

［正题名］海外汉学研究 

［副题名］汉学在 20 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 

［第一责任人］刘正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现代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语言学为中心；文字学为中心；历



史学为中心；宗教学为中心；思想史为中心等。 

［主题词］汉学/研究/外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刘正 著 

  

 

［正题名］柔石评传 

［第一责任人］王艾村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艾村 著 

  

 

［正题名］中国制度史 

［第一责任人］吕思勉著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世纪文库 

［附注内容］全书把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分成十七个题目，自古到

今，作了概括而系统的论述。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社会制度/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经济制度/经济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吕思勉 著 

  

 

［正题名］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 

［书目卷册］卷一 

［丛书］清代外债与洋务运动 

［第一责任人］许毅主编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以外债为切入点，从洋务运动着手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

程，研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色，以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依据。 

［主题词］外债/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外债/经济史/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洋务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许毅 主编 

  

 

［正题名］潘光旦教育文存 

［第一责任人］[潘光旦著] 

［译者］潘乃谷，潘乃和编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潘光旦先生有关教育方面的论文《中国今日之社会科学教育》、《谈

职业教育》、《教育与位育》、《宣传不是教育》等六十余篇。 

［主题词］教育/文集 

［知识责任］潘光旦 著 

［次知识责任］潘乃谷 编 

［次知识责任］潘乃和 编 

  

 

［正题名］青海省志 

［书目卷册］五十六 

［丛书］军事志 

［第一责任人］陆林周主编 

［译者］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志旨在系统地记述青海从西汉至今的军事历史和现状，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光荣传统和历史功绩，积累和保存青海的军事历史资料。 

［主题词］军事史/青海省 

［知识责任］陆林周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名人图鉴 

［第一责任人］熊治祁主编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图集记录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40～1949 年)110 年间中国

的著名人物，收有大约 600 位历史名人的照片。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1840～1949/图集 

［知识责任］熊治祁 主编 

  

 

［正题名］历史地理 

［书目卷册］第十八辑 

［第一责任人］邹逸鳞，张修桂主编 

［译者］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辑收录了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数字化，明清时期南阳盆地的客商与城镇

商业经济的发展，环境演化与上海地区内河航运的变迁，魏晋文学地理论纲等文章。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邹逸鳞 主编 

［知识责任］张修桂 主编 



  

 

［正题名］新中国统计 

［副题名］一九五二～二○○二 

［副题名］[画册]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与时俱进的历程；服务政府与公众；量化社会经济发展；

普查国情国力；夯实基础根基；立于信息化潮头；步入法治轨道；推进科教兴统等。 

［主题词］统计资料/中国/1952～2002/画册 

  

 

［正题名］正在消失的词语 

［第一责任人］蒋蓝文 

［译者］顾斯嘉图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古古时代图文系列 历史的细节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正在消失的词语，包括：伙计、摩登、港客、洋火、欧罗巴、夜壶、

穷光荣、假上海、扑满等。 

［主题词］汉语/词语/普及读物 

［知识责任］蒋蓝 文 

［次知识责任］顾斯嘉 图 

  

 

［正题名］缅怀宋硕同志 

［副题名］“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的受害者 

［第一责任人］陆钦仪主编 

［出版者］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收《奋斗终生的革命者宋硕同志》、《怀念宋硕同志》、《回忆宋硕同志》、

《永远铭记宋硕同志对我的教育》等缅怀宋硕同志的文章。 

［知识责任］陆钦仪 主编 

  

 

［正题名］宦乡集 

［第一责任人］[宦乡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文集主要收录了宦乡同志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到 1988 年期间的重要文章和讲

话，涉及国际形势、世界经济、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等宽广的学术领域，在许多



国际和国内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都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宦乡 著 

  

 

［正题名］日本神学史 

［第一责任人］（日）古屋安雄等著 

［译者］陆若水，刘国鹏译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当代基督宗教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日本与基督教的关系进行的历史性研究；第

二部分旨在论述日本神学的方法论问题。 

［主题词］基督教史/日本 

［知识责任］古屋安雄 著 

［次知识责任］土肥昭夫 著 

［次知识责任］佐藤敏夫 著 

［次知识责任］八木诚一 著 

［次知识责任］小田垣雅也 著 

［次知识责任］陆若水 译 

［次知识责任］刘国鹏 译 

  

 

［正题名］中国来信 

［副题名］1716～1735 

［第一责任人］（捷克）严嘉乐著 

［译者］丛林，李梅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耶稣会教士严嘉乐从中国寄回祖国的信（1716～

1727），第二部分，严嘉乐和欧洲天文学家的通信（1723～1735）。 

［知识责任］严嘉乐 著 

［次知识责任］丛林 译 

［次知识责任］李梅 译 

  

 

［正题名］马礼逊 

［副题名］在华传教士的先驱 

［第一责任人］（英） 汤森（Willian John Townsend）著 

［译者］王振华译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较全面地介绍了马礼逊的生平及其翻译《圣经》、创办英华书院、编纂《华

英字典》等事迹，同时也介绍了基督教各派来华传教的历史，并对中外文化差 进行了有趣

的比较。 

［主题词］基督教/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汤森 著 

［知识责任］Townsend 著 

［次知识责任］王振华译 

  

 

［正题名］冯友兰 

［副题名］云在青天水在瓶 

［第一责任人］宗璞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cgrs225f 李辉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学的笔法、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了当代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生平事

略，尤其侧重描述其毕生对哲学事业的探求和献身精神及取得的成就。书中刊有大量冯友兰

先生生活照片。著者系冯先生的女儿。 

［知识责任］宗璞 著 

  

 

［正题名］张元济 

［副题名］书卷中岁月悠长 

［第一责任人］汪凌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cgrs225f 李辉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张元济的一生为背景，来扫描、透视人们 感兴趣，也 能凸现人物性

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有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图片说明。 

［知识责任］汪凌 著 

  

 

［正题名］浦熙修 

［副题名］此生苍茫无限 

［第一责任人］袁冬林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生 cgrs225f 李辉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浦熙修的一为背景，来扫描、透视人们 感兴趣，也 能凸现人物性格

和命运的某些片断，有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图片说明。 

［知识责任］袁冬林 著 

  

 

［正题名］季羡林 



［副题名］静静走在喧嚣中 

［第一责任人］于青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cgrs225f 李辉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方式记录了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生活与日常生活，展

现了其作为国学大师的风采。 

［知识责任］于青 著 

  

 

［正题名］丰子恺 

［副题名］含着人间情味 

［第一责任人］钟桂松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cgrs225f 李辉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了丰子恺这样博学多才的艺术家的生平事略，描述

了他在绘画、音乐、书牍、金石鉴赏、建筑艺术、艺术理论、散文创作、古典诗词等等方面

的成就。 

［知识责任］钟桂松 著 

  

 

［正题名］聂耳 

［副题名］匆匆却又永恒 

［第一责任人］刘琼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cgrs225f 李辉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学的笔法，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了当代著名作曲家聂耳的生平事略，

讲述了其短暂而又有才华的一生、他的创作成就、尤其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

《义勇军进行曲》等。 

［知识责任］刘琼 著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 

［书目卷册］1 

［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历史条件（1840～1927） 

［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 

［第一责任人］长城出版社画册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840～1937/图集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 

［书目卷册］2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上） 

［第一责任人］长城出版社画册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37～1942/图集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 

［书目卷册］3 

［丛书］抗日战争时期（下） 

［第一责任人］长城出版社画册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43～1945/图集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 

［书目卷册］4 

［丛书］解放战争时期（上） 

［第一责任人］长城出版社画册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45.9～1946.6/图集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 

［书目卷册］5 

［丛书］解放战争时期（中） 

［第一责任人］长城出版社画册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47.7～1950.6/图集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 

［书目卷册］6 

［丛书］解放战争时期（下） 

［第一责任人］长城出版社画册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47.7～1950.6/图集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 

［书目卷册］7 

［丛书］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上） 

［第一责任人］长城出版社画册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50.10～1951.6/图集 

  

 

［正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 

［书目卷册］8 

［丛书］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下） 

［第一责任人］长城出版社画册编辑部编辑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51.6～1953.7/图集 

  

 

［正题名］百年婚恋 

［书目卷册］第一辑 

［丛书］鲁迅 郭沫若 郁达夫 张爱玲 

［第一责任人］赵丽等编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阳光文化·电视图书 

［附注内容］电视图书，是以电视节目为依托，通过电视与图书这两种媒介间由内容到形式

的整合与转化制作而成的图书产品。本书为“百年婚恋”栏目，收录鲁迅、郭沫若、郁达夫、

张爱玲的生平简历，并讲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丽 编著 

  

 

［正题名］百年婚恋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胡适 溥仪 沈从文 张謇 

［第一责任人］孟卓等编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阳光文化·电视图书 

［附注内容］电视图书，是以电视节目为依托，通过电视与图书这两种媒介间由内容到形式

的整合与转化制作而成的图书产品。本书为“百年婚恋”栏目，收录胡适、溥仪、沈从文、

张謇的生平简历，并讲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孟卓 编著 

  

 

［正题名］百年婚恋 

［书目卷册］第三辑 

［丛书］徐志摩 萧红丁玲 周璇 

［第一责任人］刘元元等编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阳光文化·电视图书 

［附注内容］电视图书，是以电视节目为依托，通过电视与图书这两种媒介间由内容到形式

的整合与转化制作而成的图书产品。本书为“百年婚恋”栏目，收录徐志摩、萧红、丁玲、

周璇的生平简历，并讲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元元 编著 

  

 

［正题名］法国通史 

［并列题名］History of France 

［第一责任人］吕一民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全球通史系列 

［主题词］通史/法国 

［知识责任］吕一民 著 

  

 

［正题名］燕京学报 

［书目卷册］新十三期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主编 

［译者］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

干拓跋史迹的探讨”、“魏晋南朝军号散阶化的若干问题”等。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2/丛刊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正题名］山西票号史料 

［第一责任人］黄鉴晖编 

［译者］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编] 

［出版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山西票号史料》是研究票号史和经济金融史的一部重要的资料性史书。全书

分别阐述并研究了山西票号的产生与发展、山西票号的汇兑制度、山西票号的存放款等业务

及经营作风，以及山西票号的衰败。 

［主题词］票号/经济史/山西省 

［主题词］经济史/山西省 

［知识责任］黄鉴晖 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地名避讳考 

［第一责任人］李德清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反映地名避讳的专业工具书，具有辞书性质。将散见于文献中有关

地名避讳的资料不问其正确与否，尽可能地汇辑起来，使有关内容尽量不要遗漏。 

［主题词］历史地名/考证/中国 

［知识责任］李德清 著 

  

 

［正题名］历史、史学与性别 

［第一责任人］李小江等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性别论坛 

［附注内容］索书号：00126291 为赠书 

［附注内容］本书在“历史、史学与性别”圆桌座谈会的基础上，集结它的后续成果整理而

成。书中就史学中的性别研究以及妇女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主题词］性别/问题/研究 

［主题词］妇女/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李小江 著 

  

 

［正题名］18 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并列题名］Bureaucratie et Famine en Chine au 18e Siecle 

［第一责任人］（法）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 

［译者］徐建青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法国外交部部分赞助 

［附注内容］本书以 1743～1744 年直隶救灾为实例，瞻前顾后，研究了国家的救灾制度、

措施及其成效，所论延及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商业与市场、乡村经济和

生活等等。 

［主题词］官制/研究/中国/18 世纪 



［主题词］自然灾害/救灾/研究/中国/18 世纪 

［知识责任］魏丕信 著 

［知识责任］Will 著 

［次知识责任］徐建青 译 

  

 

［正题名］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 

［第一责任人］张生主编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思考”、“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法律文化冲突

之由来”、“民国兼理司法制度初探”等 23 篇文章。 

［主题词］法制史/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张生 主编 

  

 

［正题名］灾荒与晚清政治 

［第一责任人］康沛竹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的内容，涉及思想观念的层面，分析了晚清时期社会各个阶段、阶层以及

各个政治派别对灾荒的认识，即灾荒观；涉及到制度的层面，具体论述了晚清政权的防灾、

救灾机制，双向讨论了灾荒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主题词］自然灾害/影响/政治/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康沛竹 著 

  

 

［正题名］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刘明翰，郑一奇主编 

［书目卷册］1 卷 

［丛书］精神文明的源头和早期 

［并列题名］Development History of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第一责任人］李长林，杨俊明，陈明莉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从史的角度介绍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曲折

历程，以说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至关重要，探讨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总结

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阐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提出的历史依据和重大意义。 

［主题词］文化史/世界/古代 

［主题词］精神文明/发展史 

［知识责任］刘明翰 主编 

［知识责任］郑一奇 主编 

［知识责任］李长林 著 

［知识责任］杨俊明 著 



［知识责任］陈明莉 著 

  

 

［正题名］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刘明翰，郑一奇主编 

［书目卷册］2 卷 

［丛书］封建时代多元的精神文明 

［并列题名］Development History of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第一责任人］刘明翰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从史的角度介绍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曲折

历程，以说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至关重要，探讨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总结

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阐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提出的历史依据和重大意义。 

［主题词］文化史/世界/古代 

［主题词］精神文明/发展史 

［知识责任］刘明翰 主编 

［知识责任］郑一奇 主编 

［知识责任］刘明翰 著 

  

 

［正题名］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刘明翰，郑一奇主编 

［书目卷册］3 卷 

［丛书］资本和工业时代的精神文明 

［并列题名］Development History of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第一责任人］姜德昌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从史的角度介绍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曲折

历程，以说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至关重要，探讨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总结

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阐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提出的历史依据和重大意义。 

［主题词］文化史/世界/古代 

［主题词］精神文明/发展史 

［知识责任］刘明翰 主编 

［知识责任］郑一奇 主编 

［知识责任］姜德昌 著 

  

 

［正题名］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刘明翰，郑一奇主编 

［书目卷册］4 卷 

［丛书］现代精神文明的新探求 

［并列题名］Development History of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第一责任人］陈立思，彭献成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从史的角度介绍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曲折

历程，以说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至关重要，探讨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总结

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阐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提出的历史依据和重大意义。 

［主题词］文化史/世界/古代 

［主题词］精神文明/发展史 

［知识责任］刘明翰 主编 

［知识责任］郑一奇 主编 

［知识责任］陈立思 著 

［知识责任］彭献成 著 

  

 

［正题名］中華文史論叢 

［书目卷册］总第六十九辑 

［书目卷册］2002 年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李国章，赵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历史进程 

［副题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武汉）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胡德坤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文章 20 余篇，其中包括“雅尔塔体系、冷战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

展”、“冷战后国际安全发展趋势探析”等。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学术会议/文集/1939-1945 

［知识责任］胡德坤 主编 

  

 

［正题名］自 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 

［第一责任人］唐凌等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现代化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广西“十百千人才工程”基金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自 商埠的历史背景；自 商埠个案分析；自 商埠行业



及其作用研究等。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唐凌 著 

  

 

［正题名］民国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第一责任人］熊尚厚，严如平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熊尚厚 主编 

［知识责任］严如平 主编 

  

 

［正题名］柳弧 

［第一责任人］（清）丁柔克撰 

［译者］宋平生，颜国维整理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历代史料笔记丛刊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清人笔记稿本。书中记录了发生在作者身边的真人真事或道听途说

的奇闻轶事，可了解清代末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 

［主题词］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丁柔克 撰 

［次知识责任］宋平生 整理 

［次知识责任］颜国维 整理 

  

 

［正题名］马一浮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滕复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1.10 

［知识责任］滕复 著 

  

 

［正题名］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探索 

［副题名］张申府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郭一曲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通过对张申府这个曾经在中共党史和

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举足轻重却被长期忽略的个案的研究，更全面地把握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进

程。 

［知识责任］郭一曲 著 

  

 

［正题名］国民党军装甲兵之父徐庭瑶将军 

［第一责任人］马俊如编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青少年时代，东征、北伐，在军阀内战的战场，和红军作战半年，长

城抗战，率团至欧美 11 国考察等篇章，记述了国民党军装甲兵之父徐庭瑶将军的一生。 

［知识责任］马俊如 编著 

  

 

［正题名］从黎明到衰落 

［副题名］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 

［丛书］1500 年至今 

［并列题名］From Dawn to Decadence 

［副题名］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丛书］1500 To The Present 

［第一责任人］（美）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著 

［译者］林华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从 1500 年起至今约五百年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

政治制度、宗教、社会思潮、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科技发明、民俗及社会生活等。 

［主题词］文化史/西方国家/1500～1999 

［知识责任］巴尔赞 著 

［知识责任］Barzun 著 

［次知识责任］林华 译 

  

 

［正题名］傅斯年传 

［第一责任人］焦润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家世与经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任教中山大学出任史语所所

长”、“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建构新式教育理论”等 11 章，介绍了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教育家、自由主义思想家傅斯年的一生。 

［知识责任］焦润明 著 

  

 



［正题名］藏人言藏 

［副题名］孔贝康藏闻见录 

［并列题名］A Tibetan on Tibet 

［第一责任人］（英）孔贝著 

［译者］邓小咏译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雪域旧旅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藏人智慧保罗所讲的故事，描述了 20 世纪初我国藏区民俗、宗教、

文化、教育、历史故事等，帮助读者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 。 

［主题词］藏族/社会生活/中国 

［知识责任］孔贝 著 

［次知识责任］邓小咏 译 

  

 

［正题名］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傅建文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红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以真实的笔调再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悲壮场景，揭示了特定历史环境中

高层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等一大批历史人物的鲜活形

象。 

［主题词］报告文学 

［知识责任］傅建文 著 

  

 

［正题名］一个外国人眼中五十年前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丹麦）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画并文 

［译者］王立刚，冯屏译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写生画/丹麦/现代/画册 

［知识责任］比茨特鲁普 画并文 

［次知识责任］王立刚 译 

［次知识责任］冯屏 译 

  

 

［正题名］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伦信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课程设置与实施、训育

理论与实践及中学教育的发展状态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主题词］中等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中等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王伦信 著 

  

 

［正题名］中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傅金铎，张连月总主编 

［副题名］政党概论 

［第一责任人］马捧娥，李芬本卷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金铎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月 总主编 

［知识责任］马捧娥李芬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李芬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傅金铎，张连月总主编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时期 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责任人］王金池，景枫本卷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金铎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月 总主编 

［知识责任］王金池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景枫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傅金铎，张连月总主编 

［副题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责任人］郭燕梅，闫社喜本卷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金铎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月 总主编 

［知识责任］郭燕梅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闫社喜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总主编傅金铎，张连月 

［副题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责任人］刘建军，尹小满本卷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金铎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月 总主编 

［知识责任］刘建军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尹小满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傅金铎，张连月总主编 

［副题名］中国国民党在革命大潮中的兴起和蜕变 

［第一责任人］祁刚利，傅国钧本卷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金铎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月 总主编 

［知识责任］祁刚利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傅国钧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傅金铎，张连月总主编 

［副题名］统治大陆时期的中国国民党 

［第一责任人］冯学工，常瑞平本卷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金铎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月 总主编 

［知识责任］冯学工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常瑞平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傅金铎，张连月总主编 

［副题名］退踞台湾时期的中国国民党 



［第一责任人］丁万明，徐将林，赵秀忠，解其斌本卷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金铎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月 总主编 

［知识责任］丁万明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徐将林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赵秀忠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解其斌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傅金铎，张连月总主编 

［副题名］中国民主党派概论 

［第一责任人］郭文明，路笃盛本卷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金铎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月 总主编 

［知识责任］郭文明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路笃盛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傅金铎，张连月总主编 

［副题名］中国各民主党派 

［第一责任人］路笃盛，刘瑞芬本卷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民主党派/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金铎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月 总主编 

［知识责任］路笃盛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刘瑞芬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政党 

［第一责任人］傅金铎，张连月总主编 

［副题名］中国社团概论 

［第一责任人］郭建民，尹小满本卷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政党/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傅金铎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连月 总主编 

［知识责任］郭建民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尹小满 本卷主编 

  

 

［正题名］超越血缘之爱 

［副题名］中共地下党寻找革命后代纪实 

［第一责任人］顾保孜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中共地下党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寻找在战争中失散的革命

后代的经过。周恩来一生无子女，可他解救了众多的孩子，他的子女 多了。书中有一百多

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顾保孜 著 

  

 

［正题名］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 

［副题名］1912～2002 

［并列题名］The 90th Anniversary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中华书局简介”、“名家题词、绘画”、“ 创伟业”、“承前启后”、“继

住 来”、“改革发展”、“与时俱进”七部分，全面记录了中华书局九十年的发展历程。 

  

 

［正题名］刘少奇与河南 

［第一责任人］姚如学主编 

［译者］政协河南省委员会联谊会等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 300 余幅照片，记录了刘少奇同志关心和指导河南的工人运动，关注

河南人民的革命和建设的领袖风采。 

［知识责任］姚如学 主编 

  

 

［正题名］专业图书馆建设 

［第一责任人］中国石油化工信息学会图书馆专业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石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收编的数十篇文章，反映了近年来图书馆工作者在专业图书馆的基本建设

与管理、信息服务与资源共享、自动化与网络化的建设和应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等方面实

际工作的经验和思考。 

［主题词］专业图书馆/图书馆工作/文集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36 位军事家 

［并列题名］36 Strategis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陈宇编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展现了 36 位共和国军事家这个全体的辉煌风采，颂扬他们的赫赫战功和

伟绩。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宇 编著 

  

 

［正题名］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 

［第一责任人］宋豫秦等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从环境一社会复合系统的理念出发，依据作者直接参与发掘、研究的田野

考古资料和以往有关全新世环境变迁研究的成果，探讨了西辽河流域、甘青地区、环岱海地

区、海岱地区、四川盆地、江汉平原、环太湖地区、中原地 

［主题词］人类/关系/环境/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宋豫秦 著 

  

 

［正题名］上海市地名录 

［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地名管理办公室编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地名录收录区县、乡、镇、街道、村等名称；山丘、河流、湖泊、岛屿、水

道等名称； 发区、区片、公共绿地、公共广场、游览地等名称；居住区、集住地、集镇等

名称；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地下铁道、公路等名称；建筑物等九大类。资料截止到 1999

年 6 月底。 

［主题词］地名/上海市 

  

 

［正题名］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纵览 

［第一责任人］潘慧斌，张冠增编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现状及特点，台湾地区



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并对台湾一百三十多所各类大学及专业学校进行了介绍。 

［主题词］高等教育/概况/台湾省 

［知识责任］潘慧斌 编著 

［知识责任］张冠增 编著 

  

 

［正题名］中国院士 

［副题名］[中英文本] 

［并列题名］China Academician 

［第一责任人］牛群[摄] 

［译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 

［出版者］现代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以照片的形式记录了一百多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生活点滴。 

［主题词］院士/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牛群 摄 

  

 

［正题名］中國社會歷史評論 

［书目卷册］第四卷 

［并列题名］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书目卷册］Volume Ⅳ 

［第一责任人］张国刚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造”、“清代江南非政府性人口社会管理”、

“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等中国社会历史评论文章。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国刚 主编 

  

 

［正题名］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书目卷册］亚洲、非洲和大洋州卷 

［副题名］1750-1993 

［第一责任人］（英）B.R.米切尔编 

［译者］贺力平译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社会经济统计/统计资料/世界/1750--1993 年 

［主题词］社会经济统计/统计资料/欧洲/1750--1993 年 

［知识责任］米切尔 编 

［次知识责任］贺力平 译 

  

 



［正题名］中國古代名人生卒·歷史大事年譜 

［第一责任人］（清） 吴榮光編 

［译者］陳垣校注 

［出版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历史事件/年表/中国/前 206-1843 

［知识责任］吴荣光 編 

［次知识责任］陈垣 校注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1921～1949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党在大革命时期、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五篇内容。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历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副题名］1921～1949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党在大革命时期、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五篇内容。 

  

 

［正题名］重庆通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古代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近代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周勇主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知识责任］周勇 主编 

  

 



［正题名］重庆通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近代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周勇主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知识责任］周勇 主编 

  

 

［正题名］台湾·香港·澳门经济史略 

［并列题名］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Hongkong and Macau 

［第一责任人］苏东斌，李沛然主编 

［出版者］广东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关于台湾经济；关于香港经济；关于澳门经济；关于经济发展的比

较说明；台湾经济的早期 发等内容。 

［主题词］经济史/台湾省 

［主题词］经济史/香港 

［主题词］经济史/澳门 

［知识责任］苏东斌 主编 

［知识责任］李沛然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子今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20 世纪人文学术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学术特征和文化意义进行综合研究的论

著，所讨论和总结的主要对象是经学文献的研究、子学文献的研究以及早期史学文献的研究。 

［主题词］国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子今 著 

  

 

［正题名］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陈明明主编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复旦政治学评论 cgrs225h 第 1 辑 

［主题词］政治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陈明明 主编 

  



 

［正题名］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 

［第一责任人］董继斌，景占魁主编 

［出版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的着力点是探索晋商在中国近代金融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同时，对晋

商的产生、发展与衰落也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董继斌 主编 

［知识责任］景占魁 主编 

  

 

［正题名］台湾海疆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在正著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厦门大学南强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清郑和战与郑成功收复台湾、郑经进犯闽粤沿海与康熙统一台湾、

近代台湾海防、台湾建省与近代化、抗日与光复等。 

［主题词］海疆/历史/研究/台湾省 

［知识责任］陈在正 著 

  

 

［正题名］转折年代 

［副题名］中国的 1947 年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分析了 1947 年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包括国民党和中国共

产党在优势与劣势方面的转换，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等，将 1947 年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

面呈现在读者面前。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7/史料 

［知识责任］金冲及 著 

  

 

［正题名］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 

［副题名］冀中 11 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 

［第一责任人］侯建新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项目的 终成果 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把冀中 11 村透视与英国乡村进行比较，内容包括绪论、环境、人口和教

育；土地与产权；农业生产考察；产业结构变化与雇工；农民日常生活与消费；市场和借贷；



农户收支核算等。 

［主题词］农业经济/对比研究/中国/英国/史料 

［主题词］农民/问题/对比研究/中国/英国/史料 

［知识责任］侯建新 著 

  

 

［正题名］世纪对话 

［副题名］忆新中国法制奠基人彭真 

［第一责任人］李海文，王燕玲编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有：彭真同志为全国人民代表建设作出卓越贡献；怀念彭真同志；党

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法律；彭真同志谈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等。 

［知识责任］李海文 编著 

［知识责任］王燕玲 编著 

  

 

［正题名］向仲华 

［第一责任人］《向仲华》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正题名］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 

［第一责任人］周质平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从两个层面，透视胡适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主要研究了

胡适与中国学人的往还互动；同时还就胡适的许多作品给予了评价。 

［知识责任］周质平 著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2002.2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二次革命中四川民军总司令张百祥讨袁檄文，双桥无线电台建

设史料，洋务思潮中的荒政近代化构想及其历史地位等。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郭沫若自叙 

［副题名］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 



［第一责任人］阎焕东编著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6.3 

［丛编题名］文化名人生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郭沫若的生平和文学道路,包括郭沫若的故乡、家庭和留学生活、

诗歌、戏剧、小说的创作等。 

［主题词］文学理论 

［知识责任］阎焕东 编著 

  

 

［正题名］中国东南的宗族与宗谱 

［第一责任人］王铁著 

［出版者］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介绍中国东南宗族的书。书中介绍的宗族包括：王氏；朱氏；吴氏；

沈氏等宗族的起源、发展以及各种传说等。 

［主题词］宗族/研究/中国 

［主题词］氏族谱系/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铁 著 

  

 

［正题名］友谊铸春秋 

［副题名］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日本人 

［书目卷册］卷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 1945 年日本投降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个时期内，一部分日本人投

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感人事迹，反映出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这些日本友人为新中国所作的贡

献。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日本/现代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正题名］从西方到东方 

［副题名］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 

［第一责任人］张礼恒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伍廷芳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他在 80 年间，走过了一条从西方到东方

的道路，本书研究了伍廷芳的中西文明观、清末新政时期伍廷芳的法律思想与实践、中华民

国初期伍廷芳的法律思想与实践等。 

［知识责任］张礼恒 著 

  



 

［正题名］赫鲁晓夫执政史 

［第一责任人］徐隆彬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苏联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苏联/1954-1964 

［知识责任］徐隆彬 著 

  

 

［正题名］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崔禄春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科技观进行分析，力图揭示中国共产党的科

技思想、科技政策形成与实施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为 21 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科技发展的

新辉煌献计献策。 

［知识责任］崔禄春 著 

  

 

［正题名］顧廷龍文集 

［第一责任人］[顾廷龙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芸香閣叢書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尚书文字合编前言；尚书文字合编后记；尚书文字合编版刻样本跋；

景宋礼记正义跋；春秋繁露跋等文章约 250 篇。 

［主题词］古籍/版本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顾廷龙 著 

  

 

［正题名］“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第一责任人］ （美）杰弗里·C·戈德法布(Jeffrey C.Goldfard)著 

［译者］杨信彰，周恒译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剑桥集粹 

［附注内容］本书对现代社会，主要是美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叙述和分析。

作者运用传统的和当代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各种活跃的知识分子群体，时间跨度很大，

从生活在 5 世纪雅典的苏格拉底，到生活在 20 世纪美国的杜威、李普曼等。 

［主题词］知识分子/作用/研究/美国 

［知识责任］戈德法布 著 

［知识责任］Goldfard 著 



［次知识责任］杨信彰 译 

［次知识责任］周恒 译 

  

 

［正题名］弘一大师考论 

［第一责任人］陈星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分“弘一大师书信考”和“弘一大师事迹考论”两部分，收录了《关于弘

一大师与叶舟史料的若干考证》、《弘一大师与太虚大师》等四十余篇研究成果。 

［知识责任］陈星 著 

  

 

［正题名］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 

［第一责任人］杨怀志，潘忠荣主编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桐城派的整体风貌，叙述了桐城派 21 位代表作家的事迹、文论和

散文风格，精选了桐城派 26 位作家的 52 篇精品，选录了古今中外人士对桐城派的重要评论，

并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桐城派作家的人品、文品等。 

［主题词］桐城派/作家/评传 

［知识责任］杨怀志 主编 

［知识责任］潘忠荣 主编 

  

 

［正题名］变迁与重建 

［副题名］1949-1956 年的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李立志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社会变迁/研究/中国/1949-1956 

［知识责任］李立志 著 

  

 

［正题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尹世洪，朱 杨主编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地记叙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和它正式确立、发展至今的全过程，

使读者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主题词］人民代表大会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尹世洪 主编 

［知识责任］朱 杨 主编 



  

 

［正题名］综合创新 

［副题名］张岱年先生学记 

［第一责任人］刘鄂培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20 世纪人文学术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体系的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做了全面、深入

地探讨，同时结合他的生平简历，勾画出他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并介绍其对中国

新文化、新哲学的展望。 

［知识责任］刘鄂培 主编 

  

 

［正题名］笳吹弦诵传薪录 

［副题名］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 

［第一责任人］郑临川记录 

［译者］徐西平整理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郑临川 记录 

［次知识责任］徐西平 整理 

  

 

［正题名］华人与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 

［第一责任人］韩方明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北京大学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从华人的角度来研究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进程，并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过

程与结构相融合的方法对华人、马来西亚和现代化这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讨

论。 

［主题词］华人/关系/现代化/研究/马来西亚 

［知识责任］韩方明 著 

  

 

［正题名］彭真年谱 

［副题名］一九○二——一九九七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彭真传》编写组编 

［译者］田酉如本卷执行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彭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反映彭真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奋斗终生的业绩，反映彭真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以及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本卷记

述的时间为 1902 年 10 月至 1949 年 9 月。 

［次知识责任］田酉如 本卷执行主编 

  

 

［正题名］海录校释 

［第一责任人］（清）谢清高口述 

［译者］（清）杨炳南笔录 

［译者］安京校释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总汇《海录》各种版本，博采百家之长，进行精校、评注，并对《海录》

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考证和研究。 

［主题词］游记/中国/清代/选集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料/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谢清高 口述 

［次知识责任］杨炳南 笔录 

［次知识责任］安京 校释 

  

 

［正题名］陶行知评传 

［第一责任人］徐明聪编著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作为一本人物传记，除了脉络清晰地勾勒出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成长

历程，更多地阐述了他一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主张的具体过程。 

［知识责任］徐明聪 编著 

  

 

［正题名］中国与西方 

［副题名］宗教、文化、文明比较 

［第一责任人］阮炜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比较宗教学/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知识责任］阮炜 著 

  

 

［正题名］洪湖曲 

［丛书］贺龙卷 

［第一责任人］刘秉荣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两把菜刀闹革命，入川，挥师北伐，南昌起义，三进洪湖，长征，

抗日，在解放战争中， 国元帅等 10 章内容。 

［知识责任］贺龙 著 

  

 

［正题名］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 

［副题名］韦政通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韦政通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世界中国学家自选集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检讨”、“仁的哲学的时代意义”、“时代危机与

中国哲学”、“人性与伦理”等文章。 

［主题词］哲学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韦政通 著 

  

 

［正题名］罗荣桓年谱 

［第一责任人］黄瑶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反映了罗荣桓元帅的战斗历程，他在红军时代转战于中央苏区，参加

了长征和东征，在抗战时期先后驰骋于山西、山东，解放战争时期又经略白山黑水，他的行

踪遍及大半个中国。 

［知识责任］黄瑶 主编 

  

 

［正题名］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 

［第一责任人］陈原[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陈原文存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不是战争的战争”、“在欢乐歌声的背后悄悄地……”、“哲人的梦”、

“小说与政治（一段轶事）”等随笔文章。 

［主题词］随笔/中国/当代/选集 

［知识责任］陈原 著 

  

 

［正题名］台湾新闻事业史 

［第一责任人］陈扬明等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厦门大学新世纪教材大系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台湾新闻事业各个发展时期的特点，研究台湾新闻事业的演变规律，

让祖国大陆了解台湾大人传播媒体——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的历史和现状。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台湾省/高等学校/教材 

［知识责任］陈扬明 著 

  

 

［正题名］东亚近代史理论的再探讨 

［第一责任人］（日）中村哲著 

［译者］陈应年，王炎，多田正子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东亚资本主义史的探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亚和日本资本主

义、东亚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从 20 世纪资本主义到 21 世纪资本主义等。 

［知识责任］中村哲 著 

［次知识责任］陈应年 译 

［次知识责任］王炎 译 

［次知识责任］多田正子 译 

  

 

［正题名］“神体儒用”的辨析 

［副题名］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 

［第一责任人］王健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现代社会之转型为问题关注点，提出“神体儒用”这一传统的精神

结构是日本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精神资源，然而它在现代人文价值和普世情怀上的

明显缺陷，又提醒人类：保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合理张力，应是全球性的现代化运

动的精神方向。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王健 著 

  

 

［正题名］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建新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民族问题/研究/中国 

［主题词］民族问题/研究/越南 

［主题词］民族问题/研究/老挝 

［知识责任］周建新 著 

  



 

［正题名］明清山西商人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鉴晖著 

［出版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山西商人的崛起、善于创新的山西金融保险商人、山西商人在

清代的兴盛、山西商人与工业生产、山西商人的家族、山西商人的衰败及原因等。 

［主题词］商业史/商人/研究/山西/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黄鉴晖 著 

  

 

［正题名］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佩国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学术创新丛书 

［主题词］农村/土地所有权/研究/华东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张佩国 著 

  

 

［正题名］齊世荣史學文集 

［第一责任人］齐世荣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有关俄国

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漫谈学风问题和学术批评问题”等 34 篇文章。 

［主题词］史学/文集 

［主题词］史评/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齐世荣 著 

  

 

［正题名］中國學研究 

［书目卷册］第五辑 

［并列题名］Sinology Studies 

［第一责任人］吴兆路，林俊相，甲斐胜二主编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专家论坛；文学与哲学；古代诗文研究；古代小说研究；古代

文论研究；文化美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等 11 个栏目。 

［主题词］汉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吴兆路 主编 

［知识责任］林俊相 主编 

［知识责任］甲斐胜二 主编 

  



 

［正题名］战争年代的回忆 

［第一责任人］王兆相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回忆录记述了王兆相同志在西北、华北、华东、东北、东南、中南的征程，

回顾了他从一个放羊娃成长为共和国 国将军的经历，是一部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教育意义的

书。 

［主题词］回忆录革命/中国 

［知识责任］王兆相 著 

  

 

［正题名］杨園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张履祥著 

［译者］陈祖武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7 

［知识责任］张履祥 著 

［次知识责任］陈祖武 点校 

  

 

［正题名］杨園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清）张履祥著 

［译者］陈祖武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7 

［知识责任］张履祥 著 

［次知识责任］陈祖武 点校 

  

 

［正题名］杨園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张履祥著 

［译者］陈祖武点校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7 

［知识责任］张履祥 著 

［次知识责任］陈祖武 点校 

  

 

［正题名］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海外名家名作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绪言；民间多神信仰；日常生活节奏；饮食医药与养生益寿法；应

世规矩与关禁契约；玄理术数之信从等内容。 

［主题词］民间文化/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风俗习惯/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美国通史 

［第一责任人］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美国的奠基时代 

［副题名］1585-1775 

［第一责任人］李剑鸣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通史/美国 

［主题词］历史/美国/1585-1775 

［知识责任］刘绪贻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杨生茂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李剑鸣 著 

  

 

［正题名］美国通史 

［第一责任人］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副题名］1775-1860 

［第一责任人］张有伦（本卷主编），陆镜生，李青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通史/美国 

［主题词］历史/美国/1775-1860 

［知识责任］刘绪贻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杨生茂 总主编 

［知识责任］张有伦 著 

［知识责任］陆镜生 著 

［知识责任］李青 著 

  

 

［正题名］美国通史 



［第一责任人］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副题名］1861-19 世纪末 

［第一责任人］丁则民（本卷主编），黄仁伟，王旭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通史/美国 

［主题词］历史/美国/1861-19 世纪末 

［知识责任］刘绪贻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杨生茂 总主编 

［知识责任］丁则民 著 

［知识责任］黄仁伟 著 

［知识责任］王旭 著 

  

 

［正题名］美国通史 

［第一责任人］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4 卷 

［丛书］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副题名］1898-1929 

［第一责任人］余志森（本卷主编），王春来（本卷副主编），王锦瑭，陆甦颖，陈晓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通史/美国 

［主题词］历史/美国/1898-1929 

［知识责任］刘绪贻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杨生茂 总主编 

［知识责任］余志森 著 

［知识责任］王春来 著 

［知识责任］王锦瑭 著 

［知识责任］陆甦颖 著 

［知识责任］陈晓 著 

  

 

［正题名］美国通史 

［第一责任人］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5 卷 

［丛书］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 

［副题名］1929-1945 

［第一责任人］刘绪贻，李存训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通史/美国 



［主题词］历史/美国/1929-1945 

［知识责任］刘绪贻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杨生茂 总主编 

［知识责任］刘绪贻 著 

［知识责任］李存训 著 

  

 

［正题名］美国通史 

［第一责任人］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6 卷 

［丛书］战后美国史 

［副题名］1945-2000 

［第一责任人］刘绪贻（本卷主编），韩铁，李存训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通史/美国 

［主题词］历史/美国/1945-2000 

［知识责任］刘绪贻 总主编 

［知识责任］杨生茂 总主编 

［知识责任］刘绪贻 著 

［知识责任］韩铁 著 

［知识责任］李存训 著 

  

 

［正题名］在华东保育院的日子里 

［第一责任人］邓六金主编 

［出版者］希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主题词］幼儿园/中国/史料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邓六金 主编 

  

 

［正题名］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普通古籍目录 

［第一责任人］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资料信息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正题名］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九卷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卷收入“正确认识和评价八股文取士制度”、“宋朝路制研究”、“唐代的宦官



与佛教”、“阳明后学综述”、“翰林学士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等文章。 

［主题词］国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行霈 主编 

  

 

［正题名］世界历史地图集 

［第一责任人］张芝联，刘学荣主编 

［出版者］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世界地图 

［主题词］历史地图/地图集/世界 

［知识责任］张芝联 主编 

［知识责任］刘学荣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方素梅，蔡志纯等编著 

［出版者］广西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主题词］少数民族/民族革命/革命史/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方素梅 编著 

［知识责任］蔡志纯 编著 

  

 

［正题名］上海青年志 

［第一责任人］金大陆主编 

［译者］《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上海青年的历史和现状，翔实生动地记录了上海青年工

作的发展概况。 

［主题词］青年工作/史料/上海市 

［知识责任］金大陆 主编 

  

 

［正题名］上海社会科学志 

［第一责任人］张仲礼主编 

［译者］《上海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上溯清道光二十三年下限至 1999 年上海社会科学事业



及其各个学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轨迹。 

［主题词］社会科学/概况/上海市 

［知识责任］张仲礼 主编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一责任人］卢嘉锡总主编 

［丛书］纺织卷 

［第一责任人］赵承泽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论述中国自史前至近代数千年纺织生产和工艺技术发展历史的著

作。全书分四编，包括生产篇、技术篇、少数民族篇和近代篇。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主题词］纺织工业/技术史/中国 

［知识责任］卢嘉锡 总主编 

［知识责任］赵承泽 主编 

  

 

［正题名］辛亥革命时期货币 

［并列题名］Currency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第一责任人］马傅德，徐洲编著 

［译者］孙戈翻译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主题词］货币/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马傅德 著 

［知识责任］徐洲编 著 

［次知识责任］孙戈 翻译 

  

 

［正题名］阳泉农业合作史 

［第一责任人］岳珠明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 20 世纪后半叶阳泉农业合作历史、反映阳泉农村经济发展进程，包

括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人民公社、双层经营、乡镇

企业、农村小康建设共八章内容。 

［主题词］农业集体化/农业史/阳泉市 

［知识责任］岳珠明 主编 

  

 

［正题名］中华书局印制的纸币 

［第一责任人］刘森，于歉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5 

［知识责任］刘森 著 

［知识责任］于倩 著 

  

 

［正题名］胡风全集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诗 

［第一责任人］胡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诗歌/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胡风 著 

  

 

［正题名］胡风全集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评论 

［书目卷册］Ⅰ 

［第一责任人］胡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评论/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胡风 著 

  

 

［正题名］胡风全集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评论 

［书目卷册］Ⅱ 

［第一责任人］胡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评论/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胡风 著 

  

 

［正题名］胡风全集 

［书目卷册］第 4 卷 

［丛书］杂文 

［第一责任人］胡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杂文/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胡风 著 

  

 

［正题名］胡风全集 

［书目卷册］第 5 卷 

［丛书］集外编 

［书目卷册］Ⅰ 

［第一责任人］胡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文选/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胡风 著 

  

 

［正题名］胡风全集 

［书目卷册］第 6 卷 

［丛书］集外编 

［书目卷册］Ⅱ 

［第一责任人］胡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文选/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胡风 著 

  

 

［正题名］胡风全集 

［书目卷册］第 7 卷 

［丛书］集外编 

［书目卷册］Ⅲ 

［第一责任人］胡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文选/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胡风 著 

  

 

［正题名］胡风全集 

［书目卷册］第 8 卷 

［丛书］译文 

［第一责任人］胡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译文/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胡风 著 

  

 

［正题名］胡风全集 

［书目卷册］第 9 卷 

［丛书］书信 

［第一责任人］胡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书信/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胡风 著 

  

 

［正题名］胡风全集 

［书目卷册］第 10 卷 

［丛书］日记 

［第一责任人］胡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 

［主题词］日记/作品/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胡风 著 

  

 

［正题名］中外女童教育简史 

［第一责任人］杜学元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女童教育、中国近代女童教育、中国现代女童教育、

外国近代女童教育、外国现代女童教育等。 

［主题词］女性/儿童教育/教育史/世界 

［知识责任］杜学元 著 

  

 

［正题名］陈伯吹评传 

［第一责任人］韩进著 

［出版者］希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传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铅色的童年”、求学之路、教师生涯、上下求索、“儿童之友”、

从海滨到山城、陈伯吹儿童文学观的初步形成等。 

［知识责任］韩进 著 

  

 

［正题名］张天翼评传 



［第一责任人］张锦贻著 

［出版者］希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传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独特的个性气质、独特的创作起步、独特创新意识、独特的新型小说、

独特的儿童视角、独特的批判精神、独特的儿童心怀、独特的儿童情结，论述了我国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张天翼的一生及创作历程。 

［知识责任］张锦贻 著 

  

 

［正题名］顾颉刚学记 

［第一责任人］顾潮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学人学记 

［附注内容］本书收胡适的《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余英时的《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

代史学》、侯仁之的《师承小记——忆我师顾颉刚教授》等 40 多篇文章。 

［知识责任］顾潮 编 

  

 

［正题名］张居正 

［副题名］悬崖之舞 

［第一责任人］王鸿儒著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名相文学传记系列 

［知识责任］王鸿儒 著 

  

 

［正题名］原道 

［书目卷册］第 7 辑 

［第一责任人］陈明主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辑分思想篇、研究篇、评论篇三部分，收录了社会政治儒学的重建——关于

“儒家自由主义”的理论期待，儒家传统与人权，儒家的民本与人权，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

视野——儒家诠释学刍议等篇章。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陈明 主编 

［知识责任］朱汉民 主编 

  

 

［正题名］中国清真女寺史 

［第一责任人］水境君，（英）玛利亚·雅绍克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主题词］伊斯兰教史/中国 

［知识责任］水境君 著 

［知识责任］玛利亚·雅绍克 著 

  

 

［正题名］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第一责任人］（美）朱学渊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世界汉学论丛 

［附注内容］这是一本考辨中国北方民族源流的学术论著。作者运用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从族名、姓氏、地名等关键词语的衍变、解析入手，考察了欧洲Ｍａｇｙａｒ人的远东祖源、

匈人的鲜卑一通古斯族源等重要问题，论述了东西方民 

［主题词］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朱学渊 著 

  

 

［正题名］郭影秋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郭影秋纪念文集》编委会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正题名］胡文杰 

［第一责任人］吴必尧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知识责任］吴必尧 著 

  

 

［正题名］南京大学共产党人 

［副题名］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 

［第一责任人］华彬清，钱树柏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知识责任］华彬清 主编 

［知识责任］钱树柏 主编 

  

 

［正题名］顾毓琇传 

［第一责任人］万国雄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知识责任］万国雄 著 

  

 

［正题名］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 

［第一责任人］罗炳权，王慧君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南京大中学生反歧视反甄审斗争、进步社团是学生运动的基础、

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的斗争、捍卫民族尊严的抗暴运动等。 

［主题词］学生运动/南京市/1945～1949/史料 

［知识责任］罗炳权 主编 

［知识责任］王慧君 主编 

  

 

［正题名］吴健雄传 

［第一责任人］张怀亮编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知识责任］张怀亮 编著 

  

 

［正题名］陆小曼传 

［第一责任人］柴草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知识责任］柴草 著 

  

 

［正题名］《大公报》新论 

［副题名］20 世纪 30 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 

［第一责任人］贾晓慧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社会史丛书 

［附注内容］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 有影响的私营报纸。前

人对它的研究多从政治态度论说，本书作者的研究是把它放在中国人为现代化奋斗的历史主

题中。 

［知识责任］贾晓慧 著 

  

 

［正题名］四海为家 

［副题名］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 

［并列题名］Remembering Kwang-Chih Chang 



［副题名］Archaeologist and Anthropologist 

［第一责任人］三联书店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收 30 余篇纪念文章，它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勾勒了张光直先生的一生，

披露了与他有关的一些少为人知的学界史实。 

  

 

［正题名］日本哲学史 

［第一责任人］朱谦之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哲学史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15 章，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及佛教化时代；封建统治时期的朱子学；

儒学的分化；封建制解体过程中新世界观的萌芽；日本型资产阶级哲学等。 

［主题词］哲学史/日本 

［知识责任］朱谦之 著 

  

 

［正题名］战后中日关系五十年史 

［副题名］1945-1995 

［第一责任人］田桓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1945-1995 

［知识责任］田桓 主编 

  

 

［正题名］中国无神论史资料选编 

［丛书］近代编 

［第一责任人］王友三，顾曼君，马俊南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无神论/中国/近代/文集 

［主题词］无神论/文献/中国/近代/汇编 

［知识责任］王友三 编 

［次知识责任］顾曼君 注 

［次知识责任］马俊南 注 

  

 

［正题名］风雨阴晴 

［副题名］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 

［第一责任人］吴学文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中日关系/史料 

［知识责任］吴学文 著 

  

 

［正题名］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五辑 

［第一责任人］王尧，王启龙主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西藏学/研究/世界/现代/译文 

［知识责任］王尧 主编 

［知识责任］王启龙 主编 

  

 

［正题名］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书目卷册］第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王尧，王启龙主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西藏学/研究/世界/现代/译文 

［知识责任］王尧 主编 

［知识责任］王启龙 主编 

  

 

［正题名］冯玉祥自传 

［书目卷册］2 

［丛书］我的抗战生活 

［第一责任人］冯玉祥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的事实披露了抗战中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具有珍贵的史料和文学

价值。全书以第一人称口述，读来真实生动，朴实无华，振聋发聩，是一部值得阅读和收藏

的好书。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冯玉祥 著 

  

 

［正题名］人文科学引论 

［第一责任人］刘鸿武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 

［知识责任］刘鸿武 著 



  

 

［正题名］柏杨回忆录 

［副题名］看过地狱回来的人 

［第一责任人］柏杨口述 

［译者］周碧瑟执笔 

［出版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系柏杨先生的回忆录，包括家庭、继母、上小学的日子、恶师和初中、轰

轰烈烈的恋爱、大学生活、第一次入狱、十年杂文、重返文坛等内容。 

［知识责任］柏杨 口述 

［次知识责任］周碧瑟 执笔 

  

 

［正题名］金日成与张蔚华 

［第一责任人］吕明辉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知识责任］吕明辉 著 

  

 

［正题名］近代以来中国有影响的安徽人 

［第一责任人］李长华编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1.9 

［主题词］人物/列传/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长华 编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天津名人故居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和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包括军政、经济、教育、文化及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人物一百余人，

并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名人/故居/简介/天津市/近代 

［知识责任］李正中 主编 

  

 

［正题名］李广田评传 

［第一责任人］秦林芳著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对李广田从他的童年时代讲起，到“文革”时期遭受迫害都进行了详



细的叙述，同时对他的作品也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阐发。 

［知识责任］秦林芳 著 

  

 

［正题名］近代天津十大寓公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5 

［丛编题名］近代天津名人丛书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天津/近代 

  

 

［正题名］南京大学百年史 

［第一责任人］王德滋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南京大学的百年历史，包括三江师范学堂至国立东南大学时期

（1902～1927），国立中央大学时期（1927～1949），南京大学时期（1949～2002），金陵大

学（1888～1952）。 

［知识责任］王德滋 主编 

  

 

［正题名］易堂寻踪 

［副题名］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 

［第一责任人］赵圆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寻踪丛书 

［附注内容］“易堂”指生活在明清之际南昌——赣南一带的一个士人群体，本书叙述这些

士人的处境与命运，以及朋友、兄弟、师弟，以至夫妻等关系问题。 

［主题词］士/研究/江西省/明清时代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江西省/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赵园 著 

  

 

［正题名］广州学生运动史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从 1919～1949 年广州的学生运动史，内容包括五四运动与珠江学

潮，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时期的广州学生运动，为国民革命的兴起作出贡献等。 

［主题词］学生运动/广州市/1919～1949/史料 

  



 

［正题名］李公朴传 

［第一责任人］周天度，孙彩霞著 

［出版者］群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李公朴先生的一生，包括家世和青少年时代、留学美国、为抗日救

亡贡献力量、爱国入狱、为实现全民抗战而奋斗等。 

［知识责任］周天度 著 

［知识责任］孙彩霞 著 

  

 

［正题名］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 

［副题名］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 

［第一责任人］刘惠恕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古代儒学”、“宋明理学”、“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的转折”三编共十

章来具体展 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的论述。 

［主题词］政治哲学/发展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惠恕 著 

  

 

［正题名］天津教育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赵宝琪，张凤民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附注内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从“清中期以前的天津古代教育”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各个时期天津的教育发展进程。 

［主题词］教育史/天津市 

［知识责任］赵宝琪 主编 

［知识责任］张凤民 主编 

  

 

［正题名］近代詩鈔 

［书目卷册］壹 

［第一责任人］钱仲联编选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古体诗/中国/近代/选集 

［主题词］近体诗/中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钱仲联 编选 



  

 

［正题名］近代詩鈔 

［书目卷册］贰 

［第一责任人］钱仲联编选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古体诗/中国/近代/选集 

［主题词］近体诗/中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钱仲联 编选 

  

 

［正题名］近代詩鈔 

［书目卷册］叁 

［第一责任人］钱仲联编选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3 

［主题词］古体诗/中国/近代/选集 

［主题词］近体诗/中国/近代/选集 

［知识责任］钱仲联 编选 

  

 

［正题名］《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毛泽东文集》及思想，包括文章 17 篇，包括“《毛泽东文集的意

义》”、“从《毛泽东文集》出齐所想到的”、“毛泽东与先进文化”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正题名］湖南佛教史 

［第一责任人］徐孙铭，王传宗主编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湖湘佛教与湖湘学派，湖湘佛教与道家道教，湖湘佛教与文学艺术，

湖湘佛教与民俗，21 世纪湖湘佛教及其展望等十章内容。 

［主题词］佛教史/湖南省 

［知识责任］徐孙铭 主编 

［知识责任］王传宗 主编 

  

 

［正题名］中国诗歌源流史 

［第一责任人］莫林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主题词］古典诗歌/诗歌史/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莫林虎 著 

  

 

［正题名］厦门解放 

［第一责任人］厦门市档案局（馆）编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解放前夕的局势”、“国民党政府的应对措施”、“人民迎接解放的斗

争”、“解放经过”、“人民政权建设”等八个部分，全面记录了厦门的解放过程。 

  

 

［正题名］左权将军家书 

［第一责任人］左太北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知识责任］左太北 主编 

  

 

［正题名］中日经济、社会、文化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原口俊道，陆留弟，黄泽民主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中日贸易和投资、中日财政和金融、中日企业与流通、中日社会、

中日文化共五编。 

［主题词］经济/对比研究/中国/日本/文集 

［主题词］社会生活/对比研究/中国/日本/文集 

［主题词］比较文化/中国/日本/文集 

［知识责任］原口俊道 主编 

［知识责任］陆留弟 主编 

［知识责任］黄泽民 主编 

  

 

［正题名］太平天国战争全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天平军兴 

［副题名］1850-1853 

［第一责任人］崔之清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新学衡书林 

［附注内容］太平天国战争历时 15 年，波及 18 个省，是中国传统农民战争的高峰。本书运



用清朝原始档案及其它史料，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真实地再现了太平天国战争兴起、强盛、

复振与衰亡的阶段性进程。本卷对太平天国战争在 1850～1853 年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1850～1853 

［知识责任］崔之清 主编 

  

 

［正题名］太平天国战争全史 

［第一责任人］崔之清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战略发展 

［副题名］1853-1856 

［第一责任人］崔之清，严安林，张德顺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新学衡书林 

［附注内容］太平天国战争历时 15 年，波及 18 个省，是中国传统农民战争的高峰。本书运

用清朝原始档案及其它史料，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真实地再现了太平天国战争兴起、强盛、

复振与衰亡的阶段性进程。本卷对太平天国战争在 1850～1853 年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1853～1856 

［知识责任］崔之清 主编 

［知识责任］崔之清 著 

［知识责任］严安林 著 

［知识责任］张德顺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战争全史 

［第一责任人］崔之清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战略相持 

［副题名］1856-1860 

［第一责任人］崔之清，魏莹琮，陈蕴茜，王明前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新学衡书林 

［附注内容］太平天国战争历时 15 年，波及 18 个省，是中国传统农民战争的高峰。本书运

用清朝原始档案及其它史料，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真实地再现了太平天国战争兴起、强盛、

复振与衰亡的阶段性进程。本卷对太平天国战争在 1856～1860 年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1856～1860 

［知识责任］崔之清 主编 

［知识责任］崔之清 著 

［知识责任］魏莹琮 著 

［知识责任］陈蕴茜 著 

［知识责任］王明前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战争全史 

［第一责任人］崔之清，陈蕴茜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天国衰亡 

［副题名］1860-1866 

［第一责任人］陈蕴茜，夏泉，叶青，崔之清，项文惠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新学衡书林 

［附注内容］太平天国战争历时 15 年，波及 18 个省，是中国传统农民战争的高峰。本书运

用清朝原始档案及其它史料，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真实地再现了太平天国战争兴起、强盛、

复振与衰亡的阶段性进程。本卷对太平天国战争在 1860～1866 年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1860～1866 

［知识责任］崔之清 主编 

［知识责任］陈蕴茜 主编 

［知识责任］陈蕴茜 著 

［知识责任］夏泉 著 

［知识责任］叶青 著 

［知识责任］崔之清 著 

［知识责任］项文惠 著 

  

 

［正题名］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书目卷册］2001 

［第一责任人］王贻志，周锦尉主编 

［译者］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所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动态/世界 

［知识责任］王贻志 主编 

［知识责任］周锦尉 主编 

  

 

［正题名］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 

［译者］顾良，施康强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eng 

［主题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布罗代尔 著 

［次知识责任］顾良 译 



［次知识责任］施康强 译 

  

 

［正题名］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 

［译者］顾良，施康强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eng 

［主题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布罗代尔 著 

［次知识责任］顾良 译 

［次知识责任］施康强 译 

  

 

［正题名］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 

［译者］顾良，施康强译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eng 

［主题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布罗代尔 著 

［次知识责任］顾良 译 

［次知识责任］施康强 译 

  

 

［正题名］战败前夕 

［第一责任人］（日）本村英夫著 

［译者］罗萃萃译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知识责任］本村英夫 著 

［次知识责任］罗萃萃 译 

  

 

［正题名］中西政治文化论丛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马德普主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对中国思想研究视角的探索”、“新政治经济学的民主观研究”、

“浅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 ”等文章。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知识责任］马德普 主编 

  

 

［正题名］王国维与罗振玉 

［第一责任人］张连科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分“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奔波生计 求索学海”、“慧眼识才 定交上海”、

“关山阻隔 天各一方”等栏目介绍了王国维和罗振玉的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张连科 著 

  

 

［正题名］旧京述闻 

［第一责任人］姜纬堂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学人心语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北京建城年代之我见、皇帝尊号的由来、北京的胡同、“王府井”

何处寻？宣南与清代文化等。 

［知识责任］姜纬堂 著 

  

 

［正题名］苏共亡党十年祭 

［第一责任人］黄苇町著 

［出版者］江西高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剖析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深刻阐述了保持党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生命线这一重大主题。 

［知识责任］黄苇町 著 

  

 

［正题名］中国商标史话 

［第一责任人］左旭初著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中国商标史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系统介绍我国近代各个时期的商标史料为主，其中包括我国近代各行各

业色彩鲜艳、美观漂亮的商标图样资料。另外还穿插介绍我国近代各行业商标历史简单的发

展过程。 

［主题词］商标/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左旭初 著 

  

 

［正题名］冯玉祥自传 

［书目卷册］1 

［丛书］我的生活 

［第一责任人］冯玉祥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冯玉祥 著 

  

 

［正题名］国际汉学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任继愈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汉学/研究/世界/文集 

［知识责任］任继愈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 

［第一责任人］钟桂松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附注内容］茅盾是一位中国文学巨匠，在 20 世纪的七八十年里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分

支科学——茅盾研究，本书即记述了这些研究的成果。 

［知识责任］钟桂松 著 

  

 

［正题名］金陵大学史 

［第一责任人］张宪文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金陵大学的初创、金陵大学的发展、国民政府时期的金大、金陵大

学文学院、金陵大学理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金大的校风与校园生活、金大的爱国民主运

动、金陵大学的合并与调整。 

［知识责任］张宪文 主编 

  

 

［正题名］骆耕漠集 

［第一责任人］[骆耕漠著] 

［译者］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作者将近 70 年来的主要代表作，包括：早期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的

文章；在新四军时期领导经济工作时的文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参加领导全国经济

工作时的文章；1957 年以来的关于经济现实问题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文章。 

［主题词］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骆耕漠 著 

  

 

［正题名］续西行漫记 

［第一责任人］（美）威尔斯著 

［译者］陶宜，徐复译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外国人笔下的红色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红色中国内幕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前妻。此书是她根据于 1937 年

去延安访问途中及在延安所见所闻写的一部新闻报道性作品。 

［主题词］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史料 

［知识责任］威尔斯 著 

［次知识责任］陶宜 译 

［次知识责任］徐复 译 

  

 

［正题名］中国碑文化 

［第一责任人］金其桢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除了对中国碑文化发展演变作了系统探索阐述和对碑文化的丰富内涵作了

多角度、全方位的透视和剖析外，还注重了中国碑文化对域外的传播与影响。 

［主题词］碑刻/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金其桢 著 

  

 

［正题名］张謇评传 

［第一责任人］卫春回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196 

［附注内容］本书再现了张謇从一个传统士绅向新兴产业阶层转变的过程，突出介绍其在南

通地方所创立的各项 拓性事业。书中还多角度地分析了张謇的思想基础。 

［知识责任］卫春回 著 



［知识责任］章 源 著 

  

 

［正题名］章炳麟评传 

［第一责任人］姜义华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199 

［附注内容］本书从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蜕变与新生这一角度切入，展现了近代中国“有学

问的革命家”章炳麟的一生。 

［知识责任］姜义华 著 

  

 

［正题名］当代安徽简史 

［第一责任人］侯永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从 1949～1995 年间安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光辉

成就，总结了安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知识责任］侯永 主编 

  

 

［正题名］韬奋新论 

［副题名］邹韬奋思想发展历程研究 

［第一责任人］郝丹力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韬奋研究的历史走向、青年韬奋的教育背景及思想特征、职业

教育思想、《生活》周刊时期的思想、民主观研究、 后的归宿。 

［知识责任］郝丹立 著 

  

 

［正题名］老拉萨 

［副题名］圣城暮色 

［第一责任人］马丽华著 

［出版者］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老城市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拉萨城的沧桑旧事，内容包括进入 20 世纪的拉

萨，与过往时代相伴生，世俗百态八廊街，从驻藏大臣衙门到民国历史档案等六部分。 

［主题词］城市史/拉萨/史料 

［知识责任］马丽华 著 

  



 

［正题名］西行漫记 

［第一责任人］（美）埃德加·斯诺著 

［译者］董乐山译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外国人笔下的红色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知识责任］斯诺 著 

［知识责任］Snow 著 

［次知识责任］董乐山 译 

  

 

［正题名］北行漫记 

［第一责任人］（美）福尔曼（Harridon ·Forman）著 

［译者］陶岱译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外国人笔下的红色中国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红色中国报道 

［附注内容］介绍了抗战时期延安、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和军民团结杀

敌的英勇斗争，揭露了日寇的种种暴行。书中还有许多著者采访国共重要军政人物的描写记

述。 

［知识责任］福尔曼 著 

［知识责任］Forman 著 

［次知识责任］陶岱译 译 

  

 

［正题名］在乡村与城市之间 

［副题名］人的城市化史 

［第一责任人］王瑞成著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城市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瑞成 著 

  

 

［正题名］道家文化研究 

［书目卷册］第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陈鼓应主编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玄学与重玄学》专号 

［主题词］道家/文化/研究 



［主题词］玄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陈鼓应 主编 

  

 

［正题名］晚清社会风尚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燕京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19 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导言、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晚清社会风尚的地域差 、晚清

社会风尚的社会群体差 、晚清社会风尚的影响和基本特征。 

［主题词］社会风尚/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孙燕京 著 

  

 

［正题名］浙江太平天国史论考 

［第一责任人］王兴福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太平军经略浙江述评”、“太平军与杭州”、“太平天国革命后浙江

的土地关系”、“浙江太平天国史事杂考两则”等文章。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浙江省 

［知识责任］王兴福 著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壹 

［丛书］要揽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册内容分为功业、事略和年谱部分，以不同的角度详述了曾国藩富有传奇色

彩的一生。功业、事略和年谱三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有侧重点地加以详述。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贰 

［丛书］文集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文集收录了文稿、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和诗词、联语、寿序。从为人、

为官、为将等方面介绍了曾国藩。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叁 

［丛书］奏稿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奏折分为三卷，其内容自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的“遵议大礼疏”起至同治

十一年（1872）正月的“楚岸盐引淮川分界行销折”止，将其一生的奏折进行重新筛选编撰，

将所有重要奏折收录在内。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肆 

［丛书］奏稿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奏折分为三卷，其内容自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的“遵议大礼疏”起至同治

十一年（1872）正月的“楚岸盐引淮川分界行销折”止，将其一生的奏折进行重新筛选编撰，

将所有重要奏折收录在内。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伍 

［丛书］奏稿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奏折分为三卷，其内容自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的“遵议大礼疏”起至同治

十一年（1872）正月的“楚岸盐引淮川分界行销折”止，将其一生的奏折进行重新筛选编撰，

将所有重要奏折收录在内。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陆 

［丛书］批牍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册以时间为顺序收录了曾国藩在各个时期对下属文件的批示。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柒 

［丛书］家书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家书收入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至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给父母、兄弟、

子女等的一千多封家书。其内容十分丰富。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捌 

［丛书］家书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家书收入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至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给父母、兄弟、

子女等的一千多封家书。其内容十分丰富。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玖 

［丛书］家书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家书收入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至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给父母、兄弟、

子女等的一千多封家书。其内容十分丰富。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拾 

［丛书］家书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家书收入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至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给父母、兄弟、

子女等的一千多封家书。其内容十分丰富。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拾壹 

［丛书］书札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书札是曾国藩写给长官、朋友和僚属的私人函件。书信所涉及内容包括官务、

盐政、地方治安、筹饷、国家要政等方方面面。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拾贰 

［丛书］书札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书札是曾国藩写给长官、朋友和僚属的私人函件。书信所涉及内容包括官务、

盐政、地方治安、筹饷、国家要政等方方面面。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拾叁 

［丛书］日记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日记分为四卷，收入了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至同治十一年二月的日记(中间至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底因故停止)。日记反映了曾国藩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修身治学等方

面的丰富内容。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拾肆 

［丛书］日记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日记分为四卷，收入了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至同治十一年二月的日记(中间至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底因故停止)。日记反映了曾国藩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修身治学等方

面的丰富内容。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拾伍 

［丛书］日记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日记分为四卷，收入了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至同治十一年二月的日记(中间至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底因故停止)。日记反映了曾国藩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修身治学等方

面的丰富内容。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曾国藩全集 

［书目卷册］典藏本之拾陆 

［丛书］日记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曾国藩著] 

［译者］（清）李瀚章编撰 

［译者］（清）李鸿章校勘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日记分为四卷，收入了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至同治十一年二月的日记(中间至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底因故停止)。日记反映了曾国藩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修身治学等方

面的丰富内容。 

［知识责任］曾国藩 著 

［次知识责任］李瀚章 编撰 

［次知识责任］李鸿章 校勘 

  

 

［正题名］肖劲光大将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编辑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从青少年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岁月里、在解放战争战场

上、领导创建人民海军、致力于海军全面建设等十个部分，以大量的图片资料记录了肖劲光

一生的军事实践活动。 

  

 

［正题名］罗荣桓元帅 

［副题名］诞辰一百周年纪念（1902～2002） 

［副题名］[摄影集] 

［第一责任人］罗东进主编 

［出版者］长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在罗荣桓元帅诞辰 100 周年之际，作者从罗荣桓元帅生前的照片中精选了 300

余幅，配以纪念他 90 周年诞辰和以人民解放军为题材的邮票，编辑出版了这本摄影集。 

［知识责任］罗东进 主编 

  

 

［正题名］老洋人镜头下的旧中国剪影 

［副题名］［中日文本］ 

［第一责任人］佚名编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老照片 147 张，大部分是在北京拍摄的，其次是东北、天津，还有长

江流域的三峡，重庆、成都、武汉、杭州等地，记录了中国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 

［知识责任］佚名 编著 

  

 

［正题名］中国人名 称大辞典 

［丛书］综合卷 

［第一责任人］尚恒元，孙安邦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对我国的人名 称进行了收集和整理，上起远古，下迄 1949 年逝世者，

共收录了约五万人，各类人名 称近十万条，体例完备、检索方便。 

［主题词］历史人物/别称/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尚恒元 主编 

［知识责任］孙安邦 主编 

  

 

［正题名］中国人名 称大辞典 

［丛书］检索卷 

［第一责任人］尚恒元，孙安邦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人名 称大辞典的检索卷，包括人名首字笔画表、 称索引、外文

称以及重要参考书目等。 

［主题词］历史人物/别称/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尚恒元 主编 

［知识责任］孙安邦 主编 

  

 

［正题名］民国人物写真 

［副题名］图集 

［第一责任人］单正平撰 

［译者］钟年仁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老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民国时期的政界、教育界、艺术界等的知名人物照片近 240 余幅。 

［主题词］历史人物/中国/民国/摄影集 

［知识责任］单正平 撰 

［次知识责任］钟年仁 编 

  

 

［正题名］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 



［副题名］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译编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通商口岸/经济史/史料/宁波市/近代 

［主题词］通商口岸/经济史/史料/温州市/近代 

［主题词］通商口岸/经济史/史料/杭州市/近代 

  

 

［正题名］咸丰钱的版式系列 

［副题名］自藏自拓咸丰钱集 

［第一责任人］齐宗佑编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中国钱币丛书 cgrs225h 甲种本 5cgrs225f 戴志强主编 

［主题词］货币/历史/中国/清代/图录 

［主题词］古钱（考古）/收藏/中国/清代/图录 

［知识责任］齐宗佑 编著 

  

 

［正题名］中国城市地图集 

［第一责任人］成都地图出版社编 

［出版者］成都地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城市图/地图集/中国 

  

 

［正题名］中国人口史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隋唐五代时期 

［第一责任人］冻国栋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地讨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户口统计与籍账制度、著籍户口的变化过程

与各主要时段户口变动的特点、人口的分布和不同人户的迁移背景，以及人口的家庭规模结

构和城乡结构、职业结构等问题，并对隋唐五代人口现象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隋唐时代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知识责任］葛剑雄 主编 

［知识责任］冻国栋 著 

  

 

［正题名］漢籍善本考 



［第一责任人］（日）岛田翰撰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经籍/考证 

［知识责任］岛田翰 撰 

  

 

［正题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第一责任人］（清）弘昼等编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辑录了除清代皇室爱新觉罗氏以外的满洲姓氏，以及归顺爱新觉罗氏的时

间、原籍何地、官阶及勋绩情况，共录姓氏 1114 个，立传者 2240 人，附载者 7178 人。 

［主题词］满族/氏族谱系 

［主题词］八旗制度 

［知识责任］弘昼 编 

  

 

［正题名］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一责任人］卢嘉锡总主编 

［丛书］水利卷 

［第一责任人］周魁一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水利科技史专著，以水利科技为主要内容，范围涉及

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领域。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主题词］水利史/中国 

［知识责任］卢嘉锡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魁一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金银币图典 

［并列题名］A Catalogue of Modern Chinese Gold and Silver Coins 

［第一责任人］李晓萍编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简要介绍中国近代金银币发展的概况，重点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各种金银币

的制造年、背景资料、图案、重量、尺寸、成色、等级、收藏等。 

［主题词］黄金/金属货币/中国/近代/图谱 

［主题词］银/金属货币/中国/近代/图谱 

［知识责任］李晓萍 编著 

  

 



［正题名］文史 

［书目卷册］总第五十九辑 

［书目卷册］2002 年第 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民国广东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 

［出版者］羊城晚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民国广东大事记》主要反映了广东省长达 38 年的历史情况，内容涵盖了政治、

军事、经济诸方面，这对研究广东民国史起到了进一步的推进作用。 

［主题词］地方史/大事记/广东省/民国 

  

 

［正题名］清华园日记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出版者］辽宁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正题名］京派海派综论 

［副题名］图志本 

［第一责任人］杨义著 

［译者］郭晓鸿辑图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下编“北京

上海人生色彩”。 

［主题词］文学流派/研究/北京市/现代 

［主题词］文学流派/研究/上海市/现代 

［知识责任］杨义 著 

［次知识责任］郭晓鸿 辑图 

  

 

［正题名］大前门外 

［副题名］[中英文本] 

［并列题名］Outside the Front Gate 

［第一责任人］杨信[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老北京风情系列彩铅画 3 

［附注内容］本画集描绘旧京南城天桥、大珊栏地区风貌和文化。作品 110 幅。 

［主题词］中国画/风俗画/中国/现代/画册 

［知识责任］杨信 著 

  

 

［正题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发掘与考证 

［第一责任人］朱成山主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部分，记载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史学考证，

史学、医学、法医学、考古学专家对该遗址的原始地貌、掩埋范围、遗骨情况及其性质、年

代等情况进行的多学科科学考证、鉴定和保护等内容。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研究 

［主题词］南京大屠杀(1937)/遗址/考古发掘 

［知识责任］朱成山 主编 

  

 

［正题名］晚清經世實學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黄长义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文库 史丛 8 

［附注内容］经世主义是中国学术自先秦至晚清的贯穿性线索，经世实学成为中国学术从古

典形态向近代形态转换的重要桥梁，本书关注晚清的经世实学，探讨了道咸、同光时期各流

派的实学思想、观念、史学以及经世实践，对晚清经世实学进行了价值重估。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冯天瑜 著 

［知识责任］黄长义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方志学 

［第一责任人］许卫平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分五章，内容包括：导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民国时期的方志学、近代

方志学家及其成就择述、中国近代方志资料的研究与利用。 

［主题词］方志学/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许卫平 著 

  

 

［正题名］域外中国学十论 

［第一责任人］葛兆光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名家专题精讲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评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九十年

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日本的中国道教史研究印象记等。 

［主题词］汉学/研究/外国 

［知识责任］葛兆光 著 

  

 

［正题名］陈光甫日记 

［第一责任人］邢建榕，李培德编注 

［译者］上海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上海市档案史料丛编 

［知识责任］邢建榕 编注 

［知识责任］李培德 编注 

  

 

［正题名］“洋娱乐”的流入 

［副题名］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 

［第一责任人］高福进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主题词］文娱活动/文化史/上海/近代 

［知识责任］高福进 著 

  

 

［正题名］海上新剧潮 

［副题名］中国话剧的绚丽起点 

［第一责任人］黄飚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主题词］话剧/戏剧史/上海市 

［知识责任］黄飚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碧波，董国尧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对我国三北边疆古代民族、古代文化作了深入地挖掘与论述，并雄辩地论

证了三北边疆古代民族以及这些古族、古文化是中华历史、中华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题词］民族文化/文化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碧波 主编 

［知识责任］董国尧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碧波，董国尧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8 

［附注内容］本书对我国三北边疆古代民族、古代文化作了深入地挖掘与论述，并雄辩地论

证了三北边疆古代民族以及这些古族、古文化是中华历史、中华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题词］民族文化/文化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碧波 主编 

［知识责任］董国尧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第一责任人］吴怀祺主编 

［丛书］清代卷 

［第一责任人］王记录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顾祖禹、戴震、王鸣盛、赵翼、钱大昕、

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人的史学思想。 

［主题词］史学史/思想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吴怀祺 主编 

［知识责任］王记录 著 

  

 

［正题名］中国全国性社会团体名录 

［第一责任人］李本公主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社会团体/中国/名录 

［知识责任］李本公 主编 

  

 

［正题名］任弼时研究述评 

［第一责任人］蔡庆新，吕小蓟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蔡庆新 主编 

［知识责任］吕小蓟 主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雁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主题词］外交史/研究/中国/1937-1945 

［知识责任］陈雁 著 

  

 

［正题名］晚清报业史 

［第一责任人］陈玉申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分为七章，以报业发展为经，以时代背景为纬，对晚清报业的创兴、

演进与影响，作全面的考察与研讨。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陈玉申 著 

  

 

［正题名］中国護照 

［第一责任人］范振水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叙述中国护照发展演变的历史著作。作者以生动活泼的笔法详细介

绍了中国护照从古至今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 

［主题词］出入境管理/历史/中国 

［主题词］出入境管理/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范振水 著 

  

 

［正题名］国家与学术 

［副题名］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 

［第一责任人］罗志田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从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论 始，到新文化运动

时的整理国故、再到北伐前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大讨论，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

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的发展演化进程，其 显著的主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

关系。 

［主题词］国学/研究 



［知识责任］罗志田 著 

  

 

［正题名］殖民主义史 

［丛书］总论卷 

［第一责任人］高岱，郑家馨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把殖民主义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中，

去阐明“中心”国家的发达与“外围”国家的不发达的关系。 

［主题词］殖民主义/历史/世界 

［知识责任］高岱 著 

［知识责任］郑家馨 著 

  

 

［正题名］台湾巡抚刘铭传 

［第一责任人］王明皓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王明皓 著 

  

 

［正题名］与时俱进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副题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2002 

［并列题名］China 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rences Develop with Times 

［副题名］China Forum o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第一责任人］纪宝成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社会科学/科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纪宝成 主编 

  

 

［正题名］中华第一奇人 

［副题名］张静江传 

［第一责任人］潘荣琨，林牧夫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附注内容］本书是二十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中华

第一奇人”张静江的传记小说。 

［知识责任］潘荣琨 著 

［知识责任］林牧夫 著 

  

 



［正题名］书生本色 

［副题名］胡适传 

［第一责任人］朱晓江著 

［出版者］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朱晓江 著 

  

 

［正题名］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建华著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从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了近代以来俄国历史的发展。全书包括俄国现代化

道路的历史重负，俄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轨迹，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俄国

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轨迹，知识分子与俄国现代化道路选择，对俄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等

内容。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俄罗斯 

［知识责任］张建华 著 

  

 

［正题名］前苏联俄罗斯出版管理研究 

［第一责任人］余敏主编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全书分为研究报告和附录两部分。研究报告包括：前苏联出版管理体制的变迁；

俄罗斯出版业的发展与变化；几点启示三部分。附录包括：法律法规、出版统计、研究资料。 

［主题词］出版工作/研究/苏联 

［主题词］出版工作/研究/俄罗斯 

［知识责任］余敏 主编 

  

 

［正题名］脊梁 

［副题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第一责任人］祁淑英，魏根发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文学传记丛书 海外归国科学家的故事 

［知识责任］祁淑英 著 

［知识责任］魏根发 著 

  

 

［正题名］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道阔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红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红二方面军的征战军史，包括革命高潮、南征之旅、“罢龙”、雄兵

战将、湘龙赣虎、湘东屏障、彻底革命、三千里征战、转折、春信风、铁流、绝处逢生十三

章。 

［主题词］红二方面军/史料 

［知识责任］陈道阔 著 

  

 

［正题名］臺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之研討 

［第一责任人］殷章甫撰 

 

［正题名］都市平均地權實施績效之評估 

［第一责任人］陳郁芬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1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土地问题/史料 

［主题词］农村改良运动 

［知识责任］殷章甫 撰 

［知识责任］陈郁芬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高雄縣土地所有權分配調查研究 

［第一责任人］劉干雲撰 

 

［正题名］新竹縣地權異動調查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陳國棟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2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土地改革/史料 

［主题词］农村改良运动 

［知识责任］刘干云 撰 

［知识责任］陈国栋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土地徵收之比較研究 



［第一责任人］涂義光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3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土地改革/史料 

［主题词］土地政策/比较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涂义光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土地征收與補償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趙達文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4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土地改革/史料 

［主题词］土地政策 

［主题词］土地补偿费 

［知识责任］赵达文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灣都市計劃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黃志偉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5 

［主题词］城市建设/土地利用/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公用事业/基础设施 

［知识责任］黄志伟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中縣減租後糾紛案件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金湘泉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6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地租/矛盾 

［主题词］土地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金湘泉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桃園縣地價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杏泉撰 

 

［正题名］台中市近十年來地價變動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姜濤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7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土地问题/史料 

［主题词］地价 

［知识责任］王杏泉 撰 

［知识责任］姜涛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灣省三年來地價變動因素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侯鈞撰 

 

［正题名］台灣農地規定地價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陳聰周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8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土地问题/史料 

［主题词］地价 

［知识责任］侯钧 撰 

［知识责任］陈聪周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苗栗雲林二縣農地地價研究 

［第一责任人］施行諒撰 

 

［正题名］台北縣農地價格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楊蔭華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9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土地问题/史料 

［主题词］地价 

［知识责任］施行谅 撰 

［知识责任］杨荫华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北市地價問題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林中森撰 

 

［正题名］台北市土地公告現值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吳村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10 

［主题词］土地问题/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城市建设/土地利用 

［主题词］地价 

［知识责任］林中森 撰 

［知识责任］吴村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灣都市土地規定地價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汪孝先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11 

［主题词］地价/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土地问题 

［知识责任］汪孝先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灣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鄭宏南撰 

 

［正题名］台灣田賦制度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梁義文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12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税收收入 



［主题词］地价 

［知识责任］郑宏南 撰 

［知识责任］梁义文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灣田賦改課地價稅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單光義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13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地价 

［主题词］税收收入 

［知识责任］单光义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北市空地課稅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林肇家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14 

［主题词］城市建设/土地利用/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税收收入 

［知识责任］林肇家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工程受益費之理論與實務 

［第一责任人］林祖郁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15 

［主题词］城市建设/土地利用/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税收收入 

［知识责任］林祖郁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土地增值稅問題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黃榮長撰 

 

［正题名］高雄縣農家負擔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洪鐘毓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16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土地问题/史料 

［主题词］税收收入 

［主题词］农民/生活 

［知识责任］黄荣长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灣土地銀行推行土地金融業務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紀偉撰 

 

［正题名］不動產抵押貸款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陳金錱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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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土地问题/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农村/生活 

［主题词］农业经济/经济发展 

［知识责任］江启勋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灣地區現階段工業區開發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褚明典撰 

 

［正题名］台灣工業用地之分析研究 

［第一责任人］宋清泉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43 

［主题词］土地问题/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工业区/区域规划 

［知识责任］褚明典 撰 

［知识责任］宋清泉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灣觀光資源開發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張軍堂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44 

［主题词］土地问题/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旅游业/资源利用 

［知识责任］张军堂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灣土地登記之研討 

［第一责任人］陳志熹撰 

 

［正题名］台灣土地權利變更之研討 

［第一责任人］劉金標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45 

［主题词］土地问题/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土地所有权/土地登记 

［主题词］土地转让 

［知识责任］陈志熹 撰 

［知识责任］刘金標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灣土地登記業務簡化問題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謝福來撰 

 

［正题名］台灣未登記土地清理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瑞棟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46 

［主题词］土地问题/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土地登记 

［知识责任］谢福来 撰 

［知识责任］王瑞栋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土地登記與強制執行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吳明鴻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47 

［主题词］土地问题/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土地登记 

［知识责任］吴明鸿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灣公有土地管理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吳火焜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48 

［主题词］土地问题/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公用地/土地管理 

［知识责任］吴火焜撰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土地行政機關組織改進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楊祖憲撰 

 

［正题名］我國地籍制度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張元旭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49 

［主题词］土地问题/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土地管理/组织机构 

［主题词］地籍 

［知识责任］杨祖宪 撰 

［知识责任］张元旭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台灣建築改良物登記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陳櫻鶯撰 

 

［正题名］不動產服務制度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謝吉欽撰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年六月[1981.6] 

［丛编题名］中國地政研究所叢刊 臺灣土地及農業問題資料 cgrs225f 蕭錚主編 50 

［主题词］土地问题/经济史/中国/台湾/史料 

［主题词］建筑物/改建 

［主题词］不动产/管理 

［知识责任］陈樱莺 撰 

［知识责任］谢吉钦 撰 

［次知识责任］萧铮 主编 



  

 

［正题名］轉變中的中英關係 

［第一责任人］閻沁恆著 

［出版者］稻鄉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 88 年 3 月[1999.3] 

［丛编题名］史學叢書系列 L035 

［主题词］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阎沁恒 著 

  

 

［正题名］排外與中國政治 

［第一责任人］廖光生著 

［出版者］三民書局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七年五月[1988.5] 

［主题词］对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 

［主题词］政治/情况/中国 

［知识责任］廖光生 著 

  

 

［正题名］中日關係史 

［第一责任人］鄭梁生著 

［出版者］五南書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郑梁生 著 

  

 

［正题名］百年家族 

［副题名］張學良 

［第一责任人］李翠蓮著 

［出版者］力绪文化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7 月[2001.7] 

［丛编题名］新世紀叢書 

［主题词］军事人物/家族/传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翠莲 著 

  

 

［正题名］中央社的故事 

［副题名］民國二十一年至六十一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周培敬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民國 80 年[1991] 



［丛编题名］三民叢刊 11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化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通讯社/民国 

［知识责任］周培敬 著 

  

 

［正题名］中央社的故事 

［副题名］民國二十一年至六十一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周培敬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民國 80 年[1991] 

［丛编题名］三民叢刊 12 

［主题词］新闻工作/文化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通讯社/民国 

［知识责任］周培敬 著 

  

 

［正题名］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书目卷册］第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 8 月[1999.8]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资料 

  

 

［正题名］近代中國女權論述 

［副题名］國族、翻譯与性別政治 

［第一责任人］劉人鵬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0.2 

［主题词］妇女运动/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人鹏 著 

  

 

［正题名］臺灣鐵路蒸汽火車 

［第一责任人］蘇昭旭著 

［出版者］人人月历 

［出版日期］2000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苏昭旭 著 

  

 

［正题名］‘甌駱’話精解 



［第一责任人］黃博全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龍圖騰與複音語研究 cgrs225h 系列三 

［主题词］闽南语/研究 

［知识责任］黄博全 著 

  

 

［正题名］臺灣史地新考 

［第一责任人］黃博全著 

［出版者］龙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龍圖騰與複音語研究 cgrs225h 系列四 

［主题词］历史地理/中国 

［主题词］历史地名/考证/台湾 

［知识责任］黄博全著 著 

  

 

［正题名］不思量自難忘 

［副题名］胡適給韋蓮司的信 

［第一责任人］[胡適著 

［译者］周質平编译 

［出版者］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集胡适致韦莲司函电、明信片 175 件， 早的一件是 1914 年 11 月 2

日， 后一件是 1961 年 4 月 23 日。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周质平 编译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书目卷册］十三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十一月[1989.11]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书目卷册］十四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十一月[1992.11]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书目卷册］十五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四月[1993.4]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书目卷册］十六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十二月[1994.12]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书目卷册］十七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五月[1995.5]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书目卷册］十八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1996.12]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书目卷册］十九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八月[1997.8]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陳果夫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陳果夫著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政治經濟 

［译者］陳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0 月[1991.10] 

［主题词］政治/经济/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陈果夫 著 

  

 

［正题名］陳果夫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陳果夫著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礼俗 

［书目卷册］上 

［译者］陳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0 月[1991.10]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陈果夫 著 

  

 

［正题名］陳果夫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陳果夫著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礼俗 

［书目卷册］下 

［译者］陳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0 月[1991.10] 

［主题词］风俗习惯/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陈果夫 著 

  

 

［正题名］陳果夫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陳果夫著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生活回忆 

［译者］陳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0 月[1991.10] 

［知识责任］陈果夫 著 

  

 

［正题名］陳果夫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陳果夫著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医药卫生 

［书目卷册］上 

［译者］陳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0 月[1991.10] 

［主题词］医疗保健事业/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果夫 著 

  

 

［正题名］陳果夫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陳果夫著 

［书目卷册］第七册 

［丛书］医药卫生 

［书目卷册］下 

［译者］陳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0 月[1991.10] 

［主题词］医疗保健事业/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果夫 著 

  

 

［正题名］陳果夫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陳果夫著 

［书目卷册］第八册 

［丛书］杂著 

［书目卷册］上 

［译者］陳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0 月[1991.10] 

［知识责任］陈果夫 著 

  

 

［正题名］陳果夫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陳果夫著 

［书目卷册］第九册 

［丛书］杂著 

［书目卷册］中 

［译者］陳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0 月[1991.10] 

［知识责任］陈果夫 著 

  



 

［正题名］陳果夫先生全集 

［第一责任人］陳果夫著 

［书目卷册］第十册 

［丛书］杂著 

［书目卷册］下 

［译者］陳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编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10 月[1991.10] 

［知识责任］陈果夫 著 

  

 

［正题名］新政·變法 

［第一责任人］翁同龢原著 

［译者］翁萬戈辑 

［出版者］艺文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八月[1998.8] 

［丛编题名］翁同龢文獻叢編 cgrs225h 之一 

［主题词］戊戌变法/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翁同龢 原著 

［次知识责任］翁万戈 辑 

  

 

［正题名］内政·宫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翁同龢原著 

［译者］翁萬戈辑 

［出版者］艺文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翁同龢文獻叢編 cgrs225h 之三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近代/史料 

［主题词］皇室/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翁同龢 原著 

［次知识责任］翁万戈 辑 

  

 

［正题名］考試·國子監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翁同龢原著 

［译者］翁萬戈辑 

［出版者］艺文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一月[1999.11] 

［丛编题名］翁同龢文獻叢編 cgrs225h 之二 

［主题词］科举考试/文化史/中国/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学 

［知识责任］翁同龢 原著 

［次知识责任］翁万戈 辑 

  

 

［正题名］内政·宫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翁同龢原著 

［译者］翁萬戈辑 

［出版者］艺文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翁同龢文獻叢編 cgrs225h 之三 

［主题词］财政/经济史/中国/近代/史料 

［主题词］皇室/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翁同龢 原著 

［次知识责任］翁万戈 辑 

  

 

［正题名］考試·國子監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翁同龢原著 

［译者］翁萬戈辑 

［出版者］艺文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一月[1999.11] 

［丛编题名］翁同龢文獻叢編 cgrs225h 之二 

［主题词］科举考试/文化史/中国/近代/史料 

［主题词］国学 

［知识责任］翁同龢 原著 

［次知识责任］翁万戈 辑 

  

 

［正题名］擁抱臺灣 

［副题名］百張圖片看現代台灣 

［第一责任人］卜华志等摄影 

［译者］张静茹撰文 

［出版者］光华画报杂志社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2 月[2000.2] 

［丛编题名］光華畫報雜志叢書 26 

［主题词］摄影集/中国/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卜华志 摄影 

［知识责任］邱瑞金 摄影 

［知识责任］薛继光 摄影 

［知识责任］张良纲 摄影 

［次知识责任］张静茹 撰文 



  

 

［正题名］超越西潮 

［副题名］胡適與中國傳統 

［第一责任人］周昌龍著 

［出版者］台湾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1.3 

［主题词］哲学思想/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昌龙 著 

  

 

［正题名］臺灣史 

［第一责任人］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 

［出版者］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台湾/地方史/中国 

［知识责任］黄秀政 著 

［知识责任］张胜彥 著 

［知识责任］吴文星 著 

  

 

［正题名］台灣百年糖記 

［并列题名］Story of Taiwan cane sugar 

［第一责任人］楊彥騏著 

［出版者］猫头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丛编题名］發現台灣系列 3 

［主题词］制糖工业/经济史/中国/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杨彦骐 著 

  

 

［正题名］台灣農村一百年 

［副题名］農村生活與文化百年滄桑史 

［第一责任人］康原著 

［出版者］晨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丛编题名］台灣歷史館 8 

［主题词］农村社会学/文化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康原 著 

  

 

［正题名］霧社事件 

［副题名］台灣人的集體記憶 

［第一责任人］Yabu Syat，許世楷，施正鋒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前偉政經文庫 7 

［主题词］高山族/抗日斗争/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许世楷 著 

［知识责任］Yabu Syat 著 

［知识责任］施正锋 著 

  

 

［正题名］東亞近代史 

［副题名］近代中國與日本的傳統現代化 

［第一责任人］李恭蔚编著 

［出版者］春辉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 3 月[2000.3]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 

［主题词］近代史/日本 

［知识责任］李恭蔚 编著 

  

 

［正题名］清代西北回民事變 

［第一责任人］张中復著 

［出版者］联经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中国民族起义/回族/西北地区/清代 

［知识责任］张中复 著 

  

 

［正题名］抗戰時期陸軍服制裝備 1931-1945 

［第一责任人］腾昕雲编著绘图 

［出版者］老战友工作室/军事文粹部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4 月[2001.4] 

［丛编题名］國魂系列 2 

［主题词］陆军/装具/中国/1931-1945 

［主题词］军需勤务/抗日战争 

［知识责任］腾昕云 编著绘图 

  

 

［正题名］中國軍魂 

［副题名］孫立人将軍鳳山練軍實錄 

［第一责任人］孫立人讲述 

［译者］沈敬庸编辑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二年一月[1993.1]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资料 



［知识责任］孙立人 讲述 

［次知识责任］沈敬庸 编辑 

  

 

［正题名］莊存與年譜 

［第一责任人］湯志鈞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0.8 

［知识责任］汤志钧 著 

  

 

［正题名］王北方傳 

［副题名］河南革命軍先導 

［第一责任人］程玉鳳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6.11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程玉凤 著 

  

 

［正题名］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 

［第一责任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编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四月[1990.4] 

［丛编题名］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主题词］新文学运动/文学史/中国/民国/文集 

  

 

［正题名］晚唐的社會與文化 

［第一责任人］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编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九月[1990.9] 

［主题词］文化社会学/古代史/中国/唐代 

  

 

［正题名］近代曲學二家研究 

［副题名］吳梅、王季烈 

［第一责任人］蔡孟珍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九月[1993.9] 

［丛编题名］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主题词］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蔡孟珍 著 

  



 

［正题名］中法越南交涉史 

［第一责任人］劉伯奎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六十一年一月[1980.1]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中法战争(1883-1885)/近代史/史料 

［主题词］中法关系/近代史 

［主题词］中越关系/近代史 

［知识责任］刘伯奎 著 

  

 

［正题名］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 

［第一责任人］蘇精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文獻學叢刊 

［主题词］基督教/传教事业 

［主题词］出版者/文化史/中国 

［主题词］印刷/技术/中国 

［知识责任］苏精 著 

  

 

［正题名］介石先生思想與宋明理學 

［第一责任人］周伯達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濱聞哲學集刊 cgrs225h 之六 

［主题词］政治家/哲学思想/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伯达 著 

  

 

［正题名］中山先生思想與中華道統 

［第一责任人］周伯達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1999.4 

［丛编题名］濱聞哲學集刊 cgrs225h 之七 

［主题词］政治家/哲学思想/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伯达 著 

  

 

［正题名］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 

［第一责任人］蔡仁厚撰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二月[1996.2] 

［主题词］哲学家/中国/人物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蔡仁厚 撰 

  

 

［正题名］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 

［副题名］1950-2000 

［第一责任人］龔鵬程主编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臺灣學生書局四十週年紀念叢書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龚鹏程 著 

  

 

［正题名］西洋圖書館史 

［第一责任人］詹森著 

［译者］尹定國译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四年三月[1985.3] 

［丛编题名］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叢書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文化史/世界 

［知识责任］詹森 著 

［知识责任］Johnson 

［次知识责任］尹定國 译 

  

 

［正题名］唐君毅全集 

［书目卷册］卷二十七 

［丛书］日記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七月[1988.7] 

［主题词］哲学思想/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正题名］唐君毅全集 

［书目卷册］卷二十八 

［丛书］日記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七年七月[1988.7] 

［主题词］哲学思想/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正题名］唐君毅全集 

［书目卷册］卷二十六 

［丛书］書簡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1990] 

［主题词］哲学思想/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正题名］唐君毅全集 

［书目卷册］卷二十九 

［丛书］年譜 

［丛书］著述年表 

［丛书］先人著述 

［第一责任人］唐君毅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九年[1990] 

［主题词］哲学思想/文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唐君毅 著 

  

 

［正题名］胡適英文文存 

［并列题名］A Colle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1912-1932 

［第一责任人］周質平编 

［并列题名］eng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5 

［知识责任］周质平 编 

  

 

［正题名］胡適英文文存 

［并列题名］A Colle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1913-1942 

［第一责任人］周質平编 

［并列题名］eng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5 

［知识责任］周质平 编 

  

 

［正题名］胡適英文文存 

［并列题名］A Colletion of Hu Shih's English writings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1943-1961 

［第一责任人］周質平编 

［并列题名］eng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5 

［知识责任］周质平 编 

  

 

［正题名］回顧錄 

［书目卷册］㈠ 

［第一责任人］鄒魯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4 月[1991.4] 

［丛编题名］三民文库 193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邹鲁 著 

  

 

［正题名］回顧錄 

［书目卷册］㈡ 

［第一责任人］鄒魯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4 月[1991.4] 

［丛编题名］三民文库 193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邹鲁 著 

  

 

［正题名］回顧錄 

［书目卷册］㈢ 

［第一责任人］鄒魯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4 月[1991.4] 

［丛编题名］三民文库 193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邹鲁 著 

  

 

［正题名］回顧錄 

［书目卷册］㈣ 

［第一责任人］鄒魯著 

［出版者］三民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 80 年 4 月[1991.4] 

［丛编题名］三民文库 193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邹鲁 著 

  

 

［正题名］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 

［第一责任人］羅志田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一月[1998.1] 

［丛编题名］滄海叢刊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罗志田 著 

  

 

［正题名］臺灣人口與社會發展 

［第一责任人］李文朗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一月[1992.1] 

［丛编题名］滄海叢刊 

［主题词］人口/社会学/中国/台湾 

［主题词］经济发展/关系/人口 

［知识责任］李文朗 著 

  

 

［正题名］解嚴前後的人文觀察 

［第一责任人］蔡源煌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9.1 

［丛编题名］本土與世界 

［主题词］杂文/社会科学/中国/台湾/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蔡源煌 著 

  

 



［正题名］蔡孑民先生元培年譜 

［第一责任人］孫常煒著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7.4 

［丛编题名］本土與世界叢書 

［主题词］教育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孙常炜 著 

  

 

［正题名］轉變中的共黨世界 

［第一责任人］周陽山 

［出版者］远流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1.1 

［丛编题名］比較社會主義叢書 

［主题词］共产党/发展史/世界/当代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周阳山 著 

  

 

［正题名］清代官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古鴻廷著 

［译者］國立編譯館編 

［出版者］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 6 月[1999.6] 

［丛编题名］人文社會科學叢書 

［主题词］官制/政治体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古鸿廷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美術史 

［副题名］1911-1949 

［第一责任人］阮榮春，胡光華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美术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阮荣春 著 

［知识责任］胡光华 著 

  

 

［正题名］陳君葆日記 

［书目卷册］上 

［丛书］1933 年—1940 年 

［第一责任人］陳君葆著 

［译者］謝榮滾編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日记/史料/中国/香港/近代 

［知识责任］陈君葆 著 

［次知识责任］谢荣滚 编 

  

 

［正题名］陳君葆日記 

［书目卷册］下 

［丛书］1941 年—1949 年 

［第一责任人］陳君葆著 

［译者］謝榮滾編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日记/史料/中国/香港/近代 

［知识责任］陈君葆 著 

［次知识责任］谢荣滚 编 

  

 

［正题名］早期中國物理發展的回憶 

［第一责任人］吳大猷述 

［译者］黃偉彥、葉銘漢、戴念祖整理 

［译者］吳大猷學術基金會編輯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1.4 

［主题词］物理学家/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物理学史/自然科学史/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吴大猷 著 

［次知识责任］黄伟彦 整理 

［次知识责任］叶铭汉 整理 

［次知识责任］戴念祖 整理 

  

 

［正题名］中華公路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周一士编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三年七月[1984.7] 

［丛编题名］中華科學技藝史叢書 

［主题词］公路运输/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周一士 编著 

  

 

［正题名］中華公路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胡美璜、楊廷英、石中光编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三年七月[1984.7] 

［丛编题名］中華科學技藝史叢書 

［主题词］公路运输/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胡美璜 编著 

［知识责任］杨廷英 编著 

［知识责任］石中光 编著 

  

 

［正题名］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陳永發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 近二百年中國史 cgrs225h3 

［主题词］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永发 著 

  

 

［正题名］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陳永發著 

［出版者］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 近二百年中國史 cgrs225h3 

［主题词］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永发 著 

  

 

［正题名］台灣史 100 件大事 

［书目卷册］上 

［丛书］戰前篇 

［第一责任人］李筱峰著 

［出版者］玉山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影像·台灣 31 

［主题词］台湾/地方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筱峰 著 

  

 

［正题名］台灣史 100 件大事 

［书目卷册］下 



［丛书］戰後篇 

［第一责任人］李筱峰著 

［出版者］玉山社 

［出版日期］1999.10 

［丛编题名］影像·台灣 31 

［主题词］台湾/地方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筱峰 著 

  

 

［正题名］第三届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三月[1996.3]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正题名］第三届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三月[1996.3]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文集 

  

 

［正题名］近代中國婦女史日文資料目錄 

［第一责任人］藤井志津枝主編 

［译者］張李曉娟、楊靜芬助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十月[1995.10]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目錄匯編 7 

［主题词］妇女/生活方式/中国/近代/图书目录 

［主题词］日语/图书目录 

［知识责任］藤井志津枝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李晓娟 助编 

［次知识责任］杨静芬 助编 

  

 

［正题名］館藏臺灣文獻期刊論文索引 

［丛书］清末至民国三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编 

［出版者］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六月[1995.6] 

［主题词］索引/期刊目录/台湾/近代 



［主题词］连续出版物/图书馆目录/台湾 

  

 

［正题名］館藏臺灣文獻期刊論文索引 

［丛书］民国四十年-至民国四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编 

［出版者］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六月[1996.6] 

［主题词］索引/期刊目录/台湾/近代 

［主题词］连续出版物/图书馆目录/台湾 

  

 

［正题名］失落的大漠中隊 

［副题名］中華民國空軍的中東秘密任務 

［第一责任人］羅添斌著 

［出版者］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1999.4 

［主题词］空军/军事史/中国/台湾 

［主题词］国际关系/中国/阿拉伯半岛地区 

［知识责任］罗添斌 著 

  

 

［正题名］菲律賓華僑華人訪問紀錄 

［第一责任人］張存武、朱浤源、潘露莉訪問 

［译者］林淑慧紀錄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五月[1996.5]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主题词］华侨/历史/菲律宾 

［知识责任］张存武 访问 

［知识责任］朱浤源 访问 

［知识责任］潘露莉 访问 

［次知识责任］林淑慧 记录 

  

 

［正题名］臺灣人權報告書 

［副题名］1949-1996 

［第一责任人］魏廷朝著 

［出版者］文英堂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主题词］人权/概况/台湾/中国 

［知识责任］魏廷朝 著 

  

 



［正题名］百年家族 

［副题名］梅蘭芳 

［副题名］蜚聲世界劇壇的藝術大師 

［第一责任人］李仲明、譚秀英著 

［出版者］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5 月[2001.5] 

［知识责任］李仲明 著 

［知识责任］谭秀英 著 

  

 

［正题名］五四後人物·思想論集 

［第一责任人］劉笑敢，金春峰，方仁念，胡平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五月[1996.5] 

［丛编题名］當代思想人物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包含 11 篇文章：《孙中山：热中建设的革命家》；《毛泽东：崇尚革命的

国人》；《毛泽东与孙中山：关于革命与建设》；《论鲁迅的美学思想：兼评〈鲁迅美学思想论

稿〉》；《彷徨时期鲁迅思想新论：兼评“中间物意识论”》；《冯友兰先生批孔的前前后后及其

教训：兼论“新理学”体系非新儒学思想》；《周扬与人道主义和 化问题》；《王若水与人道

主义和 化问题》；《人道主义及相关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一九四九～一九六二）》；《人

道主义及相关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一九七六～一九八四）》；《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讨论》。 

［主题词］政治家/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家/评传/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刘笑敢 著 

［知识责任］金春峰 著 

［知识责任］方仁念 著 

［知识责任］胡平 著 

  

 

［正题名］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 

［第一责任人］黃俊傑著 

［出版者］正中书局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臺灣研究系列 

［主题词］政治/研究/台湾/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黄俊杰 著 

  

 

［正题名］大半江山何以失去 

［第一责任人］裘孔淵著 

［出版者］漢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革命/国共合作/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裘孔渊 著 

  

 

［正题名］躍昇的城市 

［副题名］台北 

［第一责任人］張明雄，單兆榮，郭亭著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知识责任］张明雄 著 

［知识责任］单兆荣 著 

［知识责任］郭亭 著 

  

 

［正题名］台灣近代發展史 

［第一责任人］許極燉著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9 

［主题词］台湾/地方史/中国 

［知识责任］许极燉 著 

  

 

［正题名］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 

［第一责任人］（日）又吉盛清著 

［译者］魏廷朝译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主题词］殖民统治/日本/台湾 

［知识责任］又吉盛清 著 

［次知识责任］魏廷朝 译 

  

 

［正题名］台灣國際政治史 

［副题名］完整版 

［第一责任人］戴天昭著 

［译者］李明峻译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国际政治/台湾问题/近代/现代 

［知识责任］戴天昭 著 

［次知识责任］李明峻 译 

  

 

［正题名］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 

［副题名］1911-1929 



［副题名］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 

［第一责任人］蘇雲峰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八月[1996.5]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7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北伐统一与罗家伦出主清华；梅贻琦与清华之发展；清华

大学的方针、学制与课程；经费、建筑与教研设施等。 

［知识责任］苏云峰 著 

  

 

［正题名］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 

［并列题名］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Movie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on 

［第一责任人］葉龍彥著 

［出版者］玉山社 

［出版日期］1998.9 

［丛编题名］本土新書 37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台湾/1896-1945 

［知识责任］叶龙彦 著 

  

 

［正题名］北京的城垣与宫闕之再研究 

［副题名］一四○三～一九一一 

［第一责任人］謝敏聰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三月[1989.3] 

［主题词］城市规划/布局/北京/1403-1911 

［主题词］宫殿/研究/北京/1403-1911 

［主题词］城市地理/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谢敏聪 著 

  

 

［正题名］台灣獨立運動私記 

［副题名］三十年之夢 

［第一责任人］（日）宋重陽著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宋重阳 著 

  

 

［正题名］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 

［第一责任人］陳明通著 

［出版者］新自然主義公司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政治组织/台湾/中国 

［知识责任］陈明通 著 

  

 

［正题名］漢代的流民問題 

［第一责任人］羅彤華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十二月[1989.12] 

［丛编题名］史學叢書 13 

［附注内容］附：两汉书流民资料简编；两汉各区郡国县、户、口数及土地面积、人口密度

总表 

［主题词］流动人口/研究/中国/公元前 206—公元 220 

［主题词］移民/古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罗彤华 著 

  

 

［正题名］清代台湾方志研究 

［第一责任人］陈捷先著 

［出版者］学生书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八月 

［主题词］方志学/研究/中国/台湾/清代 

［主题词］地方志/研究/台湾/清代 

［知识责任］陈捷先 著 

  

 

［正题名］郭廷以 費正清 韋慕庭 

［副题名］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五月[1996.5]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80 

［主题词］科学研究/文化交流/中国/美国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外关系/1960-1970 

［知识责任］张朋园 著 

  

 

［正题名］社會與法律 

［副题名］廿世紀台灣社會見聞 

［第一责任人］蔡墩銘著 

［出版者］蔡墩銘 

［出版者］翰芦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2001.2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台湾/二十世纪 

［主题词］a 社会变迁/研究/中国/台湾/二十世纪 

［知识责任］蔡墩铭 著 



  

 

［正题名］清末小說與社會變遷 

［副题名］1895-1911 

［第一责任人］赖芳伶著 

［出版者］大安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9 

［主题词］政治/影响/文化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小说史/社会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赖芳伶 著 

  

 

［正题名］中國婦女史論集 

［书目卷册］第三集 

［第一责任人］鮑家麟编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2 年 3 月[1993.3] 

［主题词］妇女/问题/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鲍家麟 编著 

  

 

［正题名］中國婦女史論集 

［书目卷册］第四集 

［第一责任人］鮑家麟编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84 年 10 月[1995.10] 

［主题词］妇女/问题/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鲍家麟 编著 

  

 

［正题名］中國婦女史論集 

［书目卷册］第五集 

［第一责任人］鮑家麟编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7 月[2001.7] 

［主题词］妇女/问题/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鲍家麟 编著 

  

 

［正题名］中國歷史中的決定性會戰 

［第一责任人］鈕先鍾著 

［出版者］麥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歷史選書 45 



［主题词］战役/军事史/中国 

［知识责任］钮先钟 著 

  

 

［正题名］香港經濟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Hong Kong Economy 

［第一责任人］盧受采，盧冬青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11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香港特别行政区 

［知识责任］卢受采 著 

［知识责任］卢冬青 著 

  

 

［正题名］無盡的冬日 

［副题名］慰安婦寻求正義的漫長旅程 

［第一责任人］劉大項著 

［出版者］智库公司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印象中國 

［主题词］军国主义/性犯罪/日本/1931-1945/研究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刘大项 著 

  

 

［正题名］淹没的歷史 

［副题名］日本侵華罪恶檔案 

［第一责任人］劉大項著 

［出版者］智库公司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印象中國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主题词］侵华事件/史料/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刘大项 著 

  

 

［正题名］近代國際關係史 

［副题名］1814-1914 

［第一责任人］張麟徵 

［出版者］揚智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近代 

［知识责任］张麟征 著 

  



 

［正题名］清代臺灣海運發展史 

［第一责任人］松浦章著 

［译者］卞鳳奎译 

［出版者］博揚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海运史/台湾/清代 

［知识责任］松浦章 著 

［次知识责任］卞凤奎 译 

  

 

［正题名］中國戲曲史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孟瑶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四月[1995.4] 

［丛编题名］傳記文學叢書 cgrs225h 之六六 2 

［主题词］戏曲/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孟瑶 著 

  

 

［正题名］中國戲曲史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孟瑶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四月[1995.4] 

［丛编题名］傳記文學叢書 cgrs225h 之六六 3 

［主题词］戏曲/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孟瑶 著 

  

 

［正题名］中國戲曲史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孟瑶著 

［出版者］传记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四月[1995.4] 

［丛编题名］傳記文學叢書 cgrs225h 之六六 4 

［主题词］戏曲/戏剧史/中国 

［知识责任］孟瑶 著 

  

 

［正题名］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 

［副题名］皮錫瑞、廖平、康有為 

［第一责任人］丁亞傑著撰 



［出版者］万卷楼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三月[2002.3] 

［主题词］经学/哲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丁亚杰 著 

  

 

［正题名］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 

［副题名］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 

［第一责任人］中村孝志著 

［译者］卞凤奎译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四月[2002.4] 

［丛编题名］台灣文化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包含八篇论文：<大正南进期与台湾>；<台湾籍民诸问题>；<南华之“台

湾籍民”>；<厦门之台湾籍民和三大姓>；<福州之台湾籍民（一九○九年）>；<厦门及福

州博爱医院的成立：台湾总督府的文化工作>；<台湾总督府华南报纸事业的展 >；<南国

公司>。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文集 

［主题词］侵略扩张/文化/社会/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中村孝志 著 

［次知识责任］卞凤奎 译 

  

 

［正题名］台灣省通志稿 

［丛书］革命志·抗日篇 

［第一责任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编 

［译者］林熊祥主修 

［译者］黄旺成篡修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抗日斗争/地方史/台湾/1895-1945 

［次知识责任］林熊祥 主修 

［次知识责任］黄旺成 篡修 

  

 

［正题名］香港人之香港史 

［副题名］1841-1945 

［并列题名］The Hopng Kong people's history of HongKong 

［第一责任人］蔡榮芳著 

［出版者］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主题词］地方史/香港/1841-1945 

［知识责任］蔡荣芳 著 

  



 

［正题名］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 

［副题名］傳承、方法、趨向 

［并列题名］Writing History in Taiwan: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50-2000 

［第一责任人］王晴佳著 

［出版者］城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台湾/1950-2000 

［知识责任］王晴佳 著 

  

 

［正题名］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 

［第一责任人］（美）鲁斯·艾里曼（Bruce Elleman）著 

［译者］李厚壯译 

［出版者］时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战争/军事史/中国/1795-1989 

［知识责任］艾里曼 著 

［知识责任］Elleman 著 

［次知识责任］李厚壮 译 

  

 

［正题名］晚清的經世史學 

［第一责任人］彭明輝著 

［出版者］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歷史與文化叢書 cgrs225f 盧建榮主編 18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彭明辉 著 

［次知识责任］卢建荣 丛书主编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衛生史料彙編 

［副题名］明治三十年一月至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 

［第一责任人］許錫慶编译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会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 cgrs225h 十 衛生系列 cgrs225h 之二 

［主题词］卫生/医学史/台湾/史料/1897-1901 

［主题词］地方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许锡庆 编译 

  

 

［正题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官制類史料彙編 



［副题名］明治三十四年至明治三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徐國章编译 

［出版者］台湾省文献会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丛编题名］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 cgrs225h 十一 官制系列之二 

［主题词］地方史/中国/史料/1901-1903 

［主题词］官制/台湾/史料/1901-1903 

［知识责任］徐国章 编译 

  

 

［正题名］臺灣省参議會史料彙編 

［丛书］行政區域規劃 

［第一责任人］何鳯嬌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2001.12] 

［主题词］行政区/区域规划/中国/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何凤娇 编 

  

 

［正题名］華太平家傳 

［第一责任人］朱西甯著 

［出版者］联合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朱西甯 著 

  

 

［正题名］臺灣霧社蜂起事件 

［副题名］研究与资料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戴國煇编 

［译者］魏廷朝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四月[2002.4] 

［主题词］高山族/抗日斗争/中国/近代/史料 

［知识责任］戴国煇 编 

［次知识责任］魏廷朝 译 

  

 

［正题名］戰後台灣勞工問題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張國興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年二月[1990.2] 



［主题词］工人/问题/中国/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张国兴 著 

  

 

［正题名］戰後台灣勞工問題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張國興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年二月[1990.2] 

［主题词］工人/问题/中国/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张国兴 著 

  

 

［正题名］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論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左舜生著 

［译者］陈正茂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五月[1996.5] 

［主题词］政治家/文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左舜生 著 

［次知识责任］陈正茂 主编 

  

 

［正题名］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論集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左舜生著 

［译者］陈正茂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五月[1996.5] 

［主题词］政治家/文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左舜生 著 

［次知识责任］陈正茂 主编 

  

 

［正题名］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論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左舜生著 

［译者］陈正茂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五月[1996.5] 

［主题词］政治家/文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左舜生 著 

［次知识责任］陈正茂 主编 



  

 

［正题名］居正先生全集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居正]著 

［译者］陳三井,居蜜合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六月[1999.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cgrs225h40 

［知识责任］居正 著 

［次知识责任］陈三井 编 

［次知识责任］居蜜 编 

  

 

［正题名］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 

［第一责任人］劉廣凱遗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一月[1994.1]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21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广凱 著 

  

 

［正题名］匋齋（端方）存牘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六月[1996.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30 

［主题词］政治家/史料/中国/近代 

  

 

［正题名］薪火集 

［副题名］傳統與近代變遷中的中國經濟 

［副题名］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全漢昇教授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近代/论文集 

  

 

［正题名］光復初期台灣經濟政策的檢討 

［第一责任人］劉士永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三月[1996.3] 



［丛编题名］台灣文化系列 10 

［主题词］经济政策/台湾/1945-1950 

［知识责任］刘士永 著 

  

 

［正题名］台灣的政教衝突 

［第一责任人］林本炫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三年三月[1994.3] 

［主题词］宗教政策/政治史/台湾 

［主题词］宗教史/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林本炫 著 

  

 

［正题名］臺灣社會運動史 

［副题名］勞工運動 

［副题名］右派運動 

［第一责任人］翁佳音译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一年二月[1992.2] 

［主题词］社会运动/中国/台湾/近代 

［主题词］工人运动/政治史/台湾/近代 

［主题词］政治组织/概况/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翁佳音 译著 

  

 

［正题名］日本據台末期 

［副题名］（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 

［第一责任人］林繼文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三月[1996.3] 

［丛编题名］台灣文化系列 12 

［主题词］战争动员/殖民统治/日本/台湾/1930-1945 

［知识责任］林继文 著 

  

 

［正题名］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梁華璜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台灣文化系列 24 

［主题词］殖民统治/日本/台湾/1895-1945 

［知识责任］梁华璜 著 

  



 

［正题名］清代的班兵與移民 

［副题名］澎湖的個案研究 

［第一责任人］余光弘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五月[1998.5] 

［丛编题名］台灣文化系列 19 

［主题词］移民/社会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余光弘 著 

  

 

［正题名］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 

［书目卷册］上卷 

［丛书］概說·產業 

［第一责任人］中村孝志著 

［译者］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编译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十二月[1997.12] 

［丛编题名］台灣文化系列 8 

［主题词］经济史/台湾/文集/1624-1662 

［知识责任］中村孝志 著 

［次知识责任］吴密察 编译 

［次知识责任］翁佳音 编译 

［次知识责任］许贤瑤 编译 

  

 

［正题名］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 

［书目卷册］下卷 

［丛书］社會·文化 

［第一责任人］中村孝志著 

［译者］吳密察，翁佳音编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四月[2002.4] 

［丛编题名］台灣文化系列 8 

［主题词］社会史/台湾/文集 

［主题词］文化史/台湾/文集 

［知识责任］中村孝志 著 

［次知识责任］吳密察 编 

［次知识责任］翁佳音 编 

［次知识责任］许贤瑶 编 

  

 

［正题名］《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 

［副题名］1950 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 



［第一责任人］薛化元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七月[1996.7] 

［丛编题名］台灣文化系列 9 

［主题词］政论/政治史/台湾 

［知识责任］薛化元 著 

  

 

［正题名］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 

［副题名］（1895-1937） 

［第一责任人］趙祐志著 

［译者］林滿紅主编，翁佳音副主编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七年六月[1998.6] 

［丛编题名］一八九五系列 

［主题词］行会/经济史/社会史/台湾/1895-1937 

［知识责任］赵祐志 著 

［次知识责任］林满红 主编 

［次知识责任］翁佳音 副主编 

  

 

［正题名］政治性移民的互动組織 

［副题名］台北市之外省同鄉會 

［副题名］（1946-1995） 

［第一责任人］鍾艷攸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二月[1999.12] 

［丛编题名］一八九五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荣获陈国章教授学术论著出版奖助 

［主题词］同乡会/研究/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钟艳攸 著 

  

 

［正题名］陳公博全傳 

［第一责任人］石源華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八年十二月[1999.12]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石源华 著 

  

 

［正题名］中文報業王國的興起 

［副题名］王惕吾与联合报系 

［第一责任人］彭明辉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十月年[2001.10] 

［主题词］报刊/文化史/中国/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彭明辉 著 

  

 

［正题名］近代中國政治思潮 

［副题名］從鴉片戰爭到中共建國 

［第一责任人］陳儀深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二月[1997.2]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制度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仪深 著 

  

 

［正题名］司徒雷登調解國共衝突之理念與實践 

［第一责任人］林立樹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南四月[2000.4] 

［丛编题名］史學叢書系列 41 

［主题词］国共谈判/调解/美国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946-1949 

［知识责任］林立树 著 

  

 

［正题名］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 

［第一责任人］[徐永昌]著 

［译者］赵正楷，陈存恭合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五年十一月[1996.11]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34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徐永昌 著 

［次知识责任］赵正楷 合编 

［次知识责任］陈存恭 合编 

  

 

［正题名］石敬亭將軍口述年譜 

［第一责任人］沈雲龍访问 

［译者］謝文孫记录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六年六月[1997.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36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沈云龙 访问 

［次知识责任］谢文孙 记录 

  

 

［正题名］張君勱言論集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以后 

［书目卷册］1 

［丛书］政论 

［丛书］台灣部分 

［第一责任人］張君勱著 

［译者］薛化元编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八月[1989.8] 

［主题词］政治家/学术思想/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研究/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次知识责任］薛化元 编 

  

 

［正题名］張君勱言論集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以后 

［书目卷册］2 

［丛书］政论 

［丛书］中國大陸部分 

［第一责任人］張君勱著 

［译者］薛化元编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九月[1989.9] 

［主题词］政治家/学术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次知识责任］薛化元 编 

  

 

［正题名］張君勱言論集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以后 

［书目卷册］3 

［丛书］政论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張君勱著 

［译者］薛化元编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十月[1989.10] 



［主题词］政治家/学术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次知识责任］薛化元 编 

  

 

［正题名］張君勱言論集 

［副题名］一九四九年以后 

［书目卷册］5 

［丛书］書信·序·雜文及書評學術類 

［第一责任人］張君勱著 

［译者］薛化元编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七十八年十一月[1989.11] 

［主题词］政治家/学术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君劢 著 

［次知识责任］薛化元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建國文獻 

［丛书］民初時期文獻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史著一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建國文獻編輯委員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一月[2001.11]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民国/文集 

［知识责任］中华民国建国文献编辑委员会 编辑 

  

 

［正题名］中華民國建國文獻 

［丛书］民初時期文獻 

［书目卷册］第二辑 

［丛书］史著二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建國文獻編輯委員會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一月[2001.11] 

［主题词］a 近代史/中国/民国/文集 

  

 

［正题名］北台灣文史踏查 

［第一责任人］仲摩照久主编 

［译者］葉婉奇翻譯；陳阿昭，陳靜芳编 

［出版者］原民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日本時代《台灣地理風俗大系》資料彙編 1 

［主题词］历史地理/图集/台湾/中国/1895-1945 

［知识责任］仲摩照久 主编 

［次知识责任］叶婉奇 翻譯 

［次知识责任］陈阿昭 编 

［次知识责任］陈靜芳 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史 

［副题名］歷史科教學研討會 

［第一责任人］陳正茂，林寶琮，林智隆主编 

［出版者］新文京 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一月[2002.1]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教材 

［知识责任］陈正茂 主编 

［知识责任］林宝琮 主编 

［知识责任］林智隆 主编 

  

 

［正题名］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 

［副题名］1870-1933 

［第一责任人］吳翎君著 

［出版者］稻乡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三月[2001.3] 

［主题词］石油/进出口贸易/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中外关系/美国/中国 

［知识责任］吴翎君 著 

  

 

［正题名］溥心畬傳 

［第一责任人］王家誠著 

［出版者］九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九歌文库 

［主题词］画家/传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家诚 著 

  

 

［正题名］孫中山 

［第一责任人］張笑天著 

［出版者］沛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笑天 著 

  

 

［正题名］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 

［副题名］以官營移民為中心 

［副题名］1905-1945 

［第一责任人］張素玢著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九月[2001.9] 

［丛编题名］台灣史研究倫叢 6 

［主题词］侵华/殖民统治/日本 

［主题词］农业史/台湾 

［知识责任］张素玢 著 

  

 

［正题名］春帆樓下晚濤急 

［副题名］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 

［副题名］一個法制、政治、經濟、文化諸面相之論述 

［第一责任人］黃靜嘉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殖民统治/影响/台湾/日本 

［知识责任］黄静嘉 著 

  

 

［正题名］袁叢美從影七十年回憶錄 

［副题名］21 世紀兩岸三地中國電影史唯一僅存見證人 

［副题名］台灣影壇第一代元老電影導演 

［第一责任人］袁叢美口述 

［译者］黃仁编撰 

［出版者］亚太图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电影导演/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袁丛美 口述 

［次知识责任］黄仁 编撰 

  

 

［正题名］省道台一線的故事 

［第一责任人］黃智偉著 

［出版者］貓頭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交通运输/道路/台湾 

［主题词］历史地理/图集 

［知识责任］黄智伟 著 



  

 

［正题名］日中戰爭战争 

［副题名］“中國八年抗戰”掩蔽的真相 

［第一责任人］黃文雄著 

［译者］萧志强译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抗日战争/近代史/中国 

［知识责任］黄文雄 著 

［次知识责任］萧志强 译 

  

 

［正题名］從減租到扶植自耕農 

［副题名］抗戰時期至戰後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1937-1949） 

［第一责任人］陳淑銖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一年三月[2002.3] 

［主题词］土地改革/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陈淑铢 著 

  

 

［正题名］雜忆隨感錄 

［副题名］張學良自傳體遺著 

［第一责任人］張學良原著 

［译者］張之宇校注 

［出版者］历史智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歷史智庫叢書 

［主题词］军事人物/回忆录/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学良 著 

［次知识责任］张之宇 校 

  

 

［正题名］口述歷史之外 

［副题名］張學良是怎樣一個人 

［第一责任人］張之宇著 

［出版者］历史智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之宇 著 

  

 

［正题名］中國商幫興衰史 



［副题名］讓歷史教你如何成就霸業 

［第一责任人］范勇著 

［出版者］汉湘文化事业公司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商业史/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范勇 著 

  

 

［正题名］蒋政權统治下的台灣 

［第一责任人］王育德著 

［译者］李明宗等译 

［出版者］前卫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王育德全集 13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育德 著 

［次知识责任］李明宗 等译 

  

 

［正题名］微臣無力可回天 

［副题名］陸以正的外交生涯 

［第一责任人］陸以正著 

［出版者］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外交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台湾 

［知识责任］陆以正 著 

  

 

［正题名］學術與政治之間 

［副题名］馮友蘭與中國馬克思主義 

［第一责任人］鄭家棟著 

［出版者］水牛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九十年七月[2001.7] 

［主题词］哲学家/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郑家栋 著 

  

 

［正题名］叶落归根 

［副题名］黄埔一期生李默庵将军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高建中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李默庵的一生，包括投奔孙中山救国救民、黄埔军校的火热生活、



黄埔军校的军政训练、北伐进军的血色征途、与人民解放军的苏中苏北作战等。 

［知识责任］高建中 著 

  

 

［正题名］入世後兩岸四地面臨的新問題 

［副题名］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胡春惠，鄭宇碩主編 

［出版者］正中書局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情報中國 4 

［附注内容］研討會主辦者：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主题词］地区貿易/臺灣、香港、澳門、大陸/2002/論文集 

［主题词］世界貿易組織/WTO 

［知识责任］胡春惠 主編 

［知识责任］鄭宇碩 主編 

  

 

［正题名］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 

［第一责任人］何炳棣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演讲集 cgrs225h2 萧公权学术讲座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孫子、老子/研究 

［知识责任］何炳棣著 著 

  

 

［正题名］口述歷史 

［副题名］秦源監獄事件專輯 

［第一责任人］《口述歷史》编辑委员会 

［译者］陈永发主任委员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91 年 8 月[2002] 

［主题词］政治事件/台湾/现代/史料 

［次知识责任］陈永发 主任委员 

  

 

［正题名］亦儒亦商亦風流 

［副题名］陳逢源(1893-1982) 

［第一责任人］謝國興著 

［出版者］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允晨叢刊 91 

［知识责任］謝國興 



  

 

［正题名］回歸初衷 

［副题名］黃埔名將李默庵之路 

［第一责任人］劉育鋼著 

［出版者］拓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知识责任］刘育钢 著 

  

 

［正题名］緬華百年史話 

［第一责任人］馮勵冬著 

［译者］馮勵冬，王錦彪主編 

［出版者］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2.3 

［主题词］華僑史/史料/緬甸/近代 

［知识责任］冯励冬 著 

［次知识责任］王锦彪 主编 

  

 

［正题名］中国暗杀大王 

［第一责任人］沈美娟著 

［出版者］香港镜报文化企业公司 

［出版日期］1989.3 

［知识责任］沈美娟 著 

  

 

［正题名］三生有幸 

［第一责任人］吴相湘著 

［出版者］東大圖書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1985] 

［丛编题名］滄海叢刊 

［知识责任］吴相湘 著 

  

 

［正题名］我這半生 

［第一责任人］毛振翔著 

［出版者］東大圖書公司 

［出版日期］民國 80 年[1991] 

［丛编题名］滄海叢刊 

［知识责任］毛振翔 著 

  

 

［正题名］歷史與人物 



［第一责任人］吴相湘著 

［出版者］东大图书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74 年[1985] 

［丛编题名］沧海丛刊 历史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相湘 著 

  

 

［正题名］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第一责任人］錢穆著 

［出版者］東大圖書公司 

［出版日期］1992.1 

［丛编题名］滄海叢刊 傳記 

［主题词］高等教育/歷史/中國/現代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王申酉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申酉著 

［译者］金鳳，丁東編註 

［出版者］高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论述 

［知识责任］王申酉 著 

［次知识责任］金凤 編註 

［次知识责任］丁东 編註 

  

 

［正题名］一個華僑的経歴 

［副题名］徐四民回憶録 

［第一责任人］徐四民著 

［出版者］鏡報文化企業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徐四民 著 

  

 

［正题名］百年家族 

［副题名］袁世凱--中國近代史上翻雲覆雨的政治人物 

［第一责任人］侯宜傑著 

［出版者］立绪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6 月[2001] 

［丛编题名］新世纪丛书 传记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 

［知识责任］侯宜傑 著 



  

 

［正题名］一生諤諤 

［副题名］黃石華先生[八一]榮壽徵文集 

［第一责任人］饒美蛟，郭益耀，鄭赤琰編 

［出版者］滙訊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0.11 

［知识责任］饶美蛟 编 

［知识责任］郭益耀 编 

［知识责任］郑赤琰 编 

  

 

［正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目錄彚編 

［书目卷册］2 

［丛书］外交檔案目錄彙編 

［书目卷册］第一冊 

［丛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1867～1901 

［丛书］外務部 1901～1911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檔案館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檔案館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書目/外交史/中國/近代 

  

 

［正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目錄彚編 

［书目卷册］2 

［丛书］外交檔案目錄彙編 

［书目卷册］第二冊 

［丛书］外交部 1912～1926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檔案館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檔案館 

［出版日期］1991.5 

［主题词］書目/外交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 編 

  

 

［正题名］五十年來的香港、中國與亞洲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胡春惠主編 

［译者］李谷城，任少玲副主編 

［出版者］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2001.5 

［主题词］社會科學/香港、大陸、亞洲/當代/論文集 

［知识责任］胡春惠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李谷城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任少玲 副主编 

  

 

［正题名］台灣年鑑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黄玉齋主編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15 

［主题词］年鉴/台湾/1945- 

［主题词］历史/台湾/史料/1945- 

［知识责任］黄玉斋 主编 

  

 

［正题名］台灣年鑑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黄玉齋主編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16 

［主题词］年鉴/台湾/1945- 

［主题词］历史/台湾/史料/1945- 

［知识责任］黄玉斋 主编 

  

 

［正题名］台灣年鑑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黄玉齋主編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17 

［主题词］年鉴/台湾/1945- 

［主题词］历史/台湾/史料/1945- 

［知识责任］黄玉斋 主编 

  

 

［正题名］台灣年鑑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黄玉齋主編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18 

［主题词］年鉴/台湾/1945- 

［主题词］历史/台湾/史料/1945- 



［知识责任］黄玉斋 主编 

  

 

［正题名］台灣年鑑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黄玉齋主編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19 

［主题词］年鉴/台湾/1945- 

［主题词］历史/台湾/史料/1945- 

［知识责任］黄玉斋 主编 

  

 

［正题名］台灣年鑑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黄玉齋主編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3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20 

［主题词］年鉴/台湾/1945- 

［主题词］历史/台湾/史料/1945- 

［知识责任］黄玉斋 主编 

  

 

［正题名］台灣憲兵隊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台灣憲兵隊編 

［译者］王洛林總譯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21 

［主题词］历史/台湾/史料 

［次知识责任］王洛林 总译 

  

 

［正题名］台灣憲兵隊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台灣憲兵隊編 

［译者］王洛林總譯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21 

［主题词］历史/台湾/史料 



［次知识责任］王洛林 总译 

  

 

［正题名］不能遺忘的名單 

［副题名］台灣抗日英雄榜 

［第一责任人］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 

［出版者］海峽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22 

［主题词］歷史/台灣/1895-1945/史料 

  

 

［正题名］台灣史綱 

［第一责任人］湯子炳著 

［出版者］海峽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23 

［主题词］历史/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 汤子炳著 著 

  

 

［正题名］台灣人的長征紀録 

［副题名］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 

［第一责任人］蔡孝乾著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24 

［主题词］历史/台湾/史料 

［知识责任］蔡孝乾 著 

  

 

［正题名］王敏川選集 

［第一责任人］台灣史研究會編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25 

［主题词］歷史/台灣/史料 

［知识责任］台灣史研究會 編 

  

 

［正题名］台灣省通志稿 

［丛书］革命志·抗日篇 

［第一责任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编 

［译者］林熊祥主修 



［译者］黄旺成篡修 

［出版者］海峡学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26 

［主题词］抗日斗争/地方史/台湾/1895-1945 

［次知识责任］林熊祥 主修 

［次知识责任］黄旺成 篡修 

  

 

［正题名］台灣的殖民地傷痕新編 

［第一责任人］王曉波編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27 

［主题词］歷史/台灣/史料/1895-1945 

［知识责任］王曉波 編 

  

 

［正题名］蒋渭水全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曉波編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1 

［主题词］歷史/台灣/史料/近代 

［知识责任］王晓波 編 

  

 

［正题名］蒋渭水全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曉波編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1 

［主题词］歷史/台灣/史料/近代 

［知识责任］王晓波 編 

  

 

［正题名］台胞抗日文獻選新編 

［第一责任人］王曉波編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1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2 

［主题词］歷史/史料/台灣/抗戰時期 



［知识责任］王晓波 編 

  

 

［正题名］謝光南著作選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謝光南著 

［译者］郭平坦校訂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3 

［主题词］歷史/史料/台灣/現代 

［知识责任］謝光南 著 

［次知识责任］郭平坦 校訂 

  

 

［正题名］謝光南著作選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謝光南著 

［译者］郭平坦校訂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3 

［主题词］歷史/史料/台灣/現代 

［知识责任］謝光南 著 

［次知识责任］郭平坦 校訂 

  

 

［正题名］台灣抗日史論 

［第一责任人］黃玉齋著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6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4 

［主题词］历史/史料/台湾/抗战时期 

［知识责任］黃玉斋 著 

  

 

［正题名］乙未抗日史料彙編 

［副题名］台灣--中國近代民族自救運動的原點 

［第一责任人］王曉波編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5 

［主题词］歷史/史料/台灣/近代 

［知识责任］王曉波 編 



  

 

［正题名］台灣共產黨秘史 

［第一责任人］黃師樵著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9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6 

［主题词］歷史/史料/台灣/現代 

［知识责任］黃师樵 著 

  

 

［正题名］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 

［第一责任人］矢内原忠雄著 

［译者］周憲文譯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7 

［主题词］歷史/史料/台灣/抗戰時期 

［知识责任］矢内原忠雄 著 

［次知识责任］周憲文 譯 

  

 

［正题名］台湾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 

［第一责任人］楊克煌著 

［译者］謝雪紅序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8 

［主题词］历史/史料/台湾/近代 

［知识责任］楊克煌 著 

［次知识责任］謝雪紅 序 

  

 

［正题名］台灣抗日史 

［第一责任人］陳漢光著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4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9 

［主题词］历史/台湾/抗战时期/史料 

［知识责任］陈汉光 著 

  

 

［正题名］台灣經濟史槪説 

［第一责任人］東嘉生著 



［译者］周憲文譯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5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10 

［主题词］经济史/史料/台湾 

［知识责任］東嘉生 著 

［次知识责任］周憲文 译 

  

 

［正题名］台灣抗日運動史 

［书目卷册］〈1〉 

［副题名］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台以後之治安状況(上卷) 

［第一责任人］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译者］王洛林總監譯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11 

［主题词］历史/史料/台湾 

［次知识责任］王洛林 總監譯 

  

 

［正题名］台灣抗日運動史 

［书目卷册］〈3〉 

［副题名］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台以後之治安状況(上卷) 

［第一责任人］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译者］王洛林總監譯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13 

［主题词］历史/史料/台湾 

［次知识责任］王洛林 總監譯 

  

 

［正题名］台灣抗日運動史 

［书目卷册］〈4〉 

［副题名］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台以後之治安状況(上卷) 

［第一责任人］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译者］王洛林總監譯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14 

［主题词］历史/史料/台湾 

［次知识责任］王洛林 總監譯 

  



 

［正题名］台灣抗日運動史 

［书目卷册］〈2〉 

［副题名］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台以後之治安状況(上卷) 

［第一责任人］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译者］王洛林總監譯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8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新刊 12 

［主题词］历史/史料/台湾 

［次知识责任］王洛林 總監譯 

  

 

［正题名］北大之父蔡元培 

［第一责任人］邵连鸿编著 

［出版者］正展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六六术法系列丛书 中華奇人傳記叢書 cgrs225h10 

［知识责任］邵连鸿 编著 

  

 

［正题名］怡和洋行 

［第一责任人］羅伯 ·布雷克（Robert Blake）著 

［译者］張青譯 

［出版者］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1.8 

［丛编题名］歷史與現場 137 

［主题词］贸易/中国/清代(1644-1912) 

［主题词］银行史/中国/清代(1644-1912) 

［知识责任］布雷克 著 

［知识责任］Blake 

［次知识责任］張青 譯 

  

 

［正题名］百年家族 

［副题名］康有為 

［第一责任人］王明德著 

［出版者］立緒文化 

［出版日期］民国 91 年(2002.2) 

［丛编题名］新世紀叢書 107 

［知识责任］王明德 著 

  

 

［正题名］香港報業百年滄桑 



［第一责任人］李谷城著 

［出版者］明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香港歴史文化小百科 12 

［主题词］新聞史/香港/近代 

［知识责任］李谷城 著 

  

 

［正题名］臺灣歷史人物小傳 

［丛书］明清時期 

［第一责任人］林伟洲等撰 

［出版者］國家圖書館 

［出版日期］民國 90 年(2001) 

［主题词］人物/传记/台湾/明代 、清代 

［知识责任］林伟洲 等撰 

  

 

［正题名］中國和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史 

［第一责任人］周偉民, 唐玲玲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文史哲學集成 cgrs225h454 海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專刊 甲集第一種 

［附注内容］中文主要参考書目: p531-540 

［主题词］对外关系/历史/中国、马来西亚 

［知识责任］周伟民 著 

［知识责任］唐玲玲 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 

［丛书］中國代表權 

［并列题名］Documentary collection on R. O. C. and United Nations: Chinese Representation 

［第一责任人］王正華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 12 月[2001.12]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王正华 编 

［次知识责任］简笙簧 策划 

  

 

［正题名］雅言 

［副题名］台灣掌故三百篇 

［第一责任人］連雅堂著 

［译者］馬英九推薦 



［出版者］实学社 

［出版日期］2002[民國 91 年] 

［主题词］方言/故事/台灣/普通讀物 

［知识责任］连雅堂 著 

［知识责任］连横 著 

  

 

［正题名］國史擬傳 

［书目卷册］第十輯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12] 

［丛编题名］ 中華民國史稿 

［主题词］人物/傳記/中國/民國時期 

  

 

［正题名］第三隻眼看二二八 

［副题名］美國外交檔案揭密 

［第一责任人］王景弘編譯 

［出版者］玉山社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 

［丛编题名］本土新書 61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 

［次知识责任］王景弘 编译 

  

 

［正题名］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 

［第一责任人］彭明輝著 

［出版者］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歴史與文化叢書 cgrs225f 盧建榮主編 

［主题词］史学理论/台湾/当代 

［知识责任］彭明辉 著 

［知识责任］卢建荣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史新論 

［第一责任人］李敖著 

［出版者］李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敖 著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书目卷册］一 

［丛书］立法院、國家安全局檔案 

［第一责任人］简笙簧主編 

［译者］侯坤宏，許進發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3]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灣/檔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知识责任］侯坤宏 编 

［知识责任］许进发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书目卷册］二 

［丛书］國家安全局檔案 

［第一责任人］简笙簧主編 

［译者］侯坤宏，許進發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3]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灣/檔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知识责任］侯坤宏 编 

［知识责任］许进发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书目卷册］三 

［丛书］臺灣高等法院檔案 

［第一责任人］简笙簧主編 

［译者］侯坤宏，許進發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3]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灣/檔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知识责任］侯坤宏 编 

［知识责任］许进发 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總編輯 

［书目卷册］四 

［丛书］新竹、臺中、臺南、高雄、臺北、嘉義地方法院檔案 

［第一责任人］简笙簧主編 

［译者］侯坤宏，許進發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3] 

［主题词］二二八事件/台灣/檔案 

［知识责任］张炎宪 总编辑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知识责任］侯坤宏 编 

［知识责任］许进发 编 

  

 

［正题名］臺籍首位上將總司令 

［副题名］陳守山口述歷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陳守山口述 

［译者］劉鳳翰訪問 

［译者］許秀容紀錄整理 

［译者］葉健青編輯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11]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19 

［主题词］地方軍事/歷史/臺灣/現代 

［知识责任］陈守山 口述 

［次知识责任］刘凤翰 访问 

［次知识责任］许秀容 纪录 

［次知识责任］叶健青 编辑 

  

 

［正题名］臺籍首位上將總司令 

［副题名］陳守山口述歷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陳守山口述 

［译者］劉鳳翰訪問 

［译者］許秀容紀錄整理 

［译者］葉健青編輯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11] 

［丛编题名］口述歷史叢書 19 

［主题词］地方軍事/歷史/臺灣/現代 



［知识责任］陈守山 口述 

［次知识责任］刘凤翰 访问 

［次知识责任］许秀容 纪录 

［次知识责任］叶健青 编辑 

  

 

［正题名］東北亞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副题名］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 

［第一责任人］胡春惠, 宋成有主編 

［出版者］正中書局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大學館 10 

［附注内容］討論會主瓣者: 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東北亞研究所·東亞學

研究中心 

［主题词］亚洲问题/论文 

［主题词］经济关系/亚洲/当代 

［知识责任］胡春惠 主编 

［知识责任］宋成有 主编 

  

 

［正题名］史學的傳承 

［副题名］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輯 

［出版者］近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 

［主题词］历史/研究/台湾/论文集 

  

 

［正题名］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 

［第一责任人］黄俊傑著 

［出版者］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儒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1 

［附注内容］書後附名詞、人名索引 

［主题词］儒家/日本/论文集 

［主题词］学术思想/中国/论文 

［知识责任］黄俊杰 著 

  

 

［正题名］遨遊於歷史的智慧之海 

［副题名］臺大歷史學系史 

［第一责任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撰 

［出版者］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出版日期］2002.6 



 

［正题名］海軍人物訪問紀錄 

［书目卷册］第二輯 

［第一责任人］張力，吳守成，曾金蘭訪問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91[2002.9] 

［丛编题名］口述历史丛书 71 

［附注内容］書後附人名索引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台湾/1911-1990 

［知识责任］张力 访问 

［知识责任］吴守成 访问 

［知识责任］曾金兰 访问 

  

 

［正题名］茶郷社會誌 

［副题名］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 

［第一责任人］謝國雄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專書 第 5 號 

［主题词］地方史志/台湾 

［知识责任］谢国雄 著 

  

 

［正题名］陳府將軍廟志 

［第一责任人］簡榮聰著 

［出版者］陳府將軍廟管理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2000.12] 

［主题词］民俗宗教/历史沿革/台湾 

［主题词］建筑艺术 

［主题词］典章文物 

［知识责任］简荣聪 著 

  

 

［正题名］新疆“三七”政變血案真相 

［副题名］被国民政府湮没七十餘年的一頁血腥史事 

［第一责任人］樊明莘著 

［主题词］政治事件/史料/新疆/民國 

［知识责任］樊明莘 著 

  

 

［正题名］中央研究院史初稿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編印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 



［出版日期］民國 77 年[1988.6] 

［主题词］研究機構/史料/臺灣 

  

 

［正题名］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録彙編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洪喜美編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 

［丛编题名］民國史料叢書 

［知识责任］洪喜美 

  

 

［正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大事紀要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國 74 年[1985]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刊 1 

［主题词］學術機構/史料/臺灣 

  

 

［正题名］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録 

［书目卷册］第 5 輯 

［丛书］自民國八十六年至民國八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葉飛鴻主編 

［译者］林平華，賴淑珠執行編輯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日期］民國 90 年[2001] 

［主题词］人名录/国民政府/民国 

［知识责任］叶飞鸿 主编 

［次知识责任］林平华 執行編輯 

［次知识责任］赖淑珠 執行編輯 

  

 

［正题名］何應欽將軍道德論叢 

［第一责任人］世界道德重整運動中華民國聯誼會編 

［出版者］世界道德重整運動中華民國聯誼會 

［出版日期］民國 48 年[1959] 

［主题词］道德/傳統/臺灣/現代 

  

 

［正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國 74 年[1985]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刊 2 

［主题词］學術機構/史料/臺灣 

  

 

［正题名］華僑問題論文集 

［副题名］第二十六屆華僑節中國僑政學會二十五週年紀念 

［书目卷册］第 25 集 

［第一责任人］中國僑政學會編 

［出版者］海外出版社 

［出版日期］1954.10- 

［主题词］華僑問題/臺灣/現代/論文 

［主题词］華僑事物/臺灣/現代/論文 

  

 

［正题名］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國 73 年[1984.12] 

［主题词］区域经济/历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经济史/沿海地区/中国/古代 

  

 

［正题名］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度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作報告 

［第一责任人］陳儀編 

［出版者］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出版日期］民國 36 年[1947] 

［主题词］地方政府/行政工作/台灣/1946 

［主题词］地方史/台灣/1946/資料 

［知识责任］陈仪 著 

  

 

［正题名］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 

［副题名］1868～1974 

［第一责任人］黄嘉谟著 

［出版者］[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76 

［丛编题名］[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37 

［主题词］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云南/1868～1974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英关系/云南/1868～1974 

［知识责任］黄嘉谟 著 

  

 

［正题名］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 



［副题名］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黄克武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歴史組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 

［主题词］中国学/研究 

［知识责任］黄克武 主编 

  

 

［正题名］性別與醫療 

［副题名］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黄克武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歴史組 

［主题词］医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性别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黄克武 主编 

  

 

［正题名］軍事組織與戰爭 

［第一责任人］黄克武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歴史組 

［主题词］军事史/中国/古代 

［主题词］战争/社会/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黄克武 主编 

  

 

［正题名］古今通塞 

［副题名］漢語的歴史與發展 

［第一责任人］何大安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語言組 

［附注内容］引用文獻: 各章末 

［主题词］汉语/历史/研究 

［主题词］音韵史/研究 

［知识责任］何大安 主编 

  

 

［正题名］清季華工出國史料 



［副题名］一八六三-一九一〇 

［第一责任人］呂芳上主編 

［译者］陳雅鈴編輯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5.8 

［丛编题名］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cgrs225f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附注内容］附録: 重要外國使節簡歴: p716-719. 

［附注内容］影印 

［知识责任］吕芳上 

［次知识责任］陈雅铃 

  

 

［正题名］「進佔里大」事件與中共旅歐總支部之成立 

［副题名］珠海學報第十四期 

［第一责任人］陳敬堂著 

［出版者］珠海書院 

［出版日期］19??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党史/近代 

［主题词］勤工俭学/法国 

［知识责任］陈敬堂 著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四年(1965)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簡笙簧主编 

［译者］謝培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2000.10]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大事记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培屏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四年(1965)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簡笙簧主编 

［译者］謝培屏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10]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大事记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培屏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六年(1967)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簡笙簧主编 

［译者］徐鰲潤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2000]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大事记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鳌润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六年(1967)七至十二月份 

［第一责任人］簡笙簧主编 

［译者］徐鰲潤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大事记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徐鳌润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七年(1968)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卓遵宏主编 

［译者］刘筱龄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大事记 

［知识责任］卓遵宏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筱龄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副题名］（初稿） 

［丛书］中華民國五十八年(1969)一至六月份 

［第一责任人］简笙簧主编 

［译者］陈淑铢编辑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大事记 

［知识责任］简笙簧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淑铢 编辑 

  

 

［正题名］臺灣史研究一百年 

［副题名］回顧與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富三，古伟瀛，蔡采秀主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1997] 

［知识责任］黄富三 主编 

［知识责任］古伟瀛 主编 

［知识责任］蔡采秀 主编 

  

 

［正题名］平埔研究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潘英海, 詹素娟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出版日期］1995.6 

［主题词］平埔族/研究/台灣/現代/論文集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台灣/現代/論文集 

［知识责任］潘英海 主编 

［知识责任］詹素娟 主编 

  

 

［正题名］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黄富三, 翁佳音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出版日期］1999.5 

［主题词］经济/历史/台湾/论文 

［知识责任］黄富三 主编 

［知识责任］翁佳音 主编 

  

 

［正题名］朝鮮戰爭 

［副题名］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沈志華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48 

［主题词］抗美援朝/档案/俄罗斯 

［主题词］朝鲜战争/档案/俄罗斯 



［知识责任］沈志华 编 

  

 

［正题名］朝鮮戰爭 

［副题名］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沈志華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48 

［主题词］抗美援朝/档案/俄罗斯 

［主题词］朝鲜战争/档案/俄罗斯 

［知识责任］沈志华 编 

  

 

［正题名］朝鮮戰爭 

［副题名］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沈志華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48 

［主题词］抗美援朝/档案/俄罗斯 

［主题词］朝鲜战争/档案/俄罗斯 

［知识责任］沈志华 编 

  

 

［正题名］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 

［副题名］1600-1950 

［第一责任人］呂芳上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无声之声 I 

［附注内容］賛助: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主题词］妇女地位/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妇女/国家/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吕芳上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 

［副题名］1600-1950 

［第一责任人］游鑑明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國 92 年(2003)5 月 



［丛编题名］无声之声 I 

［附注内容］賛助: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主题词］妇女地位/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妇女/社会/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游鉴明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國的婦女與文化 

［副题名］1600-1950 

［第一责任人］羅久蓉，呂妙芬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國 92 年(2003)5 月 

［丛编题名］无声之声 I 

［附注内容］賛助: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主题词］妇女地位/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妇女/文化/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罗久蓉 主编 

［知识责任］吕妙芬 主编 

  

 

［正题名］民國山東通志 

［书目卷册］第一冊 

［第一责任人］《民國山東通志》編輯委員會編 

［译者］張玉法召集人 

［出版者］山東文獻雜志社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民国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召集人 

  

 

［正题名］民國山東通志 

［书目卷册］第二冊 

［第一责任人］《民國山東通志》編輯委員會編 

［译者］張玉法召集人 

［出版者］山東文獻雜志社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民国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召集人 

  

 

［正题名］民國山東通志 

［书目卷册］第三冊 

［第一责任人］《民國山東通志》編輯委員會編 

［译者］張玉法召集人 



［出版者］山東文獻雜志社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民国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召集人 

  

 

［正题名］民國山東通志 

［书目卷册］第四冊 

［第一责任人］《民國山東通志》編輯委員會編 

［译者］張玉法召集人 

［出版者］山東文獻雜志社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民国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召集人 

  

 

［正题名］民國山東通志 

［书目卷册］第五冊 

［第一责任人］《民國山東通志》編輯委員會編 

［译者］張玉法召集人 

［出版者］山東文獻雜志社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 

［主题词］地方志/山东/民国 

［次知识责任］张玉法 召集人 

  

 

［正题名］水竹居主人日記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張麗俊著 

［译者］許雪姬、洪秋芬编纂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 cgrs225h43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1 年[2002]11 月 

［附注内容］本书是丰原下南坑人张丽俊所写日记，日记详细记载了日本时期丰原的民生、

社会种种，时间长达二十八年。本书可阅读到当时商社经营、人迹悲歌、台湾礼俗及张家的

家族历史等第一手资料，是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台湾社会变迁的史料 

［主题词］侵华史/日本/近代/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近代/史料 

［主题词］家族史 

［知识责任］张丽俊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纂 

［次知识责任］洪秋芬 编纂 

  

 



［正题名］水竹居主人日記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張麗俊著 

［译者］許雪姬、洪秋芬编纂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 cgrs225h43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1 年[2002]11 月 

［附注内容］本书是丰原下南坑人张丽俊所写日记，日记详细记载了日本时期丰原的民生、

社会种种，时间长达二十八年。本书可阅读到当时商社经营、人迹悲歌、台湾礼俗及张家的

家族历史等第一手资料，是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台湾社会变迁的史料 

［主题词］侵华史/日本/近代/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近代/史料 

［主题词］家族史 

［知识责任］张丽俊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纂 

［次知识责任］洪秋芬 编纂 

  

 

［正题名］陽明學士人社群 

［副题名］歴史·思想與實踐 

［第一责任人］呂妙芬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87 

［附注内容］引用書目: p[449]-474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台湾/明代 

［主题词］哲学/研究/社团/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吕妙芬 著 

  

 

［正题名］蘭大弼醫生口述歴史 

［并列题名］Oral history of Dr.Diavid Landsborough IV 

［第一责任人］劉翠溶等訪談, 中譯, 整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口述歴史專刊 2 

［附注内容］其他訪談者: 劉士永, 陳美玲 

［附注内容］整編者: 劉士永, 劉翠溶 

［附注内容］中文翻譯: 劉翠溶, 劉士永 

［主题词］基督教/医院/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刘翠溶 访谈 

［知识责任］刘士永 翻译 

［知识责任］陈美玲 访谈 

  



 

［正题名］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録 

［第一责任人］許雪姫, 劉素芬, 荘樹華訪問 

［译者］丘慧君紀録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3.2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歴史叢書 81 

［主题词］文献/整理/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许雪姫 访问 

［知识责任］刘素芬 访问 

［知识责任］庄树华 访问 

［次知识责任］丘慧君 纪录 

  

 

［正题名］林金莖先生訪問紀録 

［第一责任人］黄自進訪問 

［译者］簡佳慧紀録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歴史叢書 82 

［主题词］法学家/传记/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黄自进 访问 

［次知识责任］简佳慧 纪录 

  

 

［正题名］灌園先生日記 

［书目卷册］(四) 

［丛书］一九三一年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著 

［译者］許雪姬等注解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12 月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叢刊 1 

［主题词］现代史/台湾/史料/1927-1955 

［知识责任］林献堂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注解 

  

 

［正题名］灌園先生日記 

［书目卷册］(五) 

［丛书］一九三二年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著 

［译者］許雪姬等注解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92 年[2003]7 月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叢刊 1 

［主题词］现代史/台湾/史料/1927-1955 

［知识责任］林献堂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注解 

  

 

［正题名］灌園先生日記 

［书目卷册］(六) 

［丛书］一九三三年 

［第一责任人］林獻堂著 

［译者］許雪姬,吕绍理编辑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 

［出版日期］民国 92 年[2003]7 月 

［丛编题名］台灣史料叢刊 1 

［主题词］现代史/台湾/史料/1927-1955 

［知识责任］林献堂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 

［次知识责任］吕绍理 编 

  

 

［正题名］許丕樵先生訪問紀録 

［第一责任人］許雪姫, 丘慧君訪問 

［译者］丘慧君紀録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歴史叢書 83 

［主题词］教育家/传记 

［知识责任］许雪姫 访问 

［次知识责任］丘慧君 纪录 

  

 

［正题名］晚年周恩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高文謙著 

［出版者］明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真相》系列 24 

［知识责任］高文谦 著 

  

 

［正题名］晚年周恩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高文謙著 



［出版者］明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真相》系列 24 

［知识责任］高文谦 著 

  

 

［正题名］晚年周恩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高文謙著 

［出版者］明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真相》系列 24 

［知识责任］高文谦 著 

  

 

［正题名］唐群英年谱 

［第一责任人］李天化，唐存正主编 

［出版者］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2.8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李天化 主编 

［知识责任］唐存正 主编 

  

 

［正题名］山東流亡學生史 

［第一责任人］陶英惠，張玉法編 

［出版者］山東文獻社 

［出版日期］民国 93 年[2004]8 月 

［主题词］抗日战争/史料 

［主题词］流亡學生/山东/抗战时期/史料 

［知识责任］陶英慧 编 

［知识责任］张玉法 编 

  

 

［正题名］宋代中央政治制度 

［第一责任人］杨树藩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1987] 

［丛编题名］岫廬文庫 008 

［主题词］政治制度/中国/宋代 

［知识责任］杨树藩 著 

  

 

［正题名］中國家庭制度 



［第一责任人］吴自甦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2 年[1973] 

［主题词］家庭/研究/台湾 

［主题词］家族/研究/台湾 

［知识责任］吴自甦 著 

  

 

［正题名］国父的民生思想 

［第一责任人］周 庆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60 

［丛编题名］人人文库 1342 

［知识责任］周 庆 著 

  

 

［正题名］曾紀澤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朱尚文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75 

［丛编题名］人人文库 2131～32 

［知识责任］朱尚文 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 

［第一责任人］阮毅成编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5 年[1971] 

［丛编题名］人人文库 1620 

［主题词］条约法/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阮毅成 编著 

  

 

［正题名］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 

［第一责任人］陳進金著 

［出版者］國史館 

［出版者］三民書局(発売)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民國史學叢書 16 

［附注内容］参考書目: p[365]-396 

［主题词］历史/中国/1927-1937 

［知识责任］陈进金 著 

  

 



［正题名］走入近代中國 

［第一责任人］丘為君, 張運宗合著 

［译者］蘇情文編輯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历史/中国/晚清(1840-1911) 

［主题词］历史/中国/民国(1911-) 

［知识责任］丘为君 著 

［知识责任］张连宗 著 

［次知识责任］苏情文 编 

  

 

［正题名］中國近百年人權思想 

［第一责任人］杜鋼建著 

［出版者］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主题词］人权思想/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杜钢建 著 

  

 

［正题名］鴉片戰爭的再認識 

［第一责任人］林启彦等编著 

［出版者］中文大学 

［出版日期］2003 

［主题词］鸦片战争/研究/香港/論文集 

［知识责任］林启彦 编著 

  

 

［正题名］唐代家廟禮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甘怀真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1 

［丛编题名］史学研究论文丛刊 

［主题词］礼仪/研究/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甘怀真 著 

  

 

［正题名］唐代婚姻法與婚姻實態 

［第一责任人］向淑云撰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1 

［丛编题名］史学研究论文丛刊 

［主题词］婚姻法/中国/唐代 

［知识责任］向淑云 撰 



  

 

［正题名］盛宣懐實業朋僚函稿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爾敏, 呉倫霓霞合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35 

［附注内容］共同刊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知识责任］王尔敏 编 

［知识责任］吴伦霓霞 编 

  

 

［正题名］盛宣懐實業朋僚函稿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王爾敏, 呉倫霓霞合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35 

［附注内容］共同刊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知识责任］王尔敏 编 

［知识责任］吴伦霓霞 编 

  

 

［正题名］盛宣懐實業朋僚函稿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爾敏, 呉倫霓霞合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35 

［附注内容］共同刊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知识责任］王尔敏 编 

［知识责任］吴伦霓霞 编 

  

 

［正题名］近代中國婦女史中文資料目錄 

［第一责任人］王樹槐等主編 

［译者］王哲聖等助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四年十月[1995.10]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目錄匯編 5 

［主题词］妇女/生活方式/中国/近代/图书目录 

［主题词］图书目录 

［知识责任］王树槐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哲圣 助编 

  

 

［正题名］加拿大華工訂約史料 

［副题名］一九〇六-一九二八 

［第一责任人］陳三井主編 

［译者］姜正華編輯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 

［丛编题名］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cgrs225f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主题词］国际关系/中国/加拿大 

［主题词］劳工/史料/中国 

［主题词］华工/史料/加拿大 

［知识责任］陈三井 主编 

［次知识责任］姜正华 编 

  

 

［正题名］歐戰華工史料 

［副题名］一九一二-一九二一 

［第一责任人］陳三井, 呂芳上, 楊翠華主編 

［译者］陳雅鈴編輯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cgrs225f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主题词］华工/史料/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主题词］国际关系/中国/欧洲 

［知识责任］陈三井 主编 

［知识责任］吕芳上 主编 

［知识责任］杨翠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雅鈴 主编 

  

 

［正题名］中日關係史料 

［副题名］軍事外交交渉 

［副题名］中華民国七年至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译者］林明徳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6.12 

［丛编题名］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cgrs225f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中日關係史料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次知识责任］林明徳 主编 

  

 



［正题名］中日關係史料 

［副题名］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 

［副题名］中華民國七年至八年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译者］林明徳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2000] 

［丛编题名］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cgrs225f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历史/中国/近代 

［次知识责任］林明徳 主编 

  

 

［正题名］中日關係史料 

［副题名］一般交渉 

［书目卷册］一 

［副题名］中華民國六年至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林明徳主編 

［译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7.12- 

［丛编题名］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cgrs225f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明徳 主编 

  

 

［正题名］中日關係史料 

［副题名］一般交渉 

［书目卷册］二 

［副题名］中華民國六年至十六年 

［第一责任人］林明徳主編 

［译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 

［丛编题名］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cgrs225f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历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林明徳 主编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1997]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37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史料 

  

 

［正题名］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1997]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38 

［主题词］历史事件/台湾/史料 

  

 

［正题名］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纂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戴執禮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4.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23 

［主题词］保路运动/四川/辛亥革命时期 

［知识责任］戴执礼 编 

  

 

［正题名］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纂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戴執禮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4.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23 

［主题词］保路运动/四川/辛亥革命时期 

［知识责任］戴执礼 编 

  

 

［正题名］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纂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戴執禮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4.6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23 

［主题词］保路运动/四川/辛亥革命时期 

［知识责任］戴执礼 编 

  



 

［正题名］財政與近代歴史 

［副题名］論文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主题词］财政/研究/论文集 

［主题词］财政史/中国/近代/论文集 

［知识责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经济史組 

  

 

［正题名］財政與近代歴史 

［副题名］論文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主题词］财政/研究/论文集 

［主题词］财政史/中国/近代/论文集 

［知识责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经济史組 

  

 

［正题名］讀史偶得 

［副题名］學術演講三篇 

［第一责任人］康無為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1993.10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集 1 

［主题词］历史/研究/评论/清代 

［知识责任］康无为 编 

  

 

［正题名］萬山不許一溪奔 

［副题名］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 

［第一责任人］萬麗鵑編註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47 

［附注内容］校閲者: 潘光哲 

［知识责任］胡适 著 

［知识责任］雷震 著 

［知识责任］万丽鹃 注 

  



 

［正题名］公與私 

［副题名］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 

［第一责任人］黄克武, 張哲嘉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2000]6 月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黄克武 主编 

［知识责任］张哲嘉 主编 

  

 

［正题名］旅歐教育運動 

［第一责任人］旅歐雜誌社編 

［译者］陳三井校訂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5 年[1996]5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27 

［附注内容］影印原本于民國 5 年(1916)秋出版 

［主题词］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旅欧杂志社 编 

［次知识责任］陈三井 校订 

  

 

［正题名］造化遊戲四十年 

［副题名］雷穎回憶録 

［第一责任人］雷穎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6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41 

［知识责任］雷颖 著 

  

 

［正题名］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 

［第一责任人］高延(J.J.M.De Groot)著 

［译者］袁冰凌譯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5 年[1996]11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33 

［附注内容］原书的出版事項: 'S Gravenhage : Martinus Nijhoff, 1885 

［主题词］华人/历史/荷兰/近代 

［主题词］公司制度/史料 

［知识责任］高延 著 

［知识责任］Groot 

  



 

［正题名］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 

［副题名］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 

［第一责任人］張壽安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86 

［主题词］礼学/研究/中国/宋代、明代 

［知识责任］张寿安 著 

  

 

［正题名］蔣復璁口述回憶録 

［第一责任人］蔣復璁等口述 

［译者］黄克武編撰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2000]月 5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42 

［主题词］图书馆学家/生平事迹/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蒋復璁 口述 

［次知识责任］黄克武 编撰 

  

 

［正题名］禮教與情慾 

［副题名］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 

［第一责任人］熊秉真, 呂妙芬主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月 6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熊秉真 主编 

［知识责任］呂妙芬 主编 

  

 

［正题名］天潢貴胄 

［副题名］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 

［第一责任人］頼惠敏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6 年[1997]6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81 

［主题词］皇室/家族/结构/中国/清代 

［主题词］皇室/家族/生活/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赖惠敏 著 

  

 

［正题名］束雲章先生年譜 



［第一责任人］朱沛蓮編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1 年[1992]12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15 

［主题词］企业家/年谱/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朱沛莲 编 

  

 

［正题名］曾尚智回憶録 

［第一责任人］曾尚智著 

［译者］張力校閲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6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39 

［主题词］海军/军官 

［知识责任］曾尚智 著 

［次知识责任］张力 校阅 

  

 

［正题名］近代廣東教育與嶺南大學 

［并列题名］Modern education in Guangdong and Lingnan university 

［第一责任人］黄菊艶主編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1995.11 

［丛编题名］中國近代珍蔵圖片庫 Photo treasures of modern China series 

［主题词］教育史/广东/近代 

［知识责任］黄菊艳 主编 

  

 

［正题名］上海抗戰 

［副题名］一二八·八一三戰役 

［第一责任人］湯偉康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5.7 

［丛编题名］中國近代珍蔵圖片庫 Photo treasures of modern China series 

［主题词］抗日战争/事件/上海/图集 

［知识责任］汤伟康 著 

  

 

［正题名］臺灣漢人移民史研究書目 

［第一责任人］張炎憲编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89]6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田野研究室资料丛刊之二 



［主题词］移民/历史/汉族/台湾/书目 

［知识责任］张炎宪 编 

  

 

［正题名］王子壯日記 

［副题名］手稿本 

［书目卷册］第一冊 

［丛书］民國十--十二年，二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王子壯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8 月 

［主题词］国民党/政治人物/台湾/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子壮 著 

  

 

［正题名］王子壯日記 

［副题名］手稿本 

［书目卷册］第二冊 

［丛书］民國二十三--二十四年 

［第一责任人］王子壯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8 月 

［主题词］国民党/政治人物/台湾/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子壮 著 

  

 

［正题名］王子壯日記 

［副题名］手稿本 

［书目卷册］第三冊 

［丛书］民國二十五年 

［第一责任人］王子壯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8 月 

［主题词］国民党/政治人物/台湾/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子壮 著 

  

 

［正题名］王子壯日記 

［副题名］手稿本 

［书目卷册］第四冊 

［丛书］民國二十六--二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王子壯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8 月 

［主题词］国民党/政治人物/台湾/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子壮 著 

  

 

［正题名］王子壯日記 

［副题名］手稿本 

［书目卷册］第五冊 

［丛书］民國二十八年 

［第一责任人］王子壯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8 月 

［主题词］国民党/政治人物/台湾/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子壮 著 

  

 

［正题名］王子壯日記 

［副题名］手稿本 

［书目卷册］第六冊 

［丛书］民國二十九年 

［第一责任人］王子壯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8 月 

［主题词］国民党/政治人物/台湾/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子壮 著 

  

 

［正题名］王子壯日記 

［副题名］手稿本 

［书目卷册］第七冊 

［丛书］民國三十--三十一年 

［第一责任人］王子壯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8 月 

［主题词］国民党/政治人物/台湾/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子壮 著 

  

 



［正题名］王子壯日記 

［副题名］手稿本 

［书目卷册］第八冊 

［丛书］民國三十二年 

［第一责任人］王子壯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8 月 

［主题词］国民党/政治人物/台湾/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子壮 著 

  

 

［正题名］王子壯日記 

［副题名］手稿本 

［书目卷册］第九冊 

［丛书］民國三十三年 

［第一责任人］王子壯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8 月 

［主题词］国民党/政治人物/台湾/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子壮 著 

  

 

［正题名］王子壯日記 

［副题名］手稿本 

［书目卷册］第十冊 

［丛书］民國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七年 

［第一责任人］王子壯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8 月 

［主题词］国民党/政治人物/台湾/现代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子壮 著 

  

 

［正题名］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副题名］湖南省, 1860-1916 

［第一责任人］張朋園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72 年[1983]2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46 

［附注内容］参考書目: p433～454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湖南 



［知识责任］张朋园 著 

  

 

［正题名］劉蓉年譜 

［第一责任人］陸寳千著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68 年[1979]4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40 

［主题词］社会政治人物/传记/湖南/清代 

［知识责任］陆宝千 著 

  

 

［正题名］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 

［书目卷册］第 24 编 

［丛书］護法運動 

［第一责任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國 75 年[1986]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文集 

［主题词］护法运动/文集 

［主题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文集 

  

 

［正题名］中華民國褒揚令集 

［副题名］初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总目录 

［书目卷册］中華民國元年一月至六十四年一月 

［丛书］令文編號：0001-2978 

［第一责任人］[台湾]国史馆编 

［译者］朱建民發行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5 年[1986] 

［主题词］奖励/中国/民国/资料 

［主题词］嘉奖令/台湾/1911-1975 

［次知识责任］朱建民 发行 

  

 

［正题名］先秦唐宋明清傳播事業論集 

［第一责任人］朱传誉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國 77 年[1988] 

［主题词］新闻事业史/中国/古代/文集 

［知识责任］朱传誉 著 



  

 

［正题名］中美外交關係 

［第一责任人］李抱宏著 

［出版者］台灣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國 29 年[1940] 

［丛编题名］外交研究会外交丛书 

［附注内容］附中美历次不平等条约 7 件及参考书目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美国 

［知识责任］李抱宏 著 

  

 

［正题名］秘話·台灣軍與大東亞戰爭 

［第一责任人］谏山春树等著 

［译者］日本文教基金会编译 

［出版者］文英堂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珍本台湾史料 4 

［知识责任］谏山春树 著 

  

 

［正题名］古典籍中所凸顯的貴族婚姻 

［第一责任人］劉光義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0 

［主题词］婚姻/风俗习惯/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光义 著 

  

 

［正题名］清李文忠公鴻章年譜 

［第一责任人］(清)李書春著 

［译者］王雲五主編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67 年[1978]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二辑 

［知识责任］李书春 著 

  

 

［正题名］清魏敏果公象樞年譜 

［第一责任人］(清)魏公象枢口授 

［译者］魏学成等手录 

［译者］王雲五主編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國 67 年[1978]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二辑 

［知识责任］魏象枢 口授 

［次知识责任］魏学成 手录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主编 

  

 

［正题名］清赵惠甫先生烈文年谱 

［第一责任人］朱尚文编 

［译者］王雲五主編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國 79 年[1980]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十一辑 

［知识责任］朱尚文 编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主编 

  

 

［正题名］清章實齋先生學誠年譜 

［第一责任人］胡適著 

［译者］姚名達訂補，王雲五主編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1985]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七辑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姚名达 订补 

［次知识责任］王运五 主编 

  

 

［正题名］民國吳稚暉先生敬恆年譜 

［第一责任人］杨恺龄撰编 

［译者］王雲五主編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6 年[1981]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十三辑 

［知识责任］杨恺龄 撰编 

［次知识责任］王云五 主编 

  

 

［正题名］民國劉甫澄先生湘年譜 

［第一责任人］周 庆编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1981]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十五辑 

［知识责任］周 庆 编著 

  



 

［正题名］清何翽高先生國炎年譜 

［第一责任人］吴天任编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0 年[1981]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十六辑 

［知识责任］吴天任 编著 

  

 

［正题名］清末沈寐叟先生會植年譜 

［第一责任人］王遽常著 

［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72 年[1982] 

［丛编题名］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 cgrs225h 第十七辑 

［知识责任］王遽常 著 

  

 

［正题名］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 

［并列题名］The Reminiscences of Mr.Chang-juShih 

［第一责任人］陳存恭，陳仲玉訪問 

［译者］任育德紀錄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國 91 年[2002] 

［丛编题名］口述历史丛书 Oral History Series No.80 

［知识责任］陈存恭 访问 

［知识责任］陈仲玉 访问 

［次知识责任］任育德 纪录 

  

 

［正题名］國史擬傳 

［书目卷册］第九辑 

［第一责任人］國史館编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八十九年三月[2000.3] 

［主题词］人物/传记/中国/民国 

  

 

［正题名］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 

［第一责任人］許雪姫訪問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歴史叢書 79 

［附注内容］紀録: 許雪姫, 鄭鳳凰, 王美雪, 蔡説麗, 李定山, 何金生, 李謀華, 傅慶騰 

［主题词］地方史/东北/史料/抗战时期 



［知识责任］许雪姫 访问 

  

 

［正题名］讀史兵畧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胡林翼纂 

［出版者］國防研究院 

［出版日期］[不詳] 

［主题词］兵法/研究/中國/古代 

［主题词］典籍/研究/中國/古代 

［知识责任］胡林翼 纂 

  

 

［正题名］讀史兵畧 

［书目卷册］（五） 

［丛书］歷代重要戰役圖集 

［第一责任人］胡林翼纂 

［出版者］國防研究院 

［出版日期］民国 49 年[1960] 

［主题词］兵法/研究/中國/古代/图集 

［主题词］典籍/研究/中國/古代/图集 

［知识责任］胡林翼 纂 

  

 

［正题名］楚菘秋先生訪問紀録 

［副题名］覽盡滄桑八十年 

［第一责任人］楚菘秋口述 

［译者］呂芳上、黄克武訪問，王景玲紀録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12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歴史叢書 78 

［知识责任］楚菘秋 口述 

［次知识责任］吕上芳 访问 

［次知识责任］黄克武 访问 

［次知识责任］王景致 纪录 

  

 

［正题名］水竹居主人日記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張麗俊著 

［译者］許雪姬、洪秋芬编纂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 cgrs225h43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8 月 



［附注内容］本书是丰原下南坑人张丽俊所写日记，日记详细记载了日本时期丰原的民生、

社会种种，时间长达二十八年。本书可阅读到当时商社经营、人迹悲歌、台湾礼俗及张家的

家族历史等第一手资料，是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台湾社会变迁的史料 

［主题词］侵华史/日本/近代/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近代/史料 

［主题词］家族史 

［知识责任］张丽俊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纂 

［次知识责任］洪秋芬 编纂 

  

 

［正题名］水竹居主人日記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張麗俊著 

［译者］許雪姬、洪秋芬编纂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 cgrs225h43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8 月 

［附注内容］本书是丰原下南坑人张丽俊所写日记，日记详细记载了日本时期丰原的民生、

社会种种，时间长达二十八年。本书可阅读到当时商社经营、人迹悲歌、台湾礼俗及张家的

家族历史等第一手资料，是研究二十世纪前半台湾社会变迁的史料 

［主题词］侵华史/日本/近代/史料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近代/史料 

［主题词］家族史 

［知识责任］张丽俊 著 

［次知识责任］许雪姬 编纂 

［次知识责任］洪秋芬 编纂 

  

 

［正题名］九二一震災口述訪問紀録 

［书目卷册］上篇 

［丛书］政府部門 

［第一责任人］陳儀深計劃主持人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歴史叢書 77 

［附注内容］上篇·訪問: 陳儀深, 呂芳上, 陳慈玉, 謝國興, 余安邦, 黄蘭翔, 沈懐玉, 紀録: 

林東璟, 朱怡婷, 簡佳慧, 王景玲, 蔡欣怡, 藩彦蓉, 呉鳳蓮, 陳紹菡, 蔡順柔 

［主题词］自然灾害/地震/史料/台湾/1999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陈仪深 计划主持 

  

 

［正题名］九二一震災口述訪問紀録 



［书目卷册］下篇 

［丛书］民间部门 

［第一责任人］陳儀深計劃主持人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民国 90 年[2001]12 月 

［丛编题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歴史叢書 77 

［附注内容］下篇·訪問: 陳儀深, 謝國興, 余安邦, 黄蘭翔, 沈懐玉, 紀録: 林東璟, 朱怡

婷, 簡佳慧, 王景玲, 蔡欣怡, 藩彦蓉, 陳紹菡 

［主题词］自然灾害/地震/史料/台湾/1999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陈仪深 计划主持 

  

 

［正题名］中華民國政府組織與工作簡介 

［第一责任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编 

［出版者］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 87 年[1998]6 月 

［主题词］政治制度/台湾/现代/手册 

［主题词］地方行政/台湾/现代/手册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书目卷册］第五届討論會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秘書處編 

［译者］胡健國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1998]12 月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次知识责任］胡健国 主编 

  

 

［正题名］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书目卷册］第五届討論會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秘書處編 

［译者］胡健國主編 

［出版者］国史馆 

［出版日期］民国 89 年[1998]12 月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次知识责任］胡健国 主编 

  

 

［正题名］大臺北都會區原住民歴史專輯 



［副题名］凱達格蘭調査報告 

［第一责任人］詹素娟, 劉益昌編著 

［出版者］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出版日期］民国 88 年[1999] 

［主题词］人口调查/资料/台湾 

［主题词］原住民/历史/台北 

［主题词］地方史/台湾 

［知识责任］詹素娟 编著 

［知识责任］刘益昌 编著 

  

 

［正题名］金廣福墾隘研究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吳學明著 

［出版者］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89 年[2000] 

［丛编题名］研究丛书 4 

［主题词］地方史/新竹（台灣）/史料 

［主题词］部落/研究/資料/台灣 

  

 

［正题名］金廣福墾隘研究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吳學明著 

［出版者］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出版日期］民國 89 年[2000] 

［丛编题名］研究丛书 4 

［主题词］地方史/新竹（台灣）/史料 

［主题词］部落/研究/資料/台灣 

  

 

［正题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 

［第一责任人］周昌忠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9 章，包括：“主客相分：存在论”、“知性直观：认识论”、“程式和

专门化：方法论”、“确定性和分析性：逻辑数学论”等。 

［主题词］文化哲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昌忠 著 

  

 

［正题名］卢沟桥与宛平城 

［第一责任人］孙涛主编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卢沟桥文化旅游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闻名古今中外、建成 800 多年的卢沟桥和建于明崇祯十三年用以拱卫北

京的宛平城，从建筑结构、建筑艺术及其作为“七七事变”爆发地的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介绍。 

［主题词］卢沟桥/简介 

［主题词］名胜古迹/简介/丰台区 

［知识责任］孙涛 主编 

  

 

［正题名］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傅建文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红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以真实的笔调再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悲壮场景，揭示了特定历史环境中

高层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等一大批历史人物的鲜活形

象。 

［主题词］报告文学 

［知识责任］傅建文 著 

  

 

［正题名］多元的现代性 

［副题名］从“9·11”灾难到汪晖“中国的现代性”论说 

［第一责任人］吴冠军著 

［出版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阐释了多元现代性的规范框架、人的权利与康德的启蒙遗产、康德主义的

文化民主观、多元现代性的历史构建、“承认的政治”与权利自由主义、多元现代性与文化

民主等内容。 

［主题词］哲学学派/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政治/思潮/研究 

［知识责任］吴冠军 著 

  

 

［正题名］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第一责任人］孟森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以历史学家的严谨，考证史实，澄清了有清以来民间野史中盛传已久的三

大疑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主题词］历史事件/考证/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孟森 著 

  

 

［正题名］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 

［第一责任人］秦风编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老照片》丛书专辑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集的照片从不同的层面再现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包括“香港的

英国贵族”、“南京大屠杀惨状”、“宣传抗日的少年”、“重庆军民欢庆胜利”等。 

［知识责任］秦风 编著 

  

 

［正题名］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 

［第一责任人］邢小群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包括“文学研究所成立的背景”、

“文学研究所成立经过”、“文学研究所的教学内容与形式”、丁玲与文学研究所 等内容。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邢小群 著 

  

 

［正题名］中国福利会志 

［第一责任人］杜淑贞主编 

［译者］《中国福利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民国 27 年至 1998 年中国福利会为国家与人民所作出的贡献，全面

反映了中国福利会历史与现状。 

［主题词］社会福利/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杜淑贞 主编 

  

 

［正题名］大清帝国城市印象 

［副题名］19 世纪英国铜版画 

［并列题名］IMPRESSIONS OF 19TH CENTURY CHINESE CITIES, ALLOM`S PAINTING 

［第一责任人］（英）托马斯·阿罗姆绘图 

［译者］李天纲编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城市|/历史/史料/中国/清代 

［主题词］铜版画/作品集/英国/近代 

［知识责任］阿罗姆 绘图 

［知识责任］Allom 绘图 

［次知识责任］李天纲 编著 

  

 

［正题名］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丛书］历史卷 

［并列题名］Encyclopedia of Chinese Overseas 

［丛书］Volume of History 

［第一责任人］周南京主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卷书采用词条的形式概述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历史、重要历史事件（运动）、

战争、重要会议、重要宣言、重要历史文件（文献）、中外文化交流及华侨华人在其中的作

用。 

［主题词］华侨/世界/百科全书 

［主题词］华人/世界/百科全书 

［知识责任］周南京 主编 

  

 

［正题名］背叛 

［副题名］《沧海》第一部 

［第一责任人］简繁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刘海粟和夫人夏伊乔的回忆录，以及其他相关人物的回忆和访谈编写，

作品从不同角度，冷静而理性地向人们再现了一个主体的、完整的、真实的世纪老人刘海粟。 

［知识责任］简繁 著 

  

 

［正题名］彼岸 

［副题名］《沧海》第二部 

［第一责任人］简繁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沧海》三部曲（背叛、彼岸、见证）是旅美画家、艺术大师刘海粟的研究生

简繁先生根据刘海粟和夫人夏伊乔的回忆录，以及其他相关人物的回忆和访谈，对 20 纪中

国美术家的命运所作的客观而生动的记录。作品从不同角度，向历史和读者再现了一个主体

的、完整的、真实的世纪老人刘海粟，同时，还触及了美术界的是非恩怨。 

［知识责任］简繁 著 

  

 



［正题名］见证 

［副题名］《沧海》第三部 

［第一责任人］简繁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刘海粟和夫人夏伊乔的回忆录，以及其他相关人物的回忆和访谈而编

写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冷静而理性地向历史和读者再现了一个主体的、完整的、真实的世

纪老人刘海粟。 

［知识责任］简繁 著 

  

 

［正题名］中国监狱史 

［第一责任人］万安中主编 

［译者］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 

［主题词］监狱制度/法制史/中国 

［知识责任］万安中 主编 

  

 

［正题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副题名］1250-1850 

［第一责任人］李伯重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江南（历史地名）/1250-1850 

［知识责任］李伯重 著 

  

 

［正题名］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6（1954）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 1954 年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大、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政

协及所属部门制定、发布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部门有关北京工作的指示，中共

中央、北京市部分负责同志的讲话和文章等文献共 132 篇。 

［主题词］人民政府/文件/北京市/1954/汇编 

  

 

［正题名］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7（1955）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 1955 年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大、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政

协及所属部门制定、发布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部门有关北京工作的指示，中共

中央、北京市部分负责同志的讲话和文章等文献共 129 篇。 

［主题词］地方政府/文件/北京市/1955/汇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 

［第一责任人］赵明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权利/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赵明 著 

  

 

［正题名］戊戌变法一志士 

［副题名］刘光第评传 

［第一责任人］丘铸昌著 

［出版者］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丛编题名］客家研究文丛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的生平。从其童年家世一直到他投身

变法都做了详细的论述。 

［知识责任］丘铸昌 著 

  

 

［正题名］远渡重洋 

［副题名］中美贸易二百年（1784-1999） 

［第一责任人］林坚著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对外贸易/历史/研究/中国/美国/1784-1999 

［知识责任］林坚 著 

  

 

［正题名］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耿云志…[等]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研究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认识与实践的书。其研究的对象就是近代中

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的历史。全书共分：“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早期认识与戊戌变

法”、“建立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思想准备”等十四章内容。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耿云志 著 

［知识责任］闻黎明 著 

［知识责任］郑大华 著 

［知识责任］李育民 著 

［知识责任］王法周 著 

［知识责任］邹小站 著 

  

 

［正题名］苏联专家在中国 

［副题名］1948-1960 

［第一责任人］沈志华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中苏关系/技术援助/研究/1948-1960 

［知识责任］沈志华 著 

  

 

［正题名］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建华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社会政策/研究/新疆/民国 

［知识责任］黄建华 著 

  

 

［正题名］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诸葛蔚东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介绍战后日本与中国关系的书。全书分为：战后日本舆论的变迁与

对中国的解读；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传统文化论等四章。 

［主题词］汉学/研究/日本/1945- 

［知识责任］诸葛蔚东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学术报告 

［第一责任人］潘晨光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潘晨光 主编 

  



 

［正题名］吴承明集 

［第一责任人］[吴承明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作者的论文 20 篇，可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关于资本集成和工业

化问题；第二组是关于市场与现代化问题；第三是关于经济史理论与方法论问题。 

［主题词］经济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吴承明 著 

  

 

［正题名］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 

［第一责任人］石云涛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中西交通的创辟和发展，探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程和成就。 

［主题词］文化交流/历史/研究/中国/西方国家/古代 

［主题词］交通/历史/研究/中国/西方国家/古代 

［知识责任］石云涛 著 

  

 

［正题名］清刻本 

［副题名］插图珍藏本 

［第一责任人］黄裳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cgrs225f 任继愈主编 

［主题词］清刻本/研究 

［知识责任］黄裳 著 

  

 

［正题名］晚年周扬 

［第一责任人］顾骧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文汇纪实丛书 

［知识责任］顾骧 著 

  

 

［正题名］旧中国素描 

［副题名］1928-1929 

［第一责任人］（日）望月睦幸主编 



［译者］伍金贵编译 

［出版者］云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全书共 160 幅照片，显示了上个世纪初叶，处于社会变革前夜的旧中国的社会

风貌，再现了上海、广东、福建、江苏、云南诸多省市以及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的民

俗民情。 

［主题词］社会/概况/中国/1928-1929 

［知识责任］望月睦幸 主编 

［次知识责任］伍金贵 编译 

  

 

［正题名］我们仨 

［第一责任人］杨绛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绛 著 

  

 

［正题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邓鸿光，李晓明主编 

［出版者］崇文书局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崇文学术文库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研究书系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邓鸿光 主编 

［知识责任］李晓明 主编 

  

 

［正题名］收藏与投资（2003-2004 年版） 

［书目卷册］10 

［丛书］中国旧纸币目录 

［副题名］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 

［第一责任人］许光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民国时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并标明了市

场收藏参考价格。 

［主题词］货币/收藏/价格/民国/图录 

［知识责任］许光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宋秋蓉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南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丛书 

［主题词］私立学校/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高等学校/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宋秋蓉 著 

  

 

［正题名］清宫旧影珍闻 

［第一责任人］左远波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宫廷/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左远波 著 

  

 

［正题名］孙中山的家世 

［副题名］资料与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分：“历史文献”、“孙中山亲属对家世的看法”、“调查访问材料”、“函电”、

“年谱与传记选录”等六个部分，对孙中山家族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主题词］家族/史料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崔乃夫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采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范围内的地名约 18 万条，近 3000 万字。分

政区与居民点、自然实体、交通、科教文卫体和服务业、工矿企业、农业与水利设施、名胜

古迹和纪念地、地域名及简名和旧名 8 大类。 

［主题词］地名/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崔乃夫 主编 

  

 

［正题名］燕京大学人物志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辑收 1933 年入学的学生、附中附小学生、索引、历来入学的学生名单和后

记。 

  

 

［正题名］老行当 

［并列题名］Old Trades 

［第一责任人］沈寂，张锡昌编撰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大量残存的中国老行当的历史图片，把它们进行分类编辑，让读者

看到三百六十五行的过去，知道中国的行业发展和变迁、进化的历史。 

［主题词］职业/中国/清后期/史料/摄影集 

［主题词］职业/中国/民国/史料/摄影集 

［知识责任］沈寂 编撰 

［知识责任］张锡昌 编撰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2002.1 

［书目卷册］总第九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辑收录了《对根本恶的反思：阿伦特与康德》、《后殖民史学》、《先秦诸子寓

言正义》等 8 篇论文、3 篇评论、1 篇通讯、15 篇书评。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罪证 

［副题名］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 

［第一责任人］李荣惠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从当年侵华日军为宣扬其亲侵略战争的战绩等目的而汇编的刊物、

画册中，挑选的由侵华日军随军记者或士兵拍摄的历史照片，留下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

上狂轰滥炸等多方面的罪证的真实记录。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李荣惠 主编 

  

 

［正题名］全国总书目 



［书目卷册］2000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2000 

  

 

［正题名］全国总书目 

［书目卷册］2000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2000 

  

 

［正题名］中国新文艺大系 

［第一责任人］陈荒煤总主编 

［书目卷册］1937-1949 

［丛书］中短篇小说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严家炎本卷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集收录了“暴风雨的一天”、“小城三月”、“期待”、“一家人”、“雪夜”、“传

家宝”、“麻雀”等中短篇小说。 

［主题词］文艺/中国/1937～1949/文集 

［主题词］中篇小说/中国/1937～1949/选集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1937～1949/选集 

［知识责任］陈荒煤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严家炎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国新文艺大系 

［第一责任人］陈荒煤总主编 

［书目卷册］1937-1949 

［丛书］中短篇小说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严家炎本卷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集收录了“暴风雨的一天”、“小城三月”、“期待”、“一家人”、“雪夜”、“传

家宝”、“麻雀”等中短篇小说。 



［主题词］文艺/中国/1937～1949/文集 

［主题词］中篇小说/中国/1937～1949/选集 

［主题词］短篇小说/中国/1937～1949/选集 

［知识责任］陈荒煤 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严家炎 本卷主编 

  

 

［正题名］青春的足迹 

［副题名］北京青年运动大事记（1919-2002） 

［第一责任人］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正题名］中国金融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飞[…等]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北洋政府时期 

［第一责任人］杜恂诚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八章内容，对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金融经济进行了全面的反映，总结

了这一阶段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演变规律。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飞 主编 

［知识责任］赵海宽 主编 

［知识责任］许树信 主编 

［知识责任］洪葭管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杜恂诚 著 

  

 

［正题名］中华科学文明史 

［并列题名］TheShorter Science & civilistion in China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英）李约瑟原著 

［第一责任人］（英）柯林·罗南改编 

［译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 

［译者］江晓原策划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数学、天文、气象学、地学、地质学、地质学和相关科学、物理学等

章节。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约瑟 原著 

［知识责任］Needham 原著 



［知识责任］罗南 改编 

［知识责任］Ronan 改编 

［次知识责任］江晓原 策划 

  

 

［正题名］中华科学文明史 

［并列题名］TheShorter Science & civilistion in China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英）李约瑟原著 

［第一责任人］（英）柯林·罗南改编 

［译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 

［译者］江晓原策划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磁学和电学、航海技术、航海与发现、航海术、推进、操纵、海上平

战技术等章节。 

［主题词］自然科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李约瑟 原著 

［知识责任］Needham 原著 

［知识责任］罗南 改编 

［知识责任］Ronan 改编 

［次知识责任］江晓原 策划 

  

 

［正题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副题名］1927－1931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七卷 

  

 

［正题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副题名］1927－1931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八卷 

  

 

［正题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副题名］1927－1931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九卷 

  

 

［正题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副题名］1927－1931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十卷 

  

 

［正题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副题名］1927－1931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十一卷 

  

 

［正题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副题名］1927－1931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十二卷 

  

 

［正题名］中共江苏省组织史资料简本 

［书目卷册］1921-2001 

［第一责任人］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 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

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七篇内容。 

  

 

［正题名］屡创奇迹的 60 军 

［第一责任人］陈忠龙主编 

［译者］《屡创奇迹的 60 军》编审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知识责任］陈忠龙 主编 

  

 

［正题名］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第一责任人］龚育之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作者的文章 20 篇，共分为：“论南方谈话”、“论十四大报告”、“论

《邓小平文选》”、“悼邓小平逝世”等 6 个部分。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主题词］邓小平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龚育之 著 

  

 

［正题名］陈乐民集 

［第一责任人］[陈乐民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共包括四个部分：“国际·欧洲”、“历史”、“中西文化”、“其他”，收有“国

际合作与主权”、“全球化与中国”、“伏尔泰的《历史哲学》”、“费希特的矛盾”等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欧洲/研究 

［主题词］国际问题/研究 

［知识责任］陈乐民 著 

  

 

［正题名］历史学是什么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周筱赟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 

［附注内容］人文素质教育教材 人文社科基础读物 

［附注内容］“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共四部分，即“历史的来历”、“历史的类型”、“为什么要了解历史”、“怎

样学习和研究历史”。 

［主题词］史学/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知识责任］周筱赟 著 

  

 

［正题名］萨空了文集 



［第一责任人］[萨空了著] 

［译者］祝均宙，萧斌如编 

［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录了萨空了写于 20 世纪 20-80 年代的论文及专著。分为回忆录、专

著、文论选辑、友朋书札、生平及子女所写的年谱等部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萨空了 著 

［次知识责任］祝均宙 编 

［次知识责任］萧斌如 编 

  

 

［正题名］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副题名］何新史学论著选集 

［第一责任人］何新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作者力图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诠释，重建和复兴华夏民族先祖以来的伟大文化精

神和民族精神，本书汇编了作者于 80-90 年代间写作的若干史论和在报纸上发表的十篇札

记。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何新 著 

  

 

［正题名］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 

［第一责任人］赵晓铃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知识责任］赵晓铃 著 

  

 

［正题名］清代经学史通论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主编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丛编题名］国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评价了清代经学发展演变的基本史实，并将经学源流与学潮、政潮结合起

来，进而探索传统学术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主题词］经学/哲学学派/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吴雁南 主编 

  

 

［正题名］中国口译史 

［第一责任人］黎难秋主编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翻译理论与实践丛书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SERIES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力图以时间岁月为经，以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为纬，全面地阐述我国

的口译历史。 

［主题词］口译/历史/中国 

［主题词］翻译/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黎难秋 主编 

  

 

［正题名］多源与多元 

［副题名］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 

［第一责任人］周晓明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丛书 学术著作系列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分两篇：上篇为“从留学运动到留学族群”、下篇为“留学族群视域中的

新月派”。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之一。 

［主题词］留学生/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新月派/文学流派/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周晓明 著 

  

 

［正题名］五四文学思想论 

［第一责任人］许祖华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丛书 学术著作系列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构成五四文学思想体系的两个根本观念、白话文学思想论、以

人生为本位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论等。 

［主题词］新文学（五四）/文艺思想/文学研究 

［知识责任］许祖华 著 

  

 

［正题名］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 

［副题名］以侵华战争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日）江口圭一著 

［译者］周启乾，刘锦明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部分，包括 1910 至 1930 年代的日本——通往统治亚洲之路，天皇制

立宪主义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亚的支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至 1920-1930 年代等内容。 

［主题词］帝国主义/近代史/研究/日本 

［主题词］侵华/历史/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江口圭一 著 

［次知识责任］周启乾 译 

［次知识责任］刘锦明 译 

  

 

［正题名］冷战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章百家，牛军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中外关系/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主题词］冷战/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章百家 主编 

［知识责任］牛军 主编 

  

 

［正题名］闽西人民革命史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展现了闽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壮丽画面，全书按历

史时期，分为 4 编 16 章。 

  

 

［正题名］怀念冯军 

［第一责任人］肖怀远主编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7 

［附注内容］冯军(1949～1993)，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组

织部长等职，本书收 40 多篇文章和诗词以示纪念。 

［知识责任］肖怀远 主编 

  

 

［正题名］出枥集 

［副题名］来新夏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名家心语丛书 cgrs225h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书山路忆”、“无怨无悔说”、“书生论”、“儒商与商儒”、“中外文化

的双向关系”、“名人的滋味”、“历史的沉重”、“再访天一阁”、“东方的赌城”等文章。 

［主题词］文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山东大学百年史 

［书目卷册］1901-2001 

［第一责任人］《山东大学百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山东大学史、山东医科大学史、山东工业大学史、新山东大学史 4

部分内容。 

  

 

［正题名］台湾研究年度报告 

［书目卷册］2001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问题研究所编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年度报告、台湾人物、台湾文档三个部分。内容涉及两岸关系，两岸

经贸，台湾政局、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社会与教育等。 

［主题词］台湾问题/研究报告/2001 

  

 

［正题名］2002 北大 佳讲座 

［书目卷册］第 1 辑 

［副题名］2002.1-2002.4 

［第一责任人］北大在线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百年学府讲座文集 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 2002 年 1 月-4 月期间北京大学校园内 20 位中外名家的精典讲座。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2002 

  

 

［正题名］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第一责任人］徐显明主编 

［丛书］史学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育济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

献”、“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面貌之不同”等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史学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徐显明 主编 

［知识责任］王育济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第一责任人］徐显明主编 

［丛书］史学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育济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

献”、“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面貌之不同”等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史学理论/文集 

［知识责任］徐显明 主编 

［知识责任］王育济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第一责任人］徐显明主编 

［丛书］文学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育济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谈幽默”、“试谈庄子的齐物”、“破读的语

言性质及其审音”、“美是什么”、“文体模式说”等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徐显明 主编 

［知识责任］谭好哲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第一责任人］徐显明主编 

［丛书］文学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谭好哲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谈幽默”、“试谈庄子的齐物”、“破读的语

言性质及其审音”、“美是什么”、“文体模式说”等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徐显明 主编 



［知识责任］谭好哲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第一责任人］徐显明主编 

［丛书］经济学卷 

［第一责任人］樊丽明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股份制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 好选择”、“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选

择和副食品的供需矛盾”、“论区域经济规律”、“我国工业经济不规则演进的历史分析”等论

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经济学/文集 

［知识责任］徐显明 主编 

［知识责任］樊丽明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第一责任人］徐显明主编 

［丛书］政治学卷 

［第一责任人］刘玉安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历史流变”、“论邓小平理论及其科学体系”、“论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成就及其启示”、“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

作用”等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政治学/文集 

［知识责任］徐显明 主编 

［知识责任］刘玉安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第一责任人］徐显明主编 

［丛书］哲学—社会学卷 

［第一责任人］傅有德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试析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制度的伦理效应”、“人文精神及其

当代价值定位”、“方法功能科学实现的主体条件”、“论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等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哲学/文集 

［主题词］社会学/文集 



［知识责任］徐显明 主编 

［知识责任］傅有德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第一责任人］徐显明主编 

［丛书］外文卷 

［第一责任人］王守元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美国文学思潮”、“萧伯纳的戏剧理论及实践”、“汉英翻译教学务实

谈”、“漫谈俄语词的词汇搭配”、“日本古代汉文学”等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外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徐显明 主编 

［知识责任］王守元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第一责任人］徐显明主编 

［丛书］法学卷 

［第一责任人］刘士国，谢晖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选入“人权的体系与分类”、“法律工具主义评析”、“我国未来多法域之间

的冲突及其调控”、“判例法与经验主义哲学”、“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等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法学/文集 

［知识责任］徐显明 主编 

［知识责任］刘士国 卷主编 

［知识责任］谢晖 本卷主编 

  

 

［正题名］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第一责任人］徐显明主编 

［丛书］管理学卷 

［第一责任人］赵景华本卷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 

［附注内容］本卷收有“从文化差 看日美企业管理的特色”、“企业跨国经营的国际比较”、

“试论共同管理文化的发展”、“名牌生态系统的竞争与合作研究”、“论我国的无形资产管理”

等论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管理学/文集 



［知识责任］徐显明 主编 

［知识责任］赵景华 本卷主编 

  

 

［正题名］当代江西简史 

［第一责任人］危仁晸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江西省/1949- 

［知识责任］危仁晸 主编 

  

 

［正题名］心灵之约 

［副题名］我亲历的中日文化·学术交流 

［第一责任人］刘德有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作者在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方面所经历的事、所接触的人、

所获得的心得和体会，反映了我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的一个侧面。 

［主题词］中日关系/文化交流/文集 

［知识责任］刘德有 著 

  

 

［正题名］陈翰笙集 

［第一责任人］[陈翰笙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经济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陈翰笙 著 

  

 

［正题名］三湘青年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集 

［书目卷册］2001 年卷 

［第一责任人］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出版者］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社会科学/论文集/湖南省/现代 

  

 



［正题名］俄国东正教会改革 

［书目卷册］1861-1991 

［第一责任人］戴桂菊著 

［出版者］社科文献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历史的遗产；“大改革”时期的教会改革；亚历山大时期

的教会政策；教会革新运动；教会改革的历史思考等。 

［主题词］俄罗斯正教会/宗教改革运动/研究/1861-1917 

［主题词］宗教改革运动/研究/俄罗斯/1861-1917 

［知识责任］戴桂菊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德山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为探讨内容，按阶段、分时期侧重对中

国近代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政治人物有关政党问题的学说、思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和

演变情况进行说明和分析。 

［主题词］资产阶级政党/理论/中国/近代 

［主题词］政党/理论/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德山 著 

  

 

［正题名］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 

［第一责任人］杨岚，张维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内容包括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意义和新视界、理论

资源清点，社会结构的现代变迁与人性结构的现代转换，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具体途径

等。 

［主题词］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杨岚 著 

［知识责任］张维真 著 

  

 

［正题名］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与革命 

［副题名］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据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福记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据进行研究，内容包括 20 世纪二三

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

原因及障碍分析、现代因素的扩张与新旧观念的冲突等。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福记 著 

  

 

［正题名］李济深全传 

［第一责任人］姜平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知识责任］李济深姜平 著 

  

 

［正题名］岭南维新思想述论 

［副题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宋德华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以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力图对岭南维新思想进行全方位的述

论，不但构筑了一个大致可以反映该思想全貌的著述体系，而且对此体系的各部分、各层次

以尽量给予具体细致的归纳和分析。 

［主题词］改革/思想/研究/广东省/清后期 

［主题词］戊戌变法/政治思想/研究/广东省/清后期 

［知识责任］宋德华 著 

  

 

［正题名］口岸 放与社会变革 

［副题名］近代中国自 商埠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天宏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通商口岸/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改革/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天宏 著 

  

 

［正题名］中国文化名人访谈实录 

［第一责任人］刘文勇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作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文勇 著 



  

 

［正题名］来自上层的革命 

［副题名］苏联体制的终结 

［第一责任人］（美）大卫·科兹，（美）弗雷德·威尔著 

［译者］曹荣湘，孟鸣歧等译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涵盖了从 1917 年苏联政治体制的确立，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走向资

本主义，再到 1995 年共产党力量的惊人复兴等各个关键时期。作者通过对 50 名新旧政要的

访谈，对苏联解体作了独到的解释。 

［主题词］政治事件/研究/苏联 

［知识责任］科兹 著 

［知识责任］Kotz 著 

［知识责任］威尔 著 

［知识责任］Weir 著 

［次知识责任］曹荣湘 译 

［次知识责任］孟鸣歧 译 

  

 

［正题名］资中筠集 

［第一责任人］[资中筠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美国学术

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外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困惑”、“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等

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问题/研究/文集 

［主题词］国际问题/中外关系/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资中筠 著 

  

 

［正题名］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董恩林主编 

［出版者］湖北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历史/文献/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古籍/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董恩林 主编 

  



 

［正题名］我与中华书局 

［副题名］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 62 篇文章，分为四类：专家学者与中华书局的密切交往；作者与中

华版图书的文字因缘；一般读者与中华书局的书缘；怀念逝去的中华书局同仁。 

  

 

［正题名］战后国际关系史 

［副题名］1945-2000 

［第一责任人］纪胜利，郝庆云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大西洋联盟的形成与美国同西欧的关系，亚

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高涨，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等内容。 

［主题词］国际关系/研究/教材/1945-2000 

［知识责任］纪胜利 著 

［知识责任］郝庆云 著 

  

 

［正题名］孙中山与祖国的和平统一 

［副题名］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功安，林家有主编 

［出版者］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 

［附注内容］中山大学“211 工程”建设经费及广东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图书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孙中山统一祖国的思想与实践、孙中山的思想与爱国主义精神、

辛亥革命及其影响，涉及文章 30 余篇。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王功安 主编 

［知识责任］林家有 主编 

  

 

［正题名］朱之锡文集 

［第一责任人］[（清）朱之锡著] 

［译者］朱中梁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文集的主要部分是朱之锡任兵部尚书、总督河道十年间的上疏，原原本本一

百篇，其中多数有皇帝的批示，当年由徐沁辑为《河防疏略》二十卷（《四库全书》）有此书

目。 



［知识责任］朱之锡 著 

［次知识责任］朱中梁 主编 

  

 

［正题名］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 

［第一责任人］张世英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丛编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cgrs225h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 30 多篇文章，共分 6 部分：“中西哲学会通篇”、“审美意识新论篇”、

“语言的哲学思考篇”、“人生境界解析篇”、“杂感琐谈篇”和“学术自述篇”。 

［主题词］哲学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张世英 著 

  

 

［正题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 

［第一责任人］高放著 

［出版者］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半个世纪以来研究这门学科的成果汇编，分为综合篇、事件篇、组

织篇、人物篇、著作篇。 

［主题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 

［知识责任］高放 著 

  

 

［正题名］狂生傲语张五常 

［第一责任人］田仁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系为近期各种媒体关于张五常的有关新闻报道、评述文章及他本人的答问

和演讲摘编。客观反映了“张五常热”的形成起端和发展。 

［知识责任］田仁 编 

  

 

［正题名］云南对外贸易史 

［第一责任人］吴兴南著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云南地方经济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旨在探讨先秦以来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分析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向

近代化演进的历程，揭示这一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主题词］对外贸易/商业史/云南省 

［知识责任］吴兴南 著 



  

 

［正题名］老北京的民俗行业 

［第一责任人］常人春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兔儿爷老北京史地民俗丛书 cgrs225f 常人春，高巍主编 

［附注内容］民俗行业——为人生礼俗、岁时年节和信仰崇拜等礼俗活动服务的行业，曾经

好似北京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典型行业。本书从它们的经营方式、行业特点，以及店铺装饰等

方面，真实地反映了老北京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内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北京的工商史、

民俗史和社会史。 

［主题词］风俗习惯/北京/史料 

［主题词］商业史/北京/史料 

［知识责任］常人春 著 

［知识责任］常人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高巍 丛书主编 

  

 

［正题名］我与吴祖光 40 年悲欢录 

［第一责任人］新凤霞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家庭档案 cgrs225f 常君实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选对象、决定终身、兴趣的改变、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汇演、在反

右的日子里、团圆总比分离好、和白石老人的父女之情等内容。 

［知识责任］新凤霞 著 

  

 

［正题名］走近 后的决战 

［副题名］平津战役参战将士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平津战役纪念馆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平津战役史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平津战役参战将士和有关人员的访谈，挖掘了一些有特点、有情节

的鲜为人知的事迹和史料，以反映平津战役的斗争史实，进一步推动平津战役的研究与宣传。 

［主题词］平津战役（1948-1949）/史料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 

［副题名］1978.12-2002.5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正题名］钱锺书与现代西学 

［第一责任人］季进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 5 章，包括：“阐释的循环——钱钟书与阐释学”、“解构之维——钱

钟书与解构主义”、“跨文学与跨文化对话——钱钟书与比较文学”等。 

［知识责任］季进 著 

  

 

［正题名］传在史中 

［副题名］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 

［第一责任人］郑学檬编著 

［出版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5 

［丛编题名］华夏传播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传播的 始、传播的观念、传播的原则、传播的过程、传播的环境、

传播的技巧、传播的形式七章内容。 

［主题词］传播学/中国/古代/史料 

［知识责任］郑学檬 编著 

  

 

［正题名］孙中山与湖州人 

［第一责任人］沈石铭主编 

［译者］民革浙江省委会孙中山研究会，民革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三编讲述了孙中山以及追随孙中山的一批湖州先辈为辛亥革命作出的非

凡业绩，其中包括孙中山对我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湖州光复的前前后后等内

容。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湖州市/现代 

［知识责任］沈石铭 主编 

  

 

［正题名］蒋经国的生死恋人章亚若 

［第一责任人］徐浩然，章修维，罗林禄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蒋氏家族系列 

［知识责任］徐浩然 著 

［知识责任］章修维 著 



［知识责任］罗林禄 著 

  

 

［正题名］杨小楼传 

［第一责任人］吴同宾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京剧泰斗传记书丛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杨月楼的传奇生涯；杨小楼出世；明星璀璨 冉冉升空；

武生宗师 辉煌成就；新排剧目 爱国主义等。 

［知识责任］吴同宾 著 

  

 

［正题名］历史的经验 

［第一责任人］南怀瑾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谋略/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南怀瑾 著 

  

 

［正题名］陈昌浩革命生涯 

［第一责任人］范青，陈辉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知识责任］范青 著 

［知识责任］陈辉汉 著 

  

 

［正题名］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一责任人］沈志华执行总主编 

［书目卷册］第 34 卷 

［丛书］总目录 

［第一责任人］沈志华，刘仲亨本卷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历史档案/档案资料/汇编/目录/苏联/现代 

［知识责任］沈志华 执行总主编 

［次知识责任］沈志华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仲亨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上海民防志 

［第一责任人］宋元鹏主编 



［译者］《上海民防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丛编题名］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 

［附注内容］本志记述 1932-1999 年上海地区民防（组织机构、防空指挥、通信警报、工程

建设、工程管理、抗灾救灾、科研、宣传、教育、民防经济与劳动人事等）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 

［主题词］防空/概况/上海市 

［主题词］救灾/上海市 

［知识责任］宋元鹏 主编 

  

 

［正题名］上海港志 

［第一责任人］张燕主编 

［译者］《上海港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丛编题名］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记述上海港的历史与现状，收录内容包括港口、航道、航政、筑港、

船舶检验、代理、港口勘测设计、港口机械制造等专业。 

［主题词］港口/概况/上海市 

［主题词］交通运输史/上海市 

［知识责任］张燕 主编 

  

 

［正题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 

［副题名］1902-2002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入馆藏善本 3281 种。其中经部 394 种，史部 955 种，子部 573 种，

集部 1300 种，丛书部 59 种。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行款格式、书号等

项。 

［主题词］古籍/善本/图书馆目录/北京师范大学/1902～2002 

  

 

［正题名］中国战争发展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袁伟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战争溯源——史前时期；奴隶社会的战争形态——夏

商西周时期；军制发展兵学成熟的车战时代——春秋时期等。 



［主题词］战争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袁伟 主编 

  

 

［正题名］中国战争发展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袁伟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战争溯源——史前时期；奴隶社会的战争形态——夏

商西周时期；军制发展兵学成熟的车战时代——春秋时期等。 

［主题词］战争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袁伟 主编 

  

 

［正题名］老苏州 

［副题名］百年历程 

［并列题名］Old Suzhou 

［副题名］Changes ove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书目卷册］上卷 

［副题名］1895-1949 

［第一责任人］徐刚毅主编 

［译者］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相结合的形式记载了从 1895—2000 年苏州的发展历程，分为辛亥

革命前夕、北京政府时期、“四·一二”事变至抗战前夕、抗战八年、抗战胜利至解放、社

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等十个部分内容。 

［主题词］地方史/苏州市/1895-1949 

［知识责任］徐刚毅 主编 

  

 

［正题名］老苏州 

［副题名］百年历程 

［并列题名］Old Suzhou 

［副题名］Changes ove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书目卷册］下卷 

［副题名］1949-2000 

［第一责任人］徐刚毅主编 

［译者］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以图文相结合的形式记载了从 1895—2000 年苏州的发展历程，分为辛亥



革命前夕、北京政府时期、“四·一二”事变至抗战前夕、抗战八年、抗战胜利至解放、社

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等十个部分内容。 

［主题词］地方史/苏州市/1949-2000 

［知识责任］徐刚毅 主编 

  

 

［正题名］中华同人学术论集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唐代学术文化的流变》、《宋代官员俸禄和其他颁给分项考析》、

《论王建乐府》、《明初内阁的位置变迁》、《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等四十余篇文章。 

［主题词］文史哲/中国/文集 

  

 

［正题名］九府裕民 

［副题名］上海钱庄票图史 

［第一责任人］傅为群编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丛刊 1 

［主题词］银行/银行券/上海市/明清时代/图集 

［主题词］金融市场/票据/史料/上海市/图集 

［知识责任］傅为群 编著 

  

 

［正题名］东北老招幌 

［第一责任人］于学斌编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招牌/史料/东北地区/近代 

［主题词］商业广告/图集/东北地区/近代 

［主题词］风俗习惯/商业经营/史料/东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于学斌 编著 

  

 

［正题名］中华书局图书目录 

［书目卷册］1992-2001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管理中心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49-1991 

  

 



［正题名］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 

［第一责任人］张红宇著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简要回顾；农地制度的阶段性变迁；农地使用制度

的多样化选择；农地调整和使用权流转；农地制度变迁与制度绩效等。 

［主题词］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中国 

［主题词］土地制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红宇 著 

  

 

［正题名］童心拓荒 

［副题名］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 

［第一责任人］唐淑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当代江苏学人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的生平，介绍了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贡献，

以及他的代表作品，亲友作的纪念文章。 

［知识责任］唐淑 编 

  

 

［正题名］淮海战役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建国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书分析了淮海战役的形成、作战方针的形成和确立以及胜利原因等。 

［主题词］淮海战役（1948-1949）/研究 

［知识责任］李建国 著 

  

 

［正题名］西安旧事 

［第一责任人］宗鸣安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关于西安历史与民情的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民国时代的西

安，其中包括了“过去的事给我们带来什么感觉”、“百业刚刚兴起”等四章内容，讲述了民

国时期西安的政治、文化、景物、民俗等。 

［主题词］地方史/西安市/民国 

［知识责任］宗鸣安 著 

  

 

［正题名］简明台湾文学史 

［第一责任人］古继堂主编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台湾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包括“早期台湾文学”、“中期台湾文学”、

“近期台湾文学”三部分。 

［主题词］文学史/台湾省 

［知识责任］古继堂 主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学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论抽象社会》、《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村庄自治与国

家政权建设华北西村案例分析》、《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等 13

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 

［第一责任人］郑家建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三联文博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寂寞的前驱、置身于思想史背景的“五四”、文学史的新视野、小说

类型研究、文本的诗学分析等内容。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郑家建 著 

  

 

［正题名］民国第一家 

［副题名］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 

［第一责任人］沈飞德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以翔实的史料，记录了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的基本情况，包括孙中山的大

哥、原配夫人、革命伴侣、夫人，孙子、女儿及其他们的子女等。 

［知识责任］沈飞德 著 

  

 

［正题名］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 

［第一责任人］徐善伟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新生代学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重返地中海世界， 启东西交通新时代；翻译运动与中世纪西

方文化的复兴；东方因素灌注于西方的文学与艺术之中；东方物质文化的西传与中世纪西方

日常生活的东方化倾向。 

［主题词］东西文化/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 

［主题词］文化史/世界 

［知识责任］徐善伟 著 

  

 

［正题名］史学家 

［副题名］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并列题名］Historian 

［第一责任人］（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译者］马俊亚，郭英剑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写出了历史理论、实践及其发展和它与现代世界的联系，反映了作者一生

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关注。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霍布斯鲍姆 著 

［知识责任］Hobsbawm 著 

［次知识责任］马俊亚 译 

［次知识责任］郭英剑 译 

  

 

［正题名］人生往事 

［第一责任人］沈寂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 卷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父亲的愿望”、“没有长大的孩子”、“英国老师的忏悔”等散文。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沈寂 著 

  

 

［正题名］生活哲学 

［第一责任人］马国亮著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 卷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十分钟的享受”、“人和镜子”、“不漂亮的女孩子”、“伴舞记”、“恋

爱的故事”等随笔。 

［主题词］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马国亮 著 



  

 

［正题名］中美经济关系研究 

［书目卷册］1927-1937 

［第一责任人］仇华飞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修订商约与整理债务；中美商务关系；中美白银问题；币制改革与

中美货币协定四部分内容。 

［主题词］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中国/美国/1927-1937 

［知识责任］仇华飞 著 

  

 

［正题名］晚年陈独秀与苏联经验 

［第一责任人］阿明布和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新世纪学术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陈独秀思想演进的两个历史时期和陈独秀思想发展的晚年时期的

继肯定阶段和否定阶段之后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知识责任］阿明布和 著 

  

 

［正题名］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 

［书目卷册］1937-1945 

［第一责任人］齐春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走私贸易/经济关系/中国/日本/1937-1945 

［主题词］国际贸易/经济史/中国/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齐春风 著 

  

 

［正题名］卢作孚年谱 

［第一责任人］张守广编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期刊、民生公司及其相关企业的有关报告等第一手资料，

并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编辑而成，记述了著名企业家卢作孚从 1893 年出生到 1952 年去世

60 年间的个人生平、事迹、思想、事业、著作、交往及相关的重大史实，并附有作者简评。 

［知识责任］张守广 编 

  

 

［正题名］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 



［第一责任人］何慈毅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共七章，主要以当时亚洲的国际秩序，即中华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系为背

景，探讨琉球王国与日本长达五百年的相互关系。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琉球/日本/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何慈毅 著 

  

 

［正题名］王国维文献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姚淦铭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共十章，不仅从宏观上阐论王国维的文献学，对王国维的

学术时代特征及其境界进行论述，还选择个案详细分析，并把两者结合多侧面、多层次地论

述。 

［主题词］文献学/研究 

［知识责任］姚淦铭 著 

  

 

［正题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文珍稀期刊题录 

［副题名］1902-2002 

［第一责任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刊部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附注内容］本目录收录的期刊包括各个时期影响较大的刊物、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文学

刊物，解放区出版的刊物等，目录的著录项目包括题名、编辑者、版本、出版者地、统一题

名等。 

［主题词］中文/期刊目录/图书馆目录/北京师范大学/1902-2002 

［主题词］期刊目录/北京师范大学/1902-2002 

  

 

［正题名］李一氓同志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5 

 

［正题名］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 

［第一责任人］（俄）安德烈·苏霍姆利诺夫著 

［译者］李惠生，黄志渊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揭秘俄罗斯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充满戏剧性的一生，斯大林的去世是其命运的



转折点，在父亲的光环下，他参加空军荣升为将军，在卫国战争期间，建立奇功，斯大林死

后，他被投入监狱，入狱 8 年，出入后一年去世。 

［知识责任］苏霍姆利诺夫 著 

［知识责任］Сухомлинов 著 

［次知识责任］李惠生 译 

［次知识责任］黄志渊 译 

  

 

［正题名］ 堂怀旧 

［第一责任人］张锡昌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 堂，是上海的特产，是一百年来上海人的主要居住样式。本书真实地记录了

上海大都市的百年历史，透过每一条 堂折射出大上海沉浮的故事。 

［主题词］城市道路/上海市/摄影集 

［知识责任］张锡昌 著 

  

 

［正题名］燎原火种 

［副题名］1956 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 

［第一责任人］戴洁天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前一部分是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实验实行包

产到户的第一手资料和个人回忆；第二部分是关于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即作者亲身经历

的感受、思考。深层次探索、研究了农村改革的源头。 

［主题词］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中国/浙江省/1956 

［知识责任］戴洁天 著 

  

 

［正题名］上海大班 

［副题名］哈同外传 

［第一责任人］沈寂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知识责任］沈寂 著 

  

 

［正题名］歷代郡縣地名考 

［第一责任人］江影樓初稿 

［译者］韩湘亭編輯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书又题《中国郡县地名考》，共 21 卷。前 19 卷考证上古至清的地理沿革及



今址，后 2 卷分别记载清季郡县总名及民国省道特区辖县名称。 

［主题词］地名/考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江影楼 初稿 

［次知识责任］韩湘亭 编辑 

  

 

［正题名］近代文学的突围 

［第一责任人］袁进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世纪风”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对近代中国文学进行研究，包括“观念：变革与转换”、“思潮：对流与融

合”、“小说：功利与审美”、“文化：精英与大众”等。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袁进 著 

  

 

［正题名］中国金融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飞[…等]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先秦至清鸦片战争时期 

［第一责任人］叶世昌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飞 主编 

［知识责任］赵海宽 主编 

［知识责任］许树信 主编 

［知识责任］洪葭管 主编 

［知识责任］叶世昌 著 

  

 

［正题名］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副题名］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并列题名］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副题名］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第一责任人］（美）J.M.布劳特著 

［译者］谭荣根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社会理论译丛 

［附注内容］根据 Guilford Press1993 年版本译出 

［主题词］殖民主义/理论/研究/欧洲 

［知识责任］布劳特 著 



［知识责任］Blaut 著 

［次知识责任］谭荣根 译 

  

 

［正题名］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 

［副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重走长征路活动调研报告集 

［第一责任人］秦其明，方军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 20 余位青年学者追寻先烈足迹，途径 8 省区、历时 37 天的漫长征

程中的所观、所思、所想，收有相关课题的调查研究报告。 

［主题词］社会科学/调查报告/文集 

［知识责任］秦其明 主编 

［知识责任］方军 主编 

  

 

［正题名］真相与自白 

［副题名］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 

［译者］述弢[…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知识责任］戈尔巴乔夫 著 

［知识责任］Gorbachev 著 

［次知识责任］述弢 译 

［次知识责任］王尊贤 译 

［次知识责任］袁坚 译 

［次知识责任］范国恩 译 

［次知识责任］郭家申 译 

  

 

［正题名］资本主义的终结 

［副题名］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 

［第一责任人］（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著 

［译者］陈冬生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战略和策略；“认同”的阶级和政治；质疑全球化；趋向一种新的

阶级分配政策；等待革命等 11 章内容。 

［主题词］资本主义/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吉布森-格雷汉姆 著 

［次知识责任］陈冬生 译 



  

 

［正题名］文史论集二集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9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中国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司马迁生年辨证”、“玄学与古代散

文创作”、“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历代新疆笔记综论”等 25 篇文章。 

［主题词］文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国定教科书高小历史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教育部编审委员会编纂 

［出版者］国民政府教育部 

［主题词］历史课/小学/教材/民国 

  

 

［正题名］教育部审定高级小学历史课本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应选 

［出版者］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 

［出版日期］民国 35 年[1946] 

［主题词］历史课/小学/教材/民国 

  

 

［正题名］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民教处审定历史课本 

［副题名］小学校高年级用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民教处审定 

［出版者］晋绥边区新华书店发行 

［出版日期］民国 35 年[1946] 

［主题词］历史课/小学/教材/民国 

  

 

［正题名］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审定历史课本 

［副题名］ 高级小学适用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审定 

［出版者］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发行 

［出版日期］民国 34 年[1945] 

［主题词］历史课/小学/教材/民国 

  

 



［正题名］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审定历史课本 

［副题名］ 高级小学适用 

［书目卷册］第四册 

［第一责任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审定 

［出版者］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发行 

［出版日期］民国 35 年[1946] 

［主题词］历史课/小学/教材/民国 

  

 

［正题名］晋冀鲁豫边区教育厅审定历史课本 

［副题名］高级小学第一学年第二学期适用 

［书目卷册］高级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谢丰编著 

［出版者］华北书店 

［出版日期］民国 33 年[1944] 

［主题词］历史课/小学/教材/民国 

［知识责任］谢丰 编著 

  

 

［正题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审定历史课本 

［书目卷册］高小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彭文编著 

［出版者］裕民印刷厂 

［出版日期］民国 35 年[1946] 

［主题词］历史课/小学/教材/民国 

［知识责任］彭文 编著 

  

 

［正题名］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高小历史 

［书目卷册］第三册 

［第一责任人］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编 

［出版者］东北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1949.7 

［主题词］历史课/小学/教材/民国 

［知识责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 编 

  

 

［正题名］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教育部规定高级小学适用课本·历史 

［副题名］五年级用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教育部规定 

［出版者］华中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1949.9 

［主题词］历史课/小学/教材 



［知识责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教育部 规定 

  

 

［正题名］淩河诗词稿 

［第一责任人］李瑚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李瑚 著 

  

 

［正题名］纪念陈独秀先生逝世 60 周年论文集 

［副题名］陈独秀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文化 

［第一责任人］全国第七届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南京会议）筹备处编印 

［出版日期］2002.5 

 

［正题名］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 

［第一责任人］朱东安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将曾国藩集团视为一个整体，在 清事实的基础上，尽力探索其由内及外

的种种联系，并将之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观察，以求取得较为全面、客观的效果。 

［主题词］政治/概况/清后期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朱东安 著 

  

 

［正题名］中俄关系中文文献目录 

［副题名］17-20 世纪 

［第一责任人］薛衔天，周新民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从 17 世纪（1616 年）到 20 世纪末（2000 年）中国大陆、台湾地区

和香港特区出版的有关中俄关系的出版物目录，内容包括中俄两国在政治、外交、政党、军

事、经贸、交通、文化、边界及人物各方面相互关系的著述和史料。 

［主题词］中俄关系/专题目录/1616-2000 

［主题词］专题目录/中俄关系/1616-2000 

［知识责任］薛衔天 主编 

［知识责任］周新民 主编 

  

 

［正题名］廖沫沙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廖沫沙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丛编题名］三家村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系宗志文赠送。 

［附注内容］本卷为杂文卷（上）（1933-1949） 

［主题词］杂著/文集/1933-1949 

［知识责任］廖沫沙 著 

  

 

［正题名］廖沫沙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廖沫沙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丛编题名］三家村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系宗志文赠送。 

［附注内容］本卷为杂文卷（下）（1952-1990） 

［主题词］杂著/文集/1952-1990 

［知识责任］廖沫沙 著 

  

 

［正题名］廖沫沙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廖沫沙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丛编题名］三家村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系宗志文赠送。 

［附注内容］本卷为政治、军事评论卷（1939-1949） 

［主题词］政治/评论/文集/1939-1949 

［主题词］军事/评论/文集/1939-1949 

［知识责任］廖沫沙 著 

  

 

［正题名］廖沫沙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廖沫沙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丛编题名］三家村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系宗志文赠送。 

［附注内容］本卷为新诗、旧体诗、散文、小说、话剧卷。其中新诗（1940-1946）、旧体诗

（1966-1990）、散文（1941-1990）、小说（1933-1944）、话剧（1929-1941）。 

［主题词］文学/作品集/1929-1990 



［知识责任］廖沫沙 著 

  

 

［正题名］廖沫沙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廖沫沙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1 

［丛编题名］三家村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系宗志文赠送。 

［附注内容］本卷为恋爱新论、瓮中杂俎、书信卷。 

［知识责任］廖沫沙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的中国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中国史学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收录了提交“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的全部论文，共 102 篇，还收录了李铁映的贺信等。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文集 

  

 

［正题名］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的中国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中国史学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收录了提交“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的全部论文，共 102 篇，还收录了李铁映的贺信等。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文集 

  

 

［正题名］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的中国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中国史学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收录了提交“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的全部论文，共 102 篇，还收录了李铁映的贺信等。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文集 

  

 



［正题名］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七七之前 

［副题名］从九一八至七七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3 

［附注内容］本书系本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赠送。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伯锋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章伯锋 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军事 

［副题名］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刘萍…[等]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3 

［附注内容］本书系本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赠送。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伯锋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刘萍 编 

［知识责任］卞修跃 编 

［知识责任］章伯锋 编 

［知识责任］邹念之 编 

［知识责任］荣维木 编 

［知识责任］李仲明 编 

［知识责任］刘建光 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军事 

［副题名］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刘萍…[等]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3 

［附注内容］本书系本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赠送。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伯锋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刘萍 编 

［知识责任］卞修跃 编 

［知识责任］章伯锋 编 

［知识责任］邹念之 编 

［知识责任］荣维木 编 

［知识责任］李仲明 编 

［知识责任］刘建光 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军事 

［副题名］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刘萍…[等]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3 

［附注内容］本书系本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赠送。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伯锋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刘萍 编 

［知识责任］卞修跃 编 

［知识责任］章伯锋 编 

［知识责任］邹念之 编 

［知识责任］荣维木 编 

［知识责任］李仲明 编 

［知识责任］刘建光 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政治 

［副题名］民族奋起与国内政治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孙彩霞，闻黎明，章伯锋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3 

［附注内容］本书系本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赠送。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伯锋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孙彩霞 编 

［知识责任］闻黎明 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政治 

［副题名］民族奋起与国内政治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孙彩霞，闻黎明，章伯锋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3 

［附注内容］本书系本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赠送。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伯锋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孙彩霞 编 

［知识责任］闻黎明 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外交 

［副题名］抗战时期中国外交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本卷主编 

［译者］王建朗…[等]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3 



［附注内容］本书系本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赠送。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伯锋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陶文钊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建朗 编 

［次知识责任］杨奎松 编 

［次知识责任］李嘉谷 编 

［次知识责任］齐福霖 编 

［次知识责任］葛夫平 编 

［次知识责任］陶文钊 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外交 

［副题名］抗战时期中国外交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本卷主编 

［译者］王建朗…[等]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系本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赠送。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伯锋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陶文钊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建朗 编 

［次知识责任］杨奎松 编 

［次知识责任］李嘉谷 编 

［次知识责任］齐福霖 编 

［次知识责任］葛夫平 编 

［次知识责任］陶文钊 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经济 

［副题名］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 

［第一责任人］李学通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3 

［附注内容］本书系本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赠送。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伯锋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李学通 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日伪政权 

［副题名］日伪政权与沦陷区 

［第一责任人］庄建平…[等]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3 

［附注内容］本书系本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赠送。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伯锋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编 

［知识责任］章伯锋 编 

［知识责任］孙彩霞 编 

［知识责任］曾业英 编 

［知识责任］王正 编 

［知识责任］齐福霖 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日军暴行 

［副题名］侵华日军暴行日志 

［第一责任人］卞修跃…[等]编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系本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赠送。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章伯锋 主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主编 

［知识责任］卞修跃 编 



［知识责任］孙彩霞 编 

［知识责任］刘建光 编 

［知识责任］刘萍 编 

［知识责任］刘丽 编 

［知识责任］关健文 编 

［知识责任］卞修全 编 

［知识责任］李学通 编 

［知识责任］庄建平 编 

［知识责任］章伯锋 编 

  

 

［正题名］安泽纪事 

［副题名］石函藏稿 

［第一责任人］逯鼎藝[编]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山西省/安泽县 

［知识责任］逯鼎藝 编 

  

 

［正题名］中国地质学会史 

［副题名］1922-1981 

［第一责任人］夏湘蓉，王根元[编] 

［出版日期］1982.6 

［主题词］地质学/学会/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夏湘蓉 编 

［知识责任］王根元 编 

  

 

［正题名］珠海历史名人 

［并列题名］CELEBRITIES IN HISTORY OF ZHUHAI 

［书目卷册］首卷 

［第一责任人］张耀中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员会《珠海历史名人》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珠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陈芳、黄槐森、容闳、唐廷枢、徐润、唐国安、唐绍仪、容星桥、

卢慕贞、苏曼殊、蔡昌、苏兆征等十七名珠海历史名人的传记。 

［主题词］历史人物/传记/珠海市 

［知识责任］张耀中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 

［副题名］1949-1999 

［书目卷册］上 

［副题名］1949-1985 



［第一责任人］彭卿云主编 

［译者］国家文物局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所记载的主要是新中国五十年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过程的重大事件，涵盖

全国三十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物博物馆工作。 

［主题词］文物工作/概况/中国/1949-1999 

［主题词］博物馆事业/概况/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彭卿云 主编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 

［副题名］1949-1999 

［书目卷册］下 

［副题名］1986-1999 

［第一责任人］彭卿云主编 

［译者］国家文物局编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所记载的主要是新中国五十年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过程的重大事件，涵盖

全国三十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物博物馆工作。 

［主题词］文物工作/概况/中国/1949-1999 

［主题词］博物馆事业/概况/中国/1949-1999 

［知识责任］彭卿云 主编 

  

 

［正题名］台湾人物 

［第一责任人］王在希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研究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编]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在 1996 年版基础上修订而成。收录当代台湾人物 2400 余人。包括主要政

界、军界（中将以上）及主要社会团体、工商、文教、体育、新闻、宗教界知名人士和知名

学者等。1996 年 6 月至 2002 年 8 月期间死亡的人物不再收录。。 

［主题词］人物/名录/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王在希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报道 

［副题名］1839-1919 

［副题名］插图本 

［并列题名］Historical Reports on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齐钟久主编 

［译者］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出版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 

［附注内容］本书采用编年体，是反映 1839 年-1919 年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以及社会各方面内容的知识性、资料性书籍，图文并茂，共收入图片 2000 余张。 

［主题词］近代史/中国/1839-1919 

［知识责任］齐钟久 主编 

  

 

［正题名］未刊稿本孙中山先生传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本手稿为南京图书馆（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图书馆）藏《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

传记》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第一期研究成果，可视为 早完成的传记资料之一。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南京图书馆馆藏的清末“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的有关文献汇

辑而成。从中可了解“劝业会”和“博览会”的全过程，清末改革创新的试探、中外交通的

实例、政治和经济的相关情况，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情况。 

［主题词］博览会/史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南京图书馆馆藏的清末“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的有关文献汇

辑而成。从中可了解“劝业会”和“博览会”的全过程，清末改革创新的试探、中外交通的

实例、政治和经济的相关情况，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情况。 

［主题词］博览会/史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南京图书馆馆藏的清末“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的有关文献汇

辑而成。从中可了解“劝业会”和“博览会”的全过程，清末改革创新的试探、中外交通的

实例、政治和经济的相关情况，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情况。 

［主题词］博览会/史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南京图书馆馆藏的清末“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的有关文献汇

辑而成。从中可了解“劝业会”和“博览会”的全过程，清末改革创新的试探、中外交通的

实例、政治和经济的相关情况，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情况。 

［主题词］博览会/史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南京图书馆馆藏的清末“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的有关文献汇

辑而成。从中可了解“劝业会”和“博览会”的全过程，清末改革创新的试探、中外交通的

实例、政治和经济的相关情况，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情况。 

［主题词］博览会/史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南京图书馆馆藏的清末“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的有关文献汇

辑而成。从中可了解“劝业会”和“博览会”的全过程，清末改革创新的试探、中外交通的

实例、政治和经济的相关情况，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情况。 

［主题词］博览会/史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七）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南京图书馆馆藏的清末“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的有关文献汇

辑而成。从中可了解“劝业会”和“博览会”的全过程，清末改革创新的试探、中外交通的

实例、政治和经济的相关情况，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情况。 

［主题词］博览会/史料/汇编/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编 

  

 

［正题名］晚清佚闻丛考 

［副题名］以戊戌维新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孔祥吉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1998.7 

［附注内容］本书系作者孔祥吉赠送。 

［主题词］掌故/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戊戌变法/史料 

［知识责任］孔祥吉 著 

  

 

［正题名］晚清史探微 

［第一责任人］孔祥吉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1.1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孔祥吉 著 



  

 

［正题名］胡适红学年谱 

［第一责任人］宋广波著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红楼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宋广波 著 

  

 

［正题名］朱少屏烈士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朱桐生等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1941 年朱少屏等中国驻菲律宾总领馆的官员，坚持民族气节，被侵略菲律宾

的日军在马尼拉杀害。1947 年 9 月国民党外交部在南京举行了公祭仪式。 

［知识责任］朱桐生 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李云峰主编 

［译者］门秀芳…[等]著 

［出版者］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本卷叙述本世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包括: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

立、北洋军阀的统治与人民的新觉醒、五四运动与皖直军阀政权的更替、国民革命与北洋军

阀的溃败、国共对垒与局部抗战、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等 7 章。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01-1949 

［知识责任］李云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门秀芳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李云峰主编 

［译者］门秀芳…[等]著 

［出版者］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9 

［附注内容］本卷叙述本世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包括:天翻地覆的巨变、跨入社

会主义社会、曲折坎坷的十年、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继续、走向改革 放、改革的

风风雨雨、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隔海相望的台湾等 9 章。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49-2000 

［知识责任］李云峰 主编 



［次知识责任］门秀芳 著 

  

 

［正题名］現代化舆國際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變遷 

［副题名］两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第一责任人］胡春惠，吴景平主编 

［译者］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编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文集/中国/台湾/香港 

［知识责任］胡春惠 主编 

［知识责任］吴景平 主编 

  

 

［正题名］孟良崮战役 

［第一责任人］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4 

［丛编题名］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原书复印本 。复印费 92.00 元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孟良崮战役（1947）/史料 

  

 

［正题名］华东战场参谋笔记 

［第一责任人］王德著 

［译者］吴诗虹整理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7 

［丛编题名］将帅传记回忆录丛书 cgrs225h2 

［附注内容］本书为原书复印本。复印费 92.00 元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华东军区 

［知识责任］王德 著 

［次知识责任］吴诗虹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1 卷 

［丛书］胡适文存一集 

［译者］郑大华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郑大华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胡适文存二集 

［译者］郑大华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郑大华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3 卷 

［丛书］胡适文存三集 

［译者］郑大华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郑大华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4 卷 

［丛书］胡适文存四集 

［译者］郑大华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郑大华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5 卷 

［丛书］哲学·专著 

［译者］章清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章清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6 卷 

［丛书］哲学·专著 

［译者］章清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章清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7 卷 

［丛书］哲学·论集 

［译者］章清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章清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8 卷 

［丛书］哲学·论集 

［译者］章清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章清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9 卷 

［丛书］哲学·宗教 

［译者］楼宇烈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楼宇烈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10 卷 

［丛书］文学·创作 

［译者］胡明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胡明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11 卷 

［丛书］文学·专著 

［译者］朱文华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朱文华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12 卷 

［丛书］文学·论集 

［译者］严云绶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严云绶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13 卷 

［丛书］史学·论集 

［译者］季维龙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季维龙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14 卷 



［丛书］史学·《水经注》疑案考证（一） 

［译者］杜春和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杜春和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15 卷 

［丛书］史学·《水经注》疑案考证（二） 

［译者］杜春和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杜春和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16 卷 

［丛书］史学·《水经注》疑案考证（三） 

［译者］杜春和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杜春和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17 卷 

［丛书］史学·《水经注》疑案考证（四） 

［译者］杜春和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杜春和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18 卷 

［丛书］史学·人物传记 

［译者］沈寂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沈寂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19 卷 

［丛书］史学·人物传记 

［译者］季维龙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季维龙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20 卷 

［丛书］教育·语言·杂著 

［译者］柳芳，季维龙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柳芳 整理 

［次知识责任］季维龙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21 卷 

［丛书］时论（一） 

［译者］沈寂，陆发春，武菁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沈寂 整理 

［次知识责任］陆发春 整理 

［次知识责任］武菁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22 卷 

［丛书］时论（二） 

［译者］沈寂，陆发春，武菁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沈寂 整理 

［次知识责任］陆发春 整理 

［次知识责任］武菁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23 卷 

［丛书］书信（ 1907-1928） 



［译者］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耿云志 整理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24 卷 

［丛书］书信（ 1929-1943） 

［译者］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耿云志 整理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25 卷 

［丛书］书信（ 1944-1955） 

［译者］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耿云志 整理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26 卷 



［丛书］书信（ 1956-1962） 

［译者］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耿云志 整理 

［次知识责任］欧阳哲生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27 卷 

［丛书］日记（1906-1914）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28 卷 

［丛书］日记（1915-1917）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29 卷 

［丛书］日记（1919-1922）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30 卷 

［丛书］日记（1923-1927）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31 卷 

［丛书］日记（1928-1930）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32 卷 

［丛书］日记（1931-1937）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33 卷 

［丛书］日记（1938-1949）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34 卷 

［丛书］日记（1950-1962） 

［译者］曹伯言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伯言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35 卷 

［丛书］英文著述（一） 

［译者］周质平，韩荣芳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质平 整理 

［次知识责任］韩荣芳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36 卷 

［丛书］英文著述（二） 

［译者］周质平，韩荣芳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质平 整理 

［次知识责任］韩荣芳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37 卷 

［丛书］英文著述（三） 

［译者］周质平，韩荣芳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质平 整理 

［次知识责任］韩荣芳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38 卷 

［丛书］英文著述（四） 

［译者］周质平，韩荣芳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质平 整理 

［次知识责任］韩荣芳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39 卷 

［丛书］英文著述（五） 

［译者］周质平，韩荣芳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周质平 整理 

［次知识责任］韩荣芳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40 卷 

［丛书］英文信函（一） 

［译者］韩荣芳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韩荣芳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41 卷 

［丛书］英文信函（二） 

［译者］韩荣芳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韩荣芳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42 卷 

［丛书］译文 

［译者］季维龙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季维龙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43 卷 

［丛书］胡适生平年表 

［丛书］胡适著译系年（一） 

［译者］季维龙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季维龙 整理 

  

 

［正题名］胡適全集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译者］季羡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 44 卷 

［丛书］胡适著译系年（二） 

［译者］季维龙整理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社会科学/全集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次知识责任］季羡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季维龙 整理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1 

［丛书］八国联军侵华卷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档案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2 

［丛书］八国联军侵华卷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档案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3 

［丛书］八国联军侵华卷三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档案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4 

［丛书］八国联军侵华卷四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档案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5 

［丛书］八国联军侵华卷五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档案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6 

［丛书］八国联军侵华卷六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档案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7 

［丛书］慈禧光绪西行卷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档案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8 

［丛书］慈禧光绪西行卷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档案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9 

［丛书］辛丑条约谈判卷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辛丑条约/谈判/档案/汇编/中国/1900-1905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10 

［丛书］辛丑条约谈判卷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辛丑条约/谈判/档案/汇编/中国/1900-1905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11 

［丛书］庚子赔款筹付卷一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庚子赔款/档案/汇编/中国/1901-1911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12 

［丛书］庚子赔款筹付卷二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庚子赔款/档案/汇编/中国/1901-1911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13 

［丛书］庚子赔款筹付卷三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庚子赔款/档案/汇编/中国/1901-1911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14 

［丛书］庚子赔款筹付卷四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庚子赔款/档案/汇编/中国/1901-1911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15 

［丛书］庚子赔款筹付卷五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庚子赔款/档案/汇编/中国/1901-1911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16 

［丛书］庚子赔款筹付卷六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庚子赔款/档案/汇编/中国/1901-1911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17 

［丛书］庚子赔款筹付卷七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庚子赔款/档案/汇编/中国/1901-1911 

  

 

［正题名］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书目卷册］18 

［丛书］庚子赔款筹付卷八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庚子国耻 原始 直接的秘档总集，按内容

分为 4 卷：八国联军侵华卷（6 册）共 2208 件；慈禧光绪西行卷（2 册）598 件；辛丑条约

谈判卷（2 册）883 件；庚子赔款筹付卷（8 册）2923 件。翔实而系统地反映了八国联军悍

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及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内中情由。 

［主题词］近代史/档案/汇编/中国/1900-1911 

［主题词］庚子赔款/档案/汇编/中国/1901-1911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1 

［丛书］康熙四十四年起-乾隆三十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2 

［丛书］乾隆三十一年起-乾隆三十七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3 

［丛书］乾隆三十八年起-乾隆四十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4 

［丛书］乾隆四十一年起-乾隆四十五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5 

［丛书］乾隆四十六年起-乾隆五十一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6 

［丛书］乾隆五十二年起-乾隆五十五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7 

［丛书］乾隆五十六年起-乾隆六十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8 

［丛书］嘉庆元年起-嘉庆二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9 

［丛书］嘉庆三年起-嘉庆五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10 

［丛书］嘉庆六年起-嘉庆十二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11 

［丛书］嘉庆十三年起-嘉庆十五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12 

［丛书］嘉庆十六年起-嘉庆十九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13 

［丛书］嘉庆二十年起-嘉庆二十三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14 

［丛书］嘉庆二十四年起-道光十二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15 

［丛书］道光十三年起-道光二十一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16 

［丛书］道光二十二年起-同治元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17 

［丛书］同治四年起-光绪三十四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宫热河档案 

［书目卷册］18 

［丛书］宣统二年起-宣统三年止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翔实可靠的清朝皇宫秘档。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浩如烟

海的清宫原档中甄别筛选辑录了 3616 件，汇集成 18 册。档案始自康熙四十四（1705）年，

止于宣统三（1911）年。主要揭示发生在热河的清代宫廷历史。 

［主题词］档案/汇编/热河/1705-1911 

［主题词］宫廷/档案/热河/清代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一） 

［丛书］點石齋叢畫（上）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二） 

［丛书］點石齋叢畫（下）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三） 

［丛书］詩畫舫（上）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四） 

［丛书］詩畫舫（下）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六） 

［丛书］輿論時事報圖畫之繪圖中外小説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七） 

［丛书］輿論時事報圖畫之繪圖中外小説 

［丛书］輿論時事報圖畫之每日古事畫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八） 

［丛书］輿論時事報圖畫之每日古事畫 

［丛书］輿論時事報圖畫之圖畫新聞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九） 

［丛书］輿論時事報圖畫之圖畫新聞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 

［丛书］時事報館戊申全年畫報（壹）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一） 

［丛书］時事報館戊申全年畫報（貳）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二） 

［丛书］時事報館戊申全年畫報（叁）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三） 

［丛书］時事報館戊申全年畫報（肆）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四） 

［丛书］時事報館戊申全年畫報（伍）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五） 

［丛书］時事報館戊申全年畫報（陸）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六） 

［丛书］時事報館戊申全年畫報（柒）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七） 

［丛书］時事報館戊申全年畫報（捌）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八） 

［丛书］繪圖騙術奇談 

［丛书］時事報圖畫旬報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十九） 

［丛书］燕都時事畫報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 

［书目卷册］（二十） 

［丛书］北京白話画圖日報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是继《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之后，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出版报

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风、山

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一） 

［丛书］淺説畫報（壹）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二） 

［丛书］淺説畫報（貮）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三） 

［丛书］淺説畫報（叁）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四） 

［丛书］淺説畫報（肆）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五） 

［丛书］淺説畫報（伍）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六） 

［丛书］圖畫日報（壹）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七） 

［丛书］圖畫日報（貮）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八） 

［丛书］圖畫日報（叁）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九） 

［丛书］圖畫日報（肆）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十） 

［丛书］圖畫日報（伍）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十一） 

［丛书］圖畫日報（陸）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十二） 

［丛书］圖畫日報（柒）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十三） 

［丛书］圖畫日報（ 捌 ）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十四） 

［丛书］圖畫日報（ 玖 ）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十五） 

［丛书］圖畫日報（ 拾 ）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十六）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十七）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十八） 

［丛书］清代畫報（上）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十九） 

［丛书］清代畫報（下）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 

［书目卷册］（二十） 

［丛书］京師教育畫報 

［第一责任人］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 

［附注内容］本多卷书为《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的续编，是从国家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

出版报刊的图片新闻中遴选而出的又一大型图集。为读者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时事、民俗民

风、山水名胜、考古探奇等提供第一手材料。 

［主题词］中国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主题词］漫画/图集/中国/清后期/民国 

  

 

［正题名］林则徐全集 

［书目卷册］第一册 

［丛书］奏折卷 

［第一责任人］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正题名］林则徐全集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奏折卷 

［第一责任人］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正题名］林则徐全集 

［书目卷册］第三册 

［丛书］奏折卷 

［第一责任人］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正题名］林则徐全集 

［书目卷册］第四册 

［丛书］奏折卷 

［第一责任人］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正题名］林则徐全集 

［书目卷册］第五册 

［丛书］文录卷 

［第一责任人］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正题名］林则徐全集 

［书目卷册］第六册 

［丛书］诗词卷 

［第一责任人］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正题名］林则徐全集 

［书目卷册］第七册 

［丛书］信札卷 

［第一责任人］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正题名］林则徐全集 

［书目卷册］第八册 

［丛书］信札卷 

［第一责任人］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正题名］林则徐全集 



［书目卷册］第九册 

［丛书］日记卷 

［第一责任人］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正题名］林则徐全集 

［书目卷册］第十册 

［丛书］译编卷 

［第一责任人］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海峡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正题名］山西票号研究 

［第一责任人］孔祥毅，王森主编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金融史/研究/山西/明代 

［主题词］金融史/研究/山西/清代 

［主题词］银号/研究/山西/近代 

［知识责任］孔祥毅 主编 

［知识责任］王森 主编 

  

 

［正题名］燕京学报 

［书目卷册］新十四期（二○○三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主编 

［译者］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从秦皇到汉武历史急剧震荡的深层含义”、“中国北方长城地带

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至当为归的聂崇歧先生”等。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3/丛刊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正题名］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 

［第一责任人］张曼菱编撰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附注内容］本书以照片的形式记叙了西南联大建校至今的历程和发展状况，以及记录了西

南联大的优秀教师和学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主题词］校史 

［知识责任］张曼菱 编撰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2002.4 

［书目卷册］总第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论文：西望阳关有故人--敦煌藏文写卷述要、从“戏子”到文艺工作

者--艺人改造的国家体制化等，以及相关讲坛通讯、评论、书评的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 

［第一责任人］董楚平著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研究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的书。书中的内容包括：生产力是历史发

展的根本动力；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等。 

［主题词］农民战争/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董楚平 著 

  

 

［正题名］国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十一卷 

［并列题名］Studies in sinology 

［第一责任人］袁行霈主编 

［译者］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附注内容］本卷内容包括“墨子大小取章句释义概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 2002 年（7-12

月）大事记”等文章。 

［主题词］国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袁行霈 主编 

  

 

［正题名］林海音 

［副题名］城南依稀梦寻 

［第一责任人］傅光明著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主题词］作家/生平事迹/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傅光明 著 

  

 

［正题名］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 

［并列题名］The Walls and Gates of Beiji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第一责任人］张先得编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古城遗址（考古）/研究/中国/明代/图集 

［主题词］古城遗址（考古）/研究/中国/清代/图集 

［知识责任］张先得 编著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崔乃夫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词典共采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范围内的地名约 18 万条，近 3000 万字。分

政区与居民点、自然实体、交通、科教文卫体和服务业、工矿企业、农业与水利设施、名胜

古迹和纪念地、地域名及简名和旧名 8 大类。 

［主题词］地名/中国/词典 

［知识责任］崔乃夫 主编 

  

 

［正题名］海上收藏世家 

［第一责任人］郑重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收藏家/传记/上海市 

［主题词］收藏/历史/研究/上海市 

［知识责任］郑重 著 

  

 

［正题名］中日俄近现代技术发展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姜振寰，谢咏梅主编 

［出版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日俄近代技术、19 世纪后半叶中日技术引进中制度安排、中日传统

文化对现代技术引进、技术转移中的文化、中苏建国初期技术、二战后技术政策以及战后中

日国防科技发展战略作了比较研究。 

［主题词］技术史/对比研究/中国/日本/俄罗斯/近代 



［主题词］技术史/对比研究/中国/日本/俄罗斯/现代 

［知识责任］姜振寰 主编 

［次知识责任］谢咏梅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并列题名］The combination history of sino-west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modern times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杨秉德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  Research Libra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cgrs225f 高介华主编 eng 

［主题词］建筑美学/文化交流/城市/研究/中国/西方国家/近代 

［主题词］文化遗址/城市/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建筑史/城市/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秉德 著 

  

 

［正题名］日本访书志 

［第一责任人］杨守敬撰 

［译者］张雷校点 

［第一责任人］杨守敬撰 

［译者］王重民辑 

［译者］张雷校点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传统文化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为《日本访书志》和《日本访书志补》的合订本。 

［附注内容］《日本访书志》为杨守敬将于光绪六年（1880）任驻日史馆参赞期间，在日本

所搜访购回的古籍均作题录后，记载购书原委、版本源流，并考订文字、辨别真伪、附录序

跋，成为一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名著。共 16 卷，237 篇。《日本访书志补》为王重

民又将杨氏未收全的题跋逸文 46 篇进行编辑，曾与 1930 年出版。 

［主题词］古籍/题跋/中国 

［主题词］古籍/书评 y 中国 

［主题词］古文献学/考证/中国 

［知识责任］杨守敬 撰 

［次知识责任］王重民 辑 

［次知识责任］张雷 校点 

  

 

［正题名］国学常识 

［第一责任人］曹伯韩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三联精选 cgrs225h5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47 年上海文光书店初版。 

［附注内容］本书以浅显流畅的文字，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文学、科学及艺术，

及其代表性的学人、源流、派别及学术观点，一一做了评述。 

［主题词］中国学/概况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概况/中国 

［主题词］经籍/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曹伯韩 著 

  

 

［正题名］华西印象 

［副题名］一个美国人 1910-1913 在西部中国 

［第一责任人］（美）路得·那爱德著、摄影 

［译者］王虎，毛卫东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地方史/摄影集/四川省/1910-1913 

［知识责任］那爱德 著、摄影 

［知识责任］Knight 著、摄影 

［次知识责任］王虎 译 

［次知识责任］毛卫东 译 

  

 

［正题名］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 

［第一责任人］(日)本泽二郎著 

［译者］张碧清…[等]译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中国日本问题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日本人本泽二郎先生在中国各地采访的实录，书中介绍了中国人在日军

侵华问题及战后的对日观，并介绍了一些日本的团体和个人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事迹。 

［主题词］社会调查/政论/中国/现代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本泽二郎 著 

［次知识责任］张碧清 译 

［次知识责任］颜锡雄 译 

［次知识责任］骆为龙 译 

［次知识责任］陆建元 译 

  

 

［正题名］晚清词学的思想与方法 

［第一责任人］皮述平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附注内容］本论文之主旨是对晚清词学理论批评进行探本溯源的研究。探本溯源，即是为

了考察出当时整个词学思想的基本路数与理论通则等。 

［主题词］词（文学）/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皮述平 著 

  

 

［正题名］《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 

［第一责任人］饶立华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 

［附注内容］封面题名还有：流亡者的精神家园 

［附注内容］作者博士论文题名还有：流亡者的报纸 

［附注内容］本书以二战期间流亡上海的犹太人在上海隔离区出版的一份德文报纸为研究对

象，进行深入剖析，填补了犹太史、上海史、中外新闻传播史、跨文化传播史等领域的空白。 

［主题词］报纸/德文/研究/上海/现代 

［主题词］犹太人/报纸/研究/上海 

［知识责任］饶立华 著 

  

 

［正题名］清华人物志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清华校史丛书 

［主题词］名人/传记/清华大学 

  

 

［正题名］清末民初资产阶级与社会变动 

［第一责任人］杨立强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后期/文集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民国/文集 

［知识责任］杨立强 著 

  

 

［正题名］文字的魅力 

［副题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汉字 

［第一责任人］（日） 南鹤溪著 

［译者］王宝平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汉字/文字学/研究 

［知识责任］南鹤溪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宝平 译 

  

 

［正题名］杜月笙全传 

［副题名］ 新图文版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白希编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附注内容］本书客观地记述了杜月笙在抗战时期成为“抗日的地方领袖”的业绩，描述了

他对蒋介石攀附、希翼、失望、离心的四个阶段。 

［知识责任］白希 编著 

  

 

［正题名］杜月笙全传 

［副题名］ 新图文版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白希编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附注内容］本书客观地记述了杜月笙在抗战时期成为“抗日的地方领袖”的业绩，描述了

他对蒋介石攀附、希翼、失望、离心的四个阶段。 

［知识责任］白希 编著 

  

 

［正题名］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 

［第一责任人］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城市经济/研究/长江流域/近代 

［知识责任］张仲礼 主编 

［知识责任］熊月之 主编 

［知识责任］沈祖炜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荆州历史 

［副题名］1919.5-1949.10 

［第一责任人］中共荆州市委党史办公室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对荆州地方党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系统地反映了中共荆

州地方组织创建、发展、壮大的过程，反映了党领导荆州人民不畏艰难困苦，艰苦卓绝的斗



争过程。 

  

 

［正题名］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 

［第一责任人］（韩）曹世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出版得到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主题词］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化/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曹世铉 著 

  

 

［正题名］晚清四大幕府 

［第一责任人］李志茗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新生代学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陶澍幕府、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幕府、袁世凯幕府的概况，前后长

达 110 多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河工、漕运、钱法、厘金、关税、

荒政等各方面。 

［主题词］幕府/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志茗 著 

  

 

［正题名］日本近代儒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岳兵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儒家/思想/研究/日本/近代 

［主题词］近代哲学/日本 

［知识责任］刘岳兵 著 

  

 

［正题名］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 

［副题名］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 

［第一责任人］（日）深町英夫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文库 

［主题词］政党/研究/广东省/民国 

［知识责任］深町英夫 著 

  



 

［正题名］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第一责任人］张光芒[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新中国文学主潮研究书系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启蒙运动/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学思想史/启蒙运动/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光芒 著 

  

 

［正题名］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 

［第一责任人］吴汉全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李大钊在学术上的创新性的主张、在各个具体学科领域的探索所取得

的突出成就，以及李大钊的学术成果对构建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新

局面的重大意义。 

［知识责任］吴汉全 著 

  

 

［正题名］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喆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清代疆域形成研究 cgrs225f 成崇德主编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主题词］地图/编绘/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疆域/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孙哲 著 

  

 

［正题名］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 

［第一责任人］党校教育史研究组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党校教育丛书 

［主题词］审查/干部/史料/延安/1942-1944 

  

 

［正题名］蒋氏家族第四代 

［第一责任人］窦应泰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知识责任］窦应泰 著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二十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于己午；寸性奇；马文良；马玉堂；马宝玉；王戈白；王怀生；方

振武；申同和；白乙化；白文冠；李刚；李光汉；李绍先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悄悄的革命 

［第一责任人］刘毅强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悄悄的革命”即中国正在发生的科学技术革命。本书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

共第三代领导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这场革命作了深入剖析。全书用邓小平、江泽民的原话作

标题，对“悄悄的革命”的指导思想、历史反思、不竭动力、战略布局、实施方针、社会基

础、体制构成、核心力量等展 论述。 

［主题词］经济发展/道路/研究/中国 

［主题词］技术革命/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毅强 著 

  

 

［正题名］翰学三书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傅璇琮， 施纯德编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传统文化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是自唐代起至清乾隆三部记载翰林学士的专著汇编。 

［主题词］文官制度/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傅璇琮 编 

［知识责任］施纯德 编 

  

 

［正题名］翰学三书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傅璇琮， 施纯德编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传统文化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是自唐代起至清乾隆三部记载翰林学士的专著汇编。 

［主题词］文官制度/史料/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傅璇琮 编 

［知识责任］施纯德 编 

  

 

［正题名］中美关系风云录 

［第一责任人］周溢潢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选择了自红军到达陕北后几十年来两国关系中的若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

和读者感兴趣的问题，生动地加以描述。包括从 1936 年斯诺访问毛泽东、美军观察组在延

安、抗美援朝、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及江泽民和克林顿的互访等。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现代 

［主题词］中美关系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周溢潢 著 

  

 

［正题名］宋子文家事 

［第一责任人］杨菁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以翔实的资料，介绍了宋子文、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这四位 20 世纪

风云人物的父亲宋耀如的传奇生涯以及独特的家教、三姐妹的“世纪婚姻”、家庭的分裂、

横跨政经界的显赫家庭等主要家事。 

［知识责任］杨菁 著 

  

 

［正题名］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 

［副题名］1897-1997 

［第一责任人］杜恂诚主编 

［译者］杜恂诚，贺水金，李桂花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自由金融市场制度（1897-1927）、南京政府垄断下的上海金融

（1927-1949）、计划经济时代的上海金融（1949-1979）、政府推动和调控下的上海金融市场

（1979-1997）。 

［主题词］金融市场/研究/上海市/1897-1997 

［知识责任］杜恂诚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杜恂诚 著 

［次知识责任］贺水金 著 

［次知识责任］李桂花 著 

  



 

［正题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 

［第一责任人］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附注内容］本卷叙述自 1921-1949 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外国在华资本、官僚资本、

民族资本）的发展变化。 

［主题词］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许涤新 主编 

［知识责任］吴承明 主编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二十三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才山；于化南；马识途；王舟平；王先臣；韦一平；卢冬生；冯斗

斗；任义汉；朱光训；张之朴；卓还来；周廷云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十八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丁思林、马庆华、马耀南、王介夫、王文彬、邓文山、邓永耀、白

君实、江上青、祁天民、刘留侯、陈安宝、张镇华、罗明星、胡发坚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中国百年留学精英传 

［书目卷册］卷六 

［第一责任人］张双鼓…[等]主编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卷以建国后特别是改革 放以后留学回国人员为主。 

［主题词］留学生/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双鼓 主编 

［知识责任］邓光荣 主编 

［知识责任］关小群 主编 



［知识责任］朱国亮 主编 

  

 

［正题名］农村人民公社史 

［第一责任人］罗平汉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农村人民公社/历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罗平汉 著 

  

 

［正题名］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一责任人］范硕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知识责任］范硕 著 

  

 

［正题名］癸巳存稿 

［第一责任人］（清）俞正燮撰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传统文化书系 

［主题词］笔记/中国/清代/选集 

［知识责任］俞正燮 撰 

  

 

［正题名］近代中国经济社会 

［第一责任人］贾植芳著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近世文化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曾由棠棣出版社出版，1949 年 9 月初版，同年 11 月再版，1950 年 9 月三

版。现据三版本经作者重新校阅、修正文字，改横排简体字本出版。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社会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贾植芳 著 

  

 

［正题名］另一种历史 

［副题名］潘元法口述实录 

［第一责任人］麦天和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麦天和 著 

  

 

［正题名］国共和谈秘梓 

［第一责任人］戚如高主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附注内容］本书从陈立夫秘密赴欧、潘汉年会晤邓文仪 始谈起，到赫尔利调停、重庆谈

判的 终实现，详细客观叙述了国共两党的谈判历程，让读者自己判断国共合作的原因与得

失。 

［主题词］国共合作/史料/1936-1946 

［主题词］国共谈判（1945-1947）/史料 

［知识责任］戚如高 主编 

  

 

［正题名］雪堂类稿 

［书目卷册］甲 

［丛书］笔记汇刊 

［第一责任人］罗振玉撰 

［译者］萧文立编校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传统文化书系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杂著/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罗振玉 撰 

［次知识责任］萧文立 编校 

  

 

［正题名］雪堂类稿 

［书目卷册］乙 

［丛书］图籍序跋 

［第一责任人］罗振玉撰 

［译者］萧文立编校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传统文化书系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杂著/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罗振玉 撰 

［次知识责任］萧文立 编校 

  

 



［正题名］雪堂类稿 

［书目卷册］丙 

［丛书］金石跋尾 

［第一责任人］罗振玉撰 

［译者］萧文立编校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传统文化书系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杂著/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罗振玉 撰 

［次知识责任］萧文立 编校 

  

 

［正题名］雪堂类稿 

［书目卷册］丁 

［丛书］书画跋尾 

［第一责任人］罗振玉撰 

［译者］萧文立编校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传统文化书系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杂著/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罗振玉 撰 

［次知识责任］萧文立 编校 

  

 

［正题名］雪堂类稿 

［书目卷册］戊 

［丛书］长物簿录（一） 

［第一责任人］罗振玉撰 

［译者］萧文立编校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传统文化书系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杂著/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罗振玉 撰 

［次知识责任］萧文立 编校 

  

 

［正题名］雪堂类稿 

［书目卷册］戊 



［丛书］长物簿录（二） 

［第一责任人］罗振玉撰 

［译者］萧文立编校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传统文化书系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杂著/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罗振玉 撰 

［次知识责任］萧文立 编校 

  

 

［正题名］雪堂类稿 

［书目卷册］戊 

［丛书］长物簿录（三） 

［第一责任人］罗振玉撰 

［译者］萧文立编校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传统文化书系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杂著/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罗振玉 撰 

［次知识责任］萧文立 编校 

  

 

［正题名］雪堂类稿 

［丛书］附：永丰乡人行年录 

［第一责任人］罗振玉撰 

［译者］萧文立编校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世纪万有文库 cgrs225h 第 6 辑 传统文化书系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杂著/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罗振玉 撰 

［次知识责任］萧文立 编校 

  

 

［正题名］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选 

［第一责任人］赵德馨著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赵德馨 著 

  

 

［正题名］台港澳史稿 

［第一责任人］李蓓蓓编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地方史/概况/台湾省 

［主题词］地方史/概况/香港 

［主题词］地方史/概况/澳门 

［知识责任］李蓓蓓 编著 

  

 

［正题名］怀柔远人 

［副题名］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第一责任人］（美）何伟亚（James L.Hevia）著 

［译者］邓常春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喜玛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导言；多主制：清帝国、满族统治权及各领土之间的关系；

计划和组织英国使团；光彩炫目的所罗门王：英国使团在中国等。 

［主题词］外交礼节/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清代 

［知识责任］何伟亚 著 

［知识责任］Hevia 著 

［次知识责任］邓常春 译 

  

 

［正题名］中国军用票图录 

［第一责任人］丁张弓良，张永华著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中国收藏鉴赏丛书 

［主题词］纸币/收藏/中国/民国/图集 

［知识责任］丁张弓良 著 

［知识责任］张永华 著 

  

 

［正题名］历史教科书与日本的战争 

［第一责任人］（日）不破哲三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侵略战争/研究/日本/现代 



［主题词］历史课/教材/编制/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不破哲三 著 

  

 

［正题名］“中学”与“西学” 

［副题名］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 

［第一责任人］方朝晖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清华哲学研究系列 cgrs225f 万俊人 

［附注内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985 项目基金赞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命运与前途、“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

儒学是否是哲学学说、“辩证法”与西方学术传统等问题。 

［主题词］学术思想/历史/思想评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方朝晖 著 

  

 

［正题名］清心集 

［副题名］王钟翰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王钟翰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名家心语丛书 cgrs225f 周奎杰，张世林主编 cgrs225h3 

［附注内容］本书收作者关于清史研究的文章：“对雍正夺嫡问题之研究”、“八旗内的民族

关系”、“内务府的旗人问题”、“关于清代各民族与宗教政策”等。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钟翰 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分:孔子再评价、墨家初探本、孙老韩合说、荀易庸记要、秦汉思想简议、

庄玄禅宗漫述、宋明理学片论、经世观念随笔、试谈中国的智慧等 9 个部分。 

［主题词］哲学思想/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清代科举家族 

［第一责任人］张杰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导论、科举家族、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社会流动、地

域变化、家族影响、科举家族历史地位的思考等章节。 

［主题词］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家族/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杰 著 

  

 

［正题名］彭真市长 

［第一责任人］李海文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文化大革命序曲”、“站在革命和建设的 前线”、“建立政权，巩固

政权”、“伟人情愫”等方面介绍了彭真的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李海文 主编 

  

 

［正题名］中国外交官亲历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责任人］李同成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外交官手记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苏联的三大悬案、“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揭秘，见证阿富汗政变，

亲历萨那保卫战，海湾战争应变记等内容。 

［主题词］历史事件/世界/现代 

［主题词］外交史/事件/现代 

［主题词］外交人员/回忆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同成 主编 

  

 

［正题名］名人、名宅、轶事 

［副题名］上海近代建筑一瞥 

［第一责任人］黄国新，沈福煦主编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走向`2010 世博会建筑文化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列选上海近代史上 100 位名人极其住宅，以住宅为切入点，介绍宅主的生

平业迹或趣闻轶事，并解析部分名宅的建筑风格和设计手法，图文并茂 。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上海市/近代 

［主题词］住宅/建筑艺术/上海市/近代/图集 

［知识责任］黄国新 主编 

［知识责任］沈福煦 主编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2003.2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直面瘟疫历史回顾：民国时期北平的传染病管理与防疫”、“清代以

前北京地区的传染病疫情和救治工作”、“吉鸿昌遗产纠纷案”、“清代会馆祭祀制度研究”、

“北洋政府的‘地方自治’与北京地区的地方自治团体”、“京郊清墓探寻--世爵墓地”等篇。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巫宝三集 

［第一责任人］[巫宝三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主题词］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巫宝三 著 

  

 

［正题名］孙中山宪政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牛彤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分析孙中山宪政思想中的基本概念，深入的介绍了其宪政思想的逻辑

体系、思想渊源和基本特征。 

［知识责任］牛彤 著 

  

 

［正题名］续民国大案 

［副题名］“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被刺案 

［第一责任人］王培，金人等编著 

［出版者］群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袁世凯与北京兵变”、“陈其美被刺案”、“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

被绑架案”、“杨宇霆、常荫槐被杀案”、“重庆较场口血案”、“江亚轮爆炸沉没案真相”等

46 篇民国大案。 

［主题词］历史事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王培 编著 

［知识责任］金人 编著 



  

 

［正题名］陆丰革命史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叶左能，邱海洲著 

［译者］中共陆丰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陆河县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陆丰市/1919-1949 

［知识责任］叶左能 著 

［知识责任］邱海洲 著 

  

 

［正题名］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 

［第一责任人］（日）河村太美雄著 

［译者］屈连璧，丁大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日本/侵华/史料 

［知识责任］河村太美雄 著 

［次知识责任］屈连璧 译 

［次知识责任］丁大 译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十五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马骏、王大鹏、王绍之、王继尧、韦广宽、石海山、冉少波、史忠

恒、白耀亭、刘文信、刘志丹、赵一曼、瞿秋白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5（1953）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收录 1953 年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政协及所属部

门制定、发布的重要文件和部分北京市领导讲话文章共 108 篇。 

［主题词］地方政府/文件/北京市/1953/汇编 

  

 



［正题名］林则徐治水 

［第一责任人］郭国顺主编 

［出版者］黄河水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记述了林则徐一生中的治水活动，再现了他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

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高风亮节和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 

［主题词］水利史/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郭国顺 主编 

  

 

［正题名］美国华人 

［副题名］从历史到现实 

［第一责任人］李小兵，孙〓，李晓晓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近观美国丛书 

［附注内容］〓字为左“氵”、中“纟”、“奇”。 

［附注内容］本书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从宏观的角度，试图提出美国华人社会“60 年历

史大轮回”的现象。全书共分 7 章，分别介绍了：战争中形成的民族与“民族熔炉”的不溶

性等。 

［主题词］华人/概况/美国 

［知识责任］李小兵 著 

［知识责任］孙〓 著 

［知识责任］李晓晓 著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十三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丁金保；卜友生；王光泽；王里封；毛泽覃；方维夏；邓述明；邓

学林；叶金波；吉鸿昌；向冬梅；陈庆山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十七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王一之、王子青、乌庆霖、田英、叶成焕、叶道志、冯化宣、朱炎

晖、关英、刘阳生、刘仲堂、刘突军、李桂顺、沈东平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十四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万正享；马朝亮；王有发；王奇岳；方志敏；龙思泉；叶秀藩；宁

椿生；刘永祝；刘光炎；安登榜；李树华；吴介唐；余汉朝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十六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马和福；王于结；韦汉超；方理明；龙厚生；朱赤；刘中一；李青

云；吴永康；吴继光；余金德；宋运昌；陈为人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十九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于克恭；马振华；王丰庆；王汝起；冯杏娥；节振国；朱忠美；刘

洪雄；李林；李从文；苏晓风；苏精诚；邱东平；何功国；张华山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人生丰碑 

［副题名］北京师范大学英烈传 

［第一责任人］王晓明，王淑芳主编 

［出版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录了 50 位烈士的事迹，描述了他们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和教育事业做

出的重要贡献。 

［知识责任］王晓明 主编 

［知识责任］王淑芳 主编 

  

 



［正题名］中原解放战争纪实 

［第一责任人］刘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解放战争历史纪实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中国/中原 

［知识责任］刘统 著 

  

 

［正题名］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书目卷册］4（1952）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 1952 年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大、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政

协及所属部门制定、发布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部门有关北京工作的指示，中共

中央、北京市部分负责同志的讲话和文章等文献共 140 篇。 

［主题词］地方政府/文件/北京市/1952/汇编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民国诗话丛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张寅彭主编 

［译者］张寅彭等校點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寅彭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寅彭 校點 

  

 

［正题名］民国诗话丛编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张寅彭主编 

［译者］张寅彭等校點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寅彭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寅彭 校點 

  

 



［正题名］民国诗话丛编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张寅彭主编 

［译者］张寅彭等校點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寅彭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寅彭 校點 

  

 

［正题名］民国诗话丛编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张寅彭主编 

［译者］张寅彭等校點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寅彭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寅彭 校點 

  

 

［正题名］民国诗话丛编 

［书目卷册］五 

［第一责任人］张寅彭主编 

［译者］张寅彭等校點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寅彭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寅彭 校點 

  

 

［正题名］民国诗话丛编 

［书目卷册］六 

［第一责任人］张寅彭主编 

［译者］张寅彭等校點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张寅彭 主编 

［知识责任］张寅彭 校點 

  

 



［正题名］风流政客戴季陶 

［第一责任人］余方德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知识责任］戴季陶余方德 著 

  

 

［正题名］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 

［第一责任人］田昌五著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附注内容］附录：田昌五先生主要论著目录 

［附注内容］本书共选田昌五先生 17 篇论文，其中大部分是田昌五先生在《中国历史体系

新论》一书出版之后撰写的，主要论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和理论，中国历史特点与

规律及相关问题，其思想观点是《中国历史体系新论》一书所提出的史学体系的深化和升华。 

［主题词］史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田昌五 著 

  

 

［正题名］清朝治藏典章研究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羽新编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学术专著 6cgrs225f 拉巴平措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将清朝治藏典章内容分为订立章程，行政区划，理藩院主管藏政，钦差驻

藏办事大臣，敕封建达赖、班禅，藏传佛教管理，金瓶掣签，地方官员任免，朝贡与赏赐，

派驻官兵，藏军整编，台站与交通，经济措施及其他，严守国门与加强边政等部分，每部分

首先论述了作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其次是有关历史文献摘要汇编，述其沿革，明其要领。 

［主题词］中央政府/行政管理/研究/西藏自治区/清代 

［主题词］典章制度/研究/西藏自治区/清代 

［知识责任］张羽新 编著 

  

 

［正题名］清朝治藏典章研究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张羽新编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学术专著 6cgrs225f 拉巴平措主编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将清朝治藏典章内容分为订立章程，行政区划，理藩院主管藏政，钦差驻

藏办事大臣，敕封建达赖、班禅，藏传佛教管理，金瓶掣签，地方官员任免，朝贡与赏赐，



派驻官兵，藏军整编，台站与交通，经济措施及其他，严守国门与加强边政等部分，每部分

首先论述了作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其次是有关历史文献摘要汇编，述其沿革，明其要领。 

［主题词］中央政府/行政管理/研究/西藏自治区/清代 

［主题词］典章制度/研究/西藏自治区/清代 

［知识责任］张羽新 编著 

  

 

［正题名］清朝治藏典章研究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羽新编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学术专著 6cgrs225f 拉巴平措主编 

［附注内容］“十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附注内容］本书将清朝治藏典章内容分为订立章程，行政区划，理藩院主管藏政，钦差驻

藏办事大臣，敕封建达赖、班禅，藏传佛教管理，金瓶掣签，地方官员任免，朝贡与赏赐，

派驻官兵，藏军整编，台站与交通，经济措施及其他，严守国门与加强边政等部分，每部分

首先论述了作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其次是有关历史文献摘要汇编，述其沿革，明其要领。 

［主题词］中央政府/行政管理/研究/西藏自治区/清代 

［主题词］典章制度/研究/西藏自治区/清代 

［知识责任］张羽新 编著 

  

 

［正题名］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 

［副题名］1911-1947 

［第一责任人］吕昭义[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主题词］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西南地区/1911-1947 

［主题词］侵华事件/史料/英国/1911-1947 

［知识责任］吕昭义 著 

  

 

［正题名］中国治边机构史 

［第一责任人］赵云田著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学术专著 3cgrs225f 拉巴平措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历史朝代为脉络，依据丰富的档案、考古资料和史书记载，论述研究了

中国从商周时期到中华民国时期边疆治理机构的历史、机构、职责等。 

［主题词］边疆地区/国家机构/政治制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赵云田 著 

  

 



［正题名］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 

［副题名］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念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编写组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论文“卖身婚书与明清徽州下层社会的婚配和人口问题”、“十七世纪

末蒙藏政局与阿拉善和硕特”、“试论明代族规的兴起”、“试探影响清代家庭自然结构的社会

因素”等 24 篇。 

［主题词］人口/历史/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婚姻制度/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家族/历史/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正题名］浪漫诗人的情爱写真 

［副题名］郭沫若的女性世界 

［第一责任人］黄侯兴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月亮河丛书 cgrs225f 黄侯兴主编 

［知识责任］黄侯兴 著 

  

 

［正题名］19 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 

［第一责任人］张研，牛贯杰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19 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cgrs225f 张研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19 世纪中期战乱之前安徽的双重统治格局；19 世纪中期战乱之中

安徽的双重统治格局；19 世纪中期安徽凸显的政治力量三编内容。 

［主题词］政治制度/历史/安徽省/19 世纪 

［主题词］社会结构/研究/安徽省/19 世纪 

［知识责任］张研 著 

［知识责任］牛贯杰 著 

  

 

［正题名］黄药眠口述自传 

［第一责任人］黄药眠口述 

［译者］蔡彻撰写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口述自传丛书 

［知识责任］黄药眠 口述 

［次知识责任］蔡彻 撰写 

  



 

［正题名］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宽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陵墓/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杨宽 著 

  

 

［正题名］世纪老人的话 

［第一责任人］林祥主编 FLin Xiang Zhu Bian 

［丛书］费孝通卷 

［第一责任人］采访人张冠生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知识责任］林祥 主编 

［知识责任］张冠生 采访 

  

 

［正题名］金陵秋梦 

［副题名］国民党主要高官的 后结局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高晓林编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孔祥熙、张

群、阎锡山、杜聿明等 43 名国民党主要高官的 后结局。 

［主题词］历史人物/研究/民国 

［知识责任］何虎生 编著 

［知识责任］高晓林 编著 

  

 

［正题名］金陵秋梦 

［副题名］国民党主要高官的 后结局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高晓林编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孔祥熙、张

群、阎锡山、杜聿明等 43 名国民党主要高官的 后结局。 

［主题词］历史人物/研究/民国 

［知识责任］何虎生 编著 

［知识责任］高晓林 编著 

  



 

［正题名］日本汉学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Sionology In Japan 

［书目卷册］第一部 

［丛书］起源和确立 

［第一责任人］李庆著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与世界 

［附注内容］本册叙述了 20 世纪日本汉学的起源和确立，使读者对 20 世纪的日本汉学不同

于其以前的汉学的所在及其精神实质、来龙去脉具有清晰的理解，并对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初的日本汉学的进展及其代表性人物的工作获得具体的认识。 

［主题词］汉学/历史/日本 

［知识责任］李庆 著 

  

 

［正题名］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世界主要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研究丛书 

［主题词］人文科学/概况/日本 

［主题词］社会科学/概况/日本 

  

 

［正题名］元代回族史稿 

［第一责任人］杨志玖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附注内容］本书分概说编、正名编、东来编、地位编、文化编、人物编、华化编等七编介

绍了元代中国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人的历史活动。 

［主题词］回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元代 

［知识责任］杨志玖 著 

  

 

［正题名］颜惠庆自传 

［副题名］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 

［第一责任人］颜惠庆著 

［译者］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3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 20 世纪 40 年代用英文撰写的自传的翻译作品，该自传不仅展现了

民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披露了很多不见于史书的的珍贵史料。 

［知识责任］颜惠庆 著 



［次知识责任］吴建雍 译 

［次知识责任］李宝臣 译 

［次知识责任］叶凤美 译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 

［书目卷册］第三卷 

［副题名］1965 年 1 月至 1971 年 12 月 

［第一责任人］黎家松，廉正保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卷真实地记载了 1965～1971 年间我国重大外交事件及重要活动，以事件发

生时间先后为序，并在不失大事记体例的前提下，尽可能在各条目中摘述一些事件的主要内

容，并精选若干重要文章、资料做大事记的附录，以提高其使用价值。 

［主题词］外交史/大事记/中国/1965～1971 

［知识责任］黎家松 主编 

［知识责任］廉正保 主编 

  

 

［正题名］太空惊雷 

［副题名］张太雷 

［第一责任人］郝赫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张太雷的一生，包括英雄之初、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大学生涯、

参与建党建团、投入共产国际、回国从事革命工作、前往苏联、返回上海、领导广州起义等。 

［知识责任］郝赫 著 

  

 

［正题名］黄镇将军回乡录 

［第一责任人］周信保著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黄镇同志生前好友与子女的回忆纪念文章，记载了 1949 年、1958 年、

1961 年、1980 年、1988 年黄镇同志在家乡的活动。 

［知识责任］周信保 著 

  

 

［正题名］北京与莫斯科 

［副题名］从联盟走向对抗 

［第一责任人］李丹慧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

策的变化”、“论中苏同盟的起源”等。 

［主题词］中苏关系/研究/1945-1969 

［知识责任］李丹慧 编 

  

 

［正题名］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 

［副题名］1853-1911 

［第一责任人］葛庆华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是研究 19 世纪中叶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及其引发的对苏浙皖交界地

区造成很大影响的人口迁移运动的过程、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

响。 

［主题词］人口迁移/研究/华东地区/1853-1911 

［知识责任］葛庆华 著 

  

 

［正题名］老南京 

［副题名］旧影秦淮 

［第一责任人］叶兆言著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老城市系列丛书 A series of old cities eng 

［附注内容］中国照片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文版的英译版。 

［主题词］城市史/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叶兆言 著 

  

 

［正题名］留住张学良 

［副题名］赴美采访实录 

［第一责任人］赵杰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亲赴海外采访了当事人张学良及其子女、重要历史见证人及知情者，

探究了张学良的心路历程，澄清了张学良终究未能返回祖国大陆的真实原因。 

［知识责任］赵杰 著 

  

 

［正题名］百年婚恋 

［书目卷册］第五辑 

［丛书］茅盾 巴金 冰心 萧军 

［第一责任人］玉雪莉等编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电视图书，是以电视节目为依托，通过电视与图书这两种媒介间由内容到形式

的整合与转化制作而成的图书产品。本书为“百年婚恋”栏目，收录茅盾、巴金、冰心、萧

军的生平简历，并讲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玉雪莉 编著 

  

 

［正题名］日本侵华教育史 

［第一责任人］齐红深主编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日本侵华教育背景与政策、日本侵华教育实施、中华民族教育的应

对三编十二章，论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地的教育历史。 

［主题词］教育史/教育侵略/中国/史料/民国 

［主题词］殖民地教育/史料 

［知识责任］齐红深 主编 

  

 

［正题名］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选编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清带末期的有关档案史料，共 334 件，起自光

绪三年（1877 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 年），多数是汉文档案史料，亦有少数满文和藏文

档案。主要内容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受戒、坐床、亲政及选任经师等有关传承

方面的档案史料；十三世达赖北上、进京朝觐、加封名号、陛见祝寿、叩悼慈禧光绪丧事、

进贡赏赐、来京返藏接待迎送等有关档案史料；十三世达赖出走印度、革去名号、派员劝令

回藏等有关档案史料。 

［主题词］佛教史/档案资料/中国/现代 

  

 

［正题名］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副题名］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美）杜赞奇著 

［译者］王宪明…[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丛编题名］喜玛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 1995 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附注内容］参考文献： 

［附注内容］本书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点切入，融世界与中国、



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 20 世纪 70-80 年代

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

术著作。 

［主题词］现代史 

［知识责任］杜赞奇 著 

［知识责任］Duara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宪明 译 

［次知识责任］高继美 译 

［次知识责任］李海燕 译 

［次知识责任］李点 译 

  

 

［正题名］梁启超与饮冰室 

［第一责任人］郭长久 ... ［等］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今晚丛书 

［附注内容］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曾逃亡日本。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启超回国定居天津，

在“饮冰室”走完他 后十四年的人生旅途。本书收录记述了梁启超在“饮冰室”居住期间

政治和生活的历史。 

［知识责任］郭长久 主编 

  

 

［正题名］明清蒙古史论稿 

［第一责任人］达力扎布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达力扎布 著 

  

 

［正题名］江南市场史 

［副题名］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龙登高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纵向考察江南市场历史变迁及特征，横向考察江南市场体系构成，并从中

西历史比较的角度对江南的制度选择进行分析，从传统与社会结构中探索其深层原因与演进

源流。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华东地区/古代 

［知识责任］龙登高 著 

  

 



［正题名］延安教育研究 

［第一责任人］韩作黎主编 

［译者］欧阳代娜执行主编 

［出版者］文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教育史/研究/延安/近代 

［知识责任］韩作黎 主编 

［次知识责任］欧阳代娜 执行主编 

  

 

［正题名］胡绳集 

［第一责任人］[胡绳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胡绳 著 

  

 

［正题名］黎澍集外集 

［第一责任人］徐宗勉，黄春生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徐宗勉 编 

［知识责任］黄春生 编 

  

 

［正题名］李鸿章传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细珠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cgrs225h 第一辑（2003 年） 

［主题词］政治/改革/研究/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细珠 著 

  

 



［正题名］李方桂先生口述史 

［第一责任人］李方桂著 

［译者］王启龙，邓小咏译 

［译者］李林德校订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学林忆往丛书 

［主题词］语言文字/研究 

［知识责任］李方桂 著 

［次知识责任］王启龙 译 

［次知识责任］邓小咏 译 

［次知识责任］李林德 校订 

  

 

［正题名］晚清督抚政治 

［副题名］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伟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中央/地方/关系/研究/清后期 

［知识责任］刘伟 著 

  

 

［正题名］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 

［副题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政 

［第一责任人］邓丽兰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丛书 cgrs225h 第二辑 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改造代议制与民国政制的转折；改造代议制抑或重回代议制；北方

派学人的政制设计；党派知识分子的政制设计；知识界与南京政权；民族情感与自由理念之

间的徘徊与选择六个章节。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议会制/研究/民国 

［知识责任］邓丽兰 著 

  

 

［正题名］长春市南关区志 

［第一责任人］长春市南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2 

 

［正题名］清国行政法 



［第一责任人］（日）织田万撰 

［译者］李秀清，王沛点校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法学译丛 cgrs225f 何勤华主编 

［附注内容］本次点校是将台湾华世出版社 1979 年影印版的《清国行政法泛论》（全文）与

上海广智书局 1906 年 4 月出版的《清国行政法》（裁判制度部分）进行汇编，点校后定名为

《清国行政法》。 

［主题词］行政法/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织田万 撰 

［次知识责任］李秀清 点校 

［次知识责任］王沛 点校 

  

 

［正题名］自由报人 

［副题名］曹聚仁传 

［第一责任人］卢敦基，周静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cgrs225f 万斌主编 

［知识责任］卢敦基 著 

［知识责任］周静 著 

  

 

［正题名］禹贡传人 

［副题名］谭其骧传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cgrs225f 万斌主编 

［主题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葛剑雄 著 

  

 

［正题名］双面影人 

［副题名］日本对中国外交的思想与实践 

［副题名］1895-1918 

［第一责任人］高蘭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895-1918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日本/1895-1918 

［知识责任］高蘭 著 

  



 

［正题名］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 

［第一责任人］吴梓明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基督教/高等教育/中国/近代 

［主题词］高等教育/基督教/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梓明 著 

  

 

［正题名］胡适与韦莲司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 

［副题名］胡风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丽丽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新生代学人文丛 

［主题词］文艺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丽丽 著 

  

 

［正题名］南京文献综合目录 

［第一责任人］杨永泉编撰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南京文化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目收录了历史上记载南京内容书籍的所有目录和版本。 

［主题词］文献/目录/版本/南京 

［知识责任］杨永泉 编撰 

  

 

［正题名］混合与发展 

［副题名］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 

［副题名］1900-1950 

［第一责任人］马俊亚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华东地区/民国 

［主题词］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华东地区/1900-1950 

［知识责任］马俊亚 著 

  

 

［正题名］陈独秀研究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沈寂主编 

［译者］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安徽大学陈独秀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沈寂 主编 

  

 

［正题名］伊藤博文传 

［第一责任人］（日）久米正雄著 

［译者］林其模译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插图本名人名传丛书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久米正雄 著 

［次知识责任］林其模 译 

  

 

［正题名］我与顾准 

［第一责任人］陈敏之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知识责任］陈敏之 著 

  

 

［正题名］扫雪斋主人 

［副题名］钱玄同传 

［第一责任人］周维强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cgrs225f 万斌主编 

［知识责任］周维强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思潮论 

［第一责任人］丁守和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丁守和 著 

  

 

［正题名］陈独秀传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出版巨擘 

［副题名］张元济传 

［第一责任人］张学继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cgrs225f 万斌主编 

［知识责任］张学继 著 

  

 

［正题名］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 

［第一责任人］王志强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法学论丛 法律史系列 

［主题词］法规/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志强 著 

  

 

［正题名］李克农传 

［第一责任人］徐林祥，朱玉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知识责任］朱玉 著 

［知识责任］徐林祥 著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2003.3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戊戌变法史 

［第一责任人］汤志钧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文库·史丛 cgrs225h6 

［主题词］戊戌变法/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汤志钧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 

［副题名］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翟学伟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现代社会科学文库·研究系列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中国 

［主题词］人间关系/关系/权力/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翟学伟 著 

  

 

［正题名］相遇与对话 

［副题名］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第一责任人］卓新平主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国/西方国家/明清时代/文集 

［主题词］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知识责任］卓新平主编 主编 

  

 

［正题名］张治中传 

［第一责任人］屠筱武，范泓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知识责任］屠筱武 著 

［知识责任］范泓 著 

  

 

［正题名］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代尧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详细描述了台湾威权体制的形成、特质和转型过程，探讨了威权政治、经

济发展和政体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台湾政治转型的特征。 

［主题词］政治制度/研究/台湾省 

［知识责任］孙代尧 著 

  

 

［正题名］性情中人蒋经国 

［第一责任人］薛汕等编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知识责任］薛汕 编著 

  

 

［正题名］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 

［书目卷册］卷二 

［丛书］北洋外债与辛亥革命的成败 

［第一责任人］许毅主编 

［出版者］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财政经济史，涉及“北洋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

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其遭受挫折的教训”等问题。 

［主题词］外债/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许毅 主编 

  

 

［正题名］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 

［第一责任人］任放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丛编题名］15 至 20 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 

［主题词］长江流域/城镇/经济史/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城市经济/经济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任放 著 

  

 

［正题名］盛京参务档案史料 

［第一责任人］赵焕林主编 

［译者］辽宁省档案馆编译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编辑的档案史料，目的是再现当时盛京的采参活动，并以此展示清代的经

济活动的一个侧面，因为盛京的采参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对应着清王朝的兴衰

历史。 

［主题词］人参/采参/管理/档案/中国/清代 

［主题词］经济史/档案/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赵焕林 主编 

  

 

［正题名］城市及其周边 

［副题名］旧日中国影像 

［第一责任人］方霖，锐明编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老照片》专辑 

［附注内容］本辑为方霖从海外购得的收藏品结集而成，大多出自当年来华外国摄影家之手，

真实地再现了清末民初一些城市及其周边的景观。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19 世纪 

［主题词］城市史/摄影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方霖 编著 

［知识责任］锐明 编著 

  

 

［正题名］犹太人在哈尔滨 

［第一责任人］曲伟，李述笑主编 

［译者］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犹太人/研究/史料/哈尔滨/摄影集 

［知识责任］曲伟 主编 

［知识责任］李述笑 主编 

  

 

［正题名］中国票证大观 

［第一责任人］孙林祥主编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供应/商业计划/史料/中国/现代/图集 

［主题词］统购/统销/商业管理/中国/现代/史料 

［主题词］票据/经济史/中国/现代/图集 

［知识责任］孙林祥 主编 

  

 

［正题名］战士·学者·校长 



［副题名］华岗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刘培平主编 

［出版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知识责任］刘培平 主编 

  

 

［正题名］晚清学术简史 

［并列题名］A Short History of Academic Stud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第一责任人］李 ，刘冠才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近三十名晚清著名学者，以人挈史、以史带论，以论明理，通过大

量论述具体历史知识和理念，勾画了从传统社会走向近现代社会急剧转变的晚清时代。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李  主编 

［知识责任］刘冠才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并列题名］A Modern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第一责任人］张海林编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介绍了明末清初以及至上几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本土文化与域外

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 

［主题词］中外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近代 

［主题词］文化交流/中外关系/近代 

［知识责任］张海林 编著 

  

 

［正题名］张寿镛先生传 

［第一责任人］俞信芳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教育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俞信芳 著 

  

 

［正题名］金冲及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金冲及著 

［出版者］学习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学习理论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作用”、“文史资料工作者的素养”、“抗美援朝中

的两大奇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华文化走向”等文章。 

［知识责任］金冲及 著 

  

 

［正题名］诗人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易孟醇，易维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易孟醇 著 

［知识责任］易维 著 

  

 

［正题名］杜敬集 

［第一责任人］[杜敬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知识责任］杜敬 著 

  

 

［正题名］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 

［第一责任人］安贞元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就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基础与条件，互助合作运动回顾，中国农村

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公社化的体制特征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主题词］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安贞元 著 

  

 

［正题名］中国史通论 

［副题名］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日）内藤湖南著 

［译者］夏应元选编并监译 

［译者］夏应元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通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内藤湖南 著 

［次知识责任］夏应元 选编并监译 

［次知识责任］夏应元 译 



  

 

［正题名］中国史通论 

［副题名］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日）内藤湖南著 

［译者］夏应元选编并监译 

［译者］夏应元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通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内藤湖南 著 

［知识责任］夏应元 选编并监译 

  

 

［正题名］张之洞 

［副题名］晚清栋梁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杨敏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杨敏 著 

  

 

［正题名］张之洞 

［副题名］晚清栋梁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杨敏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杨敏 著 

  

 

［正题名］沈泽民传 

［第一责任人］钟桂松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钟桂松 著 

  

 

［正题名］躬耕集 

［第一责任人］俞辛焞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南 史学家论丛 cgrs225h2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民国/文集 

［知识责任］俞辛焞 著 

  

 

［正题名］发微集 

［第一责任人］陈振江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南 史学家论丛 cgrs225h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传统文化与文明转型的历史轨迹，从洋务新政到立宪政体改革的历程，

义和团运动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古代文明觅踪等内容。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振江 著 

  

 

［正题名］洗耳斋文稿 

［第一责任人］刘泽华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南 史学家论丛 cgrs225h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政治思想史述论、战国阶级身份述考、历史认

识论之检讨——从教条主义中蠕动出来的历程。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刘泽华 著 

  

 

［正题名］孔见集 

［第一责任人］张友伦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南 史学家论丛 cgrs225h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史学、国际工人运动史、美国社会制度史、美国西部史和农业史、

美国工人运动史等内容。 

［主题词］政治运动/研究/美国 

［知识责任］张友伦 著 

  

 

［正题名］顾真斋文丛 

［第一责任人］冯尔康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南 史学家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研究清代社会史，包括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群体、区域社会、社会



问题等四方面内容。 

［主题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冯尔康 著 

  

 

［正题名］何新集 

［副题名］反思·挑战·创造 

［第一责任人］何新著 

［出版者］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知识责任］何新 著 

  

 

［正题名］上海的外国人 

［副题名］1842-1949 

［并列题名］Foreigners in Shanghai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上海史研究译丛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

点学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海外学者研究上海外侨的十四篇论文，选自多种刊物，涉及多个语

种，包括《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上海的英国人》等。 

［主题词］侨民问题/国际关系史/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熊月之 选编 

［知识责任］马学强 选编 

［知识责任］晏可佳 选编 

  

 

［正题名］魔都上海 

［副题名］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第一责任人］刘建辉著 

［译者］甘慧杰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上海史研究译丛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

点学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是旅日学者刘建辉用日文写成的学术著作。前半部分焦点集中于幕末日本

与上海的关系上，追踪上海对于近代日本“国民国家”的成立所起的作用。后半部分焦点集

中于明治以后日本人对上海的体验上，说明上海对日本人的影响。本书既是一部上海论，又

是一部以上海为素材的日本乃至日本人论。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研究/日本/上海/近代 

［知识责任］刘建辉 著 

［次知识责任］甘慧杰 译 

  

 

［正题名］上海歹土 

［副题名］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 

［并列题名］The Shanghai Badlands 

［副题名］Wartime Terrorism and Urdan Crime 

［副题名］1937-1941 

［第一责任人］（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著 

［译者］芮传明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上海史研究译丛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

点学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抗战时期上海“孤岛”史料的研究。由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20 世纪 80

年代 放一批文件，作者对其中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政治部档案中关于战时中国“别动队”

特工的案卷，包括暗杀队成员口供在内文件的英文记录等作了深入研究。 

［主题词］租借地/研究/上海/1937-1941 

［知识责任］魏斐德 著 

［知识责任］Frederic Wakeman 著 

［次知识责任］芮传明 译 

  

 

［正题名］上海道台研究 

［副题名］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 

［副题名］1843-1890 

［并列题名］The Shanghai Taotai 

［副题名］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 1843-1890 

［第一责任人］梁元生著 

［译者］陈同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上海史研究译丛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

学科项目 

［附注内容］据新加坡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译出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三部分九章，内容包括“制度框架内的洋务：新体系中的上海道台”、

“行政近代化：一个双重角色”、“社会精英与城市政治：上海的权力结构”等。 

［主题词］地方政府/政治制度/上海市/1843-1890/史料 

［知识责任］梁元生 著 



［次知识责任］陈同 译 

  

 

［正题名］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 

［第一责任人］（日）小浜正子著 

［译者］葛涛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上海史研究译丛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

学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社团的形成、发展这一主线，来论述近代上海的公领域和公共性，进

而阐述其与近代国家的关系。 

［主题词］社会结构/研究/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小浜正子 著 

［次知识责任］葛涛 译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书目卷册］2002 年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卷收 32 篇论文，分别从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的角度

探讨了近代中国历史。 

  

 

［正题名］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 

［第一责任人］喻天舒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季羡林主编 中华文化编 

［附注内容］“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

目 

［附注内容］本书从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密切相关这一基本立论出发，研究了基

督教文化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影响的途径、机制等内容。 

［主题词］新文学（五四）/思想/研究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文化/影响/新文学（五四） 

［知识责任］喻天舒 著 

  

 

［正题名］二十世纪疑古思潮 

［第一责任人］吴少珉，赵金昭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史学流派/古代史 x 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少珉 主编 

［知识责任］赵金昭 主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歌曲集成 

［书目卷册］东北卷 

［第一责任人］王瑞璞主编 

［出版者］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历史歌曲/东北地区/汇编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1945）/歌曲/东北地区/汇编 

［知识责任］王瑞璞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 

［第一责任人］李捷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国际政治/战略思想/研究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外交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李捷 著 

  

 

［正题名］移民企业家 

［副题名］香港的上海工业家 

［第一责任人］黄绍伦著 

［译者］张秀莉译 

［译者］李培德校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上海史研究译丛 

［附注内容］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

学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八章，内容包括精英人物的移民、工业技术和资源、商业观念等，讲

述了一群上海纺织家在香港建立自己的经济王国的事迹。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香港 

［知识责任］黄绍伦 著 

［次知识责任］张秀莉 著 

  

 

［正题名］王蒙年谱 

［第一责任人］曹玉如编 



［出版者］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作家研究文丛 cgrs225f 严家炎主编 

［知识责任］曹玉如 编 

  

 

［正题名］中国企业史 

［第一责任人］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编 

［书目卷册］台湾卷 

［第一责任人］韩清海本卷主编 

［出版者］企业管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中国 

［主题词］企业/经济史/台湾 

［知识责任］韩清海 本卷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山东 

［第一责任人］张奎明，李光泉主编 

［译者］山东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张奎明 主编 

［知识责任］李光泉 

  

 

［正题名］蔡元培与胡适 

［副题名］1917-1937 

［副题名］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 

［第一责任人］张晓唯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 cgrs225h2 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主题词］自由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国/1917-1937 

［知识责任］张晓唯 著 

  

 

［正题名］中国劳工 

［副题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第一责任人］王梦岩，孙玉珍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书分“在西线英、法战场”、“在东线沙俄战场”以及“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



战场”三篇，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劳工的凄惨命运，触及华工的真实心灵。 

［主题词］华侨状况/史料/世界/1914-1918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梦岩 著 

［知识责任］孙玉珍 著 

  

 

［正题名］文学·历史传统与人文精神 

［副题名］在日中国学者的思考 

［第一责任人］黄华珍，张仕英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 19 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部分中国学人在东洋刻苦治学的实

际风貌。文章有《老子哲学在日本》、《在日中国名人墓、碑考察》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黄华珍 主编 

［知识责任］张仕英 著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二十二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丁进朝；丁振军；卫兴顺；王少奇；王乐天；毛泽民；许权中；李

成华；杨小根；何秉才；张文彬；张思德；陈云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危险的愉悦 

［副题名］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并列题名］DANGEROUS PLEASURES 

［副题名］Pros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第一责任人］（美）贺萧著 

［译者］韩敏中，盛宁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cgrs225f 刘东主编 

［主题词］娼妓/社会问题/研究/上海市/民国 

［主题词］社会病态/研究/上海市/民国 

［知识责任］贺萧 著 

［次知识责任］韩敏中 译 

［次知识责任］盛宁 译 

  



 

［正题名］钱三强传 

［第一责任人］葛能全著 

［出版者］山东友谊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葛能全 著 

  

 

［正题名］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 

［副题名］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高淑娟，冯斌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中日两国近代化起点的 同，即对看似相同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对外

贸易形式背后，经济文化根源与适应近代化要求的社会基础的重大差别，导致两国在面对世

界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时采取了不同的对应措施，出现了强弱 位的历史结局。 

［主题词］封建经济/对外经济政策/比较/研究/中国/日本 

［主题词］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高淑娟 著 

［知识责任］冯斌 著 

  

 

［正题名］谁主沉浮 

［副题名］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几起几落 

［第一责任人］余伯流，陈钢著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 

［知识责任］余伯流 著 

［知识责任］陈钢 著 

  

 

［正题名］宋氏三兄弟 

［副题名］三个洋博士与民国经济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丛书·20 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浪漫人生 



［副题名］胡适和他身边的女人 

［第一责任人］郭宛著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 

［知识责任］郭宛 著 

  

 

［正题名］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档案/研究/北京市/文集 

  

 

［正题名］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档案/研究/北京市/文集 

  

 

［正题名］中国农民调查 

［第一责任人］陈桂棣，春桃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对中国农村税制改革进行调查报告，提供了有关“三

农”问题的真实状况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主题词］农民/生活/现状/中国/报告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桂棣 著 

［知识责任］春桃 著 

  

 

［正题名］世外无桃源 

［副题名］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 

［第一责任人］邱格屏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研究丛书 

［主题词］会党/华侨组织/历史/研究/东南亚 

［主题词］行会/封建组织/历史/研究/东南亚/民国 



［知识责任］邱格屏 著 

  

 

［正题名］百年小平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钟文，鹿海啸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钟文 编著 

［知识责任］鹿海啸 编著 

  

 

［正题名］百年小平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钟文，鹿海啸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钟文 编著 

［知识责任］鹿海啸 编著 

  

 

［正题名］家刻本 

［副题名］插图珍藏本 

［第一责任人］王桂平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cgrs225f 任继愈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大量的插图与书影，对中国古典典籍中的家刻本进行介绍，阐述其起

源、目的、特点及地位等，并对典型版本进行了介绍。 

［主题词］版本/研究/中国 

［主题词］家刻本/研究 

［知识责任］王桂平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思想历程 

［第一责任人］邱守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邱守娟 著 

  

 

［正题名］毛泽东和他的“顾问” 

［第一责任人］樊昊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1 

［丛编题名］毛泽东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据郭化若同志回忆录撰写，收集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各种情况资料。 

［知识责任］樊昊 著 

  

 

［正题名］恒星的梦 

［副题名］1949 年——改革 放以来的中国民族工商业 

［第一责任人］易乾，骆峰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中国民族工商业百年史话 

［主题词］民族工业/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49-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49-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中国/1949- 

［知识责任］易乾 著 

［知识责任］骆峰 著 

  

 

［正题名］西来的风 

［副题名］1840 年——1900 年的中国民族工商业 

［第一责任人］谢善骁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中国民族工商业百年史话 

［主题词］民族工业/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近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840-1900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中国/1840-1900 

［知识责任］谢善骁 著 

  

 

［正题名］飘摇的船 

［副题名］1900 年——1949 年的中国民族工商业 

［第一责任人］易乾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中国民族工商业百年史话 

［主题词］民族工业/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民国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中国/1900-1949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中国/1900-1949 

［知识责任］易乾 著 

  

 



［正题名］中国乡村研究 

［书目卷册］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黄宗智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辑共收编 8 篇文章。即《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

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等。 

［主题词］农村/问题/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黄宗智 主编 

  

 

［正题名］1976-1982 年中国当代史 

［第一责任人］李安增，王立胜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1976-1982 

［知识责任］李安增 著 

［知识责任］王立胜 著 

  

 

［正题名］提问者祝勇 

［副题名］知识分子访谈录 

［第一责任人］祝勇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采访名家学者的对话记录，曾分别在《羊城晚报》和《鸭绿江》等

报刊上发表。 

［主题词］知识分子/访问记/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祝勇 著 

  

 

［正题名］中国金融通史 

［第一责任人］李飞[…等]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清鸦片战争时期至清末时期（1840～1911） 

［第一责任人］张国辉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金融/经济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飞 主编 

［知识责任］赵海宽 主编 

［知识责任］许树信 主编 

［知识责任］洪葭管 主编 

［知识责任］张国辉 著 



  

 

［正题名］知识分子研究 

［第一责任人］郑也夫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社会学家郑也夫作品系列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郑也夫 著 

  

 

［正题名］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二册 

［丛书］菲律宾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中国/东南亚/清代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档案资料/中国/菲律宾/清代 

  

 

［正题名］李先念在 1946 

［第一责任人］赵凌云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中原突围（1946）/史料 

［知识责任］赵凌云 著 

  

 

［正题名］晚清至五四 

［副题名］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第一责任人］杨联芬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文学史研究丛书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杨联芬 著 

  

 

［正题名］才情人生乔冠华 

［第一责任人］罗银胜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罗银胜 著 



  

 

［正题名］我的妈妈 

［副题名］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 

［第一责任人］邵华著 

［出版者］中国盲文书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邵华 著 

  

 

［正题名］史学遗产六讲 

［第一责任人］白寿彝著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大家小书 cgrs225h3 

［附注内容］附：《史记》新论 

［主题词］史学/遗产/研究/中国 

［主题词］史记/研究 

［知识责任］白寿彝 著 

  

 

［正题名］香港经济史 

［副题名］公元前约 4000-公元 2000 年 

［第一责任人］卢受采，卢冬青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香港 

［知识责任］卢受采 著 

［知识责任］卢冬青 著 

  

 

［正题名］北京的关厢乡镇和老字号 

［第一责任人］王永斌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地方史/民俗/史料/北京市 

［主题词］城镇/经济/史料/北京市 

［知识责任］王永斌 著 

  

 

［正题名］欧洲近代生活 

［丛书］家与人 

［并列题名］Kultur und Allyag in der Fruhen Neuzeit 

［丛书］Das Haus und seine Menschen 



［第一责任人］（德）里夏德·范迪尔门著 

［译者］王亚平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欧洲近代生活》分三卷，采用结构分析方法对欧洲近代早期的文化和日常生

活进行论述。本书为第一卷，阐述了社会和情感意义上的家庭——住户从生到死的文化范畴。 

［主题词］文化史/欧洲/近代 

［主题词］家庭生活/欧洲/近代 

［知识责任］范迪尔门 著 

［次知识责任］王亚平 译 

  

 

［正题名］臧克家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臧克家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风雨岁月丛书 cgrs225f 常君实主编 

［知识责任］臧克家 著 

  

 

［正题名］沈从文评说八十年 

［第一责任人］王珞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名家评说系列 cgrs225f 子通主编 

［主题词］作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珞 著 

  

 

［正题名］1926-1945 良友人物 

［第一责任人］程德培，郜元宝，杨扬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将 1926-1946 年在大陆出版的亦图亦文的时尚刊物《良友》中人物照片和

文章进行整理，编选而成。包括现代成功人士自传系列、名人生活回忆录、访谈回忆传略等

部分。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程德培 编 

［知识责任］郜元宝 编 

［知识责任］杨扬 编 

  

 

［正题名］帝国落日 

［副题名］晚清大变局 



［第一责任人］袁伟时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1840-1911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袁伟时 著 

  

 

［正题名］汪精卫与陈璧君 

［第一责任人］程舒伟，郑瑞峰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程舒伟 著 

［知识责任］郑瑞峰 著 

  

 

［正题名］孔祥熙与宋蔼龄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杜月笙野史 

［副题名］中国黑社会老大 

［第一责任人］王俊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王俊 编著 

  

 

［正题名］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副题名］跨国研究 

［第一责任人］相蓝欣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相蓝欣 著 

  

 

［正题名］王永庆传 

［第一责任人］（韩）朴东燮，李成焕著 

［译者］（韩）朴东燮，严淑龄译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亚洲著名企业家传记系列 

［附注内容］王永庆，台湾实业家，台塑集团创始人。台塑集团是中国台湾地区惊人经济增

长速度的巨大支柱和进军中国内地具有坚实经济基础的大型企业。王永庆与香港的李嘉诚、

马来西亚的陈必新齐名，被称为世界华人 著名的三大巨富。本书记述了王永庆创业的艰辛

历程。 

［主题词］企业家/传记/台湾 

［知识责任］王永庆 著 

［知识责任］李成焕 著 

［次知识责任］朴东燮 译 

［次知识责任］严淑龄 译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报告 

［书目卷册］第 1 卷 

［并列题名］Collected Papers by Young Scholars, CASS 

［书目卷册］No.1 

［第一责任人］方军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 19 篇学术报告：《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思路》、《50 年来台湾南海

政策探析》、《论人类实践形态的当代发展》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方军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家地理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马跃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禀承《国家地理杂志》的出版理念，吸取其时尚轻松的体例，强化了系统

性，既从行政区划入手介绍祖国锦绣江山、地理知识，又介绍相关人文历史知识，并将其融

会贯通。 

［主题词］地理/中国/摄影集 

［知识责任］马跃 主编 

  

 

［正题名］中国国家地理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马跃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禀承《国家地理杂志》的出版理念，吸取其时尚轻松的体例，强化了系统

性，既从行政区划入手介绍祖国锦绣江山、地理知识，又介绍相关人文历史知识，并将其融

会贯通。 

［主题词］地理/中国/摄影集 

［知识责任］马跃 主编 

  

 

［正题名］文武北洋 

［副题名］1912-1928 

［第一责任人］李洁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寻访北洋人物的故址、遗迹，对民国初期即“北洋军阀时代”的袁世

凯、黎元洪、段其瑞、吴佩孚、张作霖 5 位武人和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 4 位文人

的史料予以收集，呈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与人物风采。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1912-1928 

［知识责任］李洁 著 

  

 

［正题名］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 

［书目卷册］第三集 

［第一责任人］秦雨编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老照片》专辑 

［主题词］史料/摄影集/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秦雨 著 

  

 

［正题名］伪满州国的“照片内参” 

［第一责任人］张志强主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老照片》专辑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历史照片为吉林省档案馆接受的原存于伪满中央银行档案中的 170

余张，由当年的“满州国”通讯社记者拍摄，已封存了 50 余年。从照片的形成和保存形式

看，可以将其视为伪满州国的“照片内参”。 

［主题词］满州国（1932）/史料/摄影集/中国 

［知识责任］张志强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 



［第一责任人］尼·特·费德林，伊·弗·科瓦廖夫，安·梅·列多夫斯基等著 

［译者］彭卓吾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中苏关系/外交/史料/现代 

［知识责任］费德林 著 

［知识责任］科瓦廖夫 著 

［知识责任］列多夫斯基 著 

［次知识责任］彭卓吾 译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 

［第一责任人］何虎生，李耀东，向常福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时期党、政、军、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的主要机构、职务及人

名。 

［主题词］领导机构/干部/人名录/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何虎生 主编 

［知识责任］李耀东 主编 

［知识责任］向常福 主编 

  

 

［正题名］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 

［第一责任人］杨丰陌，赵焕林，佟悦主编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附注内容］本书是有关沈阳故宫、永陵、福陵、昭陵的档案史料汇编，均选自辽宁省档案

馆馆藏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档案。分为“盛京皇宫”、“关外三陵”和“清帝东巡”三部分，并

按礼仪、维修、藏品等内容作了分类。并将其中的满文档案译为汉文。 

［主题词］帝王/执政/档案资料/清前期 

［主题词］宫殿/档案资料/沈阳/清代 

［主题词］陵墓/档案资料/沈阳/清代 

［知识责任］杨丰陌 主编 

［知识责任］赵焕林 主编 

［知识责任］佟悦 主编 

  

 

［正题名］文人的另一面 

［副题名］民国风景之一种 

［第一责任人］（马来西亚）温梓川著 

［译者］钦鸿编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温故书坊 

［附注内容］本书分“名师风采”、“暨南往事”以及“文坛回想”三部分，收录了《我所认

识的夏丐尊先生》、《秋野社的一群》、《在广州一年》等 70 余篇回忆作品。 

［主题词］文化/名人/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温梓川 著 

［次知识责任］钦鸿 编 

  

 

［正题名］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发展轨迹 

［副题名］1840-1949 

［第一责任人］王兴业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新视野论丛 cgrs225f 张振金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王兴业赠送。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兴业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 

［第一责任人］王兴业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新视野论丛 cgrs225f 张振金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王兴业赠送。 

［主题词］思想史/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兴业 著 

  

 

［正题名］宜昌市文史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二十四辑 

［丛书］宜昌革命老区 

［第一责任人］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宜昌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宜昌市老区教育研究

会编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资料/湖北省/宜昌市 

［主题词］解放区/建设/发展/湖北省/宜昌市 

  

 

［正题名］烈士与纪念馆研究 

［书目卷册］第七辑 

［第一责任人］龙华烈士纪念馆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分“毛泽东与烈士褒扬”、“人物研究”、“龙华论坛”、“他山之石”、“文物

集藏”等栏目。 

［主题词］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文集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文集 

  

 

［正题名］中苏关系史 

［副题名］1945-1949 

［第一责任人］薛衔天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45-1949 

［知识责任］薛衔天 著 

  

 

［正题名］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 

［副题名］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 

［第一责任人］朱英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9 

［丛编题名］桂苑书丛 cgrs225h 第一辑 华中师范大学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终成果。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朱英赠送。 

［主题词］社会/国家/关系/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商业/协会/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英 著 

  

 

［正题名］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 

［第一责任人］黄俊杰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喜玛拉雅学术文库 中华文明的 21 世纪新意义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赠送 

［附注内容］本论文集立意于中华文明面临现代价值的挑战，致力于探寻应变时 合理的调

适方式，努力创新，重新解释中国文化的思想传统，使之可以用来载负现代的价值。 

［主题词］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黄俊杰 编 

  

 

［正题名］大分流 

［副题名］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并列题名］The Great Divergence 

［副题名］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m World Economy 

［第一责任人］（ 美）彭慕兰著 

［译者］史建云译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译者本所史建云赠送 

［附注内容］本书讨论了各家的论点，详细考察了 18 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

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作了具体的比较，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 

［主题词］世界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知识责任］彭慕兰 著 

［知识责任］Pomeranz 著 

［次知识责任］史建云 译 

  

 

［正题名］卢作孚书信集 

［第一责任人］[卢作孚著] 

［译者］黄立人主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企业家 x 书信 

［知识责任］卢作孚 著 

［次知识责任］黄立人 主编 

  

 

［正题名］张若名评传 

［第一责任人］王铁群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王铁群 著 

  

 

［正题名］严济慈：法兰西情书 

［副题名］爱国·爱家·爱人 

［第一责任人］严济慈著 

［译者］煦峰，文菂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中国院士笔谈录 

［附注内容］本书由作者之子严四光赠送 

［附注内容］收录严济慈的爱情书信，有“我没有想你却又刻刻想你”、“我心似水志如舟”、

“月儿，请替我传话”、“爱情需要用心用神灌注”等。 

［主题词］爱情/书信集/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严济慈 著 

［次知识责任］煦峰 编 

［次知识责任］文菂 编 

  

 

［正题名］北大史学 

［书目卷册］10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中外历史学论文、书评等 17 篇。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正题名］濒阳集 

［第一责任人］刘重日著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知识责任］刘重日 著 

  

 

［正题名］孙锵鸣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清）孙锵鸣撰 

［译者］胡珠生编注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温州文献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温州胡珠生赠送。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孙锵鸣 撰 

［次知识责任］胡珠生 编注 

  

 

［正题名］孙锵鸣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清）孙锵鸣撰 

［译者］胡珠生编注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丛编题名］温州文献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由温州胡珠生赠送。 

［主题词］杂著/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孙锵鸣 撰 

［次知识责任］胡珠生 编注 

  

 

［正题名］吴雁南文集 

［书目卷册］1 

［丛书］太平天国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著 

［译者］朱健华，陈奇主编 

［出版者］贵州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吴雁南 著 

［次知识责任］朱健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奇 主编 

  

 

［正题名］吴雁南文集 

［书目卷册］2 

［丛书］辛亥革命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著 

［译者］朱健华，陈奇主编 

［出版者］贵州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吴雁南 著 

［次知识责任］朱健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奇 主编 

  

 

［正题名］吴雁南文集 

［书目卷册］3 

［丛书］中国社会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著 

［译者］朱健华，陈奇主编 

［出版者］贵州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吴雁南 著 

［次知识责任］朱健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奇 主编 

  

 

［正题名］吴雁南文集 



［书目卷册］4 

［丛书］儒学与中国社会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著 

［译者］朱健华，陈奇主编 

［出版者］贵州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儒家/思想/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吴雁南 著 

［次知识责任］朱健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奇 主编 

  

 

［正题名］吴雁南文集 

［书目卷册］5 

［丛书］教育教学·社会主义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著 

［译者］朱健华，陈奇主编 

［出版者］贵州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教学理论/研究/中国 

［主题词］政论/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雁南 著 

［次知识责任］朱健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奇 主编 

  

 

［正题名］吴雁南文集 

［书目卷册］6 

［丛书］序·书评·其他 

［第一责任人］吴雁南著 

［译者］朱健华，陈奇主编 

［出版者］贵州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主题词］序跋/汇编 

［主题词］书评/汇编 

［知识责任］吴雁南 著 

［次知识责任］朱健华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奇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同志在潮汕 

［副题名］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汕头市委党史领导小组，广东中共党史



学会汕头市分会编 

［出版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出版日期］1985.11 

［丛编题名］广东省党史资料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由本所曾景忠赠送 

  

 

［正题名］江海风云录 

［副题名］南通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4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历史/江苏省/南通市/1919-1949 

  

 

［正题名］日本研究论丛 

［丛书］1993 年号 

［第一责任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 

 

［正题名］甘肃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民政厅，甘肃省中共党史人

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人物/传记/甘肃省/现代 

  

 

［正题名］罗山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中共罗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5 

 

［正题名］厦门党史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曾昭铎，黄坤胜主编 

［出版者］中国计划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6 

［知识责任］曾昭铎 主编 

［知识责任］黄坤胜 主编 

  

 

［正题名］研究集刊 

［书目卷册］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第一责任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 



［主题词］历史/研究/文集/云南省 

［主题词］地方史 x 研究/云南省 

  

 

［正题名］研究集刊 

［书目卷册］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第一责任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 

［主题词］历史/研究/文集/云南省 

［主题词］地方史 x 研究/云南省 

  

 

［正题名］内蒙古近代史论丛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研究所编著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3.1 

［主题词］地方史/研究/内蒙古/近代 

  

 

［正题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一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主题词］农业经济/统计资料/苏联 

  

 

［正题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主题词］农业经济/统计资料/苏联 

  

 

［正题名］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建设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出版者］中共中央办公厅 

［出版日期］1952.11 

［主题词］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资料/欧洲/汇编 

  

 

［正题名］馆藏云南地方文献目录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云南省图书馆编 

［主题词］地方/文献/目录/云南省 

  

 



［正题名］舊學盦筆記 

［第一责任人］[（清）鳧道人选]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民国 5 年[1916]] 

［主题词］笔记/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凫道人 选 

  

 

［正题名］城市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1 辑 

［第一责任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编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9.9 

［主题词］城市/历史/研究/文集 

  

 

［正题名］城市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3 辑 

［第一责任人］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城市/历史/研究/文集 

  

 

［正题名］城市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4 辑 

［第一责任人］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出版者］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8 

［主题词］城市/历史/研究/文集 

  

 

［正题名］常熟文化概论 

［副题名］中国区域文化的定点研究 

［第一责任人］何振球，严明著 

［出版者］苏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12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江苏省/常熟市 

［知识责任］何振球 著 

［知识责任］严明 著 

  

 

［正题名］山西辛亥革命史 

［第一责任人］刘存善编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7 

［主题词］辛亥革命/山西省 

［知识责任］刘存善 编著 

  

 

［正题名］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 

［第一责任人］四川省档案馆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丛编题名］四川辛亥革命丛书 

［丛编题名］Si Chuan Xin Hai Ge Ming Cong Shu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章伯锋赠送 

［主题词］档案资料/保路运动/四川省 

［主题词］保路运动/档案资料/四川省 

  

 

［正题名］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指南 

［第一责任人］内蒙古档案馆编 

［出版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主题词］档案工作/概况/中国/内蒙 

［主题词］档案馆/概况/中国/内蒙 

  

 

［正题名］淮安古今人物 

［书目卷册］第二集 

［第一责任人］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淮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丛编题名］江苏文史资料 cgrs225h84 

［丛编题名］淮安文史资料 cgrs225h13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章伯锋赠送 

［主题词］名人/资料/江苏/淮安 

  

 

［正题名］清实录藏族史料 

［书目卷册］第一集 

［副题名］崇德二年八月起，乾隆十一年十二月止 

［第一责任人］顾祖成等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丛编题名］西藏研究丛刊 9 

［附注内容］条码号 Z0510963 的一册为本所章伯锋赠送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中国/清代/史料 

［主题词］民族历史/藏族/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顾祖成 编 

  

 

［正题名］清实录藏族史料 

［书目卷册］第二集 

［副题名］乾隆十二年正月起，乾隆十四年七月止 

［第一责任人］顾祖成等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丛编题名］西藏研究丛刊 9 

［附注内容］条码号 Z0510964 的一册为本所章伯锋赠送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中国/清代/史料 

［主题词］民族历史/藏族/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顾祖成 编 

  

 

［正题名］清实录藏族史料 

［书目卷册］第三集 

［副题名］乾隆十四年八月起，乾隆三十七年三月止 

［第一责任人］顾祖成等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丛编题名］西藏研究丛刊 9 

［附注内容］条码号 Z0510965 的一册为本所章伯锋赠送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中国/清代/史料 

［主题词］民族历史/藏族/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顾祖成 编 

  

 

［正题名］清实录藏族史料 

［书目卷册］第四集 

［副题名］乾隆三十七年四月起，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止 

［第一责任人］顾祖成等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丛编题名］西藏研究丛刊 9 

［附注内容］条码号 Z0510966 的一册为本所章伯锋赠送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中国/清代/史料 

［主题词］民族历史/藏族/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顾祖成 编 

  

 

［正题名］清实录藏族史料 

［书目卷册］第五集 



［副题名］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起，乾隆四十年五月止 

［第一责任人］顾祖成等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丛编题名］西藏研究丛刊 9 

［附注内容］条码号 Z0510967 的一册为本所章伯锋赠送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中国/清代/史料 

［主题词］民族历史/藏族/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顾祖成 编 

  

 

［正题名］清实录藏族史料 

［书目卷册］第六集 

［副题名］乾隆四十年六月起，乾隆五十三年八月止 

［第一责任人］顾祖成等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丛编题名］西藏研究丛刊 9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章伯锋赠送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中国/清代/史料 

［主题词］民族历史/藏族/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顾祖成 编 

  

 

［正题名］清实录藏族史料 

［书目卷册］第七集 

［副题名］乾隆五十三年九月起，乾隆六十年十二月止 

［第一责任人］顾祖成等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丛编题名］西藏研究丛刊 9 

［附注内容］条码号 Z0510965 的一册为本所章伯锋赠送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中国/清代/史料 

［主题词］民族历史/藏族/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顾祖成 编 

  

 

［正题名］清实录藏族史料 

［书目卷册］第八集 

［副题名］嘉庆元年正月起，咸丰三年九月止 

［第一责任人］顾祖成等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丛编题名］西藏研究丛刊 9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章伯锋赠送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中国/清代/史料 

［主题词］民族历史/藏族/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顾祖成 编 

  

 

［正题名］清实录藏族史料 

［书目卷册］第九集 

［副题名］咸丰三年十一月起，宣统三年十二月止 

［第一责任人］顾祖成等编 

［出版者］西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2.9 

［丛编题名］西藏研究丛刊 9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章伯锋赠送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中国/清代/史料 

［主题词］民族历史/藏族/中国/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顾祖成 编 

  

 

［正题名］天津文化概况 

［第一责任人］刘泽华主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文化事业/概况/天津/现代 

［知识责任］刘泽华 主编 

  

 

［正题名］翁同龢诗词集 

［第一责任人］翁同龢纪念馆编 

［译者］朱育礼校点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0 

［次知识责任］朱育礼 校点 

  

 

［正题名］武汉地区辛亥革命史料联合目录 

［副题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第一责任人］湖北省图书馆编辑 

［出版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联合目录/武汉 

  

 

［正题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 



［第一责任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附注内容］本书目录有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等 8496 条。 

［主题词］古籍/图书目录 

［主题词］善本/图书目录 

［主题词］图书馆目录/古籍/善本 

  

 

［正题名］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子明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6 

［主题词］军事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刘子明 著 

  

 

［正题名］井盐史探微 

［第一责任人］吴天颖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主题词］井盐/历史/研究/四川/古代/文集 

［主题词］轻工业经济/井盐/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吴天颖 著 

  

 

［正题名］胡滨先生纪念集 

［第一责任人］[王守中等著] 

［知识责任］王守中 著 

  

 

［正题名］繁露集 

［第一责任人］戴逸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3 

［丛编题名］学术随笔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历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戴逸 著 

  

 

［正题名］历史·现实·人生 

［副题名］史学的沉思 

［第一责任人］瞿林东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1 

［丛编题名］历史·现实·人生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史学理论/中国 

［知识责任］瞿林东 著 

  

 

［正题名］历史唯物论与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 

［第一责任人］吴廷嘉，沈大德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4 

［主题词］史学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吴廷嘉 著 

［知识责任］沈大德 著 

  

 

［正题名］步入近代的历程 

［第一责任人］戴逸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8 

［丛编题名］中华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附注内容］汇集了作者 49 篇文章，有研究清初史事至第一次国共合作历史时期的史学论

文，有参加学术会议的发言，也有读书随感和缅怀师友之作。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知识责任］戴逸 著 

  

 

［正题名］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胡滨主编 

［译者］曹静等编撰 

［出版者］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主题词］西方文化/影响/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胡滨 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静 编撰 

  

 

［正题名］近代中国社会思潮 

［第一责任人］黎仁凯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5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黎仁凯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ideological trends in society 

［第一责任人］戚其章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3 

［附注内容］在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以前，中国先后出现了 4 种近代思潮，它们是海防思潮、

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这四种近代思潮就是本书所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主题词］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戚其章 著 

  

 

［正题名］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 

［并列题名］Evolution of the soviet cultural system 

［第一责任人］马龙闪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4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文化事业/体制/研究/苏联/1917-1982 

［知识责任］马龙闪 著 

  

 

［正题名］1949-1952 年中国经济分析 

［并列题名］China's economy analysis:1949-1952 

［第一责任人］董志凯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4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经济/分析/中国/1949-1952 

［知识责任］董志凯 主编 

  

 

［正题名］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 

［第一责任人］丘权政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0 

［主题词］客家/民族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丘权政 著 

  

 

［正题名］广东文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四十五辑 

［丛书］香港一瞥 

［第一责任人］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5 

［主题词］文史/资料/广东 

［主题词］地方史/资料/香港 

  

 

［正题名］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萧德浩，吴国强编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 

［丛编题名］广西史志资料丛书 cgrs225f 莫乃群主编 

［附注内容］条码号为 Z0510995 的一册系本所张振鵾赠送 

［附注内容］本书较为翔实地记载了清朝邓承修等人勘立中越边界的历史资料。 

［主题词］边界问题/中越关系/清代/史料 

［主题词］中越关系/边界问题/清代/史料 

［知识责任］萧德浩 编 

［知识责任］吴国强 编 

  

 

［正题名］情与理 

［副题名］后藤田正晴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日） 后藤田正晴著 

［译者］王振宇, 王大军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政治家/回忆录/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后藤田正晴 著 

［次知识责任］王振宇 译 

［次知识责任］王大军 译 

  

 

［正题名］情与理 

［副题名］后藤田正晴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日） 后藤田正晴著 

［译者］王振宇, 王大军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政治家/回忆录/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后藤田正晴 著 

［次知识责任］王振宇 译 

［次知识责任］王大军 译 

  

 

［正题名］局内旁观者： 赫德 

［第一责任人］邱 克著 

［出版者］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0 

［附注内容］本书对英人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介。 

［主题词］中英关系/近代 

［知识责任］邱克 著 

  

 

［正题名］北京的隐士 

［副题名］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 

［第一责任人］（英）休·特雷费-罗珀(H.Trevor-Roper)著 

［译者］胡滨，吴乃华译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86.10 

［丛编题名］义和团资料丛编 

［附注内容］书名原文:Hermit of Peking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汉学家/生平事迹/英国/近代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史料 

［知识责任］罗珀 著 

［知识责任］Roper 著 

［次知识责任］胡滨 译 

［次知识责任］吴乃华 译 

  

 

［正题名］史迪威与中国 

［副题名］纪念史迪威将军逝世 45 周年 

［第一责任人］史迪威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12 

 

［正题名］架起理解的新桥梁 

［副题名］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第一责任人］资中筠，陶文钊主编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12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美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资中筠 主编 

［知识责任］陶文钊 主编 

  

 

［正题名］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 

［第一责任人］李惠兰，明道广主编 

［译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主题词］七·七事变（1937）/史料 

［知识责任］李惠兰 主编 

［知识责任］明道广 主编 

  

 

［正题名］广西抗日战争史稿 

［第一责任人］沈奕巨著 

［出版者］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8 

［主题词］抗日战争/历史/研究/广西 

［知识责任］沈奕巨 著 

  

 

［正题名］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 

［第一责任人］居之芬，张利民主编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5 

［主题词］侵华事件/经济扩张/日本/史料 

［主题词］经济扩张/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居之芬 主编 

［知识责任］张利民 主编 

  

 

［正题名］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 

［第一责任人］薛军力，徐鲁航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纪念卢沟桥事变六十周年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抗日斗争/历史/台湾 

［知识责任］薛军力 著 

［知识责任］徐鲁航 著 



  

 

［正题名］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 

［第一责任人］袁旭，党德信著 

［出版者］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6 

［丛编题名］纪念卢沟桥事变六十周年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民主党派/抗日战争/中国/史料 

［主题词］抗日战争/民主党派/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袁旭 著 

［知识责任］党德信 著 

  

 

［正题名］历史的洪流 

［副题名］抗战时期中共与民主运动 

［第一责任人］王双梅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抗日战争史》丛书 政治系列 

［附注内容］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民主运动/史料 

［主题词］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王双梅 著 

  

 

［正题名］铁血远征 

［副题名］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 

［第一责任人］田玄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2 

［丛编题名］抗日战争史丛书 军事系列 

［附注内容］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远征军/国民党军/史料/1942-1945 

［知识责任］田玄 著 

  

 

［正题名］清代戏曲史 

［第一责任人］周妙中著 

［出版者］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2 

［丛编题名］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戏剧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周妙中 著 

  

 

［正题名］丁汝昌 

［第一责任人］刘敬坤著 

［出版者］新蕾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5 

［丛编题名］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cgrs225f 顾传菁，李福田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知识责任］刘敬坤 著 

  

 

［正题名］黄兴研究文集 

［副题名］《近代史研究》增刊 

［第一责任人］曾业英主编 

［出版者］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出版日期］1994 

［知识责任］曾业英 主编 

  

 

［正题名］蔡元培 

［第一责任人］崔志海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4 

［知识责任］崔志海 著 

  

 

［正题名］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 

［第一责任人］戚其章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4 

［主题词］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研究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戚其章 著 

  

 

［正题名］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副题名］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编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9 

［附注内容］本书大致分成辛亥革命研究和孙中山研究 2 个部分。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文集 

  

 

［正题名］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 

［第一责任人］李时岳，赵夭元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9 

［主题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李时岳 著 

［知识责任］赵夭元 著 

  

 

［正题名］徐彻晚清史论 

［第一责任人］徐彻著 

［出版者］辽沈书社 

［出版日期］1993.7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清后期/文集 

［知识责任］徐彻 著 

  

 

［正题名］太平天國典制通考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簡又文撰 

［出版者］簡氏猛進書屋 

［出版日期］民国 47 年 7 月[1958.7] 

［丛编题名］猛進書屋叢書 

［附注内容］条码号 Z0511027 的一册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制度/中国/1851-1864 

［知识责任］简又文 撰 

  

 

［正题名］太平天國典制通考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簡又文撰 

［出版者］簡氏猛進書屋 

［出版日期］民国 47 年 7 月[1958.7] 

［丛编题名］猛進書屋叢書 

［附注内容］条码号 Z0511028 的一册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制度/中国/1851-1864 

［知识责任］简又文 撰 

  

 

［正题名］太平天國典制通考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簡又文撰 

［出版者］簡氏猛進書屋 

［出版日期］民国 47 年 7 月[1958.7] 

［丛编题名］猛進書屋叢書 

［附注内容］条码号 Z0511029 的一册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制度/中国/1851-1864 

［知识责任］简又文 撰 

  

 

［正题名］太平天國全史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簡又文撰 

［出版者］簡氏猛進書屋 

［出版日期］民国 51 年 9 月[1962.9] 

［丛编题名］猛進書屋叢書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历史/1851-1864 

［知识责任］简又文 撰 

  

 

［正题名］太平天國全史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簡又文撰 

［出版者］簡氏猛進書屋 

［出版日期］民国 51 年 9 月[1962.9] 

［丛编题名］猛進書屋叢書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历史/1851-1864 

［知识责任］简又文 撰 

  

 

［正题名］太平天國全史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簡又文撰 

［出版者］簡氏猛進書屋 

［出版日期］民国 51 年 9 月[1962.9] 

［丛编题名］猛進書屋叢書 

［附注内容］本书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历史/1851-1864 

［知识责任］简又文 撰 

  

 

［正题名］中国外交史 

［书目卷册］上册 



［丛书］1840-1917 

［第一责任人］[外交学院编]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外交学院 编 

  

 

［正题名］中国外交史 

［书目卷册］下册 

［丛书］1917-1949 

［第一责任人］[外交学院编] 

［主题词］外交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外交学院 编 

  

 

［正题名］明清珍本小説集 

［丛书］太平天國别史 

［第一责任人］[（清）张德坚编] 

［出版者］广业书社 

［出版日期］民国 17 年 2 月[1928.2]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张德坚 编 

  

 

［正题名］中山全書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新民書局编辑] 

［出版者］新民書局 

［出版日期］[1926]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料 

［第一责任人］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立北京图书馆编辑 

［出版者］ 明书店 

［出版日期］1950.11 

［丛编题名］明清史料丛书 2 

［附注内容］条码号 Z0511044 的一册为本所张振鵾赠送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史料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郭廷以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36 年 7 月[1947.7]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郭廷以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郭廷以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民国 36 年 7 月[1947.7]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郭廷以 著 

  

 

［正题名］我的回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张国焘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现根据需要予以重版，限量内部发行。 

［知识责任］张国焘 著 

  

 

［正题名］我的回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张国焘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现根据需要予以重版，限量内部发行。 

［知识责任］张国焘 著 

  

 

［正题名］双山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王凡西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现根据需要予以重版，限量内部发行。 

［知识责任］王凡西 著 

  

 

［正题名］延安日记 

［第一责任人］（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 

［译者］吕文镜…[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现根据需要予以重版，限量内部发行。 

［知识责任］弗拉基米洛夫 著 

［次知识责任］吕文镜 译 

［次知识责任］唐秀兰 译 

［次知识责任］吴名祺 译 

［次知识责任］石菊英 译 

［次知识责任］余瑞先 译 

  

 

［正题名］中国纪事 

［第一责任人］（德）奥托·布劳恩著 

［译者］李逵六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现根据需要予以重版，限量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作者奥托·布劳恩，1932 年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华，在华期间名为李德或华夫，

先后在中共充当军事顾问等职，积极推行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他是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的唯一的外国人。本书主要记述了 1932-1939 年我党、我军的重要事件，并对抗日战争初期

的一些情况作了评述。 

［知识责任］布劳恩 著 

［次知识责任］李逵六 译 

  

 

［正题名］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 

［第一责任人］（美）盛岳著 

［译者］奚博铨等译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现根据需要予以重版，限量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本书对莫斯科中山大学从筹办到结束的全过程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对苏共党内

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在中山大学的影响、中共党内托洛茨基派的形成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

叙述。 

［知识责任］盛岳 著 

［次知识责任］奚博铨 译 

  

 

［正题名］苦笑录 

［第一责任人］陈公博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现根据需要予以重版，限量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作者 1925-1936 年的经历，叙述国民党内部派系活动，国民党政府的

内政、外交。 

［知识责任］陈公博 著 

  

 

［正题名］郑超麟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郑超麟著 

［译者］范用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前一部分曾于 1996 年出版，现增加内容后根据需要予以重版，限量内部

发行。 

［附注内容］本回忆录部分写于 1945 年；《陈独秀与托派》写于 1980 年。本书对中共早期

领导人及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亲历资料。 

［知识责任］郑超麟 著 

［次知识责任］范用 编 

  

 

［正题名］郑超麟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郑超麟著 

［译者］范用编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前一部分曾于 1996 年出版，现增加内容后根据需要予以重版，限量内部

发行。 

［附注内容］本回忆录部分写于 1945 年；《陈独秀与托派》写于 1980 年。本书对中共早期

领导人及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亲历资料。 

［知识责任］郑超麟 著 

［次知识责任］范用 编 

  

 

［正题名］中共 50 年 

［第一责任人］王明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81 年出版，现根据需要予以重版，限量内部发行。 



［附注内容］本书是王明 1971-1974 年间的 4 篇手稿的汇编。是作者去苏联后坚持其反动立

场，对我党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而写出写成的。通过此书可以使人认识真

正的王明。 

［知识责任］王明 著 

  

 

［正题名］风光合是鹧鸪天 

［第一责任人］冯兰瑞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冯兰瑞 著 

  

 

［正题名］倚竹斋摭  

［第一责任人］冯兰瑞著 

［出版者］[出版者不详]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冯兰瑞 著 

  

 

［正题名］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 

［第一责任人］刘曙光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现代化与发展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社会发展过程与自然发展过程、历史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客观制约性与主体选择性等。 

［主题词］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知识责任］刘曙光 著 

  

 

［正题名］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 

［第一责任人］张恒，剑非编写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创立以来，历届中央组织机构及其主要成员

的职务变动情况。本书第五部分“中央领导成员”收录了部分中央 高领导人的简历。 

［主题词］人名录/中共中央/组织机构/职位/图谱 

［知识责任］张恒 编写 

［知识责任］剑非 编写 

  

 

［正题名］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 

［第一责任人］（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著 



［译者］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作者针对 1985-1999 年俄国社会转型期间在各国发表的政论多篇。 

［主题词］政治/研究/俄罗斯/现代 

［知识责任］季诺维也夫 著 

［次知识责任］侯艾君 译 

［次知识责任］葛新生 译 

［次知识责任］陈爱茹 译 

  

 

［正题名］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书目卷册］第壹集 

［第一责任人］（台）高拜石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海峡两岸新闻界前辈高拜石先生的著作，原文曾于 1958-1969 年在台湾

《新生报副刊》连载，历时十余年。写了清末至民国年间近五百位各色各相人物，颇多鲜为

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物/掌故/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拜石 著 

  

 

［正题名］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书目卷册］第贰集 

［第一责任人］（台）高拜石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海峡两岸新闻界前辈高拜石先生的著作，原文曾于 1958-1969 年在台湾

《新生报副刊》连载，历时十余年。写了清末至民国年间近五百位各色各相人物，颇多鲜为

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物/掌故/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拜石 著 

  

 

［正题名］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书目卷册］第叁集 

［第一责任人］（台）高拜石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海峡两岸新闻界前辈高拜石先生的著作，原文曾于 1958-1969 年在台湾

《新生报副刊》连载，历时十余年。写了清末至民国年间近五百位各色各相人物，颇多鲜为



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物/掌故/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拜石 著 

  

 

［正题名］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书目卷册］第肆集 

［第一责任人］（台）高拜石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海峡两岸新闻界前辈高拜石先生的著作，原文曾于 1958-1969 年在台湾

《新生报副刊》连载，历时十余年。写了清末至民国年间近五百位各色各相人物，颇多鲜为

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物/掌故/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拜石 著 

  

 

［正题名］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书目卷册］第伍集 

［第一责任人］（台）高拜石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海峡两岸新闻界前辈高拜石先生的著作，原文曾于 1958-1969 年在台湾

《新生报副刊》连载，历时十余年。写了清末至民国年间近五百位各色各相人物，颇多鲜为

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物/掌故/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拜石 著 

  

 

［正题名］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书目卷册］第陆集 

［第一责任人］（台）高拜石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海峡两岸新闻界前辈高拜石先生的著作，原文曾于 1958-1969 年在台湾

《新生报副刊》连载，历时十余年。写了清末至民国年间近五百位各色各相人物，颇多鲜为

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物/掌故/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拜石 著 

  



 

［正题名］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书目卷册］第柒集 

［第一责任人］（台）高拜石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海峡两岸新闻界前辈高拜石先生的著作，原文曾于 1958-1969 年在台湾

《新生报副刊》连载，历时十余年。写了清末至民国年间近五百位各色各相人物，颇多鲜为

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物/掌故/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拜石 著 

  

 

［正题名］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书目卷册］第捌集 

［第一责任人］（台）高拜石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是海峡两岸新闻界前辈高拜石先生的著作，原文曾于 1958-1969 年在台湾

《新生报副刊》连载，历时十余年。写了清末至民国年间近五百位各色各相人物，颇多鲜为

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 

［主题词］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主题词］人物/掌故/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高拜石 著 

  

 

［正题名］经济—社会史 

［副题名］历史研究的新方向 

［第一责任人］侯建新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选刊了于 2001 年 9 月举行的“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上国内学者的

19 篇精心之作，还选译和编辑了西方学者经济—社会史的部分论文和相关资料，有助于读

者从不同角度加深对经济—社会史学科的理解。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世界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侯建新 主编 

  

 

［正题名］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 

［副题名］儒家学说述评 

［第一责任人］吴江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哲人兼理论家的睿智和冷峻，剖析了曾高高在上数千年，至今仍颇

具影响的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告诫人们：中华民族的思想启蒙和精神重建尚任重道远、未有

穷期等。 

［主题词］封建社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国 

［主题词］儒家/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江 著 

  

 

［正题名］权力、冲突与变革 

［副题名］1926-1937 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瑾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城市/发展/研究/重庆/1926-1937 

［知识责任］张瑾 著 

  

 

［正题名］长沙市工会志 

［第一责任人］王亚元主编 

［译者］长沙市工会志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记载了自 1852 年湖南创办火药局 始至 2000 年 148 年间，长沙地区工人

阶级的产生、发展，工会的建立以及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全过程。 

［主题词］地方工会/工会运动史/长沙市 

［主题词］工会运动史/长沙市 

［知识责任］王亚元 主编 

  

 

［正题名］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 

［第一责任人］贾维著 

［出版者］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岳麓书院学术文库 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cgrs225f 朱汉民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这位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学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放在与其

师友的关系中进行考察、探讨这一交往的文化背景，分析其特点、影响与结果，展现了内忧

外患的晚清历史。 

［知识责任］贾维 著 

  

 

［正题名］城记 

［第一责任人］王军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城市建设/建筑史/北京 

［主题词］城市规划/调查报告 

［知识责任］王军 著 

  

 

［正题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 年版） 

［并列题名］A GUIDE TO 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CORE JOURNALS IN 

CHINA (2004 EDITION)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文献计量学研究室[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人文科学/期刊/目录/中国/2004 

［主题词］社会科学/期刊/目录/中国/2004 

  

 

［正题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任一飞，周竞红著 

［出版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对建国后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发展状况进行了客观分析，并重视从人

口流动、通婚等社会生活层面反映民族关系的发展。 

［主题词］民族关系/民族历史/研究/中国/1949- 

［知识责任］任一飞 著 

［知识责任］周竞红 著 

  

 

［正题名］明信片清末中国 

［第一责任人］王佳楠，蔡小丽收藏 

［译者］陈玲等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以画册的形式收录国外印制的有关清朝末年中国社会状况的明信片，阐述

清末年间外国人眼中的清朝政府、苦难中的民众等从而展示了真实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收藏/明信片/简介/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佳楠 收藏 

［知识责任］蔡小丽 收藏 

［次知识责任］陈玲 编著 

  

 

［正题名］日本帝国主义研究 

［第一责任人］（日）依田憙家著 

［译者］卞立强译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依田憙家著作集 2 

［主题词］帝国主义/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依田憙家 著 

［次知识责任］卞立强 译 

  

 

［正题名］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 

［第一责任人］（日）依田憙家著 

［译者］雷彗英等译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依田憙家著作集 5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依田憙家 著 

［次知识责任］雷彗英 译 

  

 

［正题名］近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的近代化 

［副题名］与中国的比较 

［第一责任人］（日）依田憙家著 

［译者］卞立强，陈生保，任玉清译 

［出版者］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依田憙家著作集 3 

［主题词］历史发展/比较研究/日本/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依田憙家 著 

［次知识责任］卞立强 译 

［次知识责任］陈生保 译 

［次知识责任］任玉清 译 

  

 

［正题名］哈贝马斯 

［并列题名］On Habermas 

［第一责任人］（美）莱斯利·A.豪(Leslie A.Howe)著 

［译者］陈志刚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世界思想家译丛 

［附注内容］该书论述了哈贝马斯的学术观点，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线索。书中

既介绍了哈贝马斯的生平，又梳理了其思想发展的脉络。 

［主题词］哲学思想 

［知识责任］豪 著 



［知识责任］Howe 著 

［次知识责任］陈志刚 译 

  

 

［正题名］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 

［第一责任人］庄国土等著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丛编题名］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系列 8 

［主题词］华人/社会地位/研究/东南亚/现代 

［知识责任］庄国土 著 

［知识责任］杨仁飞 著 

［知识责任］范宏伟 著 

［知识责任］于向东 著 

［知识责任］潘少红 著 

［知识责任］叶兴建 著 

［知识责任］杨阳 著 

  

 

［正题名］呼吸历史 

［副题名］对亚太区域的人文思考 

［第一责任人］（日）寺岛实郎著 

［译者］徐静波，沈中琦译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对亚太区域 20 世纪国际政治关系进行回顾与分析、探索的一部通

俗性历史著作。通过对罗斯福、麦克阿瑟、内村鉴三、铃木大拙、孙中山、甘地、鲁迅等历

史人物的叙述，对西方在亚洲的战略以及亚洲人为了尊严和复兴奋斗的历程进行历史的描

述，并对亚太的未来进行深入的思考。 

［主题词］国际关系/研究/亚太地区/现代 

［知识责任］寺岛实郎 著 

［次知识责任］徐静波 译 

［次知识责任］沈中琦 译 

  

 

［正题名］我观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石仲泉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石仲泉 著 

  

 

［正题名］毛泽东家系 



［第一责任人］张民本卷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伟人毛泽东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主编 

［知识责任］邓力群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张民 本卷主编 

  

 

［正题名］阎锡山传 

［第一责任人］雒春普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雒春普 著 

  

 

［正题名］民国三才女 

［第一责任人］吴家凡编著 

［出版者］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主题词］妇女/人物研究 

［知识责任］吴家凡 编著 

  

 

［正题名］我的父亲田汉 

［第一责任人］田申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父辈丛书 文化名人系列（图文版） 

［附注内容］本书是我国著名剧作家田汉的生平事迹，记述了其日本留学生涯、创建和发展

“南社”的戏剧事业直至组织和推广革命的戏剧运动等一生轨迹。 

［知识责任］田申 著 

  

 

［正题名］陈独秀风雨人生 

［第一责任人］朱洪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朱洪 著 

  

 

［正题名］日本学 

［书目卷册］第十二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日本研究的论文集，从其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等多角度、

多方面，并运用比较研究、学际研究的方法对日本进行综合研究。 

  

 

［正题名］中国史学名著 

［第一责任人］钱穆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钱穆作品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为［台湾省］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学生 设的“中国史学名著”课

程的讲稿，内容包括《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文史

通义》等。1985 年以来，先后在台湾出版 2 集。 

［主题词］古代史/史籍/研究/中国 

［主题词］史学/历史/研究 

［知识责任］钱穆 著 

  

 

［正题名］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 

［副题名］1935-1947 

［第一责任人］陈谦平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9 

［主题词］西藏问题/史料/中国/1935-1947 

［主题词］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1935-1947 

［知识责任］陈谦平 著 

  

 

［正题名］日中战争中悲哀的军队 

［副题名］搜寻父亲记忆的旅行 

［第一责任人］（日）加藤克子著 

［译者］步平译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加藤克子 著 

［次知识责任］步平 译 

  

 

［正题名］红都延安采访实录 

［第一责任人］（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译者］张士义，张香存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国际友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 The Chinese Communists:Sketches and Autobiographies of the Old 

Guard）1972 年由美国格林伍德出版公司出版，是《红尘》一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52

年版）的增订版。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在 1937 年在延安采访的 28 个各界知名人士的自传。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斯诺 著 

［知识责任］Snow 著 

［次知识责任］张士义 译 

［次知识责任］张香存 译 

  

 

［正题名］近代天津知名工商业 

［第一责任人］李正中，索玉华主编 

［译者］天津理工学院天津市和平区政协经济与文化研究所遍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 x 研究/天津/近代 

［主题词］手工业史/研究/天津/近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研究/天津/近代 

［知识责任］李正中 主编 

［知识责任］索玉华 主编 

  

 

［正题名］日本研究论集 

［书目卷册］2003 

［书目卷册］总第 8 集 

［第一责任人］南 大学日本研究院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战前日本政党的兴亡”、“冷战结束后日本军事发展在法律上所取

得的突破”、“战后在朝鲜北方日本人的遣返及其财产处理问题”、“清末留日学生在日本的音

乐实践活动”、“日本近世女子教育初探”、“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等文章。 

  

 

［正题名］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 

［第一责任人］朱育和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参考资料 

［知识责任］朱育和 主编 

  

 

［正题名］三教九流及传说 

［第一责任人］王震廷编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传统及传说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上编“正统之三教九流”全面介绍儒、佛、道三教和儒家、法家、名家、

农家等九流学说的主要思想、观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下编“民间之三教九流”对民间广为

流传的“上九流”、“下九流”的行当进行了介绍。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阶层/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职业/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震廷 编著 

  

 

［正题名］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 

［第一责任人］米镇波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十章，分别介绍了恰克图边境贸易的产生及其发展、《中俄伊犁、塔

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商路概况、对中俄恰克图边境陆路贸易的

历史评说等内容。 

［主题词］双边贸易/商业史/中国/俄罗斯/清代 

［主题词］商业史/双边贸易/中国/俄罗斯/清代 

［知识责任］米镇波 著 

  

 

［正题名］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 

［书目卷册］Ⅰ 

［第一责任人］杨昭全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季羡林主编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 

［附注内容］本书分古代篇（远古-1840 年）、近代篇（1841-1918 年）、现代篇（1919-1945

年）和当代篇（1946-2001 年）。 

［主题词］文化交流/历史/中外关系/中国/朝鲜/韩国 

［知识责任］杨昭全 著 

  

 

［正题名］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 

［书目卷册］Ⅱ 

［第一责任人］杨昭全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季羡林主编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 

［附注内容］本书分古代篇（远古-1840 年）、近代篇（1841-1918 年）、现代篇（1919-1945



年）和当代篇（1946-2001 年）。 

［主题词］文化交流/历史/中外关系/中国/朝鲜/韩国 

［知识责任］杨昭全 著 

  

 

［正题名］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 

［书目卷册］Ⅲ 

［第一责任人］杨昭全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季羡林主编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 

［附注内容］本书分古代篇（远古-1840 年）、近代篇（1841-1918 年）、现代篇（1919-1945

年）和当代篇（1946-2001 年）。 

［主题词］文化交流/历史/中外关系/中国/朝鲜/韩国 

［知识责任］杨昭全 著 

  

 

［正题名］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 

［书目卷册］Ⅳ 

［第一责任人］杨昭全著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集成 cgrs225f 季羡林主编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 

［附注内容］本书分古代篇（远古-1840 年）、近代篇（1841-1918 年）、现代篇（1919-1945

年）和当代篇（1946-2001 年）。 

［主题词］文化交流/历史/中外关系/中国/朝鲜/韩国 

［知识责任］杨昭全 著 

  

 

［正题名］郑孝胥前半生评传 

［第一责任人］徐临江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附注内容］郑孝胥，字苏堪（勘、龛），又字太夷，号海藏，晚年号夜起庵主。与张謇、

汤寿潜被称为民间立宪运动三杰，又是同光诗坛领袖，书法亦名著当时。曾任驻神户大阪总

领事、张之洞“总文案”、广西边防事务大臣、预备立宪公会会长。1932 年出任伪“满洲国”

总理大臣。 

［知识责任］徐临江 著 

  

 

［正题名］国史论丛 

［副题名］《当代中国史研究》十年文选 

［副题名］1994-2003 

［第一责任人］李文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以来发表的近千篇文献中精选而成，有“当

代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与战略选择”、“经济建设与经济体制

改革”等十个专题，收录论文 70 余篇。 

［主题词］国情咨文/研究 

［知识责任］李文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 

［副题名］以清末至 1945 年的“民族论”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日）松本真澄著 

［译者］鲁忠慧译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以民族学的研究视野，对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等不同时期少数

民族的含义进行了探讨，论述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尤其是比较研究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

产党的民族政策。 

［主题词］民族政策/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松本真澄 著 

［次知识责任］鲁忠慧 译 

  

 

［正题名］归根 

［副题名］日本残留孤儿的边际人生 

［第一责任人］王欢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对抗日战争日本战败后，被中国百姓捡拾并收养的日本遗 儿童的生命现

象进行调查研究，对它反映出的有关再社会化、自我认同、民族认同、人格结构及某些正常

社群中所未显露的人性侧面均作了揭示。 

［主题词］社会调查/移民问题/中国/日本 

［主题词］社会问题/研究/中国/日本 

［主题词］遗 /儿童/调查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王欢 著 

  

 

［正题名］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 

［第一责任人］（韩）裴京汉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 3 部分：民国时期的中韩关系、中华民国史的多重观察、韩国的中国

现代史研究，共 17 篇论文。 



［主题词］中韩关系/国际关系史/民国 

［主题词］民国（1912-1948）/研究/韩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裴京汉 著 

  

 

［正题名］胡适与《自由中国》 

［第一责任人］汪幸福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主题词］期刊/出版工作/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汪幸福 著 

  

 

［正题名］骑两匹马的人 

［副题名］李惠薪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李惠薪著 

［出版者］中国和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李惠薪 著 

  

 

［正题名］河北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苑书义，孙宝存，郭文书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孙继民本卷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5 卷。第一卷包括远古至隋唐五代时期；第二卷为北宋至清前期；第

三卷为晚清时期；第四卷为中华民国时期；第五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河北/古代 

［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知识责任］孙宝存 主编 

［知识责任］郭文书 主编 

［知识责任］孙继民 本卷主编 

  

 

［正题名］河北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苑书义，孙宝存，郭文书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孟繁清本卷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5 卷。第一卷包括远古至隋唐五代时期；第二卷为北宋至清前期；第

三卷为晚清时期；第四卷为中华民国时期；第五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河北/古代 

［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知识责任］孙宝存 主编 

［知识责任］郭文书 主编 

［知识责任］孟繁清 本卷主编 

  

 

［正题名］河北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苑书义，孙宝存，郭文书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董丛林本卷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5 卷。第一卷包括远古至隋唐五代时期；第二卷为北宋至清前期；第

三卷为晚清时期；第四卷为中华民国时期；第五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河北/清后期 

［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知识责任］孙宝存 主编 

［知识责任］郭文书 主编 

［知识责任］董丛林 本卷主编 

  

 

［正题名］河北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苑书义，孙宝存，郭文书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郭贵儒，戴建兵本卷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5 卷。第一卷包括远古至隋唐五代时期；第二卷为北宋至清前期；第

三卷为晚清时期；第四卷为中华民国时期；第五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河北/民国 

［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知识责任］孙宝存 主编 

［知识责任］郭文书 主编 

［知识责任］郭贵儒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戴建兵 本卷主编 

  

 

［正题名］河北经济史 

［第一责任人］苑书义，孙宝存，郭文书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张同乐本卷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 5 卷。第一卷包括远古至隋唐五代时期；第二卷为北宋至清前期；第

三卷为晚清时期；第四卷为中华民国时期；第五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河北/1949- 

［知识责任］苑书义 主编 

［知识责任］孙宝存 主编 

［知识责任］郭文书 主编 

［知识责任］张同乐 本卷主编 

  

 

［正题名］清人考 訂筆記 

［副题名］七种 

［第一责任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古籍/中国/清代/选集 

［主题词］考据学/古籍/中国/清代/选集 

［次知识责任］邵晋涵 撰 

［次知识责任］汪中 撰 

［次知识责任］沈涛 撰 

［次知识责任］李详 撰 

  

 

［正题名］近代中法关系史稿 

［第一责任人］鲜于浩，田永秀著 

［出版者］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注重探究 1840 至 1919 年近代中法两国在国家关系方面的巨大变化，并重

点论述了近代史上中法两国在文化经济关系方面的发展变化。 

［主题词］中法关系/国际关系史/1840-1919 

［知识责任］鲜于浩 著 

［知识责任］田永秀 著 

  

 

［正题名］1901 年 

［副题名］一个帝国的背影 

［第一责任人］王树增著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历史事件/史料/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王树增 著 

  

 

［正题名］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第一责任人］（日）上野千鹤子著 



［译者］吴咏梅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附注内容］据岩波书店 1998 年版译出 

［主题词］家庭/研究/近代 

［知识责任］上野千鹤子 著 

［次知识责任］吴咏梅 译 

  

 

［正题名］陈氏两兄弟 

［副题名］两兄弟与一个政党的兴衰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书系 20 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陈氏两兄弟陈果夫、陈立夫的生平事迹，内容包括：家族揭秘、书

生意气、果夫“革命”、崭露头角、效力蒋府、苏政四年、内讧纷起、教育部长等。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 

［第一责任人］贾立臣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贾立臣 著 

  

 

［正题名］铁蹄下的罪恶 

［副题名］日本在青岛劫掠劳工始末 

［第一责任人］青岛市档案馆编著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敌占区/侵华事件/华工/研究/青岛 

［主题词］日本/侵华事件/华工/档案/青岛 

  

 

［正题名］清宫外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高阳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高阳作品 cgrs225h 壹 慈禧全传 3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高阳 著 

  

 

［正题名］清宫外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高阳著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高阳作品 cgrs225h 壹 慈禧全传 3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高阳 著 

  

 

［正题名］民国轶事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择取主要活动于 1912-1949 年间的中国人物近 500 位，资料来源为不录正

史，专采野史。多从上百种近人 1949 年前撰写的别史、杂传、掌故笔记的原文中选取。人

物排列以出生时间为序，总目录在第一卷，各卷分别有本卷目录。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车吉心 主编 

  

 

［正题名］民国轶事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择取主要活动于 1912-1949 年间的中国人物近 500 位，资料来源为不录正

史，专采野史。多从上百种近人 1949 年前撰写的别史、杂传、掌故笔记的原文中选取。人

物排列以出生时间为序，总目录在第一卷，各卷分别有本卷目录。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车吉心 主编 

  

 

［正题名］民国轶事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择取主要活动于 1912-1949 年间的中国人物近 500 位，资料来源为不录正

史，专采野史。多从上百种近人 1949 年前撰写的别史、杂传、掌故笔记的原文中选取。人



物排列以出生时间为序，总目录在第一卷，各卷分别有本卷目录。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车吉心 主编 

  

 

［正题名］民国轶事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择取主要活动于 1912-1949 年间的中国人物近 500 位，资料来源为不录正

史，专采野史。多从上百种近人 1949 年前撰写的别史、杂传、掌故笔记的原文中选取。人

物排列以出生时间为序，总目录在第一卷，各卷分别有本卷目录。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车吉心 主编 

  

 

［正题名］民国轶事 

［书目卷册］第五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择取主要活动于 1912-1949 年间的中国人物近 500 位，资料来源为不录正

史，专采野史。多从上百种近人 1949 年前撰写的别史、杂传、掌故笔记的原文中选取。人

物排列以出生时间为序，总目录在第一卷，各卷分别有本卷目录。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车吉心 主编 

  

 

［正题名］民国轶事 

［书目卷册］第六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择取主要活动于 1912-1949 年间的中国人物近 500 位，资料来源为不录正

史，专采野史。多从上百种近人 1949 年前撰写的别史、杂传、掌故笔记的原文中选取。人

物排列以出生时间为序，总目录在第一卷，各卷分别有本卷目录。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车吉心 主编 

  

 

［正题名］民国轶事 

［书目卷册］第七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择取主要活动于 1912-1949 年间的中国人物近 500 位，资料来源为不录正

史，专采野史。多从上百种近人 1949 年前撰写的别史、杂传、掌故笔记的原文中选取。人

物排列以出生时间为序，总目录在第一卷，各卷分别有本卷目录。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车吉心 主编 

  

 

［正题名］民国轶事 

［书目卷册］第八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择取主要活动于 1912-1949 年间的中国人物近 500 位，资料来源为不录正

史，专采野史。多从上百种近人 1949 年前撰写的别史、杂传、掌故笔记的原文中选取。人

物排列以出生时间为序，总目录在第一卷，各卷分别有本卷目录。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车吉心 主编 

  

 

［正题名］民国轶事 

［书目卷册］第九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择取主要活动于 1912-1949 年间的中国人物近 500 位，资料来源为不录正

史，专采野史。多从上百种近人 1949 年前撰写的别史、杂传、掌故笔记的原文中选取。人

物排列以出生时间为序，总目录在第一卷，各卷分别有本卷目录。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车吉心 主编 

  

 

［正题名］民国轶事 

［书目卷册］第十卷 

［第一责任人］车吉心主编 

［出版者］泰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择取主要活动于 1912-1949 年间的中国人物近 500 位，资料来源为不录正

史，专采野史。多从上百种近人 1949 年前撰写的别史、杂传、掌故笔记的原文中选取。人

物排列以出生时间为序，总目录在第一卷，各卷分别有本卷目录。 

［主题词］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车吉心 主编 

  



 

［正题名］旧京老戏单 

［副题名］从宣统到民国 

［第一责任人］杜广沛收藏 

［译者］娄悦撰文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品味北京丛书 旧京遗珍画卷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清末民初戏曲鼎盛时期京城各大戏园的一百三十余张精品老戏单，记

录了昔日诸多京剧、曲艺的剧目、名角及戏院，是历代演员舞台实践的真实写照，展现了梨

园春秋和北京城的文化发展历史。 

［主题词］节目单/舞台演出/北京/1909-1949/图集 

［主题词］戏剧史/史料/北京/1909-1949/图集 

［知识责任］杜广沛 收藏 

［次知识责任］娄悦 撰文 

  

 

［正题名］日本汉学史 

［书目卷册］第二部 

［丛书］成熟和迷途 

［副题名］1919-1945 

［第一责任人］李庆著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中国文化与世界 

［附注内容］本册叙述了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 15 年的侵略战争这一时期，日本汉学的研

究体制、方法、表现形式日益成熟，但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当社会恢复平稳后，又 始

了学术的新生。 

［主题词］汉学/历史/日本/1919-1945 

［知识责任］李庆 著 

  

 

［正题名］中国知识分子精神 

［第一责任人］徐复观著 

［译者］陈克艰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中国精神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把知识分子问题当作“中国政治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键进行讨论，

其创作的时论杂谈文章涉及“历史的观察、青年与教育”等创作视角。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陈克艰 编 

  



 

［正题名］曾国藩与湖湘文化 

［第一责任人］田澍著 

［出版者］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岳麓书院学术文库 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cgrs225f 朱汉民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对这位对晚清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著名

人物与湖湘文化的关系，从他的治学生涯、其与湖湘学统、与同代湖湘学人等方面探讨他与

湖湘文化的多重关系。 

［知识责任］田澍 著 

  

 

［正题名］湖湘学派史论 

［第一责任人］朱汉民著 

［出版者］湖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岳麓书院学术文库 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cgrs225f 朱汉民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针对南宋理学思潮中形成、反映宋代思潮整体趋向的湖湘学派进行研究，

对学派的历史源流、思想体系、学派特色进行全面论述。 

［主题词］理学/哲学学派/研究/湖南省/南宋 

［知识责任］朱汉民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发展路径的历史考察 

［第一责任人］黄大熹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社科博士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进行研究，对夺取政权时期的党组织结构进行透视，

对取得执政地位后的党组织结构进行探讨，并解析改革 放时期的党组织结构。 

［知识责任］黄大熹 著 

  

 

［正题名］中华文史论丛 

［书目卷册］总第七十四辑 

［第一责任人］李国章，赵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论宋人对苏轼的批评》、《论王国维对周邦彦评价的转变》、《从史

实论十四音与四声起源及诗文声律论的关系》、《目连始末》等 14 篇文章。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中华文史论丛 

［书目卷册］总第七十五辑 

［第一责任人］李国章，赵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借宇宙论确立的儒道二家的“生命的学问”》、《焦循“一贯忠恕”

说与儒家多元主义》、《语言禁忌与汉民族俗信文化心理探赜》、《齐已生卒年辨疑》等 14 篇

文章。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一世枭雄蒋介石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理，夏潮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知识责任］李理 著 

［知识责任］夏潮 著 

  

 

［正题名］一世枭雄蒋介石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理，夏潮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知识责任］李理 著 

［知识责任］夏潮 著 

  

 

［正题名］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 

［第一责任人］梁景之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哲学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从新的角度关注清代民间宗教的结构性研究，力图在信仰体系构成、宗教

群体构成、宗教修持和体验、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关系四方面，勾勒出清代民间宗教实况。 

［主题词］宗教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梁景之 著 

  

 

［正题名］中国学术精神 



［第一责任人］徐复观著 

［译者］陈克艰编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中国精神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以杂文形式、探讨中国的学术精神，从“仁教与治道、治学方法之辩

证”、及个案研判等视角讨论中国精神文化传统，及其书序、按语创作等。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陈克艰 编 

  

 

［正题名］中国京剧编年史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王芷章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起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高朗亭在北京成立三庆徽班，止于

1919 年“五四”运动时期的京剧改良活动。逐年记述了京剧艺术自孕育、形成、演变直至

趋于鼎盛 130 年间的历史发展过程。 

［主题词］京剧/戏剧史/中国/1790-1919 

［知识责任］王芷章 著 

  

 

［正题名］中国京剧编年史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王芷章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起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高朗亭在北京成立三庆徽班，止于

1919 年“五四”运动时期的京剧改良活动。逐年记述了京剧艺术自孕育、形成、演变直至

趋于鼎盛 130 年间的历史发展过程。 

［主题词］京剧/戏剧史/中国/1790-1919 

［知识责任］王芷章 著 

  

 

［正题名］清史史料学 

［第一责任人］冯尔康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木鱼石书屋·史料学 

［主题词］史料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冯尔康 著 

  

 

［正题名］在新旧中国间穿行 

［第一责任人］（美）西默·托平著 

［译者］原新牧译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东瞧西看丛书 cgrs225f 周主编 

［附注内容］作者长期效力于国际新闻事业，曾于 1946 年以记者身份到中国报导中国内战。

他是第一位报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外国记者。1971 年后，作为《纽约时报》副总

编来华，还有幸成为 20 多年以来第一位获准单独长时间采访周恩来总理的美国记者。本书

汇总了作者在中国的全部经历。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6-1971 

［知识责任］托平 著 

［知识责任］Topping 著 

［次知识责任］原新牧 译 

  

 

［正题名］蒋氏父子 

［副题名］父子两代与一个家族王朝 

［第一责任人］陈冠任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东方文化 20 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 

［附注内容］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叙述蒋氏父子发迹起家、“父子反目”、“风雨飘摇的岁月”、

“度尽劫波”、“父子同心清障”及“蒋经国时代”的历史。 

［知识责任］陈冠任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评论 

［书目卷册］第 1 卷 

［第一责任人］张曙光，邓正来主编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张曙光 主编 

［知识责任］邓正来 主编 

  

 

［正题名］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 

［副题名］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东瀛求索 2003 年卷 

［附注内容］本书是主要对现代、当代中日关系进行研究的文集，收录理论性文章《中国的

崛起与中日关系》、《产生自日本的中国“自画像”》等 10 余篇。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文集 

  

 

［正题名］杂交水稻之父 

［副题名］袁隆平传 

［第一责任人］祁淑英，魏晓雯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祁淑英 著 

［知识责任］魏晓雯 著 

  

 

［正题名］青年孙中山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青年时期的生平事迹，记述其求学、“伦敦蒙

难”及“成立同盟会、炮击清军”，于“历史转折”之时出任“临时大总统”，以及他与宋庆

龄的相识等。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中国商业通史 

［第一责任人］吴慧主编 

［丛书］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吴慧，王文治，蒋非非本卷撰稿 

［出版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收第一编：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的商业。介绍自远古、夏、

商、西周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业历史，按照商业的发展、商人、商业政策、商业思想

这四大板块进行记述。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吴慧 主编 

［知识责任］吴慧 本卷撰稿 

［知识责任］王文治 本卷撰稿 

［知识责任］蒋非非 本卷撰稿 

  

 

［正题名］清史補考 

［第一责任人］王锺翰著 



［出版者］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文章包括“满洲名称考辨”、“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

“王锺翰清史论集叙言”等。 

［主题词］历史/研究/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锺翰 著 

  

 

［正题名］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 

［副题名］晚清第一奏折 

［第一责任人］唐浩明评点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精选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的四十七篇奏折，提供原文后进行评点，联系

奏折产生的背景、写奏折人当时状况、折子的内幕等陈述其曲折机奥。 

［主题词］史料/研究/清后期 

［知识责任］唐浩明 评点 

  

 

［正题名］暨南史学 

［丛书］第二辑 

［第一责任人］纪宗安，汤 建主编 

［出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国古代射书考”、“6 世纪以前黄土高原经络流域河道变迁”、“安

史之乱后栗特胡人的动向”、“清中后期广州社会发展与内地关系”等史学论文。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纪宗安 主编 

［知识责任］汤 建 主编 

  

 

［正题名］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秦燕，胡红安著 

［出版者］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分九章，介绍了清代以来陕北地区宗族活动的形成、宗族的结构功能、宗

族的经济生活、宗族文化，以及随着社会变革陕北地区宗族活动的弱化和复兴等状况。 

［主题词］家族/研究/陕北地区 

［主题词］氏族谱系/关系/社会变迁/研究/陕北地区 

［知识责任］秦燕 著 

［知识责任］胡红安 著 

  

 

［正题名］文物中国史 



［书目卷册］1 

［丛书］史前时代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译者］[李季等本卷编写]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物为线索讲述了人类起源之谜、中国境内的直立人、北京人的生活、

不同风格的旧石器文化、智人的分布、原始技术与精神活动、新石器时代之初生产与生活等

情况。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原始社会/图集 

［次知识责任］李季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安家瑗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孙其刚 本卷编写 

  

 

［正题名］文物中国史 

［书目卷册］2 

［丛书］夏商周时代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译者］[李维明本卷编写]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物为线索讲述了夏王朝、商王朝、西周王朝的兴起、昌盛和衰败，同

时还介绍了边陲古族和夏商周时期的思想文化。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三代时期/图集 

［次知识责任］李维明 卷编写 

  

 

［正题名］文物中国史 

［书目卷册］3 

［丛书］春秋战国时代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译者］[王冠英，韩钟本卷编写]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物为线索讲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经济发展、制度变革、民

族大融合、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科技探索等，展现了中国的古代历史。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春秋时代/战国时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王冠英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韩钟 本卷编写 

  

 

［正题名］文物中国史 

［书目卷册］4 



［丛书］秦汉时代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译者］[陈成军，王永红本卷编写]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物为线索讲述了一统天下的秦朝、强盛的西汉、豪强统治的东汉、秦

汉周边民族、秦汉经济生活、秦汉科技文化、秦汉中外关系等，展现了中国的古代历史。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秦代/汉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陈成军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王永红 本卷编写 

  

 

［正题名］文物中国史 

［书目卷册］5 

［丛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译者］[孙国璋，邵小萌本卷编写]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物为线索讲述了三国的建立与发展、西晋的短期统一、东晋与南朝各

代的更迭、北魏之后的东西分立、中外交流、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展现了中国的古代历

史。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三国时代/晋代/南北朝时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孙国璋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邵小萌 本卷编写 

  

 

［正题名］文物中国史 

［书目卷册］6 

［丛书］隋唐时代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译者］[高世瑜等本卷编写]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物为线索讲述了隋唐时代政权的兴衰、经济发展、制度变革、民族大

融合、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科技探索等，展现了中国的古代历史。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隋唐时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高世瑜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胡晓建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梁丰 本卷编写 

  

 

［正题名］文物中国史 

［书目卷册］7 



［丛书］宋元时代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译者］[黄燕生，陈煜本卷编写]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物为线索讲述了宋代和元代的多民族政权的并立、经济发展、制度变

革、民族大融合、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科技探索等，展现了中国的古代历史。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辽宋金元时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黄燕生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陈煜 本卷编写 

  

 

［正题名］文物中国史 

［书目卷册］8 

［丛书］明清时代 

［第一责任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译者］[苏生文等本卷编写] 

［出版者］山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物为线索讲述了明朝的建立、巩固的边疆、经济状况、名人名书、明

朝的衰败、清朝的兴盛、科学文化、列强入侵、忧患中的中国等，展现了明清时代的中国古

代历史。 

［主题词］历史文物/中国/明清时代/图集 

［次知识责任］苏生文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王芳 本卷编写 

［次知识责任］李雪梅 本卷编写 

  

 

［正题名］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1 

［丛书］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 

［第一责任人］張静廬輯註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近代初编所收史料的时间为 1862 年清廷设立同文馆译刊西书起至 1918 年五

四运动前夕止。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静廬 辑注 

  

 

［正题名］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2 

［丛书］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 

［第一责任人］張静廬輯註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近代二编所收史料的时间为 1896 年维新变法起至 1918 年止，可视为初编的

补编。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静廬 辑注 

  

 

［正题名］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3 

［丛书］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第一责任人］張静廬輯註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现代甲编所收史料的时间为 1919-1927 年止。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静廬 辑注 

  

 

［正题名］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4 

［丛书］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乙編 

［第一责任人］張静廬輯註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现代乙编所收史料的时间为 1927 年“八一”后至 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

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止。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静廬 辑注 

  

 

［正题名］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5 

［丛书］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丙編 

［第一责任人］張静廬輯註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现代丙编所收史料的时间为 1937 年至 1949 年 9 月止，包括抗日战争和第三

次国内革命战争两个时期的 13 年间。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静廬 辑注 

  

 

［正题名］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6 

［丛书］中國出版史料補編 

［第一责任人］張静廬輯註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补编补充收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二编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编

未及采录的资料。所收史料的时间为 1862 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止。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静廬 辑注 

  

 

［正题名］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7 

［丛书］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上） 

［第一责任人］張静廬輯註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现代丁编为《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的再补编，包括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三十年间的出版史料。以新闻出版事业为重点，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和上

海沦陷后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版的革命报刊、进步报刊的发展情况以及斗争史实。本现代丁编

分为上、下 2 册。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静廬 辑注 

  

 

［正题名］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 

［书目卷册］8 

［丛书］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 

［第一责任人］張静廬輯註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现代丁编为《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的再补编，包括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三十年间的出版史料。以新闻出版事业为重点，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和上

海沦陷后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版的革命报刊、进步报刊的发展情况以及斗争史实。本现代丁编

分为上、下 2 册。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静廬 辑注 

  

 

［正题名］老字号 名字号 

［第一责任人］张铁声主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百年山西》丛书 cgrs225f 张成德主编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山西/近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山西/现代 

［知识责任］张铁声 主编 

  

 

［正题名］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史海，陈雄主编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史海 主编 

［知识责任］陈雄 主编 

  

 

［正题名］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 

［书目卷册］中卷 

［第一责任人］史海，陈雄主编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史海 主编 

［知识责任］陈雄 主编 

  

 

［正题名］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史海，陈雄主编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军事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史海 主编 

［知识责任］陈雄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上海保险市场研究 

［副题名］1843-1937 

［第一责任人］赵兰亮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cgrs225h5 

［附注内容］本书上编论述了外商保险业在近代上海的投资与经营及其在投资经营过程中普

遍存在的问题；下编研究了华商保险业在近代上海的兴起与发展。 



［主题词］保险业/市场/研究/上海市/1843-1937 

［主题词］保险业/经济史/研究/上海市/1843-1937 

［知识责任］赵兰亮 著 

  

 

［正题名］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利民…[等]著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史/研究/渤海周围/近代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渤海周围/近代 

［知识责任］张利民 著 

［知识责任］周俊旗 著 

［知识责任］许檀 著 

［知识责任］汪寿松 著 

  

 

［正题名］告别臣民的尝试 

［副题名］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 

［第一责任人］陈永森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 cgrs225f 刘泽华主编 cgrs225h2 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 

［主题词］公民/权利/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思想史/法制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永森 著 

  

 

［正题名］张国焘传记和年谱 

［第一责任人］路海江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8 

［知识责任］路海江 著 

  

 

［正题名］吴德口述 

［副题名］十年风雨纪事 

［副题名］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第一责任人］朱元石等访谈、整理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口述史 

［主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料/中国/北京/1966-1976 

［知识责任］朱元石 访谈、整理 



  

 

［正题名］汪东兴回忆 

［副题名］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第一责任人］汪东兴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口述史 

［附注内容］本书曾于 1996 年 10 月出版。此次收入《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 

［主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汪东兴 著 

  

 

［正题名］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 

［第一责任人］秦宝琦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19 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对中国近代帮会进行研究，针对近代三大秘密会党阐述其与当代黑社会的

区别、历史渊源、社会根源、基本状况等。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秦宝琦 著 

  

 

［正题名］宋美龄自述 

［第一责任人］袁伟，王丽平选编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袁伟 选编 

［知识责任］王丽平 选编 

  

 

［正题名］民进党组织派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毅周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民进党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联系台湾省实际，多角度地透视了党外势力组织化与民进党的成立，其派

系、党组织、选举制度，并论证民进党权力结构的嬗变等。 

［主题词］政党/研究/台湾/现代 

［知识责任］杨毅周 著 

  



 

［正题名］民进党执政状况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红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民进党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台湾省民进党朝野竞争的激烈与政局的动荡、“台独”的嚣张和“渐

进台独”的推进，及两岸交流的发展和两岸关系危机的存在等。 

［主题词］政党/研究/台湾省 

［主题词］“台湾独立运动”/民主进步党/研究 

［知识责任］刘红 著 

  

 

［正题名］民进党政商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建民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民进党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针对台湾省民进党状况，论述了民进党政商关系发展概况，公营企业权力

关系的转化，论述其媒体背后的政商较量等。 

［主题词］经济发展/民主进步党/关系/研究/台湾省 

［主题词］政党/研究/台湾省 

［知识责任］王建民 著 

  

 

［正题名］民进党对外关系研究 

［第一责任人］严安林，黄中平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民进党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全面论述了台湾省民进党当局的对美“外交”、民进党当局与日本的关系、

民进党当局的“邦交”活动等方面的内容。 

［主题词］对外关系/民主进步党/研究/台湾 

［主题词］政党/研究/台湾省 

［知识责任］严安林 著 

［知识责任］黄中平 著 

  

 

［正题名］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 

［第一责任人］鞠海涛著 

［出版者］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民进党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全方位、多角度地论述了民进党产生的社会背景、民进党拓展社会基础的



基本途径等方面内容。 

［主题词］政党/研究/台湾省 

［知识责任］鞠海涛 著 

  

 

［正题名］戲樓戲舘 

［第一责任人］侯希三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丛编题名］文化百科丛书 

［主题词］剧院/历史/概况/中国 

［主题词］剧场/建筑/历史/概况/中国 

［主题词］戏剧史/概况/中国 

［知识责任］侯希三 著 

  

 

［正题名］皇宫祈福 

［第一责任人］毛宪民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文化百科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宫廷祈福艺术、宫廷皇帝卤簿仪象、宫廷环卫整理措施、宫廷除溷与便

器具、宫廷防火措施、宫廷驯养鹰鹞特点、宫廷御茶特点与茶宴吟诗赏析、宫廷演戏与帝后

迷戏等方面，介绍了古代（清代）宫廷生活。 

［主题词］宫廷/生活/文物/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毛宪民 著 

  

 

［正题名］北京禮俗 

［第一责任人］崔金生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文化百科丛书 

［主题词］礼仪/风俗习惯/北京 

［知识责任］崔金生 著 

  

 

［正题名］聂荣臻的非常之路 

［第一责任人］周均伦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分“迎着血雨腥风，拿起枪杆干革命”、“民族危亡关头，受命敌后抗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的奋斗”、“面对封锁毁约，力主“两弹”攻关”等六章，全面介

绍了聂荣臻元帅的戎马生涯。 



［知识责任］周均伦 著 

  

 

［正题名］徐向前的非常之路 

［第一责任人］张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分“人生路上多磨难·他起步就逢逆境”、“败走中原之后·又投入党的怀

抱”、“兵败五羊城·临危受命当师长”、“大别山转战·战友妻子羁难”等 12 章，介绍了徐

向前将军坎坷而光荣的一生。 

［知识责任］张麟 著 

  

 

［正题名］中国类科学 

［副题名］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观点看 

［第一责任人］刘华杰著 

［出版者］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科学人文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哲学和社会科学角度对人体特 功能、伪科学等现象进行研究。 

［主题词］自然科学/唯心主义/研究/中国 

［主题词］唯心主义/批判/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刘华杰 著 

  

 

［正题名］人文论丛 

［书目卷册］2003 年卷 

［第一责任人］冯天瑜主编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文集/2003 

［知识责任］冯天瑜 主编 

  

 

［正题名］梦雨斜阳 

［副题名］蒋家私房照 

［第一责任人］秦风，万康编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的人物有：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蒋经国的孪

生子。书中配有大量蒋家私房照片。 

［知识责任］秦风 编著 

［知识责任］万康 编著 

  



 

［正题名］清史论丛 

［书目卷册］2003-2004 年号 

［第一责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天国的陨落与陨落的天国”、

“清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中国丛报》与‘译名之争’”等文章。 

［主题词］史评/中国/清代/丛刊 

  

 

［正题名］日本学研究 

［书目卷册］第十三期 

［第一责任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对日本学进行探讨与研究的论文涉及：日本言语、日本语教育、日

本文学、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等研究领域。 

  

 

［正题名］清代媽祖檔案史料匯編 

［第一责任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会…[等]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收编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共二百余

年中有关妈祖的档案史料 146 件。 

［主题词］妈祖/档案/中国/清代 

  

 

［正题名］丰泽园 

［副题名］毛泽东同志故居 

［第一责任人］中共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主题词］革命领袖/故居/北京/1949- 

  

 

［正题名］中国纪录片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方方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电影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纪录片/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方方 著 



  

 

［正题名］毛泽东逸事 

［第一责任人］黄允升，李新芝本卷主编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伟人毛泽东丛书 cgrs225f 邓力群主编 

［知识责任］邓力群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黄允升 本卷主编 

［知识责任］李新芝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世纪印象 

［副题名］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 

［第一责任人］朱竞编著 

［出版者］华龄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蓦然回首文存 cgrs225f 赛妮亚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邀请百余位学者、作家、批评家谈自己在 20 世纪的遭遇和体验及

对中国近 100 年的印象；陈述他们对知识分子问题、人生体验问题、教育问题及文学现状的

认识和看法的访谈录。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朱竞 编著 

  

 

［正题名］领袖悲情 

［副题名］毛泽东为革命烈士题词挽联评析 

［第一责任人］孙俊亭编著 

［出版者］红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题词与挽联、书法赏析、品评与研究等内容，真实记录了毛泽东褒扬

烈士的基本概貌。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手稿 

［知识责任］孙俊亭 编著 

  

 

［正题名］文明与陋习 

［副题名］典型的中国人 

［并列题名］Arthur Henderson 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第一责任人］（美）明恩溥著 

［译者］舒扬，舒宁，穆秭译 

［出版者］书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文化/文明/民族性/研究 



［主题词］中华民族/民族性/研究 

［主题词］民族性/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明恩溥 著 

［知识责任］Arthur Henderson Smith 著 

［次知识责任］舒扬 译 

［次知识责任］舒宁 译 

［次知识责任］穆秭 译 

  

 

［正题名］联合国里的中国人 

［并列题名］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Nations 

［副题名］1945-2003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李铁城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专论、国际法院的中国法官、副秘书长与助理秘书长、秘书处各部

门的公务员、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专访、联合国秘书处等机构历任中国公务员名单

（1945-2003）几个部分。是一部专门研究、记述和回忆中国公务员在联合国里工作和活动

的资料。 

［知识责任］李铁城 主编 

  

 

［正题名］联合国里的中国人 

［并列题名］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Nations 

［副题名］1945-2003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李铁城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专论、国际法院的中国法官、副秘书长与助理秘书长、秘书处各部

门的公务员、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专访、联合国秘书处等机构历任中国公务员名单

（1945-2003）几个部分。是一部专门研究、记述和回忆中国公务员在联合国里工作和活动

的资料。 

［知识责任］李铁城 主编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慈溪历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陈耀华主编 

［译者］中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的材料主要是由文献资料、当时的报刊和老同志的回忆录 3 部分组成，全



书除引言外分为四章：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

放战争时期。 

［知识责任］陈耀华 主编 

  

 

［正题名］陈锡联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陈锡联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回忆录，记述了其作为“放

牛娃子”、到“红军一兵”、及“出征抗日、鏖战太行”等的战斗与革命生涯。 

［知识责任］陈锡联 著 

  

 

［正题名］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 

［第一责任人］步平，高晓燕，笪志刚编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除绪论外包括研究篇、调查篇、交流篇、资料篇，结束语——日本化学战

的责任是如何逃避国际法庭审判的；全书系统地梳理了日本的化学战问题。 

［主题词］化学战/侵华/研究/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步平 编著 

［知识责任］高晓燕 编著 

［知识责任］笪志刚 编著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之八 

［第一责任人］董保存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对当年重大时事件的当事人进行采访，记述了有关毛泽东、邓小平、

肖克、杨成武、林彪、陶汉章、黄永胜等人的一些史实。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董保存 著 

  

 

［正题名］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 

［副题名］1949-1972 

［第一责任人］张曙光著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研究/1949-1972 

［主题词］军事战略/军事政策/研究/美国/1949-1972 

［知识责任］张曙光 著 

  

 

［正题名］新中国丝绸史记 

［副题名］1949-2000 年 

［第一责任人］王庄穆编 

［出版者］中国纺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丝绸工业/经济史/中国/1949-2000 

［知识责任］王庄穆 编 

  

 

［正题名］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 

［第一责任人］周晓虹主编 

［译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社会问题/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周晓虹 主编 

  

 

［正题名］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第一责任人］张笑天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主题词］历史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张笑天 著 

  

 

［正题名］黄金荣全传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白希编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白希 编著 

  

 

［正题名］黄金荣全传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白希编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白希 编著 

  

 

［正题名］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与法制建设 

［副题名］以国会立法活动为中心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学智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法治史/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李学智 著 

  

 

［正题名］茶者圣 

［副题名］吴觉农传 

［第一责任人］王旭烽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cgrs225f 万斌 

［知识责任］王旭烽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科学思潮 

［第一责任人］李醒民著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 

［主题词］自然科学/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李醒民 著 

  

 

［正题名］共和、社群与公民 

［第一责任人］许纪霖主编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知识分子论丛 cgrs225h2cgrs225f 许纪霖主编 

［附注内容］本专辑分为：共和主义的政治观念、政治社群与公民社会、多元社会中的公民

理论三个部分，收集来自英美学者的 5 篇论文译作和 7 篇中国学者的论文。 

［主题词］政治理论/政治制度/研究/现代/文集 

［主题词］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许纪霖 主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东北边疆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黄定天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附注内容］本书对东北边疆文化历史回溯、移民文化、深渊与地火——沦陷区文化现象扫

描、解放战火中绽 的精神文明之花、新中国拓荒文化等九章内容进行了论述。 

［主题词］民族文化/疆界附近/研究/东北地区/20 世纪 

［知识责任］黄定天 主编 

  

 

［正题名］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澳）大卫·古德曼著 

［译者］田酉如等译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社会/发展/1937-1945 

［主题词］社会/发展/中国/华北地区/1937-1945 

［知识责任］古德曼 著 

［次知识责任］田酉如 译 

  

 

［正题名］海纳百川 

［副题名］上海城市精神研究 

［第一责任人］熊月之，周武主编 

［译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上海新一轮发展研究丛书 

［主题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上海 

［知识责任］熊月之 主编 

［知识责任］周武 主编 

  

 

［正题名］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 

［第一责任人］（哈）克拉拉·哈菲佐娃著 

［译者］杨恕，王尚达译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四章，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的西部边疆和“西部政策”、中国的政治

文化与外交、外交制度、精神文化与外交等。 

［主题词］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中国/中亚/14 世纪-19 世纪 

［知识责任］哈菲佐娃 著 

［次知识责任］杨恕 译 



［次知识责任］王尚达 译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军统 

［第一责任人］文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国民党特工秘档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军统特务组织的发展和演变，军统局初创期三个月见闻，军统及保

密局内幕见闻，军统的特务训练，军统特务电讯机构内幕等。 

［主题词］特务组织/史料/民国 

［知识责任］文闻 编 

  

 

［正题名］新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研究 

［第一责任人］杨小云著 

［出版者］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体系进行

系统阐述，论述“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行政区划”等。 

［主题词］国家结构/研究/中国/1949- 

［知识责任］杨小云 著 

  

 

［正题名］美丽与哀愁 

［副题名］一个真实的宋美龄 

［第一责任人］王丰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1 

［丛编题名］风流人物 

［知识责任］王丰 著 

  

 

［正题名］中国石油通史 

［第一责任人］梁华，刘金文总编 

［书目卷册］卷一 

［丛书］一八四○年以前 

［第一责任人］凌光，姜寿兰主编 

［出版者］中国石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石油经济/经济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梁华 总编 

［知识责任］刘金文 总编 

［知识责任］凌光 主编 



［知识责任］姜寿兰 主编 

  

 

［正题名］中国石油通史 

［第一责任人］梁华，刘金文总编 

［书目卷册］卷二 

［丛书］一八四○——一九四九 

［第一责任人］刘立范，张元强，张叔岩主编 

［出版者］中国石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石油经济/经济史/中国/1840-1949 

［知识责任］梁华 总编 

［知识责任］刘金文 总编 

［知识责任］刘立范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元强 主编 

［知识责任］张叔岩 主编 

  

 

［正题名］中国石油通史 

［第一责任人］梁华，刘金文总编 

［书目卷册］卷三 

［丛书］一九四九——一九七八 

［第一责任人］曾宪章，周润东，孙志芳主编 

［出版者］中国石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石油经济/经济史/中国/1949-1978 

［知识责任］梁华 总编 

［知识责任］刘金文 总编 

［知识责任］曾宪章 主编 

［知识责任］周润东 主编 

［知识责任］孙志芳 主编 

  

 

［正题名］中国石油通史 

［第一责任人］梁华，刘金文总编 

［书目卷册］卷四 

［丛书］一九七八——二○○○ 

［第一责任人］姜玉春，蔡军田主编 

［出版者］中国石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石油经济/经济史/中国/1979-2000 

［知识责任］梁华 总编 

［知识责任］刘金文 总编 

［知识责任］姜玉春 主编 



［知识责任］蔡军田 主编 

  

 

［正题名］李有义与藏学研究 

［副题名］李有义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格勒，张江华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上编、中编了收录李有义先生写的近 10 万字的自述和曾于不同时期发表的

藏学研究论著、译著；下编收录部分学者撰写的纪念文章与藏学研究论文。 

［主题词］藏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格勒 编 

［知识责任］张江华 编 

  

 

［正题名］尘埃 

［副题名］百年前一个俄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 

［第一责任人］（俄）D·马克戈万原著 

［译者］脱启明翻译 

［出版者］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描绘了晚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体现了中国各地平民

百姓的真实生活。 

［主题词］社会生活/史料/中国/近代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马克戈万 原著 

［次知识责任］脱启明 翻译 

  

 

［正题名］红色恋情 

［副题名］刘少奇与何宝珍的爱情故事 

［第一责任人］殷云，康志勇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殷云 著 

［知识责任］康志勇 著 

  

 

［正题名］梁漱溟与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汪东林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主题词］回忆录/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汪东林 著 

［知识责任］杨振宁 著 

［知识责任］文洁若 著 

［知识责任］江才健 著 

［知识责任］林语堂 著 

［知识责任］郁达夫 著 

［知识责任］唐德刚 著 

  

 

［正题名］瘟疫下的社会拯救 

［副题名］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 

［第一责任人］余新忠…[等]著 

［出版者］中国书店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救灾/社会问题/民政工作/研究/中国 

［主题词］瘟疫/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瘟疫/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D691.9 

［知识责任］余新忠 著 

［知识责任］赵献海 著 

［知识责任］张笑川 著 

［知识责任］惠清楼 著 

［知识责任］乌云格日勒 著 

［知识责任］赵琦 著 

  

 

［正题名］刘伯承军事教育实践与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国新，李全中等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刘伯承军事教育实践的立足点；刘伯承军事教育理论的理

论渊源；刘伯承军事教育轨迹；刘伯承军事教育思想的基本特色等。 

［主题词］军事教育/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张国新 著 

［知识责任］李全中 著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二十八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丁佑君、门合、毛岸英、向秀丽、刘英俊、安业民、杜凤瑞、罗盛

教、欧阳海、谢臣、雷锋、蔡永祥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二十九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于兴邦、王国富、安珂、吴勇、张华、岩龙、金训华、彭加木等革

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三十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于希海、许杏虎、邵云环、崔大庆、赖宁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中国特务老大 

［副题名］戴笠野史 

［第一责任人］王俊编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知识责任］王俊 编著 

  

 

［正题名］历史地理研究 

［第一责任人］葛剑雄，华林甫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学术文存 

［附注内容］本书包含学术史性质的“导论”、群星闪烁的“文选”，以及相关论著的“索引”

三部分，所辑学术大家包括：梁启超、王国维、竺可桢、侯仁之等人的文章。 

［主题词］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葛剑雄 编 

［知识责任］华林甫 编 

  

 



［正题名］知情者说 

［书目卷册］第三辑 

［书目卷册］之七 

［第一责任人］王凡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上百幅资料图片提供了中国现代史的史料，事件有：鲜为人知的公安

部外宾处，钓鱼台内外的江青，尼克松访华前后的接待警卫工作细节等。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选集 

［主题词］现代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王凡 著 

  

 

［正题名］人情物理杨振宁 

［第一责任人］叶中敏著 

［出版者］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知识责任］叶中敏 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中西哲学的融合 

［第一责任人］薛广洲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百年后的毛泽东 

［主题词］哲学思想/中国/西方国家/研究 

［知识责任］薛广洲 著 

  

 

［正题名］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第一责任人］刘天纯等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日本 

［主题词］中日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刘天纯 著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二十七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许建业、许晓轩、杨虎城、何敬平、余祖胜、宋绮云、陈然、黄显



生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张香桐传 

［第一责任人］张维著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知名神经生物学家、神经解剖学家张香桐的传记。 

［主题词］生物学/科学家/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张维 著 

  

 

［正题名］党的领袖与党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炳林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主题词］领袖/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王炳林 主编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二十六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王孝和、朱瑞、顾正钧、董存瑞、谢荣策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二十四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王若飞、车耀先、毛楚雄、邓发、叶挺、关向应、李公朴、罗世文、

罗炳辉、闻一多、黄齐生、博古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二十五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王卓然、尹灵芝、刘胡兰、杨子荣、续范亭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1905-1999 

  

 

［正题名］熊伯涛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熊伯涛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主题词］军事人物/生平事迹 

［知识责任］熊伯涛 著 

  

 

［正题名］陈毅的非常之路 

［第一责任人］罗英才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分“初识饶漱石”、“黄花塘风波”、“求同存 ，团结反殖”、“晕倒在印度

驻华使馆招待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 火”等 38 个章节，介绍了陈毅为中国人

民鞠躬尽瘁的一生。 

［知识责任］罗英才 著 

  

 

［正题名］晚清社会思潮研究 

［第一责任人］郭汉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书对甲午战争后的晚清社会思潮进行研究，考察了嘉道年间的经世致用思潮，

咸同之际的变革思潮以及随之兴起的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等。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郭汉民 著 

  

 

［正题名］无悔的狂澜 

［副题名］张澜传 

［第一责任人］赵遵生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同盟的创造者与领导者，讲述其从

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各个历史时期、 国之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生平经历。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遵生 著 

  



 

［正题名］山西首富 

［副题名］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孔庸之传奇 

［第一责任人］陈廷一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孔祥熙，字庸之。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廷一 著 

  

 

［正题名］1688 年的全球史 

［第一责任人］（英）小约翰·威尔斯著 

［译者］赵辉译 

［译者］王月瑞校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世界史/研究/1688 

［知识责任］威尔斯 著 

［知识责任］Wills 著 

［次知识责任］赵辉 译 

［次知识责任］王月瑞 校 

  

 

［正题名］古典目录学浅说 

［第一责任人］来新夏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10 

［丛编题名］国学入门丛书 cgrs225h2 

［附注内容］本书评述了两汉至明清的重要目录学著作和著名目录学家，并对分类学、版本

校勘学等古典目录学的相关学科进行详细介绍。 

［主题词］目录学/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来新夏 著 

  

 

［正题名］战后日本文化与战争认知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炳范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研究以文学为代表的战后日本文化的战争认知理念。同时也探究了战

后日本政治、教育、戏剧、宗教等对战争认知理念的深刻影响。 

［主题词］侵略战争/认识/研究/日本/1945- 

［主题词］文化/研究/日本/1945- 

［知识责任］刘炳范 著 



  

 

［正题名］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 

［第一责任人］李敏讲述 

［译者］方小宁采写 

［出版者］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讲述了李敏与她的父亲毛泽东、母亲贺子珍相处的若干故事；生活在

战争年代的革命领袖子女的特殊经历，展示了一位领袖父亲真实的情感世界和崇高的思想品

质。 

［知识责任］李敏 讲述 

［次知识责任］方小宁 采写 

  

 

［正题名］红墙见证录 

［副题名］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尹家民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四十六章。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共和国领袖人

物超凡脱俗的智慧和人格力量，流露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难言等内容。 

［主题词］领袖/生平事迹/中国/1949-1976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9-1976 

［知识责任］尹家民 著 

  

 

［正题名］红墙见证录 

［副题名］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尹家民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四十六章。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共和国领袖人

物超凡脱俗的智慧和人格力量，流露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难言等内容。 

［主题词］领袖/生平事迹/中国/1949-1976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9-1976 

［知识责任］尹家民 著 

  

 

［正题名］红墙见证录 

［副题名］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尹家民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四十六章。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共和国领袖人

物超凡脱俗的智慧和人格力量，流露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难言等内容。 

［主题词］领袖/生平事迹/中国/1949-1976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1949-1976 

［知识责任］尹家民 著 

  

 

［正题名］风范 

［副题名］北大名人寓所及轶事 

［第一责任人］肖东发，陈光中主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 cgrs225f 肖东发主编 

［主题词］名人/故居/史料/北京 

［知识责任］肖东发 主编 

［知识责任］陈光中 主编 

  

 

［正题名］战天京 

［副题名］晚清军政传信录 

［第一责任人］谭伯牛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伯牛论史 

［附注内容］书后附本书大事年表、引用及参考书目。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利用大量书信、奏折、笔记等史料，真实再现曾国藩、李鸿章、左

宗棠为代表的晚清军政名人的评著。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谭伯牛 著 

  

 

［正题名］愿将心事付瑶琴 

［副题名］读史随笔 

［第一责任人］邸永君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文章包括“真情豪气满乾坤”、“一代中国农民苦难的缩影”、“坚守

住我们民族精神的支点”、“历史学的魅力与功用”、“清代男子发式漫谈”、“中华传统生肖文

化之起源”等。 

［主题词］史评/中国/选集 

［知识责任］邸永君 著 

  



 

［正题名］湖湘文化与毛泽东 

［第一责任人］彭大成著 

［出版者］湖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湖湘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考察、哲学思想的逻辑关系、军事思想的

比较研究 3 个部分，另附作者湖湘文化研究论文选辑。结合对湖南近 300 多年思想文化的发

展演变,探讨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伟大民族根源与民族特点。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思想史/研究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湖南 

［知识责任］彭大成 著 

  

 

［正题名］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 

［第一责任人］陈秀武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 

［知识责任］陈秀武 著 

  

 

［正题名］中国对外贸易史 

［书目卷册］第二册 

［第一责任人］孙玉琴著 

［出版者］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中国/1840-1948 

［知识责任］孙玉琴 著 

  

 

［正题名］民国清史研究史料三种 

［第一责任人］郑莉，陈艳华，陈莹主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原藏吉林省图书馆 

［主题词］清代/历史/研究/史料/民国 

［知识责任］郑莉 主编 

［知识责任］陈艳华 主编 

［知识责任］陈莹 主编 

［知识责任］赵光贤 撰 

［知识责任］萧一山 撰 

［知识责任］伍非百 编 



  

 

［正题名］中国教育督导史 

［第一责任人］江铭主编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中国学校制度史概论，中国古代帝王视学制度，中国古代地方官学

的视学制度等，并记载了中国近代教育督导大事记和资料。 

［主题词］教育视导/教育史/中国/教材 

［知识责任］江铭 主编 

  

 

［正题名］鸦片帝国 

［第一责任人］周宁著，编注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 4 

［附注内容］本书阐述了西方在现实领域中通过贸易战争制造一个消费鸦片的中国，在观念

领域中构筑一个抽鸦片的中华帝国形象，并将这个形象置于东方主义背景中，使中国成为“东

方性”的极端代表。 

［主题词］民族性/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周宁 著，编注 

  

 

［正题名］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第一责任人］桑兵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戊戌变法/研究 

［主题词］历史事件/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桑兵 著 

  

 

［正题名］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陈宝良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以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入手，论述其上层社会及其生活，社会下层众生相，

及其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宗教信仰、娱乐等社会生活状况。 

［主题词］社会生活/历史/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陈宝良 著 

  

 



［正题名］民国黄河大事记 

［第一责任人］黄河水利委员会编 

［出版者］黄河水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河道整治/大事记/黄河/民国 

［主题词］农业资源/资源利用/中国 

［主题词］农村/生态系/环境保护/黄河 

  

 

［正题名］香港所藏古籍書目 

［第一责任人］賈晋華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附注内容］全书共收录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

市大学等十一家图书馆所收中文古籍 7368 种及丛书子目 18718 种，收录范围为 1911（含

1911）年以前写、抄、刻、印之各类中文古籍。 

［主题词］古籍/图书目录/中国 

［主题词］图书目录 

［知识责任］贾晋华 主编 

  

 

［正题名］清代禁毁書目題注 

［副题名］外一種 

［第一责任人］施廷鏞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作为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对清代禁书、毁书的书目所做题注的手

稿，并收录其《古今书目提要》的手稿。 

［主题词］禁书/图书目录/中国/清代 

［主题词］毁书/图书目录/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施廷镛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海关高级职员年表 

［并列题名］Chronological Table of High-Ranked Staffs of the Chinese Martime Customs 

Service in Modern China 

［第一责任人］孙修福编译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年表》提供 1861-1948 年间在中国海关供职的中外籍高级职员的海关生涯

资料，涉及“年代、姓名、国籍、职务”等，并提供了少数关员的特殊活动资料。 

［主题词］人名录/海关/中国/1861-1948 

［主题词］海关/历史/史料/中国/1861-1948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史料/近代 

［知识责任］孙修福 编译 

  

 

［正题名］革命先驱李硕勋 

［第一责任人］中共宜宾市委，中共高县县委编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正题名］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 

［副题名］社会学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阎明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中国社会学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建立、发展、变迁的过程，记述

了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学术观点、社会实践和人生探索，探讨了中国社会兴衰与社会学以

及社会学者命运的联系。 

［主题词］社会学/研究/历史/中国 

［主题词］社会学家/学术/观点/研究 

［知识责任］阎明 著 

  

 

［正题名］飞鸿遗影 

［副题名］钟敬文传 

［第一责任人］安德明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知识责任］安德明 著 

  

 

［正题名］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 

［副题名］1840-2000 

［第一责任人］陈源蒸，张树华，毕世栋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按编年体记述自清末有图书馆以来，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史事和

历史沿革，以反映中国百年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记事上溯 1840 年，下至 2000 年。 

［主题词］图书馆事业/历史/大事记/中国/1840-2000 

［知识责任］陈源蒸 编 

［知识责任］张树华 编 

［知识责任］毕世栋 编 

  

 

［正题名］毛泽东自传 



［第一责任人］（美）埃德加·斯诺笔录 

［译者］汪衡译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附注内容］本书是 1936 年 10 月由毛泽东口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笔录，吴黎平

现场口译的一部毛泽东英文自传。 

［知识责任］斯诺 笔录 

［次知识责任］汪衡 译 

  

 

［正题名］一辈子 

［副题名］吴祖光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吴祖光著 

［出版者］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回忆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从“我的家庭”、“往事忆旧录”、“我的创作生涯”、“我的编辑工作”、“师

友情谊深”以及“愤怒打官司，为民伸正义”六个专题，回忆了吴祖光的一生。 

［知识责任］吴祖光 著 

  

 

［正题名］走向“ 后关头” 

［副题名］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 

［副题名］1931-1937 

［并列题名］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1931-1937 

［第一责任人］（美）柯博文著 

［译者］马俊亚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按年代顺序记述了 1931 年至卢沟桥事变之间日本入侵中国的事件和冲突，

通过分析三个关键群体（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地方领袖、民意力量）的影响，研究中

国人对中日关系新危机的反应。对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实质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见

解，揭示蒋介石企图创建一个强大的政权时左右南京政府的离心和向心的力量。重点是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国内政治中的日本问题进行研究。 

［主题词］政治/日本/影响/研究/1931-1937 

［主题词］日本/侵华/历史/研究/1931-1937 

［知识责任］柯博文 著 

［知识责任］Coble 著 

［次知识责任］马俊亚 译 

  

 

［正题名］郑振铎集 

［第一责任人］[郑振铎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的学术文集，其理论性文章涉及文学史研究、诗歌研究、小说研究、

戏曲与诸宫调研究、民间文学研究，及艺术史研究。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艺术史/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郑振铎 著 

  

 

［正题名］经济史上的教训 

［副题名］克服危机的钥匙存在于历史之中 

［第一责任人］（日）冈崎哲二著 

［译者］何平译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该书作者对许多传统经济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解释了江户时代的日本经济对

近代化的影响，并运用大量的案例研究了日本经济史上的教训等内容。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冈崎哲二 著 

［次知识责任］何平 译 

  

 

［正题名］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 

［第一责任人］赵春晨，何大进，冷东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为 2002 年 7 月召 的“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

会”的论文集，选收了 48 篇文章。即《试论东西方近代早期的思想文化启蒙》、《海上丝绸

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中国火药和火器在亚洲的传播和演进》等。 

［主题词］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知识责任］赵春晨 主编 

［知识责任］何大进 主编 

［知识责任］冷东 主编 

  

 

［正题名］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 

［第一责任人］叶隽著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cgrs225f 孙周兴，陈家琪主编 cgrs225h1 

［附注内容］本书选择 19-20 世纪之交德国学术文化鼎盛时期，中国留德学人的代表、对中

国现代学术之转型作出独到贡献的蔡元培、陈寅恪、冯至、季羡林四位前贤作为研究对象，



以“个案+问题”为中心，探讨留德学人与中国人文学术之奠基的关系。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留学生/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叶隽 著 

  

 

［正题名］上海巨商黄楚九 

［第一责任人］曾宏燕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外名人传记丛书 

［附注内容］上海著名实业家黄楚九是我国民族西药业、民族娱乐业的先驱，他是一位敢为

人先、创下多个第一的商业奇才。 

［知识责任］曾宏燕 著 

  

 

［正题名］清廷十三年 

［副题名］马国贤在华回忆录 

［并列题名］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第一责任人］（意）马国贤著 

［译者］李天纲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域外汉学名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为作者对其在华十三年所历清廷诸事及往返始末的回忆录，包含清初天主

教等宗教传播及中西方礼仪之争的第一手资料等。正文后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十

四通。 

［主题词］传教士/回忆录/意大利/清代 

［知识责任］马国贤 著 

［知识责任］Ripa 著 

［次知识责任］李天纲 译 

  

 

［正题名］我的北京花园 

［并列题名］Round about my Peking yarden 

［第一责任人］（英）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著 

［译者］李国庆，陆瑾译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亲历中国丛书 cgrs225f 耿昇，李国庆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译自 1905 年伦敦版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 1900-1902 年间，作者在北京短暂居住并在周边旅行的见闻与感想。

对当时的许多社会生活场景和历史事件都有所记载。 



［主题词］游记/北京/清后期 

［知识责任］立德 著 

［次知识责任］李国庆 译 

［次知识责任］陆瑾 译 

  

 

［正题名］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程焕文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是中国第一部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专著。全书阐述了在社会发展剧烈动

荡、社会思潮汹涌澎湃的晚清时代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从而

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展示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历史画卷。 

［主题词］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历史/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程焕文 著 

  

 

［正题名］庐山老相册 

［书目卷册］第 3 辑 

［丛书］1895-1987 

［第一责任人］陈政主编 

［出版者］江西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庐山 

［主题词］现代史/史料/中国/庐山 

［知识责任］陈政 主编 

  

 

［正题名］陕北一九四七 

［第一责任人］姬乃军，姬睿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八章，作者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力求真实地、全景式地展现了

陕北——一九四七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区/斗争 

［知识责任］姬乃军 著 

［知识责任］姬睿 著 

  

 

［正题名］走向自立之路 

［副题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 

［第一责任人］（日）久保亨著 

［译者］王小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37 年抗日战争前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税收政策的变动以

及币制改革为中心，探讨期间复杂的中外关系，及战争前东亚的国际关系等问题。 

［主题词］关税政策/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经济史/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久保亨 著 

［次知识责任］王小嘉 译 

  

 

［正题名］清代名人轶事辑览 

［书目卷册］1 

［第一责任人］李春光纂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编采清代的笔记、杂录、诗话等文献，以小品文形式对涉及清代四百多人

的皇帝、后妃、亲王、名臣、学者、名将等的轶事进行辑录。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春光 纂 

  

 

［正题名］清代名人轶事辑览 

［书目卷册］2 

［第一责任人］李春光纂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编采清代的笔记、杂录、诗话等文献，以小品文形式对涉及清代四百多人

的皇帝、后妃、亲王、名臣、学者、名将等的轶事进行辑录。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春光 纂 

  

 

［正题名］清代名人轶事辑览 

［书目卷册］3 

［第一责任人］李春光纂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编采清代的笔记、杂录、诗话等文献，以小品文形式对涉及清代四百多人

的皇帝、后妃、亲王、名臣、学者、名将等的轶事进行辑录。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春光 纂 

  

 

［正题名］清代名人轶事辑览 



［书目卷册］4 

［第一责任人］李春光纂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编采清代的笔记、杂录、诗话等文献，以小品文形式对涉及清代四百多人

的皇帝、后妃、亲王、名臣、学者、名将等的轶事进行辑录。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春光 纂 

  

 

［正题名］清代名人轶事辑览 

［书目卷册］5 

［第一责任人］李春光纂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编采清代的笔记、杂录、诗话等文献，以小品文形式对涉及清代四百多人

的皇帝、后妃、亲王、名臣、学者、名将等的轶事进行辑录。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春光 纂 

  

 

［正题名］清代名人轶事辑览 

［书目卷册］6 

［第一责任人］李春光纂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编采清代的笔记、杂录、诗话等文献，以小品文形式对涉及清代四百多人

的皇帝、后妃、亲王、名臣、学者、名将等的轶事进行辑录。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李春光 纂 

  

 

［正题名］记忆邮递 

［副题名］百年前发自中国的 50 张明信片 

［并列题名］From 1900 Mail to 2000 

［第一责任人］林育德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 50 张珍贵的明信片，视觉上以这些古老的影像穿成一条主线，通

过作者的解读，邀请读者随着外国旅游者的脚步，一同拼贴出百年前中国的独特风貌。本书

还记载了与中国近代经济及邮政事业有着不同寻常联系的赫德、德璀琳、陈志川、傅兰雅、

欧瓦尔等中外人士的有关资料。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图集 

［主题词］邮电业/经济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林育德 著 

  

 

［正题名］谭启龙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谭启龙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谭启龙 著 

  

 

［正题名］陈宝箴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陈宝箴著] 

［译者］汪叔子，张求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附注内容］本书以陈氏自撰为主，另有若干其授意幕僚起草自为改定或审定并由陈氏以己

名签发、发表者，以及与他人联名的奏议、公牍等。上卷为奏议（卷一至二十二）。 

［主题词］奏议/史料/清后期 

［知识责任］陈宝箴 著 

［次知识责任］汪叔子 编 

［次知识责任］张求会 编 

  

 

［正题名］正误交织陈独秀 

［副题名］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评判 

［第一责任人］胡明著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猫头鹰学术文丛 

［知识责任］胡明 著 

  

 

［正题名］“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 

［第一责任人］章清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 

［主题词］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章清 著 

  

 

［正题名］清代法律视野中的商人社会角色 



［第一责任人］陈亚平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研究清代法律与商人社会角色变迁的社会史著作。作者探讨了中国

传统社会结构下商业化发展和商人社会角色的变迁过程；对中国法律传统下的商人群体、商

业法规以及官商关系的演变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 

［主题词］商人/社会关系/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商业/社会法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商业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亚平 著 

  

 

［正题名］泉州文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许在全主编 

［译者］泉州历史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该书共收论文 30 余篇。有费孝通、李亦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访谈录，

苏双碧批判封建主义、解放思想的指导性文章等八个部分。 

［主题词］文化/历史/研究/福建/泉州市/文集 

［知识责任］许在全 主编 

  

 

［正题名］康有为传 

［第一责任人］梁启超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插图本名人名传丛书 cgrs225h2 

［知识责任］梁启超 著 

  

 

［正题名］李宗吾传 

［第一责任人］李宗吾，张默生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插图本名人名传丛书 cgrs225h2 

［附注内容］本书为厚黑学创始人李宗吾的传记。含李宗吾本人写的自传。 

［知识责任］李宗吾 著 

［知识责任］张默生 著 

  

 

［正题名］春泥集 

［副题名］田居俭论史文存 

［第一责任人］田居俭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附注内容］本书所收篇什延伸的时间跨度长，从古代到当代；涉猎的研究领域广，从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到史学理论；涵盖的写作体裁多，有论文，有随笔，有书评，还有序跋。 

［主题词］史学/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田居俭 著 

  

 

［正题名］淮南抗日根据地货币史 

［第一责任人］章书范编著 

［出版者］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创建淮南银行、印制发行淮南币，以及淮南币在四

年多的流通过程中与敌伪币作斗争的历史。 

［主题词］货币/经济史/革命根据地/安徽/1940-1946 

［主题词］货币/经济史/安徽/1940-1946 

［知识责任］章书范 编著 

  

 

［正题名］新编俄罗斯地名译名手册 

［第一责任人］周俊英编译 

［译者］李夜审校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地名/翻译/名称/俄罗斯/手册 

［知识责任］周俊英 编译 

［次知识责任］李夜 审校 

  

 

［正题名］百年法学 

［副题名］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 

［副题名］1904-2004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 Law School 

［第一责任人］李贵连等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主题词］法学院/历史/北京大学/1904-2004 

［知识责任］李贵连 编 

［知识责任］孙家红 编 

［知识责任］李启成 编 

［知识责任］俞江 编 

  

 

［正题名］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 



［副题名］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 

［第一责任人］汪家熔著 

［出版者］广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汪家熔 著 

  

 

［正题名］我的父亲茅盾 

［第一责任人］韦韬，陈小曼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丛编题名］父辈丛书 cgrs225h 文化名人系列 

［知识责任］韦韬 著 

［知识责任］陈小曼 著 

  

 

［正题名］太平天国不太平 

［第一责任人］史式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史式谈史”丛书 4 

［附注内容］本书内含“农民起义与天下太平”、“从陈胜的故事看农民起义”、“黄巾起义与

变天思想”、“王始是个皇帝迷”等十一个专题内容。 

［主题词］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知识责任］史式 著 

  

 

［正题名］道家与中国哲学 

［第一责任人］孙以楷主编 

［书目卷册］明清卷 

［第一责任人］李霞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道家/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孙以楷 主编 

［知识责任］李霞 著 

  

 

［正题名］清代四大女词人 

［副题名］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 

［第一责任人］黄嫣梨著 



［出版者］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分别代表清初、清中叶及清末之四大女词家的本身及其作品，去窥探

清代妇女思想的演变过程。这四位女词家为明末清初的徐灿、清中叶的顾太清、吴藻及清末

民初的吕碧城。 

［主题词］诗人/女作家/作家评论/中国/清代 

［主题词］词/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主题词］妇女/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黄嫣梨 著 

  

 

［正题名］潘玉良传 

［第一责任人］伊戈著 

［出版者］蜀蓉棋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伊戈 著 

  

 

［正题名］阎锡山与同蒲铁路 

［第一责任人］景占魁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丛编题名］百年山西 cgrs225f 张成德主编 

［附注内容］该书对“是什么原因导致阎锡山政府修建了这条窄轨铁路，修建窄轨铁路过程

中，有多少不得不为之事”，“窄轨铁路当时运力如何，后来命运怎样”等疑问，作了解答。 

［主题词］铁路运输/交通运输史/山西省/史料 

［知识责任］景占魁 著 

  

 

［正题名］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 

［副题名］穿越亚洲——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 

［副题名］1906-1908 

［第一责任人］（芬兰）马达汉著 

［译者］王家骥译 

［出版者］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自 1906 年从中亚进入我国新疆，横跨中国八个省

份行程 14000 公里为期两年的考察记录，及其大量的社会、人文图片记录和文物收集等。 

［知识责任］马达汉 著 

［知识责任］Mannerheim 著 

［次知识责任］王家骥 译 

［次知识责任］阿拉腾奥其尔 校订 

  

 



［正题名］冯友兰自述 

［第一责任人］冯友兰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学人自述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是这位我国著名哲学家的自传，阐述其作为书香门第所受的启蒙教育，其

北大求学历程及执教生涯，以及学者至晚年亦不终止的学术思维与探索。 

［知识责任］冯友兰 著 

  

 

［正题名］趣谈老北京 

［第一责任人］施连方，施枫编著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主题词］城市/古建筑/北京市/通俗读物 

［主题词］城市/名胜古迹/北京市/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施连方 编著 

［知识责任］施枫 编著 

  

 

［正题名］百年工农产品比价与农村经济 

［并列题名］Terms of trade between industrial & agricultural products during a hundred years in 

China:Its impact on rural economy 

［第一责任人］陈其广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经济研究文库 17 

［主题词］农产品与工业品混合比价/中国/1860-1949 

［主题词］价格/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其广 著 

  

 

［正题名］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副题名］20 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第一责任人］吴毅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以川东双村为个案，详细地考察了其在 20 世纪一百年中的村治历程，村

治变迁中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变化是这一考察的核心。 

［主题词］乡村/政治制度/社会变迁/研究/四川省/20 世纪 

［主题词］乡村/行政管理/社会变迁/研究/四川省/20 世纪 

［知识责任］吴毅 著 

  

 



［正题名］岳村政治 

［副题名］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第一责任人］于建嵘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以湖南的岳村为表述对象，研究和论述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社会

激变时期的乡村秩序，新中国对乡村政治的改造，新时期乡村政治的发展。 

［主题词］乡村/政治制度/社会变迁/研究/湖南省 

［知识责任］于建嵘 著 

  

 

［正题名］满洲国史 

［丛书］分论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 

［译者］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 

［出版者］东北师范大学校办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0.12 

［主题词］满洲国（1932）/历史/研究 

  

 

［正题名］孙中山的历程 

［副题名］一个伟人和他的未竟事业 

［第一责任人］尚明轩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一代天骄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 1998 年初版，现为增订后的第 4 版。 

［附注内容］本书在前 3 版的基础上予以增订：对原书一些疏漏及不当之处修改教正；增补

或更换一些新资料和研究成果；重点增加了孙中山晚期业绩的分量。 

［知识责任］尚明轩 著 

  

 

［正题名］何香凝传 

［第一责任人］尚明轩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何香凝一生的艰险经历、革命功绩及其追求真理的思想、实践发展

过程等。 

［知识责任］尚明轩 著 

  

 

［正题名］辛丑变法汇钞 

［第一责任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出版者］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史部 

［附注内容］河南省图书馆藏本 

［附注内容］本书分考政、书议、条议、章奏 4 部分，抄录了签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前的 1900 至 1901 年 8 月间，有关呼吁实施新法的奏章 21 篇，以及与变法相关的通谕、条

议、论稿、告示、章程、办法 18 篇。本书对于解读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后的中国政局、研

究当时“西为中用”的走向颇有裨益。 

［主题词］八国联军/侵华/历史/史料/1900-1901 

［主题词］辛丑条约（ 1901）/史料 

  

 

［正题名］中国地震事业的先驱李善邦 

［第一责任人］宋瑞祥主编 

［译者］中国地震局[编] 

［出版者］地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结合大量的历史真实图片介绍了李善邦同志的重要生平事迹，如创建我国

自行建设的第一个地震台鹫峰地震台，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近代地震仪霓式地震仪，创建我

国第一批全国地震基本台站等。 

［知识责任］宋瑞祥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手迹选 

［书目卷册］一 

［丛书］题词 

［第一责任人］[邓小平著] 

［译者］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知识责任］邓小平 著 

  

 

［正题名］邓小平手迹选 

［书目卷册］二 

［丛书］题字 

［第一责任人］[邓小平著] 

［译者］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知识责任］邓小平 著 

  



 

［正题名］邓小平手迹选 

［书目卷册］三 

［丛书］书信、文电 

［第一责任人］[邓小平著] 

［译者］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知识责任］邓小平 著 

  

 

［正题名］邓小平手迹选 

［书目卷册］四 

［丛书］批示、提纲 

［第一责任人］[邓小平著] 

［译者］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知识责任］邓小平 著 

  

 

［正题名］“文革”档案 

［副题名］回眸“文革”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辉煌 55 年（1949-2004） 共和国档案 3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第一部“十年风雨”的一～九篇；第二部“十年历程”的第一篇和第

二篇的第一～三章。 

［主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史料/1966－1976 

［知识责任］李松晨 主编 

［知识责任］唐合俭 主编 

［知识责任］杜述胜 主编 

  

 

［正题名］“文革”档案 

［副题名］回眸“文革”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辉煌 55 年（1949-2004） 共和国档案 3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第二部“十年历程”第二篇的第四章～第五篇的第二章。 

［主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史料/1966－1976 

［知识责任］李松晨 主编 

［知识责任］唐合俭 主编 

［知识责任］杜述胜 主编 

  

 

［正题名］“文革”档案 

［副题名］回眸“文革”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辉煌 55 年（1949-2004） 共和国档案 3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第二部“十年历程”第五篇的第三章～第八篇的第五章。 

［主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史料/1966－1976 

［知识责任］李松晨 主编 

［知识责任］唐合俭 主编 

［知识责任］杜述胜 主编 

  

 

［正题名］“文革”档案 

［副题名］回眸“文革” 

［书目卷册］第四卷 

［第一责任人］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主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丛编题名］辉煌 55 年（1949-2004） 共和国档案 3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第二部“十年历程”第八篇的第六章～第十一篇；第三部“十年回顾”。 

［主题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史料/1966－1976 

［知识责任］李松晨 主编 

［知识责任］唐合俭 主编 

［知识责任］杜述胜 主编 

  

 

［正题名］东南亚近代史 

［并列题名］A history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第一责任人］余定邦著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东南亚/近代史/研究生/教材 

［知识责任］余定邦 著 

  



 

［正题名］欧亚学刊 

［书目卷册］第四辑 

［第一责任人］余太山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一人双兽母题考》、《渤海与唐朝押藩使关系考述》、《朝鲜司译院

“日本语学”教科书》、《论丝绸技术的传播》等 14 篇文章。 

［主题词］历史/文化/研究/亚洲/丛刊 

［主题词］历史/文化/研究/欧洲/丛刊 

［知识责任］余太山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八十六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文章有：“1959 年苏联援华项目谈判的一组文献”；“我和陈昌浩共

同生活的日子”；“1954 年赫鲁晓夫访华”；“有关李德的两份重要档案文件”等。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八十七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文章有：“关于 1958 年中苏设备分交谈判的一组文献”；“东北工业

部与新中国工业的起步”；“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对外经济合作”；“周保中日记”等。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八十五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9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文章有：“1958 年苏联援华项目谈判的一组文献”；“中国科学院的

初创工作”；“蔡和森被捕与牺牲的历史情况”；“中共党史重要论文、著作目录索引（2002

年）”等。 

  

 

［正题名］中国娼妓史 

［第一责任人］王书奴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民国珍本丛刊 cgrs225h1 

［附注内容］本书原版于 1934 年在上海出版 

［主题词］娼妓/历史/中国 

［主题词］卖淫问题/社会病态/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王书奴 著 

  

 

［正题名］少年任弼时作文选 

［第一责任人］任弼时[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知识责任］任弼时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总第八十九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文章有：“关于苏联专家对我国‘二五’计划草案意见的一组文献”；

“中美建交亲历记”；“中国‘复关’与‘入世’的历程”；“中共党史重要论文、著作目录索

引（2003 年）”等。 

  

 

［正题名］天津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摘要汇编 

［副题名］1998-2003 

［第一责任人］天津社会科学院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内含“著作”和“论文和调研报告”两大部分文章，共计近 200 篇。即《九

十年代邓小平理论研究》、《战略思维》、《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问题》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科技成果/简介/天津市/1998-2003 

  

 

［正题名］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副题名］1840-1949 年 

［第一责任人］何一民主编 

［出版者］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四川大学“十五”“211”工程

子项目 “中国区域历史与宗教文化：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本书剖析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过程，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

规律和兴衰的原因，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 

［主题词］社会变迁/关系/城市/发展/中国/1840-1949 

［主题词］城市/ 历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何一民 主编 

  

 

［正题名］百年寻梦 

［副题名］傅国涌历史随笔 

［第一责任人］傅国涌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春秋文丛 cgrs225h1 

［附注内容］该书分为三辑，共收入作者有关近代历史、近代人物的评论 27 篇，有《1912

年：梁启超在北京的演讲》、《中国记者笔下的巴黎和会》、《蔡锷与袁世凯》等。 

［主题词］史评/中国/文集/近代 

［知识责任］傅国涌 著 

  

 

［正题名］盛世网闻 

［副题名］牧惠历史随笔 

［第一责任人］牧惠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春秋文丛 cgrs225h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作者有关中国历史的 90 余篇随笔作品。即《 发君智》、《读孔漫

想》、《奴才、主子与人》、《自由、宽容及其他》、《专制与纳谏》等。 

［主题词］史评/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牧惠 著 

  

 

［正题名］彭明文存 

［第一责任人］彭明著 

［出版者］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师恩难忘”、“五四书屋”、“教学生涯”以及“青蓝情深”四辑，共

选收了 55 篇作品。其中包括彭明教授怀念师友的文章、关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文章以及所

辅导的博士生撰写的彭明教授治学、育人的事迹。 

［主题词］现代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彭明 著 

  

 

［正题名］间谍王 

［副题名］戴笠与中国特工 



［并列题名］Spymaster:Dai Li and Chinese Secret Service 

［第一责任人］（美）魏斐德著 

［译者］梁禾译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作者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收集了有关戴笠的经历、个性和军统沿革、内幕

及主要历史活动的大量档案资料，进行了比较细致、深入和生动的描述和评析，反映了国外

对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研究水平，对研究民国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主题词］军统局/特务组织/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特务组织/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魏斐德 著 

［次知识责任］梁禾 译 

  

 

［正题名］燕京学报 

［书目卷册］新十六期（二○○四年五月） 

［第一责任人］侯仁之主编 

［译者］燕京研究院[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为汉学研究文集，收录理论文章有：《西羌族在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

位》、《“史书”考》、《玄言诗初探》等。 

［主题词］汉学/中国/2004/丛刊 

［知识责任］侯仁之 主编 

  

 

［正题名］中国现代戏剧总目题要 

［第一责任人］董健主编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戏剧文学/剧本/内容提要/中国/1899-1949 

［主题词］内容提要/剧本/中国/1899-1949 

［主题词］戏剧文学/专题目录/中国/1899-1949 

［知识责任］董健 主编 

  

 

［正题名］老上海营造业及建筑师 

［第一责任人］娄承浩，薛顺生编著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上海老建筑丛书 

［主题词］城市建设/建筑/历史/上海/近代 

［主题词］建筑师/生平事迹/世界/近代 

［主题词］建筑企业/企业家/世界/近代 



［知识责任］娄承浩 编著 

［知识责任］薛顺生 编著 

  

 

［正题名］北京近代建筑史 

［第一责任人］张复合著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清华大学学术专著 

［附注内容］本书第一次从样式研究的角度出发，以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公共建

筑为对象，探求北京近代建筑在起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中的四种建筑样式的演变，并配有珍

贵历史照片 400 余幅。 

［主题词］建筑史/研究/北京/近代 

［知识责任］张复合 著 

  

 

［正题名］北京警察百年 

［第一责任人］穆玉敏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 1905 年清政府在京师建立巡警部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警察经历

的三个历史阶段的传承与变 过程。对北京警务的性质、沿革和兴衰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首都

人民警察经受锤炼和成长壮大的历程亦作了深入研究与回顾。 

［主题词］公安工作/北京市/史料/1905-2004 

［主题词］警察/工作/北京市/史料/1905-2004 

［知识责任］穆玉敏 著 

  

 

［正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 

［书目卷册］第二集 

［第一责任人］陈祖武主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选收了二十篇文章。即《商代玉石人像的服饰形态》、《蜀都考》、《侯景江

北防线的研究》、《杂传与人物品评》等。 

［主题词］历史/研究/文集/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陈祖武 主编 

  

 

［正题名］上海旧闻 

［第一责任人］李庆瑞点校 

［译者］燕华君评说 

［出版者］古吴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晚清社会新闻图录 

［附注内容］本书图画选自《点石斋画报》 

［主题词］社会/生活/上海/清后期/图集 

［知识责任］李庆瑞 点校 

［次知识责任］燕华君 评说 

  

 

［正题名］老上海工业旧址遗迹 

［第一责任人］薛顺生，娄承浩编著 

［出版者］同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丛编题名］上海老建筑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对随着上海近代工业兴起而产生的各类工业建筑，选有代表性者予以介绍。 

［主题词］工业建筑/文化遗址/史料/上海/近代 

［知识责任］薛顺生 编著 

［知识责任］娄承浩 编著 

  

 

［正题名］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 

［第一责任人］何根海，汪高鑫编著 

［出版者］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史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史学/思想/历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何根海 编著 

［知识责任］汪高鑫 编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 

［第一责任人］张晋藩著 

［出版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社会/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张晋藩 著 

  

 

［正题名］清宫珍藏歷世班禅額爾德尼檔案薈萃 

［第一责任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班禅额尔德尼是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派）的两大宗教领袖之一。本书汇集

清康熙皇帝首次册封其为活佛称号以来，尤其在乾隆皇帝创立金瓶掣签制确立后，形成定式



的历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中央政府监督之下进行转世批准认定的史料，始自康熙十九年（1680

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 年）包括皇帝册封的诏书、敕谕，治理西藏的谕令、文书，班禅

及其他活佛的奏书、表文等共计 190 件。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汉、满、蒙、

藏文档案。对读者了解和研究五世、六世、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生平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主题词］佛教史/资料/西藏/清代 

  

 

［正题名］三百万日俘日侨遣返实录 

［第一责任人］梅桑榆编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系列图书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1945- 

［主题词］战俘问题/日本投降/遣返/史料/1945- 

［主题词］侨民问题/日本投降/遣返/史料/1945- 

［主题词］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梅桑榆 编著 

  

 

［正题名］城市史研究 

［书目卷册］第 22 辑 

［第一责任人］刘海岩，刘洪奎主编 

［译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辑从“纪念天津建城 600 周年”、“近代城市 放”、“城市空间”、“城市社团”、

“城乡关系”、“欧美城市”等专题，收录了 19 篇文章。书后还选收了国外城市史研究通讯。 

［主题词］城市/历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刘海岩 主编 

［知识责任］刘洪奎 主编 

  

 

［正题名］燕京八景 

［第一责任人］高巍，孙建华等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兔儿爷老北京史地民俗丛书 cgrs225f 常人春，高巍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以有乾隆所题石碑的景观为确定标准，重点介绍了燕京八景每一个景观的

命名、产生经过、组成部分、历史背景、文化内涵、轶事传说，同时还介绍了京郊十二个区

县各自的八景。 

［主题词］名胜古迹/简介/北京 

［知识责任］高巍 著 

［知识责任］孙建华 著 

［知识责任］常人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高巍 丛书主编 

  

 

［正题名］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 

［第一责任人］成龙著 

［译者］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书系 

［附注内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理论来源篇、哲学基础篇等四部分，从理论来源、哲学基础、价值取

向、历史地位诸方面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质进行了哲学思考和论析。 

［主题词］邓小平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成龙 著 

  

 

［正题名］龚自珍鲁迅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奇志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朱奇志 著 

  

 

［正题名］清代词学 

［第一责任人］孙克强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主题词］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孙克强 著 

  

 

［正题名］空前之迹 

［副题名］1851-1930 

［副题名］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 

［第一责任人］王绯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为五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描述了 1851-1930 年八十年间中国妇女解

放思想与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主题词］妇女解放/思想史/影响/文学史/中国/1851-1930 

［主题词］妇女文学/文学史/中国/1851-1930 

［知识责任］王绯 著 

  



 

［正题名］清代西藏法制研究 

［第一责任人］孙镇平著 

［出版者］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法制/研究/西藏/清代 

［知识责任］孙镇平 著 

  

 

［正题名］邓小平的旅法留苏岁月 

［第一责任人］刘道慧编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邓小平书系 

［知识责任］刘道慧 编著 

  

 

［正题名］邓小平与晋鲁豫 

［第一责任人］田浩存，苗祥义，桑蕊主编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知识责任］田浩存 主编 

［知识责任］苗祥义 主编 

［知识责任］桑蕊 主编 

  

 

［正题名］中国电影的史学建构 

［第一责任人］李道新著 

［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分别从类型研究、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的视野探讨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的

历史，分析中国电影的发展、技术水平、社会蕴含等。 

［主题词］电影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道新 著 

  

 

［正题名］永久的记忆 

［副题名］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 

［第一责任人］朱和平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知识责任］朱和平 著 

  

 



［正题名］借我一生 

［副题名］记忆文学 

［第一责任人］余秋雨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以传记文学的形式讲述故事，这些关于上个世纪前期的故事有：《旧屋与

旗袍》、《独身的叔叔与姨妈》、《红缎虎头鞋》等。 

［知识责任］余秋雨 著 

  

 

［正题名］延安使命 

［副题名］1944-1947 美军观察组延安 963 天 

［第一责任人］（美）卡萝尔·卡特（Carolle J.Carter）著 

［译者］陈发兵译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国际友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评介了 1944 年至 1947 年“迪克西使团”的缘起、组建、人员、工作及其

影响。披露了十大历史内幕，包括“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工作生活的内幕”、“毛泽东、周恩来

重庆谈判的内幕”、“国共合作与分裂、美国从中起作用的内幕”等。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944-1947/史料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美关系/1944-1947/史料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4-1947/史料 

［知识责任］卡特 著 

［知识责任］Carter 著 

［次知识责任］陈发兵 译 

  

 

［正题名］重读江湖 

［副题名］王学泰历史随笔 

［第一责任人］王学泰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春秋文丛 cgrs225h2 

［附注内容］该书收录了 19 篇有关历史、社会史、文化史的文章。即《“人论”的沧桑》、

《话说游侠》、《游民的组织化》、《传统文化讨论中的一个悖论》等。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学泰 著 

  

 

［正题名］重读邓小平 

［第一责任人］龚育之等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是对伟人的人物研究，结合小平同志的革命历程与重要事件，记述、评论

其生平与伟业、思想与理论、精神与品格。 

［知识责任］龚育之 著 

［知识责任］杨春贵 著 

［知识责任］石仲泉 著 

［知识责任］周小文 著 

  

 

［正题名］一个外交家的经历 

［副题名］韩叙传 

［第一责任人］阮虹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外交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阮虹 著 

  

 

［正题名］北京话旧 

［第一责任人］翁偶虹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以文图本形式讲述北京通俗文化史，作家构画出的老北京风情画有《影戏》、

《逛庙会》、《漫话中秋节》、《货声》等。 

［主题词］文化史/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翁偶虹 著 

  

 

［正题名］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 

［副题名］从李贽到戴震 

［第一责任人］吴根友著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从价值观念转化的角度，对 19 世纪以来部分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关

于中国社会停滞论、中国社会不能自我产生出现代文化的种种观点进行了批评，论述中国传

统社会向现代蜕变的历史进程。 

［主题词］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吴根友 著 

  

 

［正题名］我的父亲梅兰芳 

［书目卷册］续集 

［第一责任人］梅绍武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知识责任］梅绍武 著 

  

 

［正题名］新文学版本 

［副题名］插图珍藏本 

［第一责任人］姜德明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cgrs225f 任继愈主编 

［主题词］版本/新文学（五四）/中国/1917-1949 

［知识责任］姜德明 著 

  

 

［正题名］活字本 

［副题名］插图珍藏本 

［第一责任人］徐忆农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cgrs225f 任继愈主编 

［主题词］活字本/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徐忆农 著 

  

 

［正题名］稿本 

［副题名］插图珍藏本 

［第一责任人］江庆柏等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cgrs225f 任继愈主编 

［主题词］古籍/版本学/中国 

［知识责任］江庆柏 著 

  

 

［正题名］坊刻本 

［副题名］插图珍藏本 

［第一责任人］黄镇伟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cgrs225f 任继愈主编 

［主题词］版本/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黄镇伟 著 

  

 



［正题名］插图本 

［副题名］插图珍藏本 

［第一责任人］薛冰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cgrs225f 任继愈主编 

［主题词］插图/版本/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薛冰 著 

  

 

［正题名］东北地区食生活史 

［第一责任人］王建中主编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文化/专题研究/饮食/历史/东北地区 

［主题词］饮食/文化/历史/东北地区 

［知识责任］王建中 主编 

  

 

［正题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务政策研究 

［第一责任人］董振平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6 

［丛编题名］文史哲博士文丛 

［附注内容］该书分为五章。书中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务机构的演变、盐的生产、运输、

销售、税收和价格等的发展变化均进行了论述。 

［主题词］制盐工业/工业政策/中国/1937-1945 

［主题词］工业政策/制盐工业/中国/1937-1945 

［主题词］工业经济/经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董振平 著 

  

 

［正题名］《大公报》百年史 

［副题名］1902-06-17～2002-06-17 

［第一责任人］方汉奇主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创刊于 1902 年，历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四个历史时期跨越百年的香港

《大公报》的历史进程、办报宗旨，及其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贡献等。 

［主题词］大公报/新闻工作/历史/1902-2002 

［主题词］新闻工作/历史/1902-2002 

［知识责任］方汉奇 主编 

  

 



［正题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 

［书目卷册］第 6 辑 

［第一责任人］ 章 沅，马敏主编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丛刊刊载了有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基督教来华与中西文

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一个“神权社区”的建立与衰落》、《在族权与神权之间》、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基督教历史文献》等 22 篇。 

［主题词］基督教/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主题词］基督教/关系/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章 沅 主编 

［知识责任］马敏 主编 

  

 

［正题名］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第一责任人］汪文风著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丛编题名］当代中国口述史 

［附注内容］该书收录有十篇文章，即《我被选入中央纪委工作》、《十年的周旋》、《了解主

要对象》、《江青其人其事》、《诬陷周恩来的罪恶活动》等。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史料 

［主题词］林彪反党集团/史料 

［知识责任］汪文风 著 

  

 

［正题名］合作在 1946 

［副题名］军调岁月 

［第一责任人］陈敦德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新中国外交年轮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 1945 至 1946 年国共两党谈判及以美国作调解人的一年多时间为背景，

反映我党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战略思想与方针，讴歌中共领袖们高超的政治、军事斗争才

能。 

［主题词］国共谈判（1945-1947）/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陈敦德 著 

  

 

［正题名］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 

［第一责任人］许凌云著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儒家/伦理学/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史学/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伦理学/关系/儒家/史学/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许凌云 著 

  

 

［正题名］董必武 

［第一责任人］胡三香，沛熹著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董必武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前

夕所走过的道路，展现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非凡的感召力，同时也披露了很多过去他不为

人之的一面。 

［主题词］传记小说/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三香 著 

［知识责任］沛熹 著 

  

 

［正题名］明清中琉航海贸易研究 

［第一责任人］谢必震著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主题词］对外贸易/经济史/研究/中国/琉球/明清时代 

［主题词］中外关系/对外贸易/研究/琉球/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谢必震 著 

  

 

［正题名］窥视紫禁城 

［第一责任人］（俄）叶·科瓦列夫斯基著 

［译者］阎国栋等译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亲历中国丛书 cgrs225f 耿昇，李国庆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中国旅行记》，出版于 1853 年。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三部分：内蒙古地区游记、旅行日志、作者和传教士团人员在北京的

生活与见闻。是作者作为监护官于 1849-1850 年间伴送以巴拉第为首的俄国东正教第 13 届

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时所写的游记。 

［主题词］游记/俄罗斯/1849-1850 

［知识责任］科瓦列夫斯基 著 

［次知识责任］阎国栋 译 

  

 

［正题名］文明之劫 

［副题名］近代中国西北文物的外流 



［并列题名］Modern Cultural Relics Outflow of Northwest China 

［第一责任人］贾建飞著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西域文明探秘丛书 

［附注内容］中国出版集团重点图书出版资助项目 

［附注内容］该书叙述了“鲍尔写本”的发现及其影响，新疆考古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的反

抗活动三大部分内容。 

［主题词］文物/掠夺/帝国主义/中国/近代 

［主题词］文物/研究/西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贾建飞 著 

  

 

［正题名］浙江省党史部门工作成果资料目录集 

［丛书］1995-2000 

［第一责任人］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专题目录/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档案/资料/浙江省/1995-2000 

  

 

［正题名］青年毛泽东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莫志斌著 

［出版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近代湘籍政治家思想研究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莫志斌 著 

  

 

［正题名］清代前史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袁闾琨…[等]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木鱼石书屋 清文化研究丛书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袁闾琨 著 

［知识责任］蒋秀松 著 

［知识责任］滕绍箴 著 

［知识责任］魏鉴勋 著 

［知识责任］冯年臻 著 

  

 



［正题名］清代前史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袁闾琨…[等]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木鱼石书屋 清文化研究丛书 

［主题词］古代史/研究/中国/清前期 

［知识责任］袁闾琨 著 

［知识责任］蒋秀松 著 

［知识责任］滕绍箴 著 

［知识责任］魏鉴勋 著 

［知识责任］冯年臻 著 

  

 

［正题名］刑案汇览三编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清）祝庆祺…[等]编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收清代案例三种：祝庆祺、鲍书芸编辑的《刑案汇览》六十卷、《续增刑

案汇览》十六卷收录 1736 年（乾隆元年）至 1834 年（道光十四年）的案例约 5600 件；潘

文舫、徐谏荃编辑的《新增刑案汇览》十六卷，收录 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至 1885 年（光

绪十一年）的案例约 300 余件。 

［主题词］案例/汇编/中国/清代 

［主题词］法制史/清代 

［知识责任］祝庆祺 编 

［知识责任］鲍书芸 编 

［知识责任］潘文舫 编 

［知识责任］何维楷 编 

  

 

［正题名］刑案汇览三编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清）祝庆祺…[等]编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收清代案例三种：祝庆祺、鲍书芸编辑的《刑案汇览》六十卷、《续增刑

案汇览》十六卷收录 1736 年（乾隆元年）至 1834 年（道光十四年）的案例约 5600 件；潘

文舫、徐谏荃编辑的《新增刑案汇览》十六卷，收录 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至 1885 年（光

绪十一年）的案例约 300 余件。 

［主题词］案例/汇编/中国/清代 

［主题词］法制史/清代 

［知识责任］祝庆祺 编 

［知识责任］鲍书芸 编 



［知识责任］潘文舫 编 

［知识责任］何维楷 编 

  

 

［正题名］刑案汇览三编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清）祝庆祺…[等]编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收清代案例三种：祝庆祺、鲍书芸编辑的《刑案汇览》六十卷、《续增刑

案汇览》十六卷收录 1736 年（乾隆元年）至 1834 年（道光十四年）的案例约 5600 件；潘

文舫、徐谏荃编辑的《新增刑案汇览》十六卷，收录 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至 1885 年（光

绪十一年）的案例约 300 余件。 

［主题词］案例/汇编/中国/清代 

［主题词］法制史/清代 

［知识责任］祝庆祺 编 

［知识责任］鲍书芸 编 

［知识责任］潘文舫 编 

［知识责任］何维楷 编 

  

 

［正题名］刑案汇览三编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清）祝庆祺…[等]编 

［出版者］北京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收清代案例三种：祝庆祺、鲍书芸编辑的《刑案汇览》六十卷、《续增刑

案汇览》十六卷收录 1736 年（乾隆元年）至 1834 年（道光十四年）的案例约 5600 件；潘

文舫、徐谏荃编辑的《新增刑案汇览》十六卷，收录 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至 1885 年（光

绪十一年）的案例约 300 余件。 

［主题词］案例/汇编/中国/清代 

［主题词］法制史/清代 

［知识责任］祝庆祺 编 

［知识责任］鲍书芸 编 

［知识责任］潘文舫 编 

［知识责任］何维楷 编 

  

 

［正题名］艰辛的探索 

［副题名］《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研究 

［第一责任人］范贤超，李琳著 

［出版者］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毛泽东著作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主题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知识责任］范贤超 著 

［知识责任］李琳 著 

  

 

［正题名］铁路与日本近代化 

［副题名］日本铁路史研究 

［第一责任人］祝曙光著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主题词］铁路运输/经济史/日本/1872-1945 

［知识责任］祝曙光 著 

  

 

［正题名］浙江区域史研究 

［副题名］1000-1900 

［第一责任人］包伟民主编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 

［主题词］地区经济/经济史/研究/浙江省/1000-1900 

［知识责任］包伟民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 

［副题名］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 

［第一责任人］范并思等编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 20 世纪西方图书馆学进行了纲要式的介绍与

点评；第二部分在遵从测评结果的基础上，对理论素材进行了舍 与补充；第三部分将信息

分析方法用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史的研究等内容。 

［主题词］图书馆学史/世界/二十世纪 

［主题词］图书馆学史/中国/二十世纪 

［知识责任］范并思 编著 

［知识责任］邱五芳 编著 

［知识责任］潘卫 编著 

［知识责任］郑晓乐 编著 

  

 

［正题名］184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 

［第一责任人］孙尚扬，（比利时）钟鸣旦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以近年来重要的范式变换（即从传教学和欧洲中心论的范式转到汉学和中



国中心论的范式）为出发点，从基督教传入中国 早的唐代至清前期，分梳剖析了基督教在

华传播史研究领域内的新近出现的一些趋势。 

［主题词］基督教史/研究/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孙尚扬 著 

［知识责任］钟鸣旦 著 

［知识责任］Standaert 著 

  

 

［正题名］四合院 

［副题名］砖瓦建成的北京文化 

［第一责任人］高巍等著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丛编题名］兔儿爷老北京史地民俗丛书 cgrs225f 常人春，高巍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把四合院放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北京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透过

四合院的精彩生活、悠久历史、建筑风格以及所记载其中的历史信息，体现其特有的古都风

貌和北京 稳定的文化形态。本书还对四合院未来走向予以了关注。 

［主题词］文化史/民居/研究/北京市 

［主题词］民居/建筑艺术/北京市 

［知识责任］高巍 著 

［知识责任］常人春 丛书主编 

［知识责任］高巍 丛书主编 

  

 

［正题名］陈云与调查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家栋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知识责任］刘家栋 著 

  

 

［正题名］中国服饰史 

［第一责任人］沈从文，王〓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花生文库·“落花深处” 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编为：原始社会服饰、商周服饰、春秋战国服饰、秦汉服饰、魏晋南北朝

服饰、隋唐五代服饰、宋辽夏金元服饰、明清服饰、近代服饰等若干部分。 

［主题词］服饰/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沈从文 著 

［知识责任］王〓 著 

  

 

［正题名］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 



［第一责任人］刘桂秋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知识责任］刘桂秋 著 

  

 

［正题名］战争与罪责 

［第一责任人］（日）野田正彰著 

［译者］朱春立译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战争记忆与历史反思 

［附注内容］本书披露日本侵华战争中进行活体解剖军医、斩杀俘虏的军官、抓捕中国劳工

的日本军等八名原侵华日军的基本情况与侵华情形，以及他们战后认罪的艰难历程。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主题词］战争罪责 

［知识责任］野田正彰 著 

［次知识责任］朱春立 译 

  

 

［正题名］薄一波 

［第一责任人］滕文生，田聪明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知识责任］滕文生 主编 

［知识责任］田聪明 主编 

  

 

［正题名］历史的记忆 

［副题名］毛泽东像章赏析 

［第一责任人］李雷鸣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附注内容］本书为编者收藏的两万余枚毛泽东像章精选后与毛泽东生平结合，编成的一部

大型图集，也是一部简明中共党史。 

［知识责任］李雷鸣 主编 

  

 

［正题名］安徽革命史画册 

［第一责任人］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 

［出版者］安徽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安徽省/图集 



  

 

［正题名］邓小平 

［副题名］女儿心中的父亲 

［并列题名］Deng Xiao Ping 

［副题名］The father beloved by the daughter 

［第一责任人］邓林摄影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2] 

［知识责任］邓林 摄影 

  

 

［正题名］扬州旧闻 

［并列题名］Yangzhou Oldnews 

［第一责任人］韦明铧点校 

［译者］韦明铧点校，评说 

［出版者］古吴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丛编题名］晚清社会新闻图录 News Picture in Late Qing Dynasty Society eng 

［附注内容］本书是从晚清画家吴友如等绘制的《点石斋画报》中选出有关扬州的图版 146

幅，还编选了《镇江旧闻》图版 54 幅作为附录。 

［主题词］社会生活/图集/扬州/清后期 

［主题词］社会生活/图集/镇江/清后期 

［知识责任］韦明铧 点校，评说 

  

 

［正题名］中国编辑史 

［第一责任人］姚福申著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6 

［附注内容］本书探讨了编辑工作的起源、历代典籍体例的演进、著名编辑家的业绩以及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古代编辑出版工作的影响，阐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成

立之后的编辑出版活动等内容。 

［主题词］编辑工作/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姚福申 著 

  

 

［正题名］2004 中国 ISBN 出版者名录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编 

［出版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迄今为止全国 571 家图书出版社的基本情况，包括：出版者前 、

出版社英文名称、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等项内容。书后附录了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闻出版局的通讯录以及出版行业协会及相关单位名录。 



［主题词］出版社/名录/中国/2004 

  

 

［正题名］戴名世年谱 

［第一责任人］（法）戴廷杰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为资料长编性质的清初著名文人戴名世的年谱，全书是极富古典文献价值

的研究清初期政治、文学、军事的古籍整理类图书，书中的八种附录所收资料丰富、系统，

六种索引则为使用者提供了便利。 

［知识责任］戴廷杰 著 

［知识责任］Durand 著 

  

 

［正题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书目卷册］6 

［丛书］汪伪政权 

［第一责任人］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 

［译者］马振犊，赵月琴本卷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4.6 

［主题词］汪伪政府（1938）/档案/资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档案/日本/1937-1945 

［次知识责任］马振犊 本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赵月琴 本卷主编 

  

 

［正题名］中共胶南地方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胶南市委组织部，中共胶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书总结了中共胶南地方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发展和壮大的过程

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记述了胶南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

反动派斗争的历史功绩。 

  

 

［正题名］中共青田党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19-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青田县委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3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青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推翻封建地主



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剥削压迫制度，建立人民政权，进行的英勇不屈斗争的历

程。 

  

 

［正题名］中共临海地方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1924-1949 

［第一责任人］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四编：党的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附录：中共临海地方史人物简介、中共临海地方组织沿革一览表、中共临海

地方组织隶属关系序列表。 

  

 

［正题名］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 

［副题名］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 

［第一责任人］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著 

［出版者］巴蜀书社 

［出版日期］2004.4 

［丛编题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主题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清后期 

［知识责任］孔祥吉 著 

［知识责任］村田雄二郎 著 

  

 

［正题名］东吴史学文集 

［副题名］苏州大学历史系建系 50 周年纪念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卫平等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主题词］史学/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王卫平 编 

  

 

［正题名］魏宏运自订年谱 

［第一责任人］魏宏运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附注内容］本书是作者—南 大学教授“南 一号”的自订年谱，记述其童年与成长、求

学，及在史学领域的探索、教书育人历程等。 

［主题词］史学家/年谱/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魏宏运 著 

  



 

［正题名］北京戏剧文化史 

［第一责任人］李真瑜著 

［出版者］北岳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 

［主题词］戏剧史/研究/北京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北京 

［知识责任］李真瑜 著 

  

 

［正题名］阴阳脸 

［副题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态考察 

［第一责任人］柯平著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附注内容］本书 16 篇，多是记述明清一些著名文人的一生，对张志和、金圣叹、赵孟頫、

吴梅村、李渔、袁枚、郑板桥等 16 个传统文人人生与政治权势的复杂关系分别作了个案分

析。 

［主题词］知识分子/生平事迹/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柯平 著 

  

 

［正题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 

［副题名］1945-1947 

［并列题名］UNRRA and China 

［第一责任人］王德春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附注内容］本书追述了成立于 1943 年的先于联合国而运作的临时性慈善救济组织—联合

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抗日战争后从事善后救济活动的历史过程。重新考察了联合国善后救

济总署创建的历史背景、思想动机和政治意图等内容。 

［主题词］社会救济/中国/1945-1947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 

［知识责任］王德春 著 

  

 

［正题名］邓小平研究述评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龙平平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邓小平理论/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龙平平 主编 

  



 

［正题名］邓小平研究述评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龙平平主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邓小平理论/理论研究 

［知识责任］龙平平 主编 

  

 

［正题名］ 滦煤矿矿权史料 

［第一责任人］熊性美，阎光华主编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9 

［主题词］煤矿/史料/唐山市/近代 

［主题词］帝国主义/掠夺/史料/唐山市/近代 

［知识责任］熊性美 主编 

［知识责任］阎光华 主编 

  

 

［正题名］殷海光学记 

［第一责任人］殷夏君璐等著 

［译者］贺照田编选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7 

［丛编题名］殷海光作品系列 

［知识责任］殷夏君璐 著 

  

 

［正题名］天地 

［副题名］1943-1945 

［第一责任人］张晓春编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8 

［丛编题名］老上海期刊经典 

［附注内容］《天地》是苏青（1913-1982）主编在上海出版的月刊。从 1943 年 10 月 10 日

至 1945 年 6 月 1 日，共出了 21 期。以“杂与趣”的大众文学为办刊主张。在上海“孤岛”

沦落时期出版界和创作界萧条之时出版，受到大众的欢迎。本书编辑筛选了其中部分作品，

以展示那个特殊年代的文化现象。 

［主题词］文学/作品综合集/上海市/1943-1945 

［主题词］散文/作品综合集/上海市/1943-1945 

［知识责任］张晓春 编 

  

 



［正题名］西南联大精神永垂云南 

［副题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建校 65 周年纪念文集 

［副题名］1938-2003 

［第一责任人］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知识责任］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 编 

  

 

［正题名］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 

［副题名］1950-1979 年 

［第一责任人］韩铁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丛编题名］中华美国学丛书 

［附注内容］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冷战期间中美敌对二十多年中，福特基金会在促进美国和西方中国学

的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及基金会对美国中国学的建设情况等内容。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50-1979 

［主题词］汉学/研究/美国/1950-1979 

［主题词］文化机构/国际合作 

［知识责任］韩铁 著 

  

 

［正题名］清华革命先驱 

［书目卷册］上 

［副题名］中共清华大学地下组织活动及组织史要 

［第一责任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全书上、下两册，分为三篇。书中分别介绍了清华地下党组织活动史要及其光

荣传统；清华地下党组织史要及地下党员简况等诸多内容。 

［主题词］地下斗争/清华大学/史料/汇编 

  

 

［正题名］清华革命先驱 

［书目卷册］下 

［副题名］回忆文选 

［第一责任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 

［附注内容］全书上、下两册，分为三篇。书中分别介绍了清华地下党组织活动史要及其光

荣传统；清华地下党组织史要及地下党员简况等诸多内容。 

［主题词］地下斗争/清华大学/史料/汇编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 

［第一责任人］刘家峰，刘天路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主题词］基督教/教会学校/中国/1931-1945 

［主题词］教会学校/研究/中国/1931-1945 

［主题词］高等学校/教育史/中国/1931-1945 

［知识责任］刘家峰 著 

［知识责任］刘天路 著 

  

 

［正题名］当代台湾宗教研究导论 

［第一责任人］张珣，江灿腾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录的研究性文章，涉及从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对佛

教、道教、民间信仰、基督教等宗教类别的研究，反映了台湾地区现有主要宗教的研究状况。 

［主题词］宗教/台湾省/文集 

［主题词］宗教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张珣 编 

［知识责任］江灿腾 编 

  

 

［正题名］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朱秀海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红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红四方面军征战的历史，包括狂飙骤起大别山、红一军纵横鄂豫皖、

曾中生两破“围剿”、兵败鄂豫皖、激战三千里、川北争夺战、三面大出击、决战刘湘等 10

章内容。 

［主题词］红四方面军/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朱秀海 著 

  

 

［正题名］旧京街巷 

［第一责任人］王彬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按照西周、战国至唐、辽、金、元、明、清、民国的历史顺序，介绍了旧



北京街巷的发展变迁。 

［主题词］城市道路/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王彬 著 

  

 

［正题名］传统与超越 

［副题名］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 

［第一责任人］吴光辉著 

［出版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吴光辉，湖北省武汉市人，现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讲师，日本语教育研究中心

副主任。著有《传统与超越》。 

［附注内容］本书论述了中江藤树与“孝”的思想、熊泽蕃山与“时处位”思想、明治时代

日本哲学界的风景、青年西田几多郎的思想轨迹、西田哲学的东方特色等内容。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日本/近代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吴光辉 著 

  

 

［正题名］百年中国大事要览 

［第一责任人］朱汉国，郝瑞庭总主编 

［丛书］外交卷 

［第一责任人］苏浩卷主编 

［译者］苏学曾…[等]撰写 

［出版者］党建读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20 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百年中国大

事要览》记录了在该世纪里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

历史事件。本书为外交卷。 

［主题词］外交史/大事记/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朱汉国 总主编 

［知识责任］郝瑞庭 总主编 

［知识责任］苏浩 卷主编 

［次知识责任］苏学曾 撰写 

  

 

［正题名］奉天涅槃 

［副题名］见证二战日军沈阳英美盟军战俘营 

［第一责任人］杨竞编著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盟军幸存老战士的回忆，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惨

无人道的一个侧面，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警惕军国主义的复活。 

［主题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俘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杨竞 编著 

  

 

［正题名］黄埔忠魂 

［副题名］郑洞国传 

［第一责任人］章戈，石澧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郑洞国的生平事迹，分“美丽的商溪河畔走出一个热血青年”、“军旅

生涯中的灰暗时光”、“年过半百又逢春”等 8 章。 

［知识责任］章戈 著 

［知识责任］石澧 著 

  

 

［正题名］刘少奇自述 

［第一责任人］[刘少奇著] 

［译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除收录了刘少同志在各个时期的自述以外，还收录了王光美、薄一波、黄

铮同志对他的回忆，生动再现了刘少奇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走过的人生历程。 

［知识责任］刘少奇 著 

  

 

［正题名］雷锋传 

［第一责任人］孙建和，殷云岭编著 

［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知识责任］孙建和 编著 

［知识责任］殷云岭 编著 

  

 

［正题名］日本近世新法研究 

［第一责任人］韩东育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中华史学文库 

［主题词］哲学思想/研究/日本/近代 

［知识责任］韩东育 著 

  

 

［正题名］儒文化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彭立荣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儒家/文化/社会学/研究 

［知识责任］彭立荣 著 

  

 

［正题名］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余定邦，黄重言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古籍整理/中国/文集 

［主题词］历史/资料/缅甸/汇编 

［知识责任］余定邦 编 

［知识责任］黄重言 编 

  

 

［正题名］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中册 

［第一责任人］余定邦，黄重言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古籍整理/中国/文集 

［主题词］历史/资料/缅甸/汇编 

［知识责任］余定邦 编 

［知识责任］黄重言 编 

  

 

［正题名］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余定邦，黄重言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古籍整理/中国/文集 

［主题词］历史/资料/缅甸/汇编 

［知识责任］余定邦 编 

［知识责任］黄重言 编 

  

 

［正题名］太原抗日风云录 

［第一责任人］谷峰著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晋都百年世纪档案 1 

［附注内容］本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再现了 1936 年 5 月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间，山



西太原地区波澜壮阔、艰苦曲折的抗日战争历史进程。 

［主题词］抗日战争/太原市/史料 

［知识责任］谷峰 著 

  

 

［正题名］这就是彭德怀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郭晨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知识责任］郭晨 著 

  

 

［正题名］这就是彭德怀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郭晨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知识责任］郭晨 著 

  

 

［正题名］尘封的记忆 

［副题名］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并列题名］Working at The Side of Mayling Soong 

［第一责任人］张紫葛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紫葛 著 

  

 

［正题名］徐志摩·徐申如·徐星匏 

［第一责任人］方慧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cgrs225f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从家族史的角度，贴近具体的时代来解读徐志摩的思想和情感活动，以使

读者全面了解徐志摩及其作品。全书共有十一章。 

［知识责任］方慧 著 

  

 

［正题名］历史照片的历史问题 

［第一责任人］秦风著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文汇原创丛书 cgrs225f 萧关鸿主编 

［主题词］现代史/历史/史料 

［知识责任］秦风 著 

  

 

［正题名］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拉贝传 

［第一责任人］黄慧英著 

［出版者］百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京津见闻”、“中国社会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日军进攻

中国首都”、“南京的毁灭”、“永远的回声”等十章，介绍了拉贝的一生。 

［知识责任］黄慧英 著 

  

 

［正题名］中美关系史全编 

［第一责任人］项立岭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中美关系，内容包括美国争取 惠国待遇的政策形成、美国华工问

题、“太平洋比大西洋更重要”、美国援华抗日等。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 

［知识责任］项立岭 著 

  

 

［正题名］马相伯·马建忠·马玉章 

［第一责任人］薛玉琴，刘正伟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cgrs225f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十四章，包括求学徐汇公学、从耶稣会修士到神学博士、洋务幕僚、

百岁青年、历经坎坷的名门闺秀等，围绕马相伯和马建忠两个中心人物，展现了百年间马家

家族成员活动的历史图景。 

［知识责任］薛玉琴 著 

［知识责任］刘正伟 著 

  

 

［正题名］胡适周围 

［第一责任人］沈卫威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涉及胡适的亲朋好友，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胡适的内心世界，主要人



物包括：毛泽东、蒋介石、王国维、茅盾、沈从文、梅光迪等。 

［知识责任］沈卫威 著 

  

 

［正题名］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 

［副题名］1840 年～1949 年 

［第一责任人］陈征平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西南边疆民族文库 边疆社会发展丛书 

［附注内容］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

规划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以 1840 年至 1949 年为时间段研究云南工业化问题，论述了云南早期工业

化的前提，指出云南早期工业化与交通发展有很大关系。云南工业化的主导产业是矿业。在

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力量和商人力量以及官商互动起着不同的作用。此研究勾勒出云南早期

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及模式。 

［主题词］地方工业/工业化/研究/云南省/1840～1949 

［知识责任］陈征平 著 

  

 

［正题名］文强口述自传 

［第一责任人］文强口述 

［译者］刘延民撰写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记叙了文强先生跌宕起伏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他的经历浓缩了中

国近百年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知识责任］文强 口述 

［次知识责任］刘延民 撰写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2002.2 

［书目卷册］总第十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辑收录了《从宋代思想论到近代经济发展》、《中晚明阳明学的知、识之辨》、

《多元的现代性与协商的普遍性》等 7 篇论文，1 篇评论，1 篇通讯，12 篇书评。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利玛窦到汤若望 

［并列题名］Generation of giants,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副题名］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 

［第一责任人］（美） 邓恩著（George H. Dunne） 

［译者］余三乐，石蓉译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基督教史/研究/中国/明代 

［主题词］传教士/研究/明代 

［知识责任］邓恩 著 

［知识责任］Dunne 著 

［次知识责任］余三乐 译 

［次知识责任］石蓉 译 

  

 

［正题名］康有为·康广仁·康同璧 

［第一责任人］王明德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cgrs225f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十章，主要包括：将门军旅、教育世家、走出故乡的路、凄苦的人生、

青山埋骨尚无处、 是痛心当八月、离合悲欢总关情等内容，写康有为为主，兼写与康有为

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家族成员。 

［知识责任］王明德 著 

  

 

［正题名］民国名联 

［第一责任人］梁申威主编 

［出版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选择了民国时期百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界名人所撰记录当时历史

的联语 400 余幅，按联语作者的生年顺序排列。 

［主题词］对联/中国/民国/选集 

［知识责任］梁申威 主编 

  

 

［正题名］海上旧梦影 

［第一责任人］方明光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主题词］电影史/上海 



［知识责任］方明光 编著 

  

 

［正题名］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 

［副题名］《现代》杂志 

［第一责任人］张永胜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主题词］文学/期刊/出版工作/文化史/上海市/1932-1935 

［知识责任］张永胜 著 

  

 

［正题名］漫话老上海知识阶层 

［第一责任人］李康化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上海/民国 

［知识责任］李康化 著 

  

 

［正题名］百年石油 

［副题名］1878-2000 

［第一责任人］《百年石油》编写组编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概述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国石油工业勘探 发的简要历程，是由许多

老石油工作者、专家、领导提供第一手资料。全书分为：大庆石油会战、石油工业在改革

放中阔步前进、向国际化石油企业集团迈进等八章。 

［主题词］石油工业/工业史/中国/1878～2000 

  

 

［正题名］西北大学史稿 

［书目卷册］上卷 

［丛书］1902～1949 

［第一责任人］李永森，姚远主编 

［译者］西北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者］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卷分“陕源篇”、“京源篇”、“京水济西篇”三部分，追述了西北大学的渊源、

变迁和不断发展的过程。 

［知识责任］李永森 主编 

［知识责任］姚远 主编 



  

 

［正题名］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 

［第一责任人］周建超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系列 

［附注内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在大量搜集档案、文献、回忆录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史研究的

理论方法，对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民主革命与秘密社会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系统全面的梳

理与研究。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帮会/关系/革命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周建超 著 

  

 

［正题名］绝密档案 

［副题名］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铁岩，姚林主编 

［译者］曹希岑，李东明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1924 年至 1927 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隐藏在其中的一个个谜团，给后人留下

了难以消解的困惑。本书从俄罗斯公布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秘密档案中，揭示了这段历史许多

鲜为人知的内幕。 

［主题词］国共合作/1924～1927/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铁岩 主编 

［知识责任］姚林 主编 

［次知识责任］曹希岑 著 

［次知识责任］李东明 著 

  

 

［正题名］绝密档案 

［副题名］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书目卷册］中 

［第一责任人］铁岩，侯秀全主编 

［译者］陈毓述，宋海琼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1924 年至 1927 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隐藏在其中的一个个谜团，给后人留下

了难以消解的困惑。本书从俄罗斯公布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秘密档案中，揭示了这段历史许多

鲜为人知的内幕。 

［主题词］国共合作/1924～1927/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铁岩 主编 

［知识责任］侯秀全 主编 

［次知识责任］陈毓述 著 

［次知识责任］宋海琼 著 

  

 

［正题名］绝密档案 

［副题名］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铁岩，李亮主编 

［译者］贺朝霞，潘丽平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1924 年至 1927 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隐藏在其中的一个个谜团，给后人留下

了难以消解的困惑。本书从俄罗斯公布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秘密档案中，揭示了这段历史许多

鲜为人知的内幕。 

［主题词］国共合作/1924～1927/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铁岩 主编 

［知识责任］李亮 主编 

［次知识责任］贺朝霞 著 

［次知识责任］潘丽平 著 

  

 

［正题名］新中国早期烟标图录 

［书目卷册］上 

［并列题名］The Early Cigayette Logo Catalgue of New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雨生，裘雷生著 

［出版者］中国商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图录选收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烟标 1000 枚左右，它不仅反映了新

中国初期的烟草工业发展史，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人民生活及重大

历史事件。 

［主题词］卷烟/商标/中国/图录 

［知识责任］李雨生 著 

［知识责任］裘雷生 著 

  

 

［正题名］新中国早期烟标图录 

［书目卷册］下 

［并列题名］The Early Cigayette Logo Catalgue of New China 

［第一责任人］李雨生，裘雷生著 

［出版者］中国商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图录选收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烟标 1000 枚左右，它不仅反映了新



中国初期的烟草工业发展史，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人民生活及重大

历史事件。 

［主题词］卷烟/商标/中国/图录 

［知识责任］李雨生 著 

［知识责任］裘雷生 著 

  

 

［正题名］用火写在天空的生命 

［副题名］纪念马石江同志文集 

［第一责任人］纪念马石江同志文集编辑组[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马石江同志生平；给父亲的告别信；马石江和我一同起步；忆马石

江青少年时期片断；深切怀念马石江同志；悼念良师益友马石江等文章。 

  

 

［正题名］基督教文化学刊 

［书目卷册］第 7 辑·2002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八个专栏，收录了《基督教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洛克的宗教与政

治论》、《基督教伦理与世俗主义伦理：一个批判性的比较》等十四篇对基督教文化进行研究

的文章。 

［主题词］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丛刊 

  

 

［正题名］八千里路追穷寇 

［副题名］陈庚兵团南征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王永春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第二野战军/军史/中国/1949 

［知识责任］王永春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81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文献档案”、“回忆录”、“专题资料”、“人物介绍”、“会议介绍”、

“小资料”、“译文选登”七个栏目。 

  



 

［正题名］华东军区 第三野战军简史 

［第一责任人］王辅一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凭借翔实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录等资料，生动记述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

的光荣征战历程，全面介绍其自身建设和发展、沿革情况。 

［知识责任］王辅一 著 

  

 

［正题名］中共党史资料 

［书目卷册］第 82 辑 

［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的文章有：“周恩来给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信”；“关于加强专家

工作的几项具体办法”；“我的前半生”；“周恩来、邓小平与北京农大的回迁”等。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白崇禧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风流特使唐生明 

［第一责任人］沈美娟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美娟书系 

［知识责任］沈美娟 著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孔祥熙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李宗仁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阎锡山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主题词］军阀/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职业杀手王亚樵 

［第一责任人］沈美娟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美娟丛书 

［知识责任］沈美娟 著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胡宗南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张学良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冯玉祥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杨虎城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毛泽东与人民军队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萧长书，李怀，萧巍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知识责任］萧长书 编著 

［知识责任］李怀 编著 

［知识责任］萧巍 编著 

  

 

［正题名］毛泽东与人民军队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萧长书，李怀，萧巍编著 

［出版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知识责任］萧长书 编著 

［知识责任］李怀 编著 

［知识责任］萧巍 编著 

  

 

［正题名］中国秘密社会 

［第一责任人］谭松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清代会党 

［第一责任人］欧阳恩良，潮龙起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卷论述了秘密会党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在晚清时期的分化与演变。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主题词］会党/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谭松林 主编 

［知识责任］欧阳恩良 著 

［知识责任］潮龙起 著 

  

 

［正题名］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 

［第一责任人］胡国枢著 

［出版者］杭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光复会/研究 

［主题词］辛亥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胡国枢 著 

  

 

［正题名］载物集 

［副题名］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 

［第一责任人］周启锐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学林忆往 

［附注内容］周一良先生是国际知名的魏晋南北朝史和敦煌学专家、中国亚洲史与日本研究

的奠基人之一。本书收录纪念文章 50 余篇，对周一良先生的学术道路和成就进行了细致评

述。 

［知识责任］周启锐 编 

  

 

［正题名］福建海外交通史 

［第一责任人］廖大珂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分“秦汉时期福建海外交通的起步”到“福建对外文化交流”七个篇章，

回顾了福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的海洋时代，追寻了福建海外交通的发展嬗变，探索了福

建海外交通的发展规律。 

［主题词］海上运输/交通运输史/福建省/史料 

［知识责任］廖大珂 著 

  

 

［正题名］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四十八辑（总第一四八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正题名］林徽因·林长民·林孝恂 

［第一责任人］陈新华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cgrs225f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十四章和三个附录，主要包括：婚礼背后，政海迭波，万种风情无地

着，梁家儿媳，黎明前夕，教授生涯，人间四月天，家族遗风等。 

［知识责任］陈新华 著 

  

 

［正题名］孽海枭雄戴笠 

［第一责任人］沈美娟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美娟书系 

［知识责任］沈美娟 著 

  

 

［正题名］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 

［第一责任人］李喜所，胡志刚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cgrs225f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主要包括：百年一梦——解读梁家，探源——南国飞出个金凤凰，永

垂不朽是文章，群星闪烁——渐为平常百姓家等，叙述梁启超及家族后世几代人百年的生活

足迹。。 

［知识责任］李喜所 著 

［知识责任］胡志刚 著 

  

 

［正题名］李叔同·李世珍·李麟玉 

［第一责任人］田涛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百年家族 cgrs225f 林言椒，李喜所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共有七章，主要包括：裂变年代、门风与世风、国粹与西洋艺术、一半勾

留是此湖、佛门苦旅、不能忘却的家族等内容以李叔同为主要人物，从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观

照李叔同家族的历史。 

［知识责任］田涛 著 

  



 

［正题名］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 

［第一责任人］（法）索安著 

［译者］吕鹏志，陈平等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世界汉学论丛 

［主题词］道教/研究/西方国家 

［知识责任］索安 著 

［次知识责任］吕鹏志 译 

［次知识责任］陈平 译 

  

 

［正题名］长河同泳 

［副题名］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友谊 

［第一责任人］张恩和，张洁宇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郭沫若和毛泽东结识、相交，历时整整五十年，二人的交谊在共同理想的照耀

下，随着时间的前进不断的发展和加深，本书就对这段历经风雨的友谊进行了记述。 

［知识责任］张恩和 著 

［知识责任］张洁宇 著 

  

 

［正题名］西北民族论丛 

［书目卷册］第一辑 

［第一责任人］周伟洲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对西北民族历史上的坎儿井的起源、传播与吐鲁番的坎儿井文化的论

述，西夏文《同义》词书的研究，还有对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的考释等。 

［主题词］民族历史/西北地区/文集 

［知识责任］周伟洲 主编 

  

 

［正题名］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 

［第一责任人］崔丕主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华史学文库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现代 

［知识责任］崔丕 主编 

  

 



［正题名］中国诗学史 

［丛书］清代卷 

［第一责任人］陈伯海，蒋哲伦主编 

［译者］刘诚著 

［出版者］鹭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将诗学观念与接受主体、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在阅读、批评、写作诸

环节的展现相结合，建立起一种以诗歌的接受史为视角，用接受范式来整合多元材料的论述

模式，进而架构起历史与逻辑相互结合的理论体系。本卷书详述了清代时期的诗学状况。 

［主题词］诗歌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陈伯海 主编 

［知识责任］蒋哲伦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诚 著 

  

 

［正题名］清代诗坛第一家 

［副题名］吴梅村研究 

［第一责任人］叶君远著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吴梅村又名吴伟业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作者的十七篇论文，考证吴梅村一生中几个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订

正以往年谱的乖误，提出了研究吴梅村的总体观点，并评价了“梅村体”的重要地位，以及

对当时“娄东诗派”的影响。 

［主题词］诗人/人物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叶君远 著 

  

 

［正题名］晚清哲学 

［第一责任人］蒋国保，余秉颐，陶清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是《清代哲学》的续篇，以近代的视角把握晚清哲学逻辑，介绍了鸦片战

争时期先驱思想家的哲学、太平天国的反礼教斗争与封建卫道哲学、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学与

旧学、维新派思想家的哲学、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与革命派哲学等内容。 

［主题词］哲学/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蒋国保 著 

  

 

［正题名］非常公民 

［副题名］溥仪轶史 

［第一责任人］王庆祥著 

［出版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影视家丛书 文献版 

［附注内容］本书依据史料进行撰写，全书包括宣统轶闻、“康德”轶闻、皇帝证人轶闻、

981 号战犯轶闻、非常公民轶闻、溥仪的灵性六章内容，力图真实地反映溥仪传奇性的一生。 

［知识责任］王庆祥 著 

  

 

［正题名］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 

［第一责任人］何宗美著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何宗美 著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杜聿明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盛世才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主题词］政治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我所知道的蒋经国 

［第一责任人］文思主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主题词］政治家/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文思 主编 

  

 

［正题名］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 

［第一责任人］王跃生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婚姻缔结和解体过程中的冲突、包办婚早婚引起的冲突、夫妻

冲突、休妻的规定与实践、婚姻冲突中的法律意识及政策运用等。 

［主题词］婚姻家庭纠纷/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王跃生 著 

  

 

［正题名］老上海文化奇葩 

［副题名］上海佛学书局 

［第一责任人］孟令兵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主题词］佛教/组织 

［知识责任］孟令兵 著 

  

 

［正题名］中国考试发展史 

［第一责任人］刘海峰，田建荣，张亚群，郑若玲著 

［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新世纪考试科学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重点图书 

［主题词］考试制度/教育史/中国 

［知识责任］刘海峰 著 

［知识责任］田建荣 著 

［知识责任］张亚群 著 

［知识责任］郑若玲 著 

  

 

［正题名］ 端与终结 

［副题名］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 



［第一责任人］章培恒，陈思和主编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是有关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论文集。主要内容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

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问题；有关 20 世纪文学的内在分期问题；有关台湾文学或港澳

文学的分期的讨论；有关文学史分期观念和方法更新的探讨。 

［主题词］文学史/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章培恒 主编 

［知识责任］陈思和 主编 

  

 

［正题名］徐志摩未刊日记 

［副题名］外四种 

［第一责任人］徐志摩著 

［译者］虞坤林整理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知识责任］徐志摩 著 

［次知识责任］虞坤林 整理 

  

 

［正题名］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四十九辑（总第一四九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正题名］中国结 

［副题名］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 

［第一责任人］王永钦主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研究/中国 

［主题词］台湾问题/史料 

［知识责任］王永钦 主编 

  

 

［正题名］将军夫人传 

［副题名］共和国将军夫人们的纪实追踪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赵云声，王红晖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罗瑞卿、吕正操、邓华、刘亚楼、张云逸、肖华、杨成武、许世友、



李达、杨勇诸将军的夫人及李贞将军的生平。 

［主题词］妇女/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云声 主编 

［知识责任］王红晖 主编 

  

 

［正题名］将军夫人传 

［副题名］共和国将军夫人们的纪实追踪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赵云声，王红晖主编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罗瑞卿、吕正操、邓华、刘亚楼、张云逸、肖华、杨成武、许世友、

李达、杨勇诸将军的夫人及李贞将军的生平。 

［主题词］妇女/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赵云声 主编 

［知识责任］王红晖 主编 

  

 

［正题名］補聽集 

［副题名］吴宗济自选集 

［第一责任人］吴宗济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名家心语丛书 cgrs225h 第三辑 

［附注内容］本书收集了作者为多种图书写的序言、对外交流的调查报告，以及杂文、杂忆

和部分诗词。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吴宗济 著 

  

 

［正题名］梅兰芳珍藏老像册 

［第一责任人］梅兰芳纪念馆编 

［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从梅兰芳生前珍藏的照片中遴选出 280 余幅，分个人集、家世家庭及子女

集、舞台及伶界友人集、社会活动及各界名人集、国外访问集等 7 个部分，比较完整地反映

了梅兰芳的艺术和生活轨迹，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 

  

 

［正题名］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 

［第一责任人］黎仁凯，姜文英…[等]著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上篇：19 与 20 世纪之交的直隶社会；中篇：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兴

衰；下篇：直隶社会各阶层心态分析。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研究/河北省 

［主题词］社会分析/河北省/清后期 

［知识责任］黎仁凯 著 

［知识责任］姜文英 著 

  

 

［正题名］中国秘密社会 

［第一责任人］谭松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七卷 

［丛书］当代会道门·当代黑社会组织 

［第一责任人］谭松林，彭邦富主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卷研究了新中国建立后会道门、邪教和黑社会的犯罪活动，及人民政府对它

们的取缔与打击。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主题词］反动会道门/研究/中国/现代 

［主题词］犯罪集团/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谭松林 主编 

［知识责任］彭邦富 主编 

  

 

［正题名］中国秘密社会 

［第一责任人］谭松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清代教门 

［第一责任人］曹新宇，宋军，鲍齐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卷论述了清代秘密教门的发展、大规模武装暴动及 始从民间秘密结社向会

道门转化等。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主题词］宗教/教派/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谭松林 主编 

［知识责任］曹新宇 著 

［知识责任］宋军 著 

［知识责任］鲍齐 著 

  

 

［正题名］中国秘密社会 

［第一责任人］谭松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民国会道门 

［第一责任人］陆仲伟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卷分为民国时期会道门概述、北洋政府时期会道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前

期会道门的分化、抗日战争时期会道门的反动、民国后期会道门的没落等五章，揭示了民国

年间秘密教门在转化为会道门以后反社会的历史。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主题词］反动会道门/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谭松林 主编 

［知识责任］陆仲伟 著 

  

 

［正题名］中国秘密社会 

［第一责任人］谭松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元明教门 

［第一责任人］连立昌，秦宝琦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在元代， 端教派白莲宗逐步分化，在元末农民起义的酝酿和发展过程中，逐

渐演变成了具有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白莲教；明中叶，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一些人又利用

白莲教的模式，创立的诸多以宗教为名称的秘密团体，如罗教、黄天教等。本书对这些教门

的出现与发展进行了研究。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主题词］宗教/教派/研究/中国/元代 

［主题词］宗教/教派/研究/中国/明代 

［知识责任］谭松林 主编 

［知识责任］连立昌 著 

［知识责任］秦宝琦 著 

  

 

［正题名］震撼世界一千天 

［副题名］志愿军将士战场实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林源森…[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林源森 主编 

  

 

［正题名］震撼世界一千天 

［副题名］志愿军将士战场实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林源森…[等]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知识责任］林源森 主编 

  

 

［正题名］中国水运史 

［丛书］古代部分 

［第一责任人］房仲甫，李二和著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古代水运史。全

书共分九章。 

［主题词］水路运输/交通运输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房仲甫 著 

［知识责任］李二和 著 

  

 

［正题名］郑伯克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郑伯克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在财贸部门、在中央组织部、中共云南地下

党的平反和为我恢复政治名誉”几个篇幅的连 下，构成了作者的回忆内容。并附有作者创

作的诗作品。 

［知识责任］郑伯克 著 

  

 

［正题名］神秘的滇藏河流 

［副题名］横断山脉江河流域的人文与植被 

［并列题名］The Mystery Rivers of Tibet 

［第一责任人］（英）F. 金敦·沃德著 

［译者］李金希，尤永弘译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雪域旧旅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英国植物学家在 20 世纪初对横断山脉河流及植物的考察游记，第一次

向世人介绍了这一地区的水文地理、植物概貌、风土人情、趣闻逸事。 

［主题词］人文地理/横断山脉 

［主题词］植被/横断山脉 



［主题词］游记/横断山脉 

［知识责任］沃德 著 

［次知识责任］李金希 译 

［次知识责任］尤永弘 译 

  

 

［正题名］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 

［副题名］乔治·波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 

［第一责任人］（英）克莱门茨·R. 马克姆编著 

［译者］张皓，姚乐野译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雪域旧旅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西藏的乔治·波格尔，以及另一位 早访问西

藏的英国人托马斯·曼宁在西藏的见闻。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西藏自治区/清代 

［知识责任］马克姆 编著 

［次知识责任］张皓 译 

［次知识责任］姚乐野 译 

  

 

［正题名］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 

［第一责任人］余定邦，黄重言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中国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是近邻，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的历史。从汉代 始，

马来半岛已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交通联系的桥梁。本书将我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

的史料基本全部辑录出来，并对其中人名、地名作了简要注释。计有汉代至元代古籍 25 种，

明代古籍 24 种，清代古籍 81 种及其他 4 种，共计 134 种，是研究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

关系史的必备资料。 

［主题词］古籍整理/中国/文集 

［主题词］历史/资料/马来西亚/汇编 

［主题词］历史/资料/新加坡/汇编 

［知识责任］余定邦 编 

［知识责任］黄重言 编 

  

 

［正题名］经深峡幽谷走进康藏 

［副题名］一个自然科学家经伊洛瓦底江到扬子江的游历 

［第一责任人］（英）赫伯特·斯蒂文斯著 

［译者］章汝雯，曹霞译 

［出版者］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雪域旧旅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是英国自然科学家赫伯特·斯蒂文在 20 世纪 20 年代考察中国西南边陲时

所写的游记，详尽地描述了沿途各地，尤其是藏区奇特的自然风光、民风民情、地理概貌等。 

［主题词］游记/西南地区/近代 

［知识责任］斯蒂文斯 著 

［次知识责任］章汝雯 译 

［次知识责任］曹霞 译 

  

 

［正题名］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张文秋著 

［出版者］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知识责任］张文秋 著 

  

 

［正题名］新纪元文存 

［书目卷册］初编 

［第一责任人］季羡林著 

［出版者］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9 

［丛编题名］名家心语丛书 

［附注内容］季羡林自选集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季羡林 著 

  

 

［正题名］步入中国清廷仕途 

［副题名］赫德日记（1854-1863）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美）凯瑟琳·F·布鲁纳，约翰·K·费正清，理查德·J·司马富编 

［译者］傅曾仁…[等]译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 

［主题词］海关/史料/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布鲁纳 编 

［知识责任］费正清 编 

［知识责任］司马富 编 

［次知识责任］傅曾仁 译 

［次知识责任］刘壮翀 译 

［次知识责任］潘昌运 译 

［次知识责任］王联祖 译 



  

 

［正题名］中国皇家卫队 

［第一责任人］王镜轮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走进皇宫系列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从先秦至秦朝禁卫规模 始讲起，以历代宫廷为舞台，从禁卫军的建制、

沿革、兴衰、扈驾左右、保卫皇宫、参与政变等多方面展示中国皇家卫队从诞生到清末两千

余年的历史。 

［主题词］禁军/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知识责任］王镜轮 著 

  

 

［正题名］蒋天枢传 

［第一责任人］朱浩熙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的是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忠笃弟子和托命之人——蒋天枢献身于中

国文化事业的真实故事。 

［知识责任］朱浩熙 著 

  

 

［正题名］将星耀中原 

［副题名］八位河南籍将军的传奇 

［第一责任人］韩晓磊，江方仁编著 

［出版者］黄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军事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韩晓磊 编著 

［知识责任］江方仁 编著 

  

 

［正题名］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 

［副题名］1860～1916 

［第一责任人］张朋园著 

［出版者］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海外名家名作 

［附注内容］本书分背景分析、外力冲击与心理转变、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社会

的现代化五章，对湖南省 1860 年至 1916 年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理清了这

一时期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发展的基本脉络。 

［主题词］现代化/研究/湖南省/1860～1916 

［主题词］地方史/湖南省/1860～1916 



［知识责任］张朋园 著 

  

 

［正题名］李凌集 

［第一责任人］[李凌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文集所收内容广泛，内容涉及广泛：从世界政治经济研究到中国丝绸之路考

古；从哲学认识论探讨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从中国教育史概要到影视戏剧评论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李凌 著 

  

 

［正题名］海军征战纪实 

［第一责任人］黄传会，舟欲行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解放军征战卷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刻画和讴歌了在海军建设上注入全部心血的共和国领导人和为海军事

业作出过杰出贡献、为保卫祖国海疆打出国威军威的海军将士，在真实再现人民海军 50 年

光辉历程的基础上，融入了深具历史感的思考。 

［主题词］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黄传会 著 

［知识责任］舟欲行 著 

  

 

［正题名］秋收起义纪实 

［第一责任人］吴振录，邱恒聪著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革命暴动卷 

［附注内容］“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等人酝酿并发动了秋收起义，数路人马挥师长沙，

然而强敌之下，进攻迅速败北。毛泽东果断率领部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 始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进军，终使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在井冈山燃成燎原之势。 

［主题词］秋收起义（1927）/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吴振录 著 

［知识责任］邱恒聪 著 

  

 

［正题名］天津人口研究 



［副题名］1404～1949 

［并列题名］The Study of Tianjin Population 

［第一责任人］高艳林著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社科博士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获得南 大学“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项目资助 

［附注内容］全书以 1860 年天津 埠为界分为两编，共九章。上编“ 埠前天津人口的来

源及其性质的变化”按照人口性质逐渐演化的特点进行了论述；下编“ 埠后天津人口的继

续发展”，对 1860-1949 年这一时期的天津人口状况进行若干方面研究。提出了 1404-1949

年天津人口史给予人们的一些有益启示。 

［主题词］人口/研究/天津市/1404～1949 

［知识责任］高艳林 著 

  

 

［正题名］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四十七辑（总第一四七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不编目，入藏期刊处 

  

 

［正题名］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副题名］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 

［第一责任人］肖平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古典思想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以近现代中日佛教徒相互交涉的具体史实为依据，并结合中日双方的社会

背景，探讨了在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过程中，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各种联系及受到的影响。 

［主题词］中日关系/佛教史/近代 

［知识责任］肖平 著 

  

 

［正题名］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副题名］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 

［第一责任人］朱峰著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 cgrs225h 第六辑 cgrs225f 吴梓明主编 

［主题词］基督教/教会学校 

［主题词］女子大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教育史/妇女教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峰 著 

  

 

［正题名］红色风暴之谜 

［副题名］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 

［第一责任人］张建华等著 

［出版者］中国城市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丛编题名］红色风暴系列 

［附注内容］红色风暴起源于 18 世纪的彼得大帝时期，持续爆发于整个俄国和苏联时代，

本书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之谜。 

［主题词］历史/研究/俄罗斯 

［知识责任］张建华 著 

  

 

［正题名］中国货币思想史 

［书目卷册］上 

［丛书］古代卷 

［第一责任人］张家骧主编 

［译者］万安培，邹进文副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中国货币理论的历史发展情况，本卷为古代卷，包括先秦至唐代的货

币思想、宋至清代（1840 年以前）的货币思想两编。 

［主题词］货币史/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家骧 主编 

［次知识责任］万安培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邹进文 副主编 

  

 

［正题名］中国货币思想史 

［书目卷册］下 

［丛书］近现代卷 

［第一责任人］张家骧主编 

［译者］万安培，邹进文副主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中国货币理论的历史发展情况，本卷为古代卷，包括先秦至唐代的货

币思想、宋至清代（1840 年以前）的货币思想两编。 

［主题词］货币史/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家骧 主编 

［次知识责任］万安培 副主编 

［次知识责任］邹进文 副主编 

  



 

［正题名］强掳·诉讼·和解 

［副题名］花冈华工惨案始末 

［第一责任人］骆为龙主编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日本问题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了中日两国学者、专家及有关人士对花冈事件的评述文章近 20 余篇。

书后附录收入花冈事件大事年表、新华社的有关报道等资料。 

［主题词］花冈惨案/研究 

［知识责任］骆为龙 主编 

  

 

［正题名］民国野史 

［第一责任人］许金城，许肇基辑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旧版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民国时期的兴中会秘辛、吴樾为革命牺牲、红花岗上忠魂碑、记女

斗士徐宗汉、黄兴在革命中恋爱、绛衣将军愚忠等一百多篇野史著作。 

［主题词］野史/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许金城 辑 

［知识责任］许肇基 辑 

  

 

［正题名］中国秘密社会 

［第一责任人］谭松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总论 

［第一责任人］秦宝琦，谭松林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卷概述了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产生的渊源与经

过，它们的性质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与现状。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谭松林 主编 

［知识责任］秦宝琦 著 

  

 

［正题名］火刑 

［副题名］日本战犯供述档案揭秘 

［第一责任人］公安部档案馆编 

［出版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战犯/回忆录/日本 

  

 

［正题名］从晚清名臣到抗日楷模 

［副题名］韩国钧生涯 

［第一责任人］谢静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谢静 著 

  

 

［正题名］洪学智回忆录 

［第一责任人］[洪学智口述] 

［译者］[王波，张延扬整理]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七章：战斗在大别山、西征转战川陕、艰苦的抗战岁月、东北战场的

较量、挥师入关南下、抗美援朝战争、新的考验与挑战。记录了著名将军洪学智的革命生涯。 

［知识责任］洪学智 口述 

［次知识责任］王波 整理 

［次知识责任］张延扬 整理 

  

 

［正题名］黄世仲年谱长编 

［第一责任人］郭天祥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以记述谱主黄世仲先生的生平思想活动为主，同时也兼收与谱主有关的资

料。 

［知识责任］郭天祥 著 

  

 

［正题名］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 

［副题名］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 

［并列题名］The Ever-Victorious Army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第一责任人］（美）R. J. 史密斯著 

［译者］汝企和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丛编题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cgrs225f 王庆成，虞和平主编 

［附注内容］根据 KTO 出版社 1978 年版翻译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西方介入中国军务的源起而聚焦于“常胜军”。常胜军是外国人指挥

的中国军队，曾于 1860-1864 年在战略重镇上海地区与太平军作战。本书详尽地论述了太平

天国叛乱时期华尔与戈登所统率的常胜军的起源、发展、组织、管理与成就。 



［主题词］雇佣军/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史密斯 著 

［次知识责任］汝企和 译 

  

 

［正题名］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第一责任人］（日）谷川道雄著 

［译者］马彪译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世界汉学论丛 

［附注内容］本书是以六朝时代为中心的社会基层结构的考察，汇集了基于这种考察而论及

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特性的文章，分为四编，分别是中国中世社会论说、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

的方法与课题、士大夫伦理与共同体及其国家、六朝名望家统治的构想。 

［主题词］社会发展/研究/中国/古代 

［主题词］汉学 

［知识责任］谷川道雄 著 

［次知识责任］马彪 译 

  

 

［正题名］法国汉学 

［书目卷册］第七辑 

［丛书］宗教史专号 

［并列题名］Sinologie Francaise 

［第一责任人］《法国汉学》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汉学/研究/法国/文集 

［主题词］宗教史/文集 

  

 

［正题名］日本学 

［书目卷册］第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2.1 

［附注内容］本辑内容包括：“沉重悼念周一良先生”、“近世日本回归华夷秩序的努力与挫

折”、“岛原天草起义试论”、“中国日本学的奠基人——黄遵宪研究述评”等。 

  

 

［正题名］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 

［副题名］1940～1995 

［并列题名］History of Austrualia-Asia Relatios 

［副题名］1940～1995 



［第一责任人］张秋生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认识澳洲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与澳亚关系起源、第二次世界

大战与澳亚关系的转折(1940～1945)、冷战格局中的澳亚关系(1945～1969)、澳大利亚“面

向亚洲”政策的形成(1975～1995)等。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澳大利亚/亚洲/1940～1995 

［知识责任］张秋生 著 

  

 

［正题名］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第一责任人］徐庆全著 

［出版者］经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知识责任］徐庆全 著 

  

 

［正题名］意大利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意）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意）马西尼（Federico Masini）著 

［译者］萧晓玲，白玉崑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附注内容］意大利外交部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叙事的时间跨度，上起古代罗马帝国，下讫 1911 年清朝灭亡，共有 20

多世纪，介绍了意大利与中国交往的历史。 

［主题词］国际关系史/中国/意大利 

［知识责任］白佐良 著 

［知识责任］Bertuccioli 著 

［知识责任］马西尼 著 

［知识责任］Masini 著 

［次知识责任］萧晓玲 译 

［次知识责任］白玉崑 译 

  

 

［正题名］中国历代战争年表 

［书目卷册］上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中华传统军事系列 

［主题词］战争史/历史年表/中国 

  



 

［正题名］中国历代战争年表 

［书目卷册］下卷 

［第一责任人］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中华传统军事系列 

［主题词］战争史/历史年表/中国 

  

 

［正题名］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迁 

［副题名］“华北乡村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责任人］王先明，郭卫民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中国乡村史，内容涉及乡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乡村社会、文化

与权力结构的变迁等诸多方面。 

［主题词］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华北地区 

［知识责任］王先明 主编 

［知识责任］郭卫民 主编 

  

 

［正题名］北大史学 

［并列题名］Clio at Beida 

［书目卷册］9 

［第一责任人］何顺果，房德邻主编 

［译者］北京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中外历史学论文、述评、读史札记、书评共 20 篇，包括：“关于当代

西方社会史学内在性关系的思考”，“北魏墓志丛札（一）”，“评〈倭人非日本人论〉”等。 

［主题词］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何顺果 主编 

［知识责任］房德邻 主编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2002.3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纪念彭真诞辰 100 周年、北平特别市成立初期法规选、北京市

重要文献选、蔡元培先生与新文学革命等。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北京市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副题名］贺麟著作集之一 

［第一责任人］贺麟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西方哲学的绍

述与融会、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下篇主要讨论了知行问题。 

［主题词］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贺麟 著 

  

 

［正题名］林彪的这一生 

［第一责任人］少华，游胡[编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知识责任］少华 编著 

［知识责任］游胡 编著 

  

 

［正题名］上海闺秀 

［副题名］一个妇人的人生自传 

［第一责任人］鸥守机著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是一位八十一岁的老妇人，在垂暮之年写成一部自传，以志自己一生

的劬劳，同时留给儿孙一些做人的教训。 

［主题词］妇女/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鸥守机 著 

  

 

［正题名］彼岸的目光 

［副题名］晚清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在云南 

［第一责任人］李 义，殷晓俊著 

［出版者］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彼岸的目光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晚清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在云南拍摄下的照片和一些日记、信件。这些

照片是 完整地记录云南地区的纪实性照片，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主题词］地方史/史料/清后期/云南省 

［知识责任］李 义 著 



［知识责任］殷晓俊 著 

  

 

［正题名］陈赓日记 

［第一责任人］陈赓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知识责任］陈赓 著 

  

 

［正题名］清风阅览故纸堆 

［第一责任人］鲍传江著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故纸居然成堆；敬惜字纸；文化爆米花；晚清小学堂课文三则；段

亨福扛包挣了不少钱等内容。 

［主题词］杂文/中国/当代/文集 

［知识责任］鲍传江 著 

  

 

［正题名］刘季平文集 

［第一责任人］刘季平著 

［译者］张彦博…[等]编 

［译者］《刘季平文选》编审组[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收入作者在不同时期的文章和讲话 80 余篇。内容分为三部分：探索求实

篇、教育理念篇和回顾思索篇。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刘季平 著 

［次知识责任］张彦博 编 

  

 

［正题名］从一大到十六大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颖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收入本书的是当事人的回忆，专家学者撰写的介绍或研究文章。亲历者的所见

所闻，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专家学者的论著也都是在查阅档案资料后经加工深

化而成的，有根有据，令人信服。 

［知识责任］李颖 编 

  

 



［正题名］从一大到十六大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颖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收入本书的是当事人的回忆，专家学者撰写的介绍或研究文章。亲历者的所见

所闻，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专家学者的论著也都是在查阅档案资料后经加工深

化而成的，有根有据，令人信服。 

［知识责任］李颖 编 

  

 

［正题名］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 

［第一责任人］马社香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回顾朱旦华求学岁月、国难当头、风云突变、新疆牢狱、返回延安、

三年困难时期、出国奇遇以及桑榆晚年等 21 章内容反映了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 

［主题词］朱旦华/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妇女/领导人员/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马社香 著 

  

 

［正题名］屈武回忆录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屈武口述 

［译者］陈江鹏执笔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我国著名政治活动家、民革卓越领导人屈武的一生，史料珍贵详实

可信，文字质朴生动流畅，是屈武长达七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和将近一个世纪人生旅程的真实

写照。 

［知识责任］屈武 口述 

［次知识责任］陈江鹏 执笔 

  

 

［正题名］屈武回忆录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屈武口述 

［译者］陈江鹏执笔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记述了我国著名政治活动家、民革卓越领导人屈武的一生，史料珍贵详实

可信，文字质朴生动流畅，是屈武长达七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和将近一个世纪人生旅程的真实

写照。 



［知识责任］屈武 口述 

［次知识责任］陈江鹏 执笔 

  

 

［正题名］蒋介石家世 

［第一责任人］齐鹏飞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知识责任］齐鹏飞 著 

  

 

［正题名］文史资料选辑 

［书目卷册］第五十辑（总第一五○辑）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正题名］中国秘密社会 

［第一责任人］谭松林主编 

［书目卷册］第六卷 

［丛书］民国帮会 

［第一责任人］邵雍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卷分为民国成立前帮会的兴盛、民国初年帮会的演变、北洋政府时期帮会的

兴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帮会势力的膨胀、抗日战争时期帮会的分化、南京国民政府覆亡时

期帮会的没落六章，主要揭示了民国时期帮会向黑社会转化的历程。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谭松林 主编 

［知识责任］邵雍 著 

  

 

［正题名］近代天津十二大名医 

［第一责任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近代天津名人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中国现代肿瘤医学创始人金显宅；跨越两个世纪的百岁大夫孙璧儒等

十二名西医，都是在天津行医数十年，并在各医科上有所建树的已故先辈名医。 

［主题词］医生/生平事迹/天津市/近代 

  

 

［正题名］胡风三十万言书 



［第一责任人］胡风著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三十万言书共分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

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共约 28 万字。此书较集中

地反映了作者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是研究胡风的重要资料。 

［主题词］文艺思想/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胡风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小说编年 

［第一责任人］陈大康著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著录自道光二十年（1840）至宣统三年（1911）共 72 年有关小说创作的

重要事件，其中包括新作品问世、已有作品再版、作家概况、重要理论论著、清政府关于小

说的政策以及小说出版机构等。 

［主题词］小说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陈大康 著 

  

 

［正题名］满族与萨满教 

［第一责任人］王宏刚著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与文化丛书 cgrs225f 赵锦元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满族及其萨满教文化，内容涉及萨满教信仰观念、创世神话《天宫

大战》与三百女神神系、萨满祭礼、萨满神偶、神判与卜术、萨满教文学、萨满艺术、萨满

教与满族民俗等。 

［主题词］满族/萨满教/研究/中国 

［主题词］满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宏刚 著 

  

 

［正题名］靖国神社揭秘 

［第一责任人］祁隆编著 

［出版者］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靖国神社是一个什么地方？它到底有些什么内容，为何在国际上如此敏感？它

对于我们反省历史、批判军国主义有何启迪？本书对这些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述。 

［主题词］军国主义/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祁隆 编著 

  

 



［正题名］西北解放战争纪实 

［第一责任人］袁德金，刘振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解放战争历史纪实 

［附注内容］本书分“撤退延安”、“分兵内外线”、“宜川大捷”、“解放西安”、“和平解放新

疆”等 29 章，全面记述了西北解放战争。 

［主题词］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西北地区/史料 

［知识责任］袁德金 著 

［知识责任］刘振华 著 

  

 

［正题名］清初三礼学 

［第一责任人］林存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明清史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复兴三礼学的酝酿与发展、经学诸大师的三礼学、儒臣对三礼学的

倡导与撰著等问题的分析阐述，系统地揭示了清代“三礼”之学产生的思想渊源、本质特征、

学术贡献，以及发展与流变的轨迹。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林存阳 著 

  

 

［正题名］刘少奇的 后岁月 

［副题名］1966～1969 

［第一责任人］黄峥编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选编了十余篇文章，旨在回顾和缅怀刘少奇同志一生的 后岁月，铭记老

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记取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 

［知识责任］黄峥 编著 

  

 

［正题名］从人到鬼 从鬼到人 

［副题名］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研究 

［第一责任人］袁韶莹，杨瑰珍编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主题词］战犯/劳动改造/日本 

［主题词］侵华/战犯/日本/史料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袁韶莹 编著 

［知识责任］杨瑰珍 编著 

  

 

［正题名］时代印记 

［副题名］穿行于中国百年报刊之林 

［书目卷册］第壹卷 

［丛书］历史草稿（頭條新闻） 

［第一责任人］周伟主编 

［译者］高振强编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介绍 20 世纪社会上发生的重大头条新闻的书。书中编选了 100 年

间数百种报刊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见证重大历史关头的重要新闻头条。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1901～2001/史料 

［主题词］新闻/作品/中国/1901～2001/选集 

［知识责任］周伟 主编 

［次知识责任］高振强 编著 

  

 

［正题名］时代印记 

［副题名］穿行于中国百年报刊之林 

［书目卷册］第贰卷 

［丛书］思想原声（新闻評論） 

［第一责任人］周伟主编 

［译者］刘兰肖编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介绍 20 世纪以来新闻评论的书。书中编选了曾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或对社会起重要推进作用的重要社论和时评。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1901～2001/史料 

［主题词］评论性新闻/中国/1901～2001/选集 

［知识责任］周伟 主编 

［次知识责任］刘兰肖 编著 

  

 

［正题名］时代印记 

［副题名］穿行于中国百年报刊之林 

［书目卷册］第叁卷 

［丛书］世态万象（社會新聞） 

［第一责任人］周伟主编 

［译者］魏亚萍编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介绍 20 世纪以来社会各种新闻的书。书中编选了社会百业新闻或

流行一时的奇谈怪事。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1901～2001/史料 

［主题词］新闻/作品/中国/1901～2001 

［知识责任］周伟 主编 

［次知识责任］魏亚萍 编著 

  

 

［正题名］时代印记 

［副题名］穿行于中国百年报刊之林 

［书目卷册］第肆卷 

［丛书］惊世之书（文學書評） 

［第一责任人］周伟主编 

［译者］秋枫，白沙编著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介绍 20 世纪以来的文学书评的书。全书编选一个世纪以来报刊上

发表的文学畅销书的书评，着重于名著和名家书评。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1901～2001/史料 

［主题词］书评/中国/1901～2001/选集 

［知识责任］周伟 主编 

［次知识责任］秋枫 编著 

［次知识责任］白沙 编著 

  

 

［正题名］时代印记 

［副题名］穿行于中国百年报刊之林 

［书目卷册］第伍卷 

［丛书］工商侧影（報刊廣告） 

［第一责任人］周伟主编 

［译者］舒倩选编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本介绍 20 世纪以来报刊广告的书。编选了诸报编的各类广告图文，

以广告业作历史的脚注，从 直观的侧面展现了中国工商业于艰难世事中的曲折成长。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1901～2001/史料 

［主题词］报刊/广告/中国/1901～2001 

［知识责任］周伟 主编 

［次知识责任］舒倩 选编 

  

 

［正题名］黄裳自述 

［第一责任人］黄裳著 

［出版者］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4cgrs225f 李辉主编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黄裳 著 

  

 

［正题名］田汉自述 

［第一责任人］田汉著 

［出版者］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2cgrs225f 李辉主编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田汉 著 

  

 

［正题名］清史紀事本末 

［第一责任人］黄鴻壽编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古代史/紀事本末體/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黄鸿寿 编 

  

 

［正题名］中国遗传学史 

［第一责任人］谈家桢，赵功民主编 

［出版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遗传学/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谈家桢 主编 

［知识责任］赵功民 主编 

  

 

［正题名］民国政要百志 

［第一责任人］《〈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纵横〉精品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记述或回忆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阎西山、陈布雷等人活动的文

章。 

［主题词］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正题名］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 

［第一责任人］刘宝辰，林凤升著 



［出版者］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对战俘劳工状况进行了宏观论述，对分布在各事业场中的战俘劳工的个案

进行了微观剖析，展示了中国被掳战俘劳工在日本的矿山、码头、建筑工地受虐待、受压迫

的情况。 

［主题词］侵华事件/战俘问题/华工/日本/史料 

［主题词］战俘问题/战争罪行/史料 

［主题词］华工 

［主题词］战俘营 

［主题词］集中营 

［知识责任］刘宝辰 著 

［知识责任］林凤升 著 

  

 

［正题名］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 

［第一责任人］干春松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新生代学人文丛 cgrs225f 季羡林主编 

［主题词］儒家/研究 

［知识责任］干春松 著 

  

 

［正题名］明清史学史 

［第一责任人］傅玉璋，傅正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明代史学、明代野史、明清之际三大史学思想家、清代前

期的史学、编年体史著与纪事本末体史著的发展、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方志学与沿革地理等。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傅玉璋 著 

［知识责任］傅正 著 

  

 

［正题名］保定历史大事纪略 

［第一责任人］保定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保定历史文化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保定市/先秦时代～1948 

［主题词］地方史/大事记/保定市/先秦时代～1948 

  

 

［正题名］保定历史名人传略 



［第一责任人］保定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保定历史文化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保定市/先秦时代～1948 

［主题词］历史人物/列传/保定市/先秦时代～1948 

  

 

［正题名］燕南赵北民俗 

［第一责任人］保定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保定历史文化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保定市/先秦时代～1948 

［主题词］风俗习惯/保定市/先秦时代～1948 

  

 

［正题名］清西陵史话 

［第一责任人］保定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保定历史文化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保定市/先秦时代～1948 

［主题词］陵墓/概况/中国/清代 

  

 

［正题名］燕南赵北传奇故事选 

［第一责任人］保定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保定历史文化丛书 

［主题词］地方史/保定市/先秦时代～1948 

［主题词］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 

  

 

［正题名］百年学案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杨向奎…[等]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对孟森、陈垣、鲁迅、熊十力、陈寅恪、刘半农等 20 世纪的 6 位名人的

学术思想进行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 

［主题词］思想家/思想评论/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杨向奎 著 



  

 

［正题名］百年学案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杨向奎…[等]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对胡适、郭沫若、顾颉刚、傅斯年、冯友兰等 20 世纪的 7 位名人的学术

思想进行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 

［主题词］思想家/思想评论/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杨向奎 著 

  

 

［正题名］近现代名人小传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沃丘仲子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名人/列传/中国/近代 

［主题词］名人/列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沃丘仲子 著 

  

 

［正题名］近现代名人小传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沃丘仲子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名人/列传/中国/近代 

［主题词］名人/列传/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沃丘仲子 著 

  

 

［正题名］吴汝纶全集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清）吴汝纶撰 

［译者］施培毅，徐寿凯校点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安徽古籍丛书 cgrs225h 第 9 辑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 

［附注内容］该书包括了文集、诗集、易说、尚书故、夏小正私笺、尺牍、日记以及东游丛

录等 8 部分。收录有《代陈伯之答丘迟书》、《汤勉斋墓志铭》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吴汝纶 撰 

［次知识责任］施培毅 校点 

［次知识责任］徐寿凯 校点 

  

 

［正题名］吴汝纶全集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清）吴汝纶撰 

［译者］施培毅，徐寿凯校点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安徽古籍丛书 cgrs225h 第 9 辑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 

［附注内容］该书包括了文集、诗集、易说、尚书故、夏小正私笺、尺牍、日记以及东游丛

录等 8 部分。收录有《代陈伯之答丘迟书》、《汤勉斋墓志铭》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吴汝纶 撰 

［次知识责任］施培毅 校点 

［次知识责任］徐寿凯 校点 

  

 

［正题名］吴汝纶全集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清）吴汝纶撰 

［译者］施培毅，徐寿凯校点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安徽古籍丛书 cgrs225h 第 9 辑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 

［附注内容］该书包括了文集、诗集、易说、尚书故、夏小正私笺、尺牍、日记以及东游丛

录等 8 部分。收录有《代陈伯之答丘迟书》、《汤勉斋墓志铭》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吴汝纶 撰 

［次知识责任］施培毅 校点 

［次知识责任］徐寿凯 校点 

  

 

［正题名］吴汝纶全集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清）吴汝纶撰 

［译者］施培毅，徐寿凯校点 

［出版者］黄山书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安徽古籍丛书 cgrs225h 第 9 辑 



［附注内容］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 

［附注内容］该书包括了文集、诗集、易说、尚书故、夏小正私笺、尺牍、日记以及东游丛

录等 8 部分。收录有《代陈伯之答丘迟书》、《汤勉斋墓志铭》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吴汝纶 撰 

［次知识责任］施培毅 校点 

［次知识责任］徐寿凯 校点 

  

 

［正题名］信步胡同 

［第一责任人］杨大洲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城市道路/北京市/画册 

［知识责任］杨大洲 著 

  

 

［正题名］“同文同种”的骗局 

［副题名］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兴亡 

［第一责任人］史桂芳著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主题词］侵华战争/历史/研究/日本/1937～1945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日本/1937～1945 

［知识责任］史桂芳 著 

  

 

［正题名］杨献珍文集 

［书目卷册］Ⅰ 

［第一责任人］杨献珍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杨献珍 著 

  

 

［正题名］杨献珍文集 

［书目卷册］Ⅱ 

［第一责任人］杨献珍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杨献珍 著 

  

 

［正题名］杨献珍文集 

［书目卷册］Ⅲ 

［第一责任人］杨献珍著 

［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知识责任］杨献珍 著 

  

 

［正题名］《述报》研究 

［副题名］对近代国人第一批自办报刊的个案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磊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述报》是 1884 年初在广州出版的一份报纸，它的存世不到一年，但是在新闻

史上站有重要地位，本书对《述报》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详细地研究。 

［主题词］报纸/新闻事业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李磊 著 

  

 

［正题名］胡适手札 

［书目卷册］上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出版者］中国线装书局 

［出版日期］2002.3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 

［第一责任人］清华大学图书馆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书 4623 种，每种书均著明书名，撰者，版本，书号，行款版式以及

藏家图章，批校题识，子目等项，并且书后附有书名，著者索引。 

［主题词］古籍/善本/图书馆目录/清华大学 

  

 

［正题名］1968 年 



［副题名］反叛的年代 

［第一责任人］（英）塔里克·阿里，（英）苏珊·沃特金斯著 

［译者］范昌龙…[等]译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附注内容］本书对 1968 年那个反叛年代的重大政治事件进行了重新诠释，生动具像地展

现了人们强烈要求改革的心声，描写了那个时代的希望、友谊、反叛和抗争，以及当时广泛

流行的嘲讽语言、另类音乐、新潮戏剧与电影。 

［主题词］政治事件/世界/1968 

［知识责任］阿里 著 

［知识责任］沃特金斯 著 

［次知识责任］范昌龙 译 

  

 

［正题名］1937 年 

［副题名］战云边上的猎影 

［副题名］《老照片》专辑 

［第一责任人］孙明经著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以信函的方式，并通过大量的摄影作品，记录了抗战爆发前的几日里，中

国人的生活情景。 

［主题词］抗日战争（1937）/史料 

［知识责任］孙明经 著 

  

 

［正题名］中国的大时代 

［副题名］罗生特在华手记 

［副题名］1941～1949 

［第一责任人］（奥）格·卡明斯基（Jacob Rosenfeld）主编 

［译者］杜文堂等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附注内容］这部失落达 50 年之久的珍贵文献是罗生特大夫在华行医和参加革命活动时的

手记，包括书信、文稿和笔记。 

［知识责任］卡明斯基 主编 

［次知识责任］杜文堂 译 

  

 

［正题名］近代中国华洋机构译名大全 

［并列题名］A Collection of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n Modern China 

［副题名］Established Translantion 

［第一责任人］孙修福编 

［出版者］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近代外国在华机构及中国机构 2.3 万余条，涉及党派、政府、军事、

经济、外交、文化、教育、宗教，以及洋行、厂矿、社团、教会、银行、医院、学校、报刊

等方面；还收录了一些机构的缩略语。 

［主题词］组织机构/中国/近代/名录/英语/汉语 

［主题词］组织机构/世界/近代/名录/英语/汉语 

［知识责任］孙修福 编 

  

 

［正题名］刘少奇百周年纪念 

［副题名］全国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集了为纪念刘少奇同志 100 周年诞辰而在北京召 的全国刘少奇生平

和思想研讨会的论文 108 篇。 

  

 

［正题名］刘少奇百周年纪念 

［副题名］全国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2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集了为纪念刘少奇同志 100 周年诞辰而在北京召 的全国刘少奇生平

和思想研讨会的论文 108 篇。 

  

 

［正题名］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雅丽著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系统地研究了战后日本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演变，从日本政治变迁、经

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以及民族性格多角度进行了透视和分析，揭示了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实

质。 

［主题词］对外政策/研究/日本/现代 

［知识责任］张雅丽 著 

  

 

［正题名］萧乾自述 

［第一责任人］[萧乾著] 

［译者］李辉主编 



［出版者］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8cgrs225f 李辉主编 

［主题词］文学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萧乾 著 

［次知识责任］李辉 主编 

  

 

［正题名］明清帝后玺印 

［第一责任人］郭福祥著 

［出版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十五章，从实物材料入手，结合相关文献，研究和探讨帝后宝玺的源

流、制作、使用、制度，以及历史背景、文化内涵等一系列问题，全书不仅从整体上对明清

帝后宝玺进行了诠释，而且还能窥见宝玺的拥有者——皇帝及后妃们的思想、情趣、性格等。 

［主题词］玉玺/中国/明清时代/图录 

［主题词］印谱/中国/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郭福祥 著 

  

 

［正题名］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第一责任人］（日）樽本照雄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2002.4 

［附注内容］本目录共收录书目总数 19000 余条，是迄今为止辑录我国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为详备的一部资料性图书。 

［主题词］书名目录/古典小说/中国/1902-1919 

［知识责任］樽本照雄 编 

  

 

［正题名］中国城池史 

［第一责任人］张驭寰著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城市史/中国/古代 

［知识责任］张驭寰 著 

  

 

［正题名］北大老讲座及其它 

［第一责任人］同斌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一批著名学术大师在北大的讲座，包括“校园文化的底蕴”、“教育



方针与真谛”、“学术研究与探索”、“思想争鸣与学术精神”等七部分。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自然科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同斌 编 

  

 

［正题名］清华老讲座及其它 

［第一责任人］同斌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一批著名学术大师在清华的讲座，包括“学坛惊鸿与校园文化一瞥”、

“教育方针与真谛”、“学术研究与探索”、“学术精神与西方文明的传播”、“精彩短篇演讲集

萃”五部分。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主题词］自然科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同斌 编 

  

 

［正题名］国学举要 

［丛书］史卷 

［第一责任人］田昌五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国学举要 cgrs225f 汤一介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规划 

［主题词］文化史/中国 

［主题词］史学史/中国 

［知识责任］田昌五 著 

  

 

［正题名］雪域求法记 

［副题名］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 

［第一责任人］邢肃芝 （洛桑珍珠）口述 

［译者］张健飞，杨念群笔述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佛教徒/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邢肃芝 口述 

［次知识责任］张健飞 笔述 

［次知识责任］杨念群 笔述 

  

 

［正题名］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副题名］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第一责任人］余新忠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新生代学人文丛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比较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

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 

［主题词］瘟疫/研究/华东地区/清代 

［主题词］社会问题/瘟疫/研究/华东地区/清代 

［知识责任］余新忠 著 

  

 

［正题名］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 

［第一责任人］戴建兵，王晓岚，陈晓荣著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主题词］货币/文化交流/中外关系/研究 

［知识责任］戴建兵 著 

［知识责任］王晓岚 著 

［知识责任］陈晓荣 著 

  

 

［正题名］中法战争史 

［第一责任人］廖宗麟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分：中法战前的中越关系、刘永福的早期抗法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

旗军鏖战北圻、北宁之战、清政府整顿台湾防务、中法重新起衅、台湾抗法斗争等共十章，

考证了中法战争的历史经过。 

［主题词］中法战争（1884～1885）/战争史/研究 

［主题词］战争史 

［知识责任］廖宗麟 著 

  

 

［正题名］特别审判 

［副题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并列题名］The Special Adjudgement 

［第一责任人］图们，肖思科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原名《震惊世界 77 天》。书中详细记载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林彪、江青反

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坚

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系列优良传统。 

［主题词］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审判/史料 

［主题词］林彪反党集团/审判/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图们 著 

［知识责任］肖思科 著 

  

 

［正题名］中国历代官制 

［第一责任人］孔令纪…[等]主编 

［出版者］齐鲁书社 

［出版日期］1993.5 

［附注内容］本书以国家机构、职官、官吏管理制度三点为主线，来研究探讨中国历代官职

的沿革发展。 

［主题词］官制/中国 

［知识责任］孔令纪 主编 

  

 

［正题名］周恩来万隆会议之行 

［第一责任人］唐灏著 

［出版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华夏使者三部曲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唐灏 著 

  

 

［正题名］北京档案史料 

［书目卷册］2002.4 

［第一责任人］王芸主编 

［译者］北京市档案馆编 

［出版者］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1930 年中国司法官赴任期限表、1941 年顺义地区气象史料、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京郊清墓探寻等。 

［主题词］地方史/北京市/史料 

［知识责任］王芸 主编 

  

 

［正题名］刘少奇冤案始末 

［第一责任人］黄峥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9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史料 

［知识责任］黄峥 著 

  

 



［正题名］冯友兰传 

［第一责任人］田文军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20 世纪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田文军 著 

  

 

［正题名］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丛书］王桧林卷 

［副题名］事与势 

［第一责任人］王桧林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现代史/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王桧林 著 

  

 

［正题名］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丛书］张注洪卷 

［副题名］燕园求是集 

［第一责任人］张注洪著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分为三编，包括：参与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等学科讨论的论述，参与纪

念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学术讨论会等活动的商榷性论文，对国内外有关重要学术问题或

人物研究状况所作的介绍和评论。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近代史/文集/中国 

［主题词］现代史/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张注洪 著 

  

 

［正题名］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 

［第一责任人］彭南生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绪论、会馆、公所：旧式同业组织的延续与变迁、近代工商同业组

织的嬗娩、在近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新式工商同业组织与近代经济变迁等。 

［主题词］行会制度/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行业组织/行业协会/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彭南生 著 

  



 

［正题名］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 

［第一责任人］吴伯娅著 

［出版者］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以康雍乾三帝为主体，细致的分析他们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及认识，系统

的考察他们的西方文化政策的制定、执行、变化、影响的全过程。 

［主题词］东西文化/文化交流/研究/清代/文集 

［主题词］文化交流 

［知识责任］吴伯娅 著 

  

 

［正题名］恶魔的饱食 

［副题名］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 

［第一责任人］（日）森村诚一著 

［译者］骆为龙，陈耐轩译 

［出版者］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侵华事件/日本/史料 

［知识责任］森村诚一 著 

［次知识责任］骆为龙 译 

［次知识责任］陈耐轩 译 

  

 

［正题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 

［书目卷册］No.2（2001 年卷） 

［并列题名］The Advanced Repor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1) 

［第一责任人］李铁映主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人文科学/研究报告/中国/2001 

［主题词］社会科学/研究报告/中国/2001 

［知识责任］李铁映 主编 

  

 

［正题名］龙的故乡 

［副题名］中华帝国 

［副题名］公元 960～1368 

［第一责任人］[（美）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 

［译者］老安译 

［译者］《生活在遥远的年代》中文版出版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生活在遥远的年代 

［附注内容］本书反映的是南北宋朝时期以及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征服中原之后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 

［主题词］古代史/中国/960～1368/通俗读物 

［次知识责任］老安 译 

  

 

［正题名］彭湃传 

［第一责任人］王曼，杨永著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少年志趣”、“嫉恶如仇”、“留学东瀛”、“传播马克思主义”、“农民

运动的先驱”、“百折不挠”、“继续拓展广东农运”、“捍卫新政权”等篇章介绍了彭湃的一生。 

［知识责任］王曼 著 

［知识责任］杨永 著 

  

 

［正题名］高旭集 

［第一责任人］[高旭著] 

［译者］郭长海，金菊贞编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国际南社学会 南社丛书 

［主题词］文学/中国/现代/作品综合集 

［知识责任］高旭 著 

［次知识责任］郭长海 编 

［次知识责任］金菊贞 编 

  

 

［正题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 

［第一责任人］张惠芝编辑 

［出版者］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 33 位已故史学家的 57 种著作，其宗旨是系统地展示 20 世纪的史学

成果，把 具代表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介绍给读者，从而了解中国历史学的转型、创新、继承

和探索的过程。 

［主题词］史学/著作/内容提要/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内容提要/史学/著作/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张惠芝 编辑 

  

 

［正题名］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第一责任人］周南京主编 

［丛书］总论卷 



［并列题名］Encyclopedia of Chinese Overseas 

［丛书］Volume of General Studies 

［第一责任人］《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卷书是综合性论文集，收录了社团政党、经济、教育科技、新闻出版、法律

条例政策、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论文或专著。 

［主题词］华侨/世界/百科全书 

［主题词］华人/世界/百科全书 

［知识责任］周南京 主编 

  

 

［正题名］晚清军事变革研究 

［第一责任人］施渡桥著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作者从 70 年代后期 始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至今已 20 多年。在这期间

参与主编多本著作，并撰写了多篇论文，本书是从其中精选的 20 篇论文。 

［主题词］军事体制/体制改革/中国/清后期/文集 

［知识责任］施渡桥 著 

  

 

［正题名］百年冷暖 

［副题名］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 

［第一责任人］马嘶著 

［出版者］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马嘶 著 

  

 

［正题名］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 

［副题名］1919～1949 

［并列题名］The Translati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Works in China 

［副题名］1919-1949 

［第一责任人］王建 著 

［出版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集中评析 1919～1949 年间英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倾向的学术著作，

触及到尚无专门涉猎的领域，论及五四期间关于译介的大辩论及其历史意义；现代文艺期刊

的译介功绩；国情与译介走向；国外文论对译介的影响。 

［主题词］文学/英国/翻译/历史/中国/1919～1949 

［主题词］文学/美国/翻译/历史/中国/1919～1949 

［主题词］翻译 



［知识责任］王建  著 

  

 

［正题名］清季的洋务新政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洋务新政的半殖民地军事设施 

［第一责任人］樊百川著 

［出版者］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洋务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樊百川 著 

  

 

［正题名］清季的洋务新政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洋务新政的兴起和推行 

［第一责任人］樊百川著 

［出版者］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洋务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樊百川 著 

  

 

［正题名］谭史斋论稿 

［第一责任人］葛志毅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0 

［丛编题名］黑龙江博士文库 cgrs225h 第一辑 

［附注内容］哈尔滨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文集收有“试论尧舜时代与国家”、“周人尊夏辨析”、“经学与中国文化常新”、

“简评《秦始皇本传》”、“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研究与近代化的学术文化思潮”等文章。 

［主题词］史学/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葛志毅 著 

  

 

［正题名］晚清太监宫女掠影 

［第一责任人］林京编著 

［出版者］紫禁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故宫知识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晚清时期太监宫女的概况，并收有多幅照片。 

［主题词］宦官/中国/清后期/史料/摄影集 

［主题词］宫廷/女性/中国/清后期/史料/摄影集 

［知识责任］林京 编著 



  

 

［正题名］哈尔滨俄侨史 

［第一责任人］石方，刘爽，高凌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哈尔滨曾一度被视为在华俄侨的“首都”， 多时曾有 20 万俄罗斯人侨居于此。

本书凭借唯物史观对于他们的作用与影响、功过与是非，加以研究与说明，作者曾在有关部

门提取了 1000 份俄侨档案，作了分析研究，意欲使著述充实丰满。 

［主题词］俄国人/侨民/历史/哈尔滨市 

［知识责任］石方 著 

［知识责任］刘爽 著 

［知识责任］高凌 著 

  

 

［正题名］明清晋商及民风 

［第一责任人］张正明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商业史/山西省/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张正明 著 

  

 

［正题名］钱俊瑞集 

［第一责任人］[钱俊瑞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国地租的本质》、《从中日财政经济观察未来战争》、《关于美国

经济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的调整改革和对外 放政策不变》等二十五篇文章。 

［主题词］经济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钱俊瑞 著 

  

 

［正题名］中外监督制度比较 

［第一责任人］尤光付著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 cgrs225f 徐玉苗主编 

［主题词］监督/政治制度/比较研究/中国/外国 

［知识责任］尤光付 著 

  

 



［正题名］中国近代军事思想述论 

［第一责任人］何敏，薛学共主编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军事思想史/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何敏 主编 

［知识责任］薛学共 主编 

  

 

［正题名］百年婚恋 

［书目卷册］第四辑 

［丛书］蔡元培 梁启超 辜鸿铭 曹禺 

［第一责任人］张德玉…[等]编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阳光文化·电视图书 

［附注内容］电视图书，是以电视节目为依托，通过电视与图书这两种媒介间由内容到形式

的整合与转化制作而成的图书产品。本书为“百年婚恋”栏目，收录蔡元培、梁启超、辜鸿

铭、曹禺的生平简历，并讲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德玉 编著 

  

 

［正题名］百年婚恋 

［书目卷册］第六辑 

［丛书］徐悲鸿 傅抱石 刘海粟 阮玲玉 

［第一责任人］杜子建…[等]编著 

［出版者］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电视图书，是以电视节目为依托，通过电视与图书这两种媒介间由内容到形式

的整合与转化制作而成的图书产品。本书为“百年婚恋”栏目，收录徐悲鸿、傅抱石、刘海

粟、阮玲玉的生平简历，并讲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主题词］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杜子建 编著 

  

 

［正题名］紫雾 

［副题名］卢作孚评传 

［第一责任人］雨时，如月著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附注内容］卢作孚先生是现代著名的实业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毛泽东、蒋介石、梁漱暝、

黄炎培等人都对此人有极高的评价。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卢作孚的名字似



乎被遗忘了。在当今经济生活中缺乏理想与诚信已成为问题的时候，作为榜样和思想资源，

卢作孚先生被重新记起。正如陈寅恪在九十年代风靡学术界一样，卢作孚将在二十一世纪初

成为热点人物。本书是关于卢作孚先生的一部文学传记。 

［知识责任］雨时 著 

［知识责任］如月 著 

  

 

［正题名］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经典贡献 

［第一责任人］周晓虹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社会学/发展史/西方国家/1850-1920 

［知识责任］周晓虹 著 

  

 

［正题名］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 

［第一责任人］黄进兴著 

［出版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学术名著文库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两个部分“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这两个单元是相互独立的，

但是“历史主义”也可充作“历史理论” 的背景知识。 

［主题词］历史主义/研究 

［主题词］史学/研究 

［知识责任］黄进兴 著 

  

 

［正题名］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张亨嘉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亨嘉著 

［译者］张戡编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校史丛书 

［知识责任］张亨嘉 著 

［次知识责任］张戡 编 

  

 

［正题名］中国的妇女与财产 

［副题名］960-1949 年 

［第一责任人］（美）白凯（Kathryn Bernhardt）编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丛编题名］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系列丛书 

［主题词］妇女/财产继承/研究/中国/960-1949 

［知识责任］白凯 编著 

［知识责任］Bernhardt 编著 

  

 

［正题名］清宫秘史 

［第一责任人］王皓沅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主题词］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王皓沅 著 

  

 

［正题名］大地怒火 

［副题名］中国东北特殊工人抗暴记 

［第一责任人］王希亮著 

［出版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丛编题名］全景纪实 

［附注内容］抗日战争期间，日寇把从关内大扫荡中俘获的抗日官兵、根据地干部、百姓等

押送到东北各地充当苦役，称作“特殊工人”。本书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各地的特殊

工人中的共产党员秘密组织起来，带领战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坚持对敌斗争的真实故事。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王希亮 著 

  

 

［正题名］历史的真相 

［副题名］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 

［第一责任人］林华国著 

［出版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历史教学丛书 

［附注内容］本书共分四章：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义和团组织和活动方式的特点及其实力、

庚子战前义和团运动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有关八国联军的若干问题，客观地分析了义和团运

动时期一些扑朔迷离的事件。 

［主题词］义和团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林华国 著 

  

 

［正题名］在陈赓司令部的日子里 

［副题名］从太行山到红土高原 



［第一责任人］孙宝廷著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本书撷取陈赓军事生涯中 辉煌的篇章——解放战争，以亲见亲闻的形式和酣

畅的笔调，图文并茂的真实记述了作者身为机要参谋，在陈赓司令部的日子里，跟随陈赓征

程三万里，从太行山到红土高原，亲身经历的陈赓指挥的著名战役，亲耳聆听的陈赓的非凡

功绩和传奇故事，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再现了陈赓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传奇人生。 

［主题词］革命回忆录/中国 

［知识责任］孙宝廷 著 

  

 

［正题名］钱玄同传 

［第一责任人］李可亭著 

［出版者］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知识责任］李可亭 著 

  

 

［正题名］胡适手札 

［书目卷册］上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胡适著 

［出版者］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者 

［出版日期］1998.3 

［知识责任］胡适 著 

  

 

［正题名］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副题名］1949-1972 

［书目卷册］第 1 卷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文件/1949-1972/汇编 

［知识责任］陶文钊 主编 

  

 

［正题名］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副题名］1949-1972 

［书目卷册］第 1 卷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陶文钊主编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2 

［主题词］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文件/1949-1972/汇编 

［知识责任］陶文钊 主编 

  

 

［正题名］胡适友朋手札 

［书目卷册］上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编] 

［出版者］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者 

［出版日期］1998.3 

［主题词］书信集 

［知识责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编 

  

 

［正题名］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叢編 

［书目卷册］一——五册 

［第一责任人］周駬方编校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主题词］基督教/史料/1663-1839 

［知识责任］周駬方 编校 

  

 

［正题名］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 

［副题名］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李金铮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主题词］农村/借贷/研究/华东地区/民国 

［知识责任］李金铮 著 

  

 

［正题名］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书目卷册］第 2 卷 

［丛书］宗教改革 

［副题名］1520-1559 

［并列题名］The New Cambrige Modem History 

［书目卷册］Volume Ⅱ 

［丛书］The Refonnation 

［副题名］1520-1559 

［第一责任人］G. R. 埃尔顿（Elton，G. R. ）编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世界史/1520-1559 

［主题词］宗教改革运动/德国/1520-1559 

［知识责任］埃尔顿 编 

［知识责任］Elton 编 

  

 

［正题名］中国学术 

［书目卷册］2002.3 

［书目卷册］总第十一辑 

［第一责任人］刘东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1 

［附注内容］本辑收有《明清更替：十七世纪的危机抑或轴心突破》、《风格与态度的伦理学》、

《“先天性”与“必然性”——克里普克对康德的错误“发展”》、《<石涛话语录>“蒙养”“生

活”两概念释义》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中国/丛刊 

［主题词］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刘东 主编 

  

 

［正题名］无奈的涅槃 

［副题名］丁玲 后的日子 

［第一责任人］王增如著 

［出版者］上海书店 

［出版日期］2003.1 

［知识责任］王增如 著 

  

 

［正题名］毛泽东的艰难决策 

［副题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第一责任人］王波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以纪实文学的笔法，记录了从 1950 年 6 月至 10 月 19 日间中共中央关于

抗美援朝重大战略决策的全过程。 

［主题词］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主题词］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知识责任］王波 著 

  

 

［正题名］宋庆龄大传 

［第一责任人］陈冠任著 

［出版者］团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附注内容］陈冠任，湖南株洲人，自由撰稿人，著有《孩子不能不管》等。 

［附注内容］宋庆龄是 20 世纪 伟大的女性之一，她在现代史上可与克鲁普斯卡娅、埃莉

斯·罗斯福、撒切尔夫人等伟大女性媲美。本书记录了她为国家、民族无私奋斗的一生以及

她的精神、品质和意志等。 

［知识责任］陈冠任 著 

  

 

［正题名］山西出版大事记 

［副题名］1949～1999 

［第一责任人］潘俊桐，孙琇编纂 

［出版者］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记载从 1949 年至 1999 年山西省出版方面所发生的大事，包括图书的编辑

出版、印刷、发行、物资供应、出版管理、教育、科研等方面的重要活动。 

［主题词］出版工作/大事记/山西省/1949～1999 

［知识责任］潘俊桐 编纂 

［知识责任］孙琇 编纂 

  

 

［正题名］民国地方钱票图录 

［第一责任人］石长有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中国钱币丛书 cgrs225h 甲种本 7cgrs225f 戴志强主编 

［主题词］货币/中国/民国/图录 

［知识责任］石长有 编 

  

 

［正题名］全国总书目 

［副题名］2001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2000 

  

 

［正题名］全国总书目 

［副题名］2001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3.4 



［主题词］国家书目/中国/2000 

  

 

［正题名］游歷日本圖經 

［第一责任人］（清）傅雲龍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 

［丛编题名］晚清東游日记汇編 cgrs225f 望寶平主編 

［附注内容］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 

［附注内容］本书一本有关描写日本的著作。全书分三十卷，讲述了日本地理、风俗、食货、

兵制、职官、外交、政事、金石志等方方面面的知识。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日本 

［知识责任］傅云龙 著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书目卷册］（1） 

［丛书］1917～1926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 1917-2001 较完整的编年史，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

体例上，采用以编年为主，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的写法，按照年月日记载史事。 

［主题词］党史 

［主题词］编年史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书目卷册］（2） 

［丛书］1927～1936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 1917-2001 较完整的编年史，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

体例上，采用以编年为主，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的写法，按照年月日记载史事。 

［主题词］党史 

［主题词］编年史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书目卷册］（3） 

［丛书］1937～1943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 1917-2001 较完整的编年史，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

体例上，采用以编年为主，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的写法，按照年月日记载史事。 

［主题词］党史 

［主题词］编年史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书目卷册］（4） 

［丛书］1944～1949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 1917-2001 较完整的编年史，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

体例上，采用以编年为主，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的写法，按照年月日记载史事。 

［主题词］党史 

［主题词］编年史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书目卷册］（5） 

［丛书］1950～1957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 1917-2001 较完整的编年史，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

体例上，采用以编年为主，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的写法，按照年月日记载史事。 

［主题词］党史 

［主题词］编年史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书目卷册］（6） 

［丛书］1958～1965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 1917-2001 较完整的编年史，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



体例上，采用以编年为主，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的写法，按照年月日记载史事。 

［主题词］党史 

［主题词］编年史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书目卷册］（7） 

［丛书］1966～1977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 1917-2001 较完整的编年史，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

体例上，采用以编年为主，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的写法，按照年月日记载史事。 

［主题词］党史 

［主题词］编年史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书目卷册］（8） 

［丛书］1978～1989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 1917-2001 较完整的编年史，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

体例上，采用以编年为主，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的写法，按照年月日记载史事。 

［主题词］党史 

［主题词］编年史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书目卷册］（9） 

［丛书］1990～1993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 1917-2001 较完整的编年史，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

体例上，采用以编年为主，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的写法，按照年月日记载史事。 

［主题词］党史 

［主题词］编年史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书目卷册］（10） 

［丛书］1994～1995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 1917-2001 较完整的编年史，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

体例上，采用以编年为主，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的写法，按照年月日记载史事。 

［主题词］党史 

［主题词］编年史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书目卷册］（11） 

［丛书］1996～1997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 1917-2001 较完整的编年史，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

体例上，采用以编年为主，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的写法，按照年月日记载史事。 

［主题词］党史 

［主题词］编年史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书目卷册］（12） 

［丛书］1998～2001 

［第一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 

［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为中国共产党 1917-2001 较完整的编年史，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

体例上，采用以编年为主，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的写法，按照年月日记载史事。 

［主题词］党史 

［主题词］编年史 

  

 

［正题名］青海省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 

［副题名］1724～1949 

［第一责任人］青海省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丛编题名］藏学档案史料目录丛书 1949 年以前部分 

［附注内容］本书所辑的档案文献，主要是从清雍正二年(1724 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

形成的档案文件，反映和记载了清代和民国时期青海省藏族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司法、

文化、宗教、民族关系及青海与西藏关系、青海与四川阿坝地区关系、青海与甘肃拉卜楞地

区关系等诸方面的基本情况，也记录了清代和民国时期青海地方政府对藏族的政策，从不同

侧面反映了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对清海藏区二百余年的统治以及藏族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生

产、生活、发展演变及民族关系等各方面的历史状况。 

［主题词］历史档案/档案资料/西藏自治区/1724～1949/专题目录 

［主题词］藏族/民族历史/西藏自治区/1724～1949/专题目录 

  

 

［正题名］云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史学文选 

［第一责任人］武建国主编 

［出版者］云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共收学术论文 37 篇，包括中国史、云南地方史、民族史、史学理论等，

收录有“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人文科学与史学功用”、“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关于中

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论近代英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特征”等文章。 

［主题词］历史/研究/文集 

［知识责任］武建国 主编 

  

 

［正题名］王稼祥传 

［第一责任人］施昌旺著 

［出版者］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徽骆驼丛书 

［附注内容］王稼祥为我党杰出领导人物之一。本书内容翔实，生动地记述了王稼祥同志光

辉的一生。 

［知识责任］施昌旺 著 

  

 

［正题名］中国百年留学精英传 

［书目卷册］卷五 

［第一责任人］张双鼓…[等]主编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卷以建国后特别是改革 放以后留学回国人员为主。 

［主题词］留学生/传记/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张双鼓 主编 

［知识责任］邓光东 主编 

［知识责任］关小群 主编 

［知识责任］朱国亮 主编 

  



 

［正题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 

［第一责任人］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主题词］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中国/1840-1919 

［知识责任］许涤新 主编 

［知识责任］吴承明 主编 

  

 

［正题名］患难之交 

［副题名］抗美援朝霍英东历史解密 

［第一责任人］李敏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霍英东的生平事迹，阐述了在抗美援朝期间，他与中共在香港贸易

机构的联系，霍颇具规模的船队，霍的“指挥部”等历史内容。 

［知识责任］李敏生 著 

  

 

［正题名］思潮 

［副题名］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 

［第一责任人］公羊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 

［主题词］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现代/文集 

［知识责任］公羊 主编 

  

 

［正题名］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 

［副题名］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 

［第一责任人］马廉颇著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近代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马廉颇 著 

  

 

［正题名］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 

［第一责任人］刘小中著 

［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着重研究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瞿秋白是如何代表先进文

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沿着正确

方向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的。 

［主题词］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刘小中 著 

  

 

［正题名］中国苏维埃宪政研究 

［并列题名］China Soviet Constitutionalism Study 

［第一责任人］谢一彪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苏维埃思想的提出与演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大纲》的制定及其评价；中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制的产生及其实践；中国苏维埃选举制度的特

点等。 

［主题词］宪法 

［主题词］政治制度 

［知识责任］谢一彪 著 

  

 

［正题名］风雨情囚 

［副题名］郁达夫的女性世界 

［第一责任人］张洁宇，张恩和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月亮河丛书 cgrs225f 黄侯兴主编 

［知识责任］张洁宇 著 

［知识责任］张恩和 著 

  

 

［正题名］亲情与爱情之间 

［副题名］胡适的女性世界 

［第一责任人］周海波著 

［出版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丛编题名］月亮河丛书 cgrs225f 黄侯兴主编 

［知识责任］周海波 著 

  

 

［正题名］中华著名烈士 

［书目卷册］第二十一卷 

［第一责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讲述了王东明；王伟民；王远音；孔庆同；尹自勇；左权；冯达飞；任子

建；杨宏明；李竹如；李君玉；吴师孟；张二秃；陈子斌等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 

［主题词］革命烈士/生平事迹/中国 

  

 

［正题名］军统和中统秘史 

［第一责任人］王铭鋆编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主题词］军统局/史料/中国/民国 

［主题词］中统局/史料/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王铭鋆 编 

  

 

［正题名］中華文史論叢 

［书目卷册］总第七十辑 

［书目卷册］2002 年第 2 辑 

［并列题名］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第一责任人］李国章，赵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中華文史論叢 

［书目卷册］总第七十一辑 

［并列题名］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第一责任人］李国章，赵昌平主编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主题词］文史/中国/丛刊 

［知识责任］李国章 主编 

［知识责任］赵昌平 主编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 

［副题名］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 

［第一责任人］王思明，姚兆余主编 

［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 

［附注内容］王思明，1961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姚兆余，1965 年生，历史学博士，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主题词］农业经济/变迁/中国/20 世纪/文集 

［主题词］农村/社会变迁/中国/20 世纪/文集 

［知识责任］王思明 主编 

［知识责任］姚兆余 主编 

  

 

［正题名］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 

［第一责任人］卞修全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5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立宪思潮在清末盛行的原因、兴起和发展、高涨，以及 后与民主

革命思潮并轨的过程。探讨了立宪思潮对清末的法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及内容和情况。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主题词］法制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卞修全 著 

  

 

［正题名］書林随缘錄 

［第一责任人］余筱尧著 

［译者］沈芝盈编 

［出版者］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出版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 

［主题词］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余筱尧 著 

［次知识责任］沈芝盈 编 

  

 

［正题名］清代词学的建构 

［第一责任人］张宏生著 

［出版者］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7 

［丛编题名］文学遗产丛书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主题词］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知识责任］张宏生 著 

  

 

［正题名］红色往事 

［副题名］1966～1976 年的中国电影 

［第一责任人］翟建农著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是在广泛采访当事人和大量收集各种图文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事件为骨

架，以影片和人物描述做血肉，撰写的一部关于“文革”故事影片的纪实作品。 

［主题词］电影史/中国/1966～1976 

［知识责任］翟建农 著 

  

 

［正题名］艰难的变迁 

［副题名］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 

［第一责任人］张忠民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文库 史学 4 

［主题词］公司/经济体制/经济史 

［知识责任］张忠民 著 

  

 

［正题名］走我自己的路 

［丛书］杂著集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中国盲文书社 

［出版日期］2002.11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走我自己的路 

［副题名］对谈集 

［第一责任人］李泽厚著 

［出版者］中国盲文书社 

［出版日期］2002.11 

［知识责任］李泽厚 著 

  

 

［正题名］人类婚姻史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芬兰）E.A.韦斯特马克（Edward A.Westermarck）著 

［译者］李彬，李毅夫，欧阳觉亚译 

［译者］刘宇，李坚南，李毅夫校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人类婚姻史的方方面面，如婚姻的起源、人类的交配期，婚前不贞、

初夜权、宗教性卖淫、借妻换妻、以妻女待客、节日纵欲、类别式亲属制度、母权制、男性

嫉妒、结婚率与婚龄等等。 

［主题词］婚姻制度/历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韦斯特马克 著 



［知识责任］Westermarck 著 

［次知识责任］李彬 译 

［次知识责任］李毅夫 译 

［次知识责任］欧阳觉亚 译 

［次知识责任］刘宇 校 

［次知识责任］李坚南 校 

［次知识责任］李毅夫 校 

  

 

［正题名］人类婚姻史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芬兰）E.A.韦斯特马克（Edward A.Westermarck）著 

［译者］李彬译 

［译者］李毅夫校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人类婚姻史的方方面面，如婚姻的起源、人类的交配期，婚前不贞、

初夜权、宗教性卖淫、借妻换妻、以妻女待客、节日纵欲、类别式亲属制度、母权制、男性

嫉妒、结婚率与婚龄等等。 

［主题词］婚姻制度/历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韦斯特马克 著 

［知识责任］Westermarck 著 

［次知识责任］李彬 译 

［次知识责任］李毅夫 校 

  

 

［正题名］人类婚姻史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芬兰）E.A.韦斯特马克（Edward A.Westermarck）著 

［译者］李彬译 

［译者］李毅夫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人类婚姻史的方方面面，如婚姻的起源、人类的交配期，婚前不贞、

初夜权、宗教性卖淫、借妻换妻、以妻女待客、节日纵欲、类别式亲属制度、母权制、男性

嫉妒、结婚率与婚龄等等。 

［主题词］婚姻制度/历史/研究/世界 

［知识责任］韦斯特马克 著 

［知识责任］Westermarck 著 

［次知识责任］李彬 译 

［次知识责任］李毅夫 校 

  

 

［正题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书目卷册］上卷 

［丛书］文艺复兴 

［第一责任人］（英）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著 

［译者］奚瑞森，亚方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当代政治理论译丛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文艺复兴的起源、意大利文艺复兴、北方的文艺复兴三部分内容。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欧洲/中世纪 

［主题词］文艺复兴/欧洲/中世纪 

［知识责任］斯金纳 著 

［知识责任］Skinner 著 

［次知识责任］奚瑞森 译 

［次知识责任］亚方 译 

  

 

［正题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书目卷册］下卷 

［丛书］宗教改革 

［第一责任人］（英）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著 

［译者］奚瑞森，亚方译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2.10 

［丛编题名］当代政治理论译丛 

［附注内容］本卷包括专制主义和路德的宗教改革、立宪主义和反宗教改革、加尔文主义和

革命理论三部分内容。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欧洲/中世纪 

［主题词］宗教改革运动/宗教史/欧洲/中世纪 

［知识责任］斯金纳 著 

［知识责任］Skinner 著 

［次知识责任］奚瑞森 译 

［次知识责任］亚方 译 

  

 

［正题名］当代英美哲学概论 

［书目卷册］上册 

［第一责任人］Nicholas Bunnin，E.P.Tsui-James 英方主编，燕宏远，韩民青中方主编 

［并列题名］Gener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Philosphy 

［译者］（英）John R.Searle…[等]，涂纪亮…[等]撰稿 

［译者］冯克利，胡自信，崔树义…[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简要地介绍了当今英美哲学的要义；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各个哲学分支的研

究状况；着重介绍了对英美哲学有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收纳了涂纪亮等中国学者关于英美



哲学的研究成果。 

［主题词］哲学/研究/英国/现代 

［主题词］哲学/研究/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Bunnin 主编 

［知识责任］Tsui-James 主编 

［知识责任］燕宏远 主编 

［知识责任］韩民青 主编 

［次知识责任］Searle 撰稿 

［次知识责任］涂纪亮 撰稿 

［次知识责任］冯克利 译 

［次知识责任］胡自信 译 

［次知识责任］崔树义 译 

  

 

［正题名］当代英美哲学概论 

［书目卷册］下册 

［第一责任人］Nicholas Bunnin，E.P.Tsui-James 英方主编，燕宏远，韩民青中方主编 

［并列题名］Gener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Philosphy 

［译者］（英）John R.Searle…[等]，涂纪亮…[等]撰稿 

［译者］冯克利，胡自信，崔树义…[等]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2 

［附注内容］本书简要地介绍了当今英美哲学的要义；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各个哲学分支的研

究状况；着重介绍了对英美哲学有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收纳了涂纪亮等中国学者关于英美

哲学的研究成果。 

［主题词］哲学/研究/英国/现代 

［主题词］哲学/研究/美国/现代 

［知识责任］Bunnin 主编 

［知识责任］Tsui-James 主编 

［知识责任］燕宏远 主编 

［知识责任］韩民青 主编 

［次知识责任］Searle 撰稿 

［次知识责任］涂纪亮 撰稿 

［次知识责任］冯克利 译 

［次知识责任］胡自信 译 

［次知识责任］崔树义 译 

  

 

［正题名］北大问学记 

［第一责任人］云慧霞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4 

［丛编题名］博雅人学术文丛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中国 



［知识责任］云慧霞 主编 

  

 

［正题名］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 

［第一责任人］朱英著 

［出版者］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仁智文丛 

［主题词］商人/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朱英 著 

  

 

［正题名］张东荪传 

［第一责任人］左玉河著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5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左玉河 著 

  

 

［正题名］教育家赵君陶 

［第一责任人］官祥，黄自贵著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8 

［知识责任］官祥 著 

［知识责任］黄自贵 著 

  

 

［正题名］罗继祖绝妙小品文 

［第一责任人］罗继祖著 

［译者］王庆祥选编 

［出版者］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6 

［丛编题名］绝妙小品文库 

［主题词］小品文/中国/现代/选集 

［知识责任］罗继祖 著 

［次知识责任］王庆祥 选编 

  

 

［正题名］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第一责任人］乔冠华，章含之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丛编题名］笔会文丛 cgrs225f 萧关鸿，曹维劲主编 2 



［知识责任］乔冠华 著 

［知识责任］章含之 著 

  

 

［正题名］乱世奇文 

［副题名］辜鸿铭化外文录 

［第一责任人］[辜鸿铭著] 

［译者］汪堂家编译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近代史/史料/中国 

［知识责任］辜鸿铭 著 

［次知识责任］汪堂家 编译 

  

 

［正题名］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 

［第一责任人］袁冬林，袁士杰编 

［出版者］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 

［主题词］文化工作者/传记/中国 

［知识责任］袁冬林 编 

［知识责任］袁士杰 编 

  

 

［正题名］比较文化学 

［第一责任人］方汉文著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主题词］比较文化/研究 

［知识责任］方汉文 著 

  

 

［正题名］忆七大 

［副题名］七大代表亲历记 

［第一责任人］黄修荣…[等]主编 

［译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出版者］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7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中直、军直代表团，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晋绥代表团，晋察冀代表

团，晋冀鲁豫代表团，山东代表团等一百位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志的

回忆资料。 

［知识责任］黄修荣 主编 

  

 



［正题名］中国服饰通史 

［第一责任人］陈高华，徐吉军主编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全书按时代划分，共分为原始社会、夏商、西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

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民国及少数民族十三编，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服饰文化

发展的历史轨迹。 

［主题词］服饰/历史/中国 

［知识责任］陈高华 主编 

［知识责任］徐吉军 主编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76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77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78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书目卷册］81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82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人物/传记/现代 

  

 



［正题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书目卷册］第 83 卷 

［第一责任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人物/传记/现代 

  

 

［正题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端 

［副题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 

［第一责任人］余品华 等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丛编题名］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包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

指导”；“深入调查研究、洗刷唯心精神”；研究战争规律和指导战争实践的“军事辩证法”

等。 

［主题词］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1927～1937 

［知识责任］余品华 著 

  

 

［正题名］百年宋美龄 

［第一责任人］杨树标，杨菁著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知识责任］杨树标 著 

［知识责任］杨菁 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哲学导论 

［第一责任人］郭庆堂，丁祖豪，孟伟，唐明贵编著 

［出版者］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哲学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主题词］哲学史/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郭庆堂 编著 

［知识责任］丁祖豪 编著 

［知识责任］孟伟 编著 

［知识责任］唐明贵 编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责任人］丁祖豪，郭庆堂，张晓华编著 

［出版者］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哲学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主题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丁祖豪 编著 

［知识责任］郭庆堂 编著 

［知识责任］张晓华 编著 

  

 

［正题名］20 世纪西方哲学在中国 

［第一责任人］郭庆堂，孟伟，丁祖豪编著 

［出版者］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哲学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主题词］哲学/西方国家/传播/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郭庆堂 编著 

［知识责任］孟伟 编著 

［知识责任］丁祖豪 编著 

  

 

［正题名］20 世纪中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哲学 

［第一责任人］丁祖豪，郭庆堂，唐明贵，马莉编著 

［出版者］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20 世纪中国哲学 

［附注内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主题词］保守主义/研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自由主义/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丁祖豪 编著 

［知识责任］郭庆堂 编著 

［知识责任］唐明贵 编著 

［知识责任］马莉 编著 

  

 

［正题名］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 

［并列题名］Secret Societie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第一责任人］（日）三谷孝著 

［译者］李恩民监译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以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国民革命、工农运动、南京政府以及抗日



战争这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为背景，以红枪会、小刀会、大刀会、天门会为主角，揭示

和分析了这些民间秘密结社在当时的历史大舞台上所展示的 后的活动及政治关系。 

［主题词］帮会/研究/中国/民国 

［主题词］帮会/关系/政治/研究/中国/民国 

［知识责任］三谷孝 著 

［次知识责任］李恩民 译 

［次知识责任］王红艳 译 

  

 

［正题名］军事社会学 

［第一责任人］张明庆主编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军事社会学 

［知识责任］张明庆 主编 

  

 

［正题名］旌旗十万 

［丛书］陈毅卷 

［第一责任人］罗英才著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 

［知识责任］罗英才 著 

  

 

［正题名］湘学原道录 

［第一责任人］朱汉民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是关于湘学之原道的精神历程，从屈原的《天问》，到周敦颐的《太极图

说》；从王船山的道器思想到谭嗣同仁学之道，以至于二十世纪湘人的原道观念，展现了一

代代湘学学人的学术探索和精神追求。 

［主题词］道家/哲学思想/研究/湖南省 

［主题词］哲学思想 

［知识责任］朱汉民 著 

  

 

［正题名］张国辉集 

［第一责任人］[张国辉著]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附注内容］本书收有“19 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资产阶级的构成”、“19 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发展”

等文章。 

［主题词］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知识责任］张国辉 著 

  

 

［正题名］上海青帮 

［第一责任人］（澳）布赖恩·马丁著 

［并列题名］The Shanghai Green Gang 

［译者］周育民译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青帮的源流，鸦片的功能，上海青帮与法租界的关系，帮会企业家

杜月笙和上海经济等九章内容。 

［主题词］帮会/研究/上海市/近代 

［知识责任］马丁 著 

［知识责任］Martin 著 

［次知识责任］周育民 译 

  

 

［正题名］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 

［副题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研究 

［第一责任人］郝雨著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现代文化/文化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五·四运动/研究 

［知识责任］郝雨 著 

  

 

［正题名］台湾省地理 

［第一责任人］王建民，毕福臣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中国地理丛书 

［附注内容］全书共分为十七章，前九章主要是台湾省自然、历史、地理、资源的分析与介

绍；后八章主要分析台湾省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对外贸易、旅游等发展及经济地理区域

布局与都市化发展。 

［主题词］区域地理/台湾省 

［主题词］地理/概况/台湾省 

［知识责任］王建民 著 

［知识责任］毕福臣 著 

  



 

［正题名］北行小语 

［副题名］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 

［第一责任人］曹聚仁著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谣诼纷集。

本书作者在当时背景下，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

巨变，产生深远影响。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 

［主题词］新闻/作品/中国/当代/选集 

［知识责任］曹聚仁 著 

  

 

［正题名］西行日记 

［第一责任人］陈万里著 

［第一责任人］心道法师著 

［译者］杨晓斌点校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西北行记丛萃 cgrs225f 胡大浚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西行日记，游敦煌日记两部作品，《西行日记》涉及考古学、历史

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各个方面；《游敦煌日记》主要记载在敦煌及各地弘法和成立佛教会

的情况、讲经的主要内容等。 

［主题词］游记/西北地区/现代 

［主题词］敦煌石窟/研究 

［知识责任］陈万里 著 

［知识责任］心道法师 著 

［次知识责任］杨晓斌 点校 

  

 

［正题名］中国人学史 

［第一责任人］祁志祥著 

［出版者］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主题词］人学/思想史/中国 

［知识责任］祁志祥 著 

  

 

［正题名］英雄本色 

［副题名］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 

［第一责任人］毕万闻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知识责任］毕万闻 著 



  

 

［正题名］壶里春秋 

［第一责任人］朱维铮著 

［译者］张完芳，吴通福编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学苑英华 

［主题词］经学/历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思想史/研究/中国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朱维铮 著 

［次知识责任］张完芳 编 

［次知识责任］吴通福 编 

  

 

［正题名］和平解放西藏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第一责任人］张羽新主编 

［译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 

［出版者］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4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和平解放西藏 辟了光辉道路；党中央、毛

主席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英明决策；打 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昌都解放；中央人民政府

驻西藏代表赴藏等内容。 

［知识责任］张羽新 主编 

  

 

［正题名］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第一责任人］徐万民主编 

［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科学观初探”、“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

“评孙中山的自由观”、“孙中山宗教思想初探”、“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政党体制的选择”等

文章。 

［主题词］辛亥革命/研究/文集/1901～1911 

［知识责任］徐万民 主编 

  

 

［正题名］福州老行当 

［第一责任人］方炳桂，方向红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福州民俗文化丛书 

［主题词］风俗习惯/历史/福州市 



［主题词］职业/简介/福州市 

［知识责任］方炳桂 著 

［知识责任］方向红 著 

  

 

［正题名］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 

［第一责任人］罗玉明著 

［出版者］学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从军事战略的确定与转变、军事力量的准备与

运用、具体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当时湖南的经济制度、政治状况等各方面情况进行

了反映。 

［主题词］抗日战争/研究/湖南省 

［知识责任］罗玉明 著 

  

 

［正题名］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 

［第一责任人］王尔敏著 

［出版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丛编题名］人文中国书系 

［附注内容］本书上编为文化生态，下编为文化变迁。收入的文章有“传统中国庶民日常生

活情节”、“明清以来民间之文字游戏与庸俗诗裁”、“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

等。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责任］王尔敏 著 

  

 

［正题名］西北考察日记 

［第一责任人］顾颉刚著 

［第一责任人］明驼著 

［第一责任人］程先甲著 

［第一责任人］李德贻著 

［译者］达浚，张科点校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 

［丛编题名］西北行记丛萃 cgrs225f 胡大浚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收录了北草地旅行记，游陇丛记，河西见闻录，西北考察日记四部作品。 

［主题词］游记/西北地区/现代 

［知识责任］顾颉刚 著 

［次知识责任］达浚 点校 

［次知识责任］张科 点校 

  

 



［正题名］青帮秘史 

［第一责任人］郭绪印著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附注内容］本书叙述了帮的起源、传说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青帮活动中心转移到上海后

活动方式上的变化；辛亥革命时的表现以及暗杀活动。 

［主题词］帮会/中国/史料 

［知识责任］郭绪印 著 

  

 

［正题名］民主斗士李公樸 

［第一责任人］张则孙著 

［出版者］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0 

［附注内容］本书分十二章，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李公朴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新民主主

义革命烈士的全过程。 

［知识责任］张则孙 著 

  

 

［正题名］居约心语 

［副题名］卫俊秀 1971～1979 年日记 

［第一责任人］卫俊秀著 

［第一责任人］柴建国著 

［出版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展示的卫俊秀 1971～1979 年日记，记述了他——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走过

的人生之路。 

［知识责任］卫俊秀 著 

［知识责任］柴建国 著 

  

 

［正题名］赵靖文集 

［第一责任人］赵靖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文集是一部个人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文集。收录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重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

“孔子的管理思想和现代经营管理”等文章。 

［主题词］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文集 

［知识责任］赵靖 著 

  

 

［正题名］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第一责任人］（美）余英时著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红楼

梦的两个世界；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等。 

［知识责任］余英时 著 

  

 

［正题名］柯仲平纪念文集 

［书目卷册］（一） 

［丛书］评传卷 

［第一责任人］王琳著 

［译者］赵金主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文集包括上、下两卷。上卷收入柯仲平夫人王琳所著《狂飙诗人柯仲平传》；

下卷编选历次纪念柯仲平的重要讲话和文稿，以及多年来研究柯仲平的代表性论文等。 

［知识责任］王琳 著 

［次知识责任］赵金 主编 

  

 

［正题名］柯仲平纪念文集 

［书目卷册］（二） 

［丛书］研究卷 

［第一责任人］王琳著 

［译者］赵金主编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附注内容］本书文集包括上、下两卷。上卷收入柯仲平夫人王琳所著《狂飙诗人柯仲平传》；

下卷编选历次纪念柯仲平的重要讲话和文稿，以及多年来研究柯仲平的代表性论文等。 

［知识责任］王琳 著 

［次知识责任］赵金 主编 

  

 

［正题名］徐复观文集 

［书目卷册］第一卷 

［丛书］文化与人生 

［第一责任人］[徐复观著] 

［译者］李维武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4 

［丛编题名］港台海外鄂籍学人文丛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作者论文化问题及个人身世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展示了他的文化哲

学及中国文化观，以及他的学问的根基、背景与历程。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李维武 编 

  

 

［正题名］徐复观文集 

［书目卷册］第二卷 

［丛书］儒家思想与人文世界 

［第一责任人］[徐复观著] 

［译者］李维武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港台海外鄂籍学人文丛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作者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展示了他对中国思想史作

“现代的疏释”的态度、方法与基本思路，特别是他对以儒家思想为重点的中国思想史和中

国文学史的理解和阐释。 

［主题词］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李维武 编 

  

 

［正题名］徐复观文集 

［书目卷册］第三卷 

［丛书］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第一责任人］[徐复观著] 

［译者］李维武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港台海外鄂籍学人文丛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作者同名专著的各序及全部正文，展示了作者对中国道德精神所作

的“现代的疏释”。 

［主题词］人性论/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李维武 编 

  

 

［正题名］徐复观文集 

［书目卷册］第四卷 

［丛书］中国艺术精神 

［第一责任人］[徐复观著] 

［译者］李维武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港台海外鄂籍学人文丛 

［附注内容］本卷收录了作者同名专著的各序及全部正文及附录之一《中国画与诗的融合》，



展示了作者对中国艺术精神所作的“现代的疏释”。 

［主题词］艺术史/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李维武 编 

  

 

［正题名］徐复观文集 

［书目卷册］第五卷 

［丛书］两汉思想史（选录） 

［第一责任人］[徐复观著] 

［译者］李维武编 

［出版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丛编题名］港台海外鄂籍学人文丛 

［附注内容］本卷选录了作者《两汉思想史》一至三卷的主要篇章，展示了作者对中国专制

政治形成时期思想史的反思，特别是他对儒家的命运的同情理解和对专制政治的抗议精神，

以及对中国史学精神所作的现代的“疏释”。 

［主题词］思想史/中国/两汉时代 

［知识责任］徐复观 著 

［次知识责任］李维武 编 

  

 

［正题名］杨振宁文录 

［副题名］一位科学大师看人与这个世界 

［第一责任人］（美）杨振宁著 

［译者］杨建邺选编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不仅收录了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对科学的发现，而更多的使您看到他的学

习生活，他的家庭观，他对祖国的情感，他对老师、朋友的情谊，他对古今艺术作品的挥洒

自如的评论等。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自然科学/文集 

［知识责任］杨振宁 著 

［次知识责任］杨建邺 选编 

  

 

［正题名］自由神话的终结 

［副题名］20 世纪启蒙阙失探解 

［第一责任人］张宝明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三联评论 cgrs225f 吴士余，倪为国主编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国民”的转换，自由话语的残缺，国民“自由”原理，自由心力的



向，启蒙的变调，自我膨胀的悲剧等内容，对 20 世纪的启蒙运动进行了探讨。 

［主题词］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主题词］民主运动/研究/中国/20 世纪 

［知识责任］张宝明 著 

  

 

［正题名］中国电影批评史 

［副题名］1879-2000 

［并列题名］History of Chinese Film Criticism 

［第一责任人］李道新著 

［出版者］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电影评论/历史/中国/1879-2000 

［知识责任］李道新 著 

  

 

［正题名］明清时期儒学核心价值的转换 

［第一责任人］王国良著 

［出版者］安徽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主题词］新儒学/研究/明清时代 

［知识责任］王国良 著 

  

 

［正题名］火中龙吟 

［副题名］余光中评传 

［第一责任人］徐学著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2 

［附注内容］本书内容有：江南水与火、一口气读了三所大学、红头疯子、青春乡愁萌动，

自冰上、何时我们才不再争吵，亲爱的中国？等。 

［知识责任］徐学 著 

  

 

［正题名］无奈的结局 

［副题名］司徒雷登与中国 

［第一责任人］郝平著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丛编题名］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丛书 

［附注内容］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父亲是一位在中国传教的美国

牧师，他本人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曾是燕京大学的主要创办人，支持和帮助中国抗日；任

美国特使时却支持蒋介石政权。本书真实地、历史地反映了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 

［主题词］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946-1949 



［知识责任］郝平 著 

  

 

［正题名］史者的情结 

［第一责任人］杨继光著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11 

［附注内容］本书七个栏目，文章大体可分两类，一为写人，一为论史。写人则上溯张垣百

年之名人，论史则论“文史”特性及有关史实考证之研究的独到见地。 

［主题词］文史资料/张家口市 

［知识责任］杨继光 著 

  

 

［正题名］胡国亨文集 

［丛书］文化学卷 

［第一责任人］[胡国亨著] 

［译者］黄少华编 

［出版者］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2 

［附注内容］本书收《东方之强与西方之强》、《智性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个人主义根基

的破坏》、《生物进步主义的谬误》等 60 多篇文章。 

［主题词］社会科学/文集 

［主题词］文化学/文集 

［知识责任］胡国亨 著 

［次知识责任］黄少华 编 

  

 

［正题名］大公司与关系网 

［副题名］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 

［副题名］1880～1937 

［并列题名］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副题名］Western,Japanese,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副题名］1880-1937 

［第一责任人］（美）高家龙著 

［译者］程麟荪译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社会科学文库 译丛 1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论述了外国在中国境内的大企业与关系网等问题；涉及的企业有美孚

石油公司，英美烟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申新纱厂，大中华火柴公司

等。 

［主题词］外资公司/公共关系学/研究/中国/1880～1937 

［知识责任］高家龙 著 

［次知识责任］程麟荪 译 



  

 

［正题名］胡适传记三种 

［第一责任人］胡不归，毛子水，吴相湘著 

［译者］黄艾仁编 

［出版者］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知识责任］胡不归 著 

［知识责任］毛子水 著 

［知识责任］吴相湘 著 

［次知识责任］黄艾仁 编 

  

 

［正题名］清代学术探研录 

［第一责任人］王俊义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丛编题名］社科学术文库 

［附注内容］全书收录论文、序、评共 30 余篇，计 40 余万言。分为总论篇、清初篇、乾嘉

篇、晚清篇和评论篇，论述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和走向等方面内容。 

［主题词］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文集 

［知识责任］王俊义 著 

  

 

［正题名］清园文存 

［书目卷册］第一卷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分早期创作篇、文学艺术篇、《文心雕龙》篇三部分，收入了“失去爱情

而歌与失去金钱而歌”、“散文式的悲剧”、“论样板戏”、“有真实的地方就有诗”、“乞丐收容

所”、“谈近代翻译文学”等文章。 

［知识责任］王元化 著 

  

 

［正题名］清园文存 

［书目卷册］第二卷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分早期创作篇、文学艺术篇、《文心雕龙》篇三部分，收入了“失去爱情

而歌与失去金钱而歌”、“散文式的悲剧”、“论样板戏”、“有真实的地方就有诗”、“乞丐收容

所”、“谈近代翻译文学”等文章。 

［知识责任］王元化 著 



  

 

［正题名］清园文存 

［书目卷册］第三卷 

［第一责任人］王元化著 

［出版者］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6 

［附注内容］本书分早期创作篇、文学艺术篇、《文心雕龙》篇三部分，收入了“失去爱情

而歌与失去金钱而歌”、“散文式的悲剧”、“论样板戏”、“有真实的地方就有诗”、“乞丐收容

所”、“谈近代翻译文学”等文章。 

［知识责任］王元化 著 

  

 

［正题名］金戈岁月 

［副题名］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将领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顾娜编著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以独到的笔触、饱满的激情，选择这些高级将领一生 具代表性的历程或

典型片断，描绘了他们超凡的军事天才，精湛的指挥艺术和令人热血沸腾的战场经历。 

［知识责任］顾娜 编著 

  

 

［正题名］金戈岁月 

［副题名］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将领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顾娜编著 

［出版者］长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书以独到的笔触、饱满的激情，选择这些高级将领一生 具代表性的历程或

典型片断，描绘了他们超凡的军事天才，精湛的指挥艺术和令人热血沸腾的战场经历。 

［知识责任］顾娜 编著 

  

 

［正题名］传统与现代 

［副题名］日本社会文化研究 

［第一责任人］王秀文著 

［出版者］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6 

［主题词］文化史/研究/日本 

［主题词］风俗习惯/研究/日本 

［知识责任］王秀文 著 

  



 

［正题名］从协调走向对立 

［副题名］美苏对华政策研究 

［副题名］1945-1949 

［并列题名］From Collaboration to Confrontation 

［副题名］American-soviet Policy Towards China 

［副题名］1945-1949 

［第一责任人］茹莹著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5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美国/1945-1949 

［主题词］对华政策/研究/苏联/1945-1949 

［知识责任］茹莹 著 

  

 

［正题名］中间经济 

［副题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 

［并列题名］An Economy of Intermediate form 

［副题名］The Handicraft Industr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Modern China(1840～

1936) 

［第一责任人］彭南生著 

［出版者］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附注内容］本书吸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的原始工作化理论，从宏观上将

1840～1936 年近百年来的中国近代手工业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加以研究，回答了长期困扰学

术界的两个问题：中国近代手工业长期存在的原因、近代手工业的地位及其作用。 

［主题词］手工业/工业史/研究/中国/1840～1936 

［知识责任］彭南生 著 

  

 

［正题名］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 

［第一责任人］（美）杰罗姆 B.格里德尔著 

［并列题名］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译者］单正平译 

［出版者］南 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3 

［附注内容］本书包括：遗产；儒学批判；19 世纪，造反中兴；19 世纪，变法；1911 年革

命，作为政治推动者的知识分子等内容。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主题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现代 

［知识责任］格里德尔 著 

［次知识责任］单正平 译 

  

 



［正题名］天津圖書館館藏舊版日文書目 

［书目卷册］一 

［第一责任人］白春莲主编 

［译者］天津图书馆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丛编题名］天津圖書館日本文庫書目資料叢編 之一 

［附注内容］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协会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著录天津图书馆现存 1945 年以前日本出版的日文图书目录。比较

全面的披露原天津日本图书馆的藏书情况。 

［主题词］日文/图书馆目录/天津市 

［知识责任］白春莲 主编 

  

 

［正题名］天津圖書館館藏舊版日文書目 

［书目卷册］二 

［第一责任人］白春莲主编 

［译者］天津图书馆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丛编题名］天津圖書館日本文庫書目資料叢編 之一 

［附注内容］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协会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著录天津图书馆现存 1945 年以前日本出版的日文图书目录。比较

全面的披露原天津日本图书馆的藏书情况。 

［主题词］日文/图书馆目录/天津市 

［知识责任］白春莲 主编 

  

 

［正题名］天津圖書館館藏舊版日文書目 

［书目卷册］三 

［第一责任人］白春莲主编 

［译者］天津图书馆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丛编题名］天津圖書館日本文庫書目資料叢編 之一 

［附注内容］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协会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著录天津图书馆现存 1945 年以前日本出版的日文图书目录。比较

全面的披露原天津日本图书馆的藏书情况。 

［主题词］日文/图书馆目录/天津市 

［知识责任］白春莲 主编 

  

 

［正题名］天津圖書館館藏舊版日文書目 

［书目卷册］四 



［第一责任人］白春莲主编 

［译者］天津图书馆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丛编题名］天津圖書館日本文庫書目資料叢編 之一 

［附注内容］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协会基金资助出版 

［附注内容］本书是一部著录天津图书馆现存 1945 年以前日本出版的日文图书目录。比较

全面的披露原天津日本图书馆的藏书情况。 

［主题词］日文/图书馆目录/天津市 

［知识责任］白春莲 主编 

  

 

［正题名］天津圖書館藏日本刻漢籍書目 

［第一责任人］谢忠岳主编 

［译者］天津图书馆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丛编题名］天津圖書館日本文庫書目資料叢編 之二 

［附注内容］本书汇集了天津图书馆藏全部“和刻本”古籍，记下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一

段佳话。 

［主题词］日文/图书馆目录/天津市 

［知识责任］谢忠岳 主编 

  

 

［正题名］天津日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上 

［第一责任人］李国庆主编 

［译者］天津图书馆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丛编题名］天津圖書館日本文庫書目資料叢編 之三 

［附注内容］本书较完整地披露了原“天津日本图书馆”的有关史料。 

［知识责任］李国庆 主编 

  

 

［正题名］天津日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 

［书目卷册］下 

［第一责任人］李国庆主编 

［译者］天津图书馆编 

［出版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3 

［丛编题名］天津圖書館日本文庫書目資料叢編 之三 

［附注内容］本书较完整地披露了原“天津日本图书馆”的有关史料。 

［知识责任］李国庆 主编 



  

 

［正题名］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副题名］1815～1874 

［第一责任人］（新加坡）卓南生著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附注内容］本书追溯中文近代报刊的起源和发展轨迹，挖掘了大量散佚于英、美、日和香

港等地珍贵的报刊原件、翻版和抄本，去伪存真，纠正了自 1927 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问世以来，报史专著不少错误的记载和“定论”。内容论及 1815～1874 年 60 年间中文报刊

的变化，清晰地勾勒了中国近代报业萌芽与成长期的特征。 

［主题词］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1815～1874 

［知识责任］卓南生 著 

  

 

［正题名］“文革”瓷器图鉴 

［副题名］[中英文本] 

［并列题名］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rcelain Wares 

［第一责任人］樊建川编著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附注内容］本图鉴收录樊建川先生所藏“文革”瓷器精品 900 余件，图鉴突出私人收藏之

特点和民间专题藏品之档案价值。 

［主题词］瓷器/中国/图集 

［主题词］文化大革命 

［知识责任］樊建川 编著 

  

 

［正题名］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第一责任人］章均立主编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主题词］货币/经济史/浙江省/1941-1949 

［主题词］革命根据地/浙江省/1941-1949 

［知识责任］章均立 主编 

  

 

［正题名］中国乡、镇、街道人口资料 

［并列题名］China population by township 

［第一责任人］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 

［出版者］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9 

［主题词］乡镇/人口统计/统计资料/中国/2000 

［主题词］城市人口/人口统计/统计资料/中国/2000 



  

 

［正题名］经典作家统一战线理论 

［第一责任人］高敬增…[等]主编 

［译者］丁世俊等编选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系列丛书 第一分册 cgrs225f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十八所社院协作编

写 

［附注内容］本书是经典作家统一战线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统一

战线”、“毛泽东论统一战线”、“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三编。 

［主题词］统一战线/研究/中国 

［主题词］马列著作/统一战线/文摘 

［知识责任］高敬增 主编 

［次知识责任］丁世俊 编选 

  

 

［正题名］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摘编 

［第一责任人］顾兆贵选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系列丛书 第二分册 cgrs225f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十八所社院协作编

写 

［附注内容］本书按九个专题选编，包括：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新时期的爱国统一

战线、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祖国统一和海外统战工作等。 

［主题词］统一战线/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顾兆贵 选编 

  

 

［正题名］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综述 

［第一责任人］王继宣，王国成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系列丛书 第三分册 cgrs225f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十八所社院协作编

写 

［附注内容］本书以当前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所涉及的 12 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为内容，对

我们党80年历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历程中统一战线理论的研究状况进

行综述。 

［主题词］统一战线/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王继宣 主编 

［知识责任］王国成 主编 

  

 

［正题名］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 



［第一责任人］李景源主编 

［译者］王小鸿等编纂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系列丛书 第四分册 cgrs225f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十八所社院协作编

写 

［附注内容］本书研究了统一战线的基础理论，包括统一战线系统的构成、统一战线关系、

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等。 

［主题词］统一战线/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景源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小鸿 编纂 

  

 

［正题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编年史 

［副题名］1921 年 7 月～2000 年 12 月 

［第一责任人］孙信编著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系列丛书 第五分册 cgrs225f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十八所社院协作编

写 

［附注内容］本书记录了从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2000 年 12 月末中国统一战线建

立和发展的全过程。 

［主题词］统一战线/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孙信 编著 

  

 

［正题名］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 

［第一责任人］郑宪，王志功主编 

［译者］王志功…[等]编纂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系列丛书 第六分册 cgrs225f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十八所社院协作编

写 

［附注内容］本书主要总结和探讨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的关系，以及多党合作理论与实践的

发展。 

［主题词］统一战线/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郑宪 主编 

［知识责任］王志功 主编 

［次知识责任］王志功 编纂 

  

 

［正题名］统一战线与一国两制 

［第一责任人］李道湘，刘春梅主编 

［译者］张廷翰…[等]编纂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系列丛书 第七分册 cgrs225f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十八所社院协作编

写 

［附注内容］本书通过对香港、澳门、台湾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的考察，

以及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社会地位、社会心理、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他们对“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所应持的态度，从理论上阐述 展海外统战工作的基本想法和思路。 

［主题词］统一战线/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李道湘 主编 

［知识责任］刘春梅 主编 

［次知识责任］张廷翰 编纂 

  

 

［正题名］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第一责任人］张大可，李劲祥，毛国庆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系列丛书 第八分册 cgrs225f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十八所社院协作编

写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凝聚功能

与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等。 

［主题词］统一战线/研究/中国 

［知识责任］张大可 主编 

［知识责任］李劲祥 主编 

［知识责任］毛国庆 主编 

  

 

［正题名］统一战线工作与人物 

［第一责任人］牛旭光，于铭松，张先义主编 

［出版者］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7 

［丛编题名］统一战线系列丛书 第九分册 cgrs225f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十八所社院协作编

写 

［附注内容］本书介绍了统一战线的工作和人物，包括“组织”、“会议”、“事件”、“人物”

四部分内容。 

［主题词］统一战线/研究/中国 

［主题词］统一战线工作/中国/史料 

［主题词］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知识责任］牛旭光 主编 

［知识责任］于铭松 主编 

［知识责任］张先义 主编 

 


